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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为人民谋健康的 100 年·

中国消除疟疾媒介按蚊控制策略和技术
刘起勇，刘小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媒介生物控制室，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感染性疾病诊治
协同创新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媒介生物监测与管理合作中心，北京 102206
摘要：疟疾是经媒介按蚊叮咬传播的媒介生物传染病，曾给我国造成沉重的疾病、经济和社会负担。经过长期卓有
成效的疟疾控制和消除行动，2021 年 6 月我国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认证。从新中国成立初的“除害防病”爱

国卫生运动，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媒介蚊虫综合治理”，到 21 世纪初提出的“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再到消除疟疾

阶段的“疫点处置媒介按蚊控制”，70 余年来我国媒介按蚊防控策略不断演进创新，防控技术不断更新完善，在我国

消除疟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目前，我国为巩固消除疟疾成果，防控疟疾输入引起再传播流行风险，仍面临巨大压
力和严峻挑战，务必继续做好境内媒介按蚊可持续控制，更要积极加入全球消除疟疾行动，分享中国疟疾媒介按蚊
分层、可持续控制策略和实践经验，为实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美好愿景贡献中国智慧、策略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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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pheles vector control strategy and technology for eliminating
the malaria in China
LIU Qi-yong, LIU Xia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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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ed by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Project (No. INV-019124)
Abstract: Malaria is a major vector-borne disease transmitted by the bite of Anopheles mosquito, which has caused a
heavy disease, economical and social burden to China. After long-term effective malaria control and elimination actions,
China was officially granted a malaria-free certification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June 30, 2021.
From "Eliminate the four pests to prevent diseases" initiated by the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Committe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o the integrated mosquito management strategy in the 1980s, to
the sustainable vector management proposed in 2004,and then to Anopheles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spot in the stage of
malaria elimination, the Anopheles control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in China have been evolved and innovated with
stratified sustainable Anopheles control in the past 70 years,which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malaria elimination in China.
At present,there are still severe challenges and great pressure in controlling the risk of re-transmission caused by malaria
importation and maintaining the malaria-free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carry out sustainable control of
Anopheles in China,and share the stratified sustainable Anopheles control strategie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global action to eliminate malaria, so as to contribute Chinese efforts to realizing the vision of a
Malaria-Free world and a community of common health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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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我国殷商时代的甲

疟疾曾给我国造成沉重的疾病、经济和社会负

骨文中就有“疟”等记载。1902 年，英国医生罗纳

担。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疟疾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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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2021 年 6 月 30 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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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根据我国疟疾防治形势，

界卫生组织（WHO）发布新闻公告，中国疟疾本地感

采 取 了“ 媒 介 生 物 综 合 治 理（integrated vector

确认中国正式获得 WHO 消除疟疾认证 ，成为全球

降低发病率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 年后，我国中部

染病例由 20 世纪 40 年代的 3 000 万例减少至 0 例，
［2］

第 40 个获得该认证的国家，同时也是 WHO 西太平
洋地区 30 多年来第 1 个消除疟疾的国家。消除疟疾

是继消除绝对贫困之后，我国又一项了不起的壮举，
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实现“无疟疾世

界”愿景贡献了中国智慧。本文总结了我国建国 70
余年来不同阶段消除疟疾媒介按蚊控制策略和技
术，展望了未来利用创新的媒介按蚊防控策略、技术
和经验助力全球消除疟疾、实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management，IVM）”策略，对于该时期控制疟疾流行
沿黄淮流域地区间日疟疫情出现反弹，为巩固防治

成果，采取了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综合疟疾防治策
略。根据该时期疟疾防控形势，2004 年作者提出了

“ 媒 介 生 物 可 持 续 控 制 策 略（sustainable vector
［5］
management，SVM）”
，为此后我国消除疟疾媒介按

蚊控制提供了科学指导，贡献了创新策略理念［6］。
2010 年后，我国疟疾防治进入消除阶段，基于 SVM
指导下的“消除疟疾媒介按蚊疫点处置”为该阶段消

体的前景。

除疟疾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1

2

中国消除疟疾媒介按蚊控制策略演化创新
随着我国疟疾防治工作的推进，媒介按蚊控制
［3］

策略也不断演化创新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疟
疾发病率和死亡率高，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抑制局
部大暴发大流行为该时期的重点工作。当时媒介按
蚊 控 制 主 要 是 依 靠“ 除 四 害 ”为 主 的 爱 国 卫 生 运
动 。该运动正式开始于 1952 年 3 月 14 日，是中国
［4］

