
结束忽视，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2021-2030 年被忽视的热带病路线图
 概述



《2021-2030年被忽视的热带病
路线图》规定了预防、控制、消除
和根除20种不同疾病和疾病群
组的2030年全球目标和阶段性
目标，以及与《2019-2030年世
卫组织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的跨领
域目标。它还提出了在下个十年
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本文件旨
在接替2012年发布的第一个路
线图 。1

新的路线图是经2018年启动的
全球广泛协商之后起草的，最终
在2020年11月 第七十三届世界
卫生大会上通过会员国认可。

1  Accelerating work to overcome the global impact of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2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70809).

这一协商进程包括与被忽视的
热带病预防和制定规划管理人
员举行的区域讲习班；与被忽视
的热带病及相关工作领域利益
攸关方举行的国家讲习班；疾病
专家、疾病建模者、捐助者和合
作伙伴在100多次双边访谈中提
出的意见；以及在举行两轮在线
协商后收到的300多份回复。因
此，本文件反映了会员国和广大
利益攸关方的观点。

 
 

被忽视的热带病（NTD）
是由具有独特共性的 20
多种不同的疾病组合而
成：它们的影响在贫困
社区，覆盖人口超过10
亿，对人体健康，社会
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极
大的危害。

下个十年的目标和战略

本路线图还描述了通过与多种
疾病相关的跨领域活动实现这
些目标所需的综合方法。路线图
以三个支柱为基础，为控制、消
除和根除被忽视的热带病全球
努力提供支持： 

支柱1 
加快规划行动 

支柱2 
加强跨领域方法 

支柱3 
改变运行模式和文化，促进国家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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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以来，已经取得重大进
展。如今，已有6亿人不再需要针
对多种被忽视的热带病的干预
措施，42个国家和地区至少消除
了一种疾病。麦地那龙线虫病即
将被根除，有4个国家在2019年
报告了54例人类麦地那龙线虫
病病例；淋巴丝虫病和致盲性沙
眼已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分
别在17个国家和10个国家实现
消除；盘尾丝虫病已在美洲区域
的4个国家实现消除；人类非洲
锥虫病的年度病例数已从2012
年的7000例下降到2019年的不
到1000例，超过了到2020年下降
到2000例的原定目标；大多数流
行国家已在2010年作为一个公
共卫生问题实现消除麻风病的
目标，即每万人中接受治疗的患
者不到1例，自此之后，全球报告
新增麻风病病例数继续以每年
1%的速度下降。

2  Fitzpatrick C, Nwankwo U, Lenk E, de Vlas SJ, Bundy DAP. An investment case for ending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In: Holmes KK, Bertozzi S, 
Bloom BR, Jha P, editors.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s, 3rd edition. Washington, DC: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2017. doi:10.1596/978-1-4648-0524-0/ch17.

防治被忽视的热带病有助于减
轻这些疾病为世界上最贫穷社
区带来的人力和经济负担。这也
显示了协调会员国与不同伙伴
之间工作的影响，在过去九年
里，在这方面产生了两个重要事
实：(i)被忽视的热带病干预措施
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最佳干预
措施之一，对预防性化疗投资一
美元估计为受影响个人产生约
25美元的净收益2； (ii)被忽视的
热带病是一种重要的跟踪指标，
可以确定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
和公平获得高质量卫生保健服
务方面的进展差距。

推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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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
展，但先前路线图中为2020年
规定的一些目标显然无法实现。
新的路线图确定了存在的关键
差距和实现2030年目标所需的
行动。过去十年的经验表明，需
要在全部20种疾病和疾病群组
的范围内以及在诊断、监测和评
估、药品和医疗产品的获取及物
流、加强能力、宣传和筹集资金
等特定方面采取进一步的跨部
门行动。在此消除被忽视的热带
病道路上的关键时刻，风险依然
很大。需要制定规模宏大且注重
影响力的目标，以指导旨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加速控
制和消除。

 

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在多
个层面采取一致行动，并对各种
挑战作出敏捷的反应。例如，认
识到麦地那龙线虫病感染出现
在除人类以外的哺乳动物身上，
这表明在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
方面面临的挑战已进入最后阶段

（“最后一公里”）。大流行病、地
方性流行病、政治不稳定、移民、
气候变化的后果和抗微生物药
物耐药性等不可预见的情况会
使现有规划变得更加复杂，需要
采取额外的缓解行动。

恢复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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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继续采取规划行动，特别是
在多种疾病之间存在重大差距
的目标领域。开展结构适当的业
务和执行情况调查（包括基于社
区的应用研究）也至关重要，能
够为制定和实施有效的被忽视
的热带病干预措施打下坚实的
基础。

