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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防控专题·

杭州市消除疟疾后传疟媒介按蚊种群
及密度监测结果分析
朱素娟，金行一，徐卫民，韦凌娅，孙昼，孔庆鑫，陈珺芳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所，浙江 杭州 310021
摘要：目的

了解杭州市消除疟疾后传疟媒介按蚊种群及密度现状，为消除疟疾后输入性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及

输入性疟疾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

2018－2019 年选取杭州市 10 个区（县、市）为传疟媒介监测点，采用

诱蚊灯法、人诱法、勺捕法分别进行传疟媒介成蚊种群及成蚊、幼蚊密度监测，同时收集 2016－2020 年杭州市间日
疟确诊病例个案调查资料，对传疟媒介及疟疾疫情流行特征进行分析。结果

2018－2019 年各监测点采用诱蚊灯

法共捕获各类蚊虫 1 686 只，传疟媒介按蚊中仅发现中华按蚊（116 只，占 6.88%），主要分布于郊区和农村，城区未捕

获；人诱法成蚊密度监测共捕获中华按蚊 834 只，7 月下旬密度最高，其中郊区点为 0.56 只/（人·h），农村点为 5.63

只/（人·h），淳安县达到 20.50 只/（人·h）；勺捕法幼蚊密度监测仅在稻田中捕获中华按蚊幼蚊 373 条，分布在淳安县、
桐庐县和临安区，勺舀指数分别为 0.70、0.05 和 0.02 条/勺，7 月下旬幼蚊密度最高（平均为 0.54 条/勺）。2016－2020
年杭州市共确诊境外输入性间日疟病例 12 例，病例主要分布在余杭和西湖区；病例发病到确诊的时间平均为

（7.08±8.24）d。结论

中华按蚊是杭州市持续存在、唯一的传疟媒介，主要分布在农村且有明显的季节性，境外输

入性间日疟病例未及时发现仍存在再传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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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Anopheles vector of malaria after elimination of malaria

in Hangzhou, China,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risk assessment of imported malaria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trol strategy. Methods

Ten districts, counties, or cities in Hangzhou were selected as malaria vector monitoring sites

from 2018 to 2019. The density of adult (malaria vector) and larval mosquito populations were monitored by lamptrapping, human-trapping, and dip survey methods. The data of confirmed cases of vivax malaria in Hangzhou from 2016
to 2020 were col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laria vector and epidemic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1 686

mosquitoes were captured by lamp-trapping from 2018 to 2019. Of malaria vectors, only An. sinensis (116, 6.88%) was
captured in the suburb and rural areas. A total of 834 An. sinensis adults were captured by human-trapping. The density
was the highest in late July, which was 0.56 mosquitoe/person-hour in suburb areas and 5.63 mosquitoes/person-hour in
rural areas (20.50 mosquitoes/person-hour in Chun'an county). Only 373 An. sinensis larvae were captured by dip survey
in rice fields, with the density of 0.70, 0.05, and 0.02 larva/dip in Chun'an county, Tonglu county, and Lin'an district ,
respectively. The density of larvae was the highest in late July (0.54 larva/dip on average). From 2016 to 2020, 12
imported cases of vivax malaria were reported in Hangzhou, mainly in Yuhang district and Xihu district. The mean time
from onset to diagnosis was (7.08±8.24) d. Conclusion

An. sinensis is the only malaria vector consistently present in

基金项目：杭州市农业与社会发展科研主动设计项目（20190101A12）；杭州市卫生计生科技计划一般（A）类项目（2018A79）
作者简介：朱素娟，女，硕士，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寄生虫病流行病学研究，E-mail：zsj064@163.com
通信作者：金行一，E-mail：1499256186@qq.com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21 年 10 月第 32 卷 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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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47 ·

Hangzhou, which is mainly found in rural areas and varies significantly across seasons. Undetected imported cases of
vivax malaria still pose a risk of transmission in Hangzhou.
Key words: Malaria; Malaria vector; Hangzhou

疟疾是经按蚊叮咬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
染病，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重点防控的传染病
之一。2018 年全球约有 2.28 亿疟疾病例（93.0％的

患者来自非洲），其中死亡 40.5 万例，可见疟疾仍是
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杭州市自 2010 年以来