2.1

我国不同阶段消除疟疾媒介按蚊控制技术
疟疾防治不同阶段

我国的疟疾防治主要经

历 6 个阶段：重点调查及防治试点研究阶段（1949－

1959 年）、控制流行阶段（1960－1979 年）、降低发病

率 阶 段（1980－1999 年 ）、巩 固 防 治 成 果 阶 段
（2000－2009 年）、消除疟疾阶段（2010－2020 年）、
［7］
疟疾消除后阶段（2021 年之后）
。虽然每个阶段疟

共产党领导下，全民广泛参与，以改善环境卫生、普

疾防治策略措施不同，但是疟疾媒介按蚊控制对不

及卫生知识、消灭媒介生物为主要内容的运动，被

同阶段的疟疾防治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WHO 誉为“中国的国宝”。

注：1949 年无数据；ITN 表示杀虫剂浸泡蚊帐；IVM 表示媒介生物综合治理；SVM 表示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LLINs 表示长效杀虫剂浸泡蚊
帐；IRS 表示室内滞留喷洒。

Figure 1

2.2

2.2.1

图 1 我国不同时期消除疟疾媒介按蚊控制策略与技术
Anopheles control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for malaria elimin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China

媒介按蚊防控策略与控制实践
重点调查及防治试点研究阶段（1949－1959

年） 20 世纪 40 年代，我国疟疾疫情十分严重，每年
约有 3.5 亿人处于疟疾感染风险，每年约 3 000 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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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 疾 病 例 ，疟 疾 流 行 县 约 占 当 时 全 国 县 总 数 的

弱。该阶段出台了一些疟疾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决

疾呈现地方性流行态势，其中 1952 年疟疾发病率高

1 日 起 实 施）；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传 染 病 防 治 法》

70.00%～80.00%。 1950－1959 年 10 年 间 ，我 国 疟
达 548.23/10 万。

该时期疟疾防治策略为重点调查与重点防治，

降低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抑制局部暴发流行。媒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1987 年 5 月

（1989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
的决定》
（1989 年 3 月）。

疟疾防治策略在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下，以

介蚊虫（含媒介按蚊）控制策略与技术方面，1952 年

年发病率在 1% 以上地区和恶性疟流行区为重点。

通沟渠、填平洼地、改善饮水、防蚊灭蚊等一系列措

取以传染源管理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在以微小按

起，全国开展了“除四害”运动，采取了清除垃圾、疏
施。1953 年起，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开展。1956 年 1
月 26 日，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第二十
七条提及了 12 年内基本消灭蚊虫在内的“四害”，标

志着我国爱国卫生运动纳入了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
划。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1950 年
全州有 50 余万例疟疾患者，通过大规模“除四害”为

主的爱国卫生运动，到 1956 年全州疟疾发病率下降
了 90.00%（与 1950 年发病率比较）。1958 年 2 月，中

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
指示》，同年 8 月又发出《关于继续开展除四害的决
定》。在上述策略措施等指引下，到 1958 年，我国疟
疾的发病率下降至 215.83/10 万，有 722 个县、市基
本消灭了疟疾。
2.2.2

控制流行阶段（1960－1979 年） 该阶段逐

步有计划地开展了疟疾全面防治工作，但受自然灾
害频发、人口流动增加（1966 年后）、政治环境不稳
定（1966－1976 年）等因素影响，黄淮平原（60 年代
初）、江汉平原（70 年代初）发生了间日疟大流行。
该时期疟疾防治策略为贯彻“预防为主”的工作
方针，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南方微小按蚊
（Anopheles minimus）为主要传播媒介地区采取防制
传播媒介和消灭传染源并重的综合防治策略；北方
中华按蚊（An. sinensis）为主要传播媒介地区采取以
消灭传染源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1964 年，
《防治
疟疾技术方案》中明确了媒介控制等措施和要求。
该时期实施的“一防、三治、压高峰”等措施，其中“一

在以中华按蚊为主要传播媒介的间日疟流行区，采

蚊或雷氏按蚊（An. lesteri）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地区，
采取控制媒介按蚊和传染源并重的防治策略；在有
大劣按蚊（An. dirus）存在地区，采取减少孳生地结合
传染源管理的综合防治策略；在发病率降至 5.00/万

以下地区，采取加强疟疾监测为主的策略。以达到
缩小恶性疟流行范围、使全国疟疾年发病率稳定在
1.00/万以下水平。

媒介按蚊防控实践方面，提出了“蚊虫综合治

理”理念［8］。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爱卫
办）建立了全国“四害”密度监测系统——蚊虫监测
（1988 年），下发了《关于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
通知》和《国家卫生城市检查考核标准》
（
“除四害”达

标）
（1989 年 10 月），印发了《灭鼠、蚊、蝇、蟑螂标准》
及《灭 鼠 、蚊 、蝇 、蟑 螂 考 核 鉴 定 办 法》
（1997 年 1
月）等。

从防控技术来看，我国从 80 年代以来，室内滞

留喷洒（indoor residual spraying，IRS）是中部及部分

南方省份恶性疟流行区媒介按蚊控制的主要措施之
一。在微小按蚊、雷氏按蚊为主要传播媒介地区，实

施每年 1～2 次滴滴涕（DDT）室内滞留喷洒（>1 000
万人口）或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浸泡蚊帐（>500 万