除了对规划行动进行逐步修改
之外，还需要实行更彻底的变
革，将各种方法整合起来纳入国
家卫生系统的主流，并协调各部
门的行动。这些跨领域概念并不
是新的；现有的各种被忽视的热
带病计划已对这些措施作出了
概括说明，但在某些实例中，这
些措施的实施仍然存在问题。

 

本路线图意在提出聚焦于干预
措施综合交付平台的具体行动，
从而提高规划的成本效益和扩
大其覆盖面。

加强国家卫生系统的能力将通
过现有基础设施实施干预措施，
提高干预措施的可持续性和效
率，并使患者能够公平获得全面
的治疗、护理和支持。

卫生部门内外的密切协调和跨
部门行动，不仅涉及媒介控制、
水和环境卫生、人类健康、动物
健康、环境健康和健康意识领
域，还涉及教育和残疾等领域，
将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作用。

将各种方法整合起来并纳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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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既是实现2030年被忽视的
热带病目标的推动者，也是受益
者。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
牵头制定全部或部分由国内资
金资助的议程并实现其目标。各
国必须将地方性被忽视的热带
病的预防和控制纳入国家卫生
计划并将其作为工作重点，并在
国家卫生预算中指定一个相应
的预算项目。必须促进采取跨部
门行动和提前制定计划，以便凝
聚支持被忽视的热带病计划所
需的高级别政治意愿。

随着各国其国家被忽视的热带
病计划，合作伙伴的支持对于缩
小关键差距、加强能力和实现规
划目标仍然至关重要。需要认真
努力，让社区特别是青年人参与
支持有关执行、后续和审查国家
被忽视的热带病规划的进程。

 
 
 
 
 
 

鉴于向跨领域方法的转变，可能
需要相应调整结构和工作方式，
例如让资金流和报告结构更加
灵活。

展望下个十年，显然在应对被忽
视的热带病方面需要做大量的
工作，因为在世界上最脆弱和最
边缘化的人群中，被忽视的热带
病的负担仍然很重。不过，或许
同样明确的是，也迫切需要战胜
这些致贫疾病，以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和确保全民健康覆盖。

路线图提出了在下个十年内协
调利益攸关方的工作和重新确
定行动重点的全球目标。它鼓励
各方重新评估其工作方法，并考
虑如何提高其承诺和贡献的效
率和实效。最后，它还寻求在降
低和消除被忽视的热带病为全
球带来的巨大负担方面促进加
强合作与开放。 

交付成果，发挥影响 



路线图的目标、阶段性目标和指标1

综合方法 

75% 
预防性化疗综合治疗覆盖指数

40  
通过并实施皮肤性被忽视的热带
病综合战略的国家数目

75%4
  

因媒介传播被忽视的热带病致死
人数比例下降（相比2016年）——
实现世卫组织的全球媒介控制对
策目标

跨部门协调 

100% 
疫区至少能够获得基本供水、环
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以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6具体目标6.1和6.2

90% 

因被忽视的热带病而免于支付自
费部分的高危人口所占比例——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3具体目标 
3.8

90% 
将被忽视的热带病纳入国家卫生
战略/计划的国家所占比例

全民健康覆盖 

90% 

将被忽视的热带病干预措施纳入
一揽子基本服务并为其编制预算
的国家所占比例

90% 

在国家卫生系统内制定被忽视的
热带病相关残疾管理指南的国家
所占比例

国家自主权 

90% 

报告所有相关地方性被忽视的热
带病的国家所占比例

90% 

收集和报告按性别分列的被忽视
的热带病数据的国家所占比例

90%3

需要被忽视的热带病干预措
施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减少

75%
与被忽视的热带病相关的残
疾调整生命年比例下降

100
已经消除至少一种被忽视的
热带病的国家数量

2
被根除的被忽视的热带病
数量

至2030年全球总目标2

至2030年跨领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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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来源：结束忽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021-2030年被忽视的热带病路线图。 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20年 。 
2 总体百分比降低的基准年是2020年（第3和第4个除外）。 
3 与2010年的基准相比。 
4 与2016年的基准相比。



采取综合方法对实现特定疾病目标的影响

2020年 2023年 2025年 2030年疾病名称 指标

187 (96%) 189 (97%) 191 (98%) 194 (100%)

1 (1%) 97 (50%) 136 (70%) 194 (100%)

麦地那龙线虫病

雅司病

以根除为目标

经认证无此种疾病传播的国家数目

经认证无雅司病传播的国家数目

50 (26%) 75 (39%) 95 (49%) 120 (62%)

4 (12%) 5 (13%) 8 (21%) 12 (31%) 