动，捕捉停歇在内帐外侧和外帐内外侧上的成蚊，捕

捉 15 min/h，捕获的所有按蚊冷冻处死后，经蚊媒专

业人员进行蚊种形态学鉴定，再记录每次捕蚊种类
和数量。
人诱按蚊密度〔只/（人·h）〕=通宵捕获的按蚊总只数/（人

［1］

无本地感染病例，2015 年通过消除疟疾考核，2016

饵数×捕捉小时数）

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因经商、务工、留学及旅游而

塘或水塘（2 个）、水坑或水沟（2 个）及稻田（5 块，城

年进入疟疾消除阶段。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一带

带动的出入境人数急剧增加，导致国内境外输入性
病例日益增多，确诊病例有间日疟、恶性疟、三日疟
及卵形疟［2-3］。杭州市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年平均

气温为 17.8 ℃，年平均降雨量 1 553.8 mm，年平均相

1.3.3

幼蚊密度监测

采用勺捕法在各监测点选池

区点可选择其他孳生环境）各舀取 5 勺共计 45 勺水，
观察记录水中按蚊幼虫条数并计算幼虫（蛹）勺舀
指数。
勺舀指数=捕获的按蚊幼虫总只数/45 勺

对湿度 80%，适合传疟媒介的生存。本文旨在了解

1.4

为消除疟疾后输入性疟疾引起再传播风险评估及输

调查表，参照《疟疾诊断标准》
（WS 259—2015）进行

杭州市消除疟疾后传疟媒介种群及密度分布现状，
入性疟疾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1

来源于杭州市 2016－2020 年的疟

疾年报表、网络直报数据及确诊病例流行病学个案
疟疾诊断和病原学分类，对确诊的间日疟病例流行
季节、地区、人群分布特征及感染来源等进行描述性

材料与方法

1.1

疫情资料

统计分析。

监测点设置

根据既往疟疾流行及媒介按蚊

分 布 情 况 ，设 置 杭 州 市 传 疟 媒 介 监 测 点 ，2018 和

2019 年各 5 个监测点，其中城区点为下城、江干和西

湖区，郊区点为萧山、余杭和富阳区，农村点为临安
区、建德市、桐庐和淳安县。各监测点根据自然地理
环境和农作物分布、牲畜饲养等因素，各选取具有代

1.5

统计学分析

监测数据由专人负责录入

Excel 2003 软件并整理分析，ArcView 3.2 软件作图，
运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进行组间率的比较（χ2 检
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表性的 1 个自然村或社区为监测点。

2.1

年的每年 7－9 月，每月开展 1 次监测，7、9 月监测时

法，共捕获各类蚊虫 1 686 只，按蚊中仅发现传疟媒

1.2

监测时间

蚊虫种群监测时间为 2018 和 2019

间为 1 d（1 夜），8 月监测时间为连续 3 d（3 夜）。成

蚊和幼蚊密度监测时间为每年的 5－10 月，每月上、
下旬各监测 1 次。
1.3

1.3.1

媒介按蚊种类分布监测

采用诱蚊灯法，选

诱蚊灯 1 盏。诱蚊灯光源离地 1.5 m，每天从日落至
次日日出，将捕获的蚊虫冷冻处死，经蚊媒专业人员

进行蚊种形态学鉴定，再将每盏灯每晚的监测结果
填入数据记录表。
成蚊密度监测

各监测点于

2018 和 2019 年 每 年 的 7－9 月 采 用 全 通 宵 诱 蚊 灯
介中华按蚊（Anopheles sinensis）116 只（占捕获总数

的 6.88%），未发现雷氏按蚊（An. lesteri）、大劣按蚊

（An. dirus）及微小按蚊（An. minimus）；郊区点和农村
点均有中华按蚊分布，城区未捕获中华按蚊；捕获库

监测方法

择室内（人房内）和室外（近水稻田或池塘处）各放置

1.3.2

媒介按蚊种类分布监测结果

采用室外全通宵人诱法，通

宵观察 1 晚（19：00 至次日 07：00），在居民区（或住
户）与孳生地（水稻田、池塘等）之间选择 1 个点，悬
挂 1 顶双层蚊帐，帐底边离地面不少于 0.3 m，1 人坐