人口）等灭蚊措施。IVM 案例方面，1986－1988 年，
在山东省邹县和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进行了“城镇
大面积蚊虫综合防制的研究”现场试验，经过 2 年环

境治理为主的综合防制，蚊虫密度降至很低水平［9］。
此外，新农村建设、住房创新、大规模农田水利

防”就是防蚊灭蚊，主要结合农田水利建设和爱国卫

建设、农耕制度改变、稻田农药使用和稻田养鱼等，

生运动，发动群众防蚊灭按蚊，有效控制了当时的疟

也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媒介按蚊孳生栖息环境，降

疾发病率和死亡率。1977 年，原卫生部要求各地继

低了媒介按蚊密度，促进了疟疾发病率的下降。例

续开展以“两管五改”等为中心内容的爱国卫生运
动，填平了大量的坑洼，疏通了大量的沟渠，清除了
大量的媒介按蚊孳生地。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菊酯类杀虫剂浸泡蚊帐

（insecticide treated nets，ITN）作为一种主要的媒介
按蚊控制措施广泛应用。
2.2.3

如，1983 年我国稻田放养鱼面积近 60×104 hm2［10］；稻
田养鱼（鲤鱼、草鱼、罗非鱼）降低了中华按蚊幼虫密

度（下降率可高达 80.00%），促进了水稻生长，提高

了经济效益。黄淮平原地区通过改良环境以减少
人、蚊接触及控制传染源的综合措施，提高了当地疟
疾防控效果［11］。在江苏省邳州市的“新农村建设”

降低发病率阶段（1980－1999 年） 经过前

中，采用以“改良环境（挖大塘，填坑洼，改良环境，建

期全面的疟疾防治，该时期疟疾流行强度明显减

新房，留后窗等），减少人、蚊接触”为主的综合性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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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措施以后，疟疾发病率逐年下降，效果非常显著。
通过上述系列策略措施的实施，到 1999 年，全

国疟疾发病率（2.34/10 万）较 1980 年（337.83/10 万）
下降了 99.31%。
2.2.4

巩固防治成果阶段（2000－2009 年） 2000

年后，我国大多数地区疟疾疫情处于较低水平，但

Chin J Vector Biol & Control, October 2021, Vol.32, No.5

省，
“ 无蚊村”建设已成为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在农
村蚊虫控制中的典范［17］。该策略强调清除蚊虫孳生
地为主的环境友好技术并建立长效机制，目前已在

该省的 11 个地市 140 余个村庄推广，受益人群超 6
万人。

媒介按蚊控制核心技术上，2001 年以后，ITN/长

2001－2007 年淮河流域发生了间日疟疫情回升，引

效杀虫剂浸泡蚊帐（long-lasting insecticide impregnated

该阶段出台了一些与疟疾相关的法规、规章和

键 控 制 措 施［20］，在 恶 性 疟 流 行 控 制 中 发 挥 了 重 要

起了我国疟疾发病率回升［12-13］。

规划规划文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2003
年 5 月 9 日起实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
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
（2003 年 11 月发布）；
《国

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2006 年 2 月发布）；

《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
（2006 年 3 月发布）；

［18-19］
nets，LLINs）
和杀虫剂 IRS 一起作为媒介按蚊关

作用。
2.2.5

消除疟疾阶段（2010－2020 年） 为做好消

除疟疾工作，我国制定了一系列规划、标准等。例

如，2010 年我国原卫生部等 13 部委联合下发《中国

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 年）》；2011 年发布

《2006－2015 年 中 国 疟 疾 防 治 规 划》
（2006 年 2 月

《疟疾控制和消除标准（GB26345－2010）》；2015 年

疟疾防治策略上来说，贯彻“预防为主、科学防

《抗疟药使用规范（WST 485－2016）》；2016 年国家

发布）。

治”的方针，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中
华按蚊、大劣按蚊分布区采取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
综合疟疾防治策略，微小按蚊、雷氏按蚊为主要媒介
分布区采取传染源控制和媒介按蚊防制并重策略。
例如，在云南省湄公河流域的住房创新实践中，研究
发现人群住房墙体用木板和竹子的房屋中疟疾患病
率显著高于其他建筑材料（水泥和砖）。当地通过改
善住房结构，控制媒介按蚊，降低了人、蚊接触，极大

发 布《疟 疾 的 诊 断（WS259－2015）》；2016 年 发 布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部、商务部、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了《中国消