麻风病

盘尾丝虫病

0 0 5 (21%) 15 (62%)人类非洲锥虫病 （冈比亚）

以消除为目标（阻断传播）

已核实阻断传播的国家数目

本土麻风病新增病例为零的国家数目

已核实阻断传播的国家数目

80 (47%) 89 (53%) 113 (67%) 155 (92%) 

0 4 (10%) 10 (24%) 15 (37%) 
 

0 2 (15%) 4 (31%) 8 (61%) 

0 32 (43%) 56 (75%) 64 (85%) 

0 49 (63%) 69 (88%) 78 (100%) 

17 (24%) 
 
 

23 (32%) 
 
 

34 (47%) 
 
 

58 (81%) 
 
 

0 
 

60 (60%)  70 (70%) 
 

96 (96%) 
 

10 (15%) 
 
 
 
 
 

28 (42%) 
 
 
 
 
 

43 (65%) 
 
 
 
 
 

66 (100%) 
 
 
 
 
 

狂犬病

恰加斯病 

人类非洲锥虫病 （罗得西亚） 

利什曼病（内脏） 

血吸虫病 

淋巴丝虫病 
 

土壤传播的蠕虫病 

致盲性沙眼 
 
 
 
 
 

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以消除为目标

已实现狂犬病致死人数为零的国家数目

已实现阻断四种传播途径（媒介、输血、移植和先天性）的国家数目，适宜人群的抗
寄生虫治疗覆盖率为75%

经确认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实现消除目标的国家数目（定义为在过去五年中，该国
每个卫生区的平均发病人数为每年每万人小于1例)

经确认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实现消除目标的国家数目（定义为原发性内脏利什曼病
的病死率小于1%）

经确认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实现消除目标的国家数目（目前定义为严重血吸虫病感
染比例小于1%）

经确认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实现消除目标的国家数目（定义为在停止大型服药活动
至少四年内感染数量持续低于传播评估调查阈值；在已知所有发病地区提供一揽
子基本护理）

经确认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实现消除目标的国家数目（定义为因蛔虫、鞭虫、美洲线
虫和十二指肠钩虫引起的中度和重度土壤传播的蠕虫病感染的比例小于2%）

经确认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实现消除目标的国家数目（定义为(i) 在每个先前流行
地区15岁及以上人口中“卫生系统未知”致盲性沙眼倒睫患病率小于0.2%；(ii)在
每个先前流行地区1至9岁儿童中致盲性沙眼炎症滤泡的患病率小于5%；和(iii)证
明卫生系统能够使用既定策略识别和管理致盲性沙眼倒睫的事件病例的书面证
据，并有证据证明有执行这些战略的适当财政资源）

注：在某些情况下，提到“国家”时应被理解为表示国家和地区。

以控制为目标

30% <22% <18% <10%

0.80% 0.50% 0.50% 0%

1 4 9 17

N/A 3 (3%) 6 (7%) 11 (12%)

N/A 44 (51%) 66 (76%) 87 (100%) 

0 25 (13%) 50 (26%) 194 (100%)

N/A 39 (30%) 61 (46%) 132 (100%)

2 (3%) 4 (6%) 9 (14%) 17 (27%)

布鲁里溃疡

登革热

包虫病

食源性吸虫病

利什曼病（皮肤）

疥疮和其他体外寄生虫病

毒蛇咬伤

绦虫病/囊虫病

足菌肿、生色芽生菌病和其他
深部真菌病

1 (3%) 
 

4 (13%) 
 

8 (27%) 
 

15 (50%) 
 

诊断时属于第三类（晚期）病例的比例

登革热致死率

在高流行区对囊型包虫病进行强化控制的国家数目

在高流行区进行强化控制的国家数目

实现85%的病例被发现和报告以及95%的病例被治疗的国家数目

将疥疮管理纳入全民健康覆盖一揽子保健计划的国家数目

实现毒蛇咬伤死亡率下降50%的国家数目

在高流行区进行强化控制的国家数目

将足菌肿、生色芽生菌病、孢子丝菌病和/或副孢子菌病纳入国家控制规划和监测
系统的国家数目



结束忽视，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2021-2030 年被忽视的热带病路线图。概述 
[Ending the neglect to atta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 road map 
for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2021–2030. Overview]

本文件是2020年以WHO/UCN/NTD/2020.01文号出版的小册子更新版

ISBN 978-92-4-001883-9（网络版）

ISBN 978-92-4-001884-6（印刷版）

©世界卫生组织 2021年。 部分版权保留。作品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
政府间组织3.0版本适用于该作品 (CC-BY-NC-SA 3.0 IGO)。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igo/deed.z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