或卧在帐内诱蚊，1 人手持捕蚊管在内外帐之间走

蚊 1 341 只，占 79.54%，为杭州市的优势蚊种；农村

点按蚊的构成比（9.50%）显著高于城郊点（4.20%）

（χ2=18.440，P<0.001），而 郊 区 点 伊 蚊 的 构 成 比

（16.45%）显 著 高 于 农 村 点（8.32%）
（χ2=25.710，P<
0.001）。见表 1。
2.2

成蚊密度监测结果

各监测点 5－10 月通过帐

内人诱法捕获按蚊 834 只，均为中华按蚊。由图 1 可

见，淳安县密度最高为 2.40 只/（人·h），其次为建德
市、富阳区、临安区及桐庐县。中华按蚊密度随着月

份推后呈上升趋势，7 月下旬达到峰值，郊区点为
0.56 只/（人·h），农村点为 5.63 只/（人·h）
（图 2），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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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杭州市消除疟疾后 2018－2019 年各监测点诱蚊灯法捕获各类蚊虫构成情况
Composition of mosquitoes captured by mosquito-trapping lamp in monitoring sites from 2018 to 2019 after malaria
elimination in Hangzhou

地区
郊区点
农村点
合计

捕蚊总数
（只）
833

按蚊

库蚊

伊蚊

其他蚊虫

捕获数（只） 构成比（%） 捕获数（只） 构成比（%） 捕获数（只） 构成比（%） 捕获数（只） 构成比（%）

853

1 686

35

4.20

658

78.99

137

16.45

116

6.88

1 341

79.54

208

12.34

81

9.50

683

80.07

71

8.32

3

0.36

21

1.24

18

2.11

安县 7 月下旬则达到 20.50 只/（人·h），之后密度逐
渐下降。

杭州市消除疟疾后 2018－2019 年农村点 5－10 月
中华按蚊幼虫密度变化
Figure 3 Changes in the density of Anopheles sinensis larvae in
rural areas in May to October from 2018 to 2019
after malaria elimination in Hangzhou
图3

中 2016、2017 年各 4 例，2018 年 2 例，2019、2020 年各

1 例；1－12 月发病数分别为 1、0、2、1、1、0、2、1、2、1、
杭州市消除疟疾后 2018－2019 年各监测点中华按蚊
成蚊密度地区分布
Figure 1 Density of Anopheles sinensis in monitoring sites from
2018 to 2019 after malaria elimination in Hangzhou
图1

1 和 0 例，流行季节（5－10 月）共有 7 例；感染地来自

亚洲和非洲（各 6 例）；病例现住址在余杭和西湖区

各 4 例，滨江、萧山、富阳区及建德市各 1 例（图 4）。
发病到确诊时间范围 1～26 d，平均（7.08±8.24）d，
其中≤15 d 10 例，>15 d 2 例。

杭州市消除疟疾后 2018－2019 年各监测点人诱法
监测中华按蚊密度变化
Figure 2 Changes in the density of Anopheles sinensis captured
by human-trapping from 2018 to 2019 after malaria
elimination in Hangzhou
图2

2.3

幼蚊密度监测结果

各监测点 5－10 月通过勺

捕法捕获中华按蚊幼虫 373 条，仅在淳安和桐庐县、
临安区 3 个农村点捕获，勺舀指数分别为 0.70、0.05
和 0.02 条/勺；7 月下旬中华按蚊幼虫密度最高（平均

为 0.54 条/勺）
（图 3）。各监测点在幼蚊可能孳生地
水塘、水沟（水坑）及稻田进行了密度调查，结果仅在
稻田中发现幼蚊。
2.4

杭州市间日疟流行特征

2016－2020 年杭州

市共确诊间日疟病例 12 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其

图 4 杭州市消除疟疾后间日疟病例地区分布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vivax malaria cases after malaria
elimination in Hangzhou

3

讨

论

杭州市疟疾曾流行猖獗，间日疟、恶性疟、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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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均有流行。据历史资料记载，中华按蚊、雷氏按蚊

及微小按蚊都曾发现过。但近 20 多年来，杭州市未

全面开展过传疟媒介密度监测，仅在疟疾局部暴发
疫情发生过的建德市三都镇开展媒介监测。本次通

过对杭州市 10 个区（县、市）传疟媒介种群监测结果
显示，中华按蚊是杭州市单一传疟媒介，这与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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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传染源未及时得到确诊和规范治疗，增加了传播
风险。虽然余杭和西湖区此次监测未发现中华按
蚊，但是这 2 个区与临安和富阳区毗邻，也存在疟疾