除疟疾工作方案（2016－2020 年）》；2017 年印发《国

家消除疟疾阶段媒介按蚊监测点工作方案》；2018
年 下 发《疟 原 虫 检 测

血 涂 片 镜 检 法（WST 569－

2017）》；2020 年印发《消除疟疾后防止输入再传播
技术方案》等。提出了我国消除疟疾“1-3-7 定点清
除”工作模式［21-22］。

2017－2019 年，我国连续 3 年无本地原发感染

地减少了疟疾的发生［14］。

在我国中部，2006 年安徽、河南省于暴发点启

疟疾病例报告。该时期疟疾防治策略为以病例和疫

入，采取了消灭传染源、防蚊灭蚊等综合性防控措

例，2010－2011 年（低疟疾流行情景），开展了“消除

动了疟疾疫情应急处置，加强了组织领导和经费投
施，遏制了疟疾疫情上升势头，阻断了疫情扩散蔓

延。以河南省永城市为例，2006－2009 年（高疟疾

点干预为主的消除策略措施。以河南省永城市为
疟疾媒介按蚊疫点处置关键技术”研究，厘清了间日

疟媒介中华按蚊在自然村内的飞行距离［23］、孳生习

流行情景），通过采用球形芽孢杆菌生物灭幼蚊减少

性［24］、吸血习性［25］、栖息习性、日活动节律等。在此

媒介按蚊孳生地（关键措施）、杀虫剂浸泡蚊帐和滞

基础上，选择不同疟疾流行强度自然村，综合应用多

留喷洒灭成蚊等综合性媒介按蚊控制措施，达到了

种媒介按蚊控制技术措施（空间喷洒、滞留喷洒、灭

［15］

最大程度降低疟疾传播强度目的

。该市在沿豫皖

边界的 31 个行政村投放球形芽孢杆菌生物灭幼剂

（每 10～15 d 投放 1 次），降低了中华按蚊密度，形成

幼蚊剂及其措施组合），降低了人、蚊接触，切断了疟
疾传播链。2012 年起（消除疟疾情景），永城市继续
开展了媒介按蚊生态学监测和抗药性监测，确保维

了一道生物防控疟疾的屏障，阻断了外界疟疾向永

持消除疟疾状态。一旦发生疟疾病例输入，立即采

城市的传播与蔓延。

用疫点处置关键技术以阻断二代疟疾病例的发生。

媒介按蚊防控宏观策略上，该阶段爱国卫生运

媒介按蚊防控宏观策略上，该阶段爱国卫生运

动持续开展 ，IVM 持续进行，以 IVM 为核心的媒介

动持续开展，以 IVM 为核心的 SVM 持续应用。2010

安亭新镇建设中（2001－2004 年），在 SVM 策略指导

施，用于云南和海南省等部分地区消除疟疾工作；

［6］

［16］

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广泛应用

。例如，在上海市

下，开展了媒介生物监测、风险评估和建议，在该镇
以规划为基础的全程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在防止疟
疾等媒介生物传染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浙江

年以来，ITN/LLINs 作为媒介按蚊控制重要辅助措

IRS 主要用于已出现传播或有传播可能的疫点媒介
按蚊处置。
2.2.6

疟疾消除后阶段（2021 年之后） 该阶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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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无本土疟疾病例，但输入性疟疾风险持续存
［26］

在

，我国主要传疟媒介按蚊依然存在，需采取“强

化联防、及时发现、快速处置”为核心的综合性策略
和措施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巩固消除成果［27］。
媒介按蚊防控策略措施方面，该阶段爱国卫生

运动持续开展，IVM 为核心的 SVM 策略措施持续进

行；一旦发现输入疟疾病例立即开展疫点处置媒介
按蚊控制，确保不出现二代疟疾病例，巩固我国消除
疟疾的成果。
3

展

望

中国成功消除疟疾是经过几代人数十年有针对
性的持续疟疾控制和消除行动才取得的。在我国从
控制到消除疟疾的进程中，根据不同历史防治阶段、
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类型疟疾流行强度、不
同媒介按蚊种类等情景，媒介按蚊防控策略技术不
断演进、创新、发展，形成了基于爱国卫生除害防病
组织基础的、中国特色的“疟疾媒介按蚊分层、可持
续控制策略”，为中国成功消除疟疾发挥了关键技术
支持，为实现“无疟疾世界”愿景提供了中国疟疾媒
介控制模式。
目前全球疟疾流行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外防疟
疾病例输入巩固消除疟疾成果仍然存在挑战［28-31］。
未来，不仅需要在国内持续做好疟疾媒介按蚊防
控［32］，还亟待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33-34］，将我国创新
的媒介按蚊防控策略、技术及总结的成功经验向全
［35］

球推广应用

，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为助力全球消

除疟疾、推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利益冲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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