再传播风险。故在郊区、农村及病例集中的地区需
要持续性进行传疟媒介的监测，对蚊密度较高区域，
及时开展环境治理，有效减少按蚊孳生地。

建德市媒介调查结果及浙江省传疟媒介监测结果一

随着全球气温升高，人们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等

致［4-5］，此次监测结果显示除建德市仍有中华按蚊分

自然、社会环境的改变，势必会对传疟媒介的种类及

布外，农村点（淳安和桐庐县、临安区）和郊区点（富

其生态习性、吸血习性、地理分布和密度变化的情况

阳区）也有检出，而城区均未捕获中华按蚊。农村点

产生影响。尽管杭州市疟疾已经消除，但境外间日

成蚊出现的时间为 5 月上旬至 10 月上旬，郊区点为

7 月上旬至 9 月上旬，中华按蚊成蚊密度随着月份增

加逐渐上升，7 月下旬为高峰期，郊区点密度为 0.56
只/（人·h），农 村 点 为 5.63 只/（人·h），之 后 逐 渐 下

疟病例持续输入，若传染源或无症状感染者未能及
时发现，传疟媒介中华按蚊又持续存在，输入性间日
疟再传播蔓延的风险依然存在。开展持续性规范的
传疟媒介监测，做好传疟媒介环境治理，提高各级医

降。可以看出：中华按蚊密度出现一个高峰，可能与

疗单位疟疾病例检测的敏感性，是杭州市消除疟疾

单季稻为主的种植结构有关［6］；农村点出现按蚊的

利益冲突

浙江省水稻种植结构调整，2004 年后形成较稳定的
时间比郊区长，密度也明显高于郊区，可能与农村大
面积水稻种植、生态因素密切相关。中华按蚊对孳
生环境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其主要孳生场所是稻田
及其有联系的灌溉系统，其他如池塘、水坑、芦苇塘、
沼泽、洼地积水等，也是其良好的孳生场所。本次监
测所捕获的按蚊幼虫均在稻田内发现，距居民住宅

50 m 以内，与李凯杰等［7］监测结果一致，幼蚊密度 7

月下旬最高，与该时期气温、湿度适合蚊虫的繁殖，
此时往稻田中注水，准备种植水稻，孳生环境空间大
幅增加有关。

本 次 监 测 还 发 现 建 德 市 成 蚊 密 度 为 0.50

只/（人·h），
较2005－2017年平均密度〔11.00只/（人·h）
〕
有明显下降［4］，与建德市作为国家疟疾监测点和浙
江省疟疾重点监测点，每年将传疟媒介监测纳入工
作任务考核，并将爱国卫生运动、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开展媒介环境治理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淳安县曾
在“全面防治阶段”发现过中华按蚊及微小按蚊，之
后一直未做传疟媒介密度监测，而本次监测发现淳

安县 7 月下旬中华按蚊密度高达 20.50 只/（人·h），

接近建德市2005－2009年平均水平〔22.50只/（人·h）
〕。
近 10 年 的 疫 情 监 测 结 果 显 示 ，淳 安 县 在 2012 和

2015 年 曾 发 现 过 2 例 境 外 输 入 性 间 日 疟 病 例 ，
2016－2020 年建德市、富阳区各发现 1 例间日疟输

入病例，可见农村和郊区存在发生输入性疟疾二代
病例的潜在风险。疟疾消除后疫情监测显示，间日
疟病例主要集中在西湖和余杭区，且流行季节（5－

10 月）病例较多（7 例），间日疟患者从发病到确诊间
隔平均时间为（7.08±8.24）d，较之前提前 1 d［8］，但是
两地均有病例在 15 d 后才被确诊，存在漏诊、误诊情

后防止输入病例再传播的关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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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物控制学名词编审工作启动会在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昌平园区成功召开
全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媒介生物控制学名词编写、审定分委员会成立暨名词编审工作启动会，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昌平园区召开。全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编写委员
会总编、中国 CDC 副主任刘剑君研究员、媒介生物控制领域资深专家、媒介生物控制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顾问汪诚信研究员、
中国 CDC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阚飙所长、全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名词编写委员会秘书长、中国 CDC 流行病学办公室（爱国卫
生工作技术指导处）主任么鸿雁研究员、全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名词编审秘书处亓晓副研究员等领导和专家现场参会，编写
和审定分委员会其他 38 名委员、顾问线上参加了会议。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是一个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权威性机构。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科技名
词在我国各学科领域具有权威性、唯一性和规范性。2020 年 10 月，全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启动了公
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名词规范工作。
媒介生物控制学学科名词编审工作启动会的召开标志着媒介生物控制学名词编、审分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媒介生
物控制学名词编审工作全面开展，也将推动媒介生物控制学学科创建和发展，为媒介生物控制学高层次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
培养奠定基础，为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和全球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保障提供科技支撑。
媒介生物控制学名词编写分委员会、审定分委员会
刘小波

吴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