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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目的
方案。方法
方法

分析江苏省当前消除疟疾形势，明确该省巩固消除疟疾成果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困难，并寻找可行的解决
召集江苏省 13 个设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疟疾防治负责人和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疟疾团队成员，

随机分组后围绕“管理保障、病例诊治、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流调）和其他”等主题进行讨论；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相
关信息，并对研讨会效果进行评估。结果
结果

专家组 27 人分为 3 个小组进行讨论，参与问卷调查者 27 人，回收有效问卷 24

份。问卷调查有效参与者中 79.1%（19/24）为 中 高 级 职 称 ，66.7%（16/24）有 10 年 以 上 工 作 经 验 。 讨 论 前 ，仅 有

16.7%（4/24）的参与者非常了解当前全省疟疾防控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讨论后，有 87.5%（21/24）的参与者认为此次研讨

会增进了对消除疟疾后面临挑战和困难的了解。通过主题讨论，专家组对疟防工作的管理保障、病例诊治、现场流调、其
他等 4 个方面所存在的困难或挑战及解决方案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形成框架。结论
结论

当前江苏省巩固消除疟疾成果在

管理保障、病例诊治、现场流调和疫点处置、消除后监测工作的可持续性等方面仍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探索可行的解决

方案可为正在进行疟疾消除或已达到疟疾消除的地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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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malaria elimination，identify the current main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of maintaining the achievements of malaria elimination，and find out feasible solutions in Jiangsu Province. Methods

Through

randomized grouping，the subject discussion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conducted by malaria control staffs from centers for diseas⁃

e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13 cities of Jiangsu Province and Jiangsu Institute of Parasitic Diseas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s and the effect of the discussion were analyz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Results

Twenty⁃seven professional partici⁃

pa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 groups. Totally 27 questionnaires were released and 2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rieved.

Among the 24 participants，79.1%（19/24）of them were with mid⁃level and senior professional titles，and 66.7%（16/24）of
them had worke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Before the group discussion，only 16.7%（4/24）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aware of the

current main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After the discussion，87.5%（21/24）of them thought the discussion

increas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Through the subject discussion，the expert group summarized

the current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as well as the solutions in malaria preven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in 4 aspects，namely the
management guarantee of prevention work，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cases，field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others.

Finally，a framework about these discussion results was established. Conclusions

During the post ⁃ stage of malaria elimina⁃

tion，Jiangsu Province still faced many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such as management guarantee，case diagnosis and 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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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epidemiology survey and focus disposals，and malaria surveillance sustainability. The feasible solutions of these challeng⁃

es may provide examples for other provinces and regions which are undergoing malaria elimination or in post⁃stage of malaria
elimination.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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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words
words］
］ Malaria；Elimination；Jiangsu Province；Challenge；Questionnaire survey

我国从 2010 年启动消除疟疾行动以来［1］，全国本

是否参加相关疟疾培训、参加次数等；② 讨论会相关

例 ，且该 3 例本地病例分别来自云南盈江县和西藏

前疟防工作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本次讨论是否增进了

病例 ，并保持至今。当前，境外输入性病例数居高

讨会的评价和建议等。

地疟疾病例从 2011 年的 1 314 例骤减至 2016 年的 3
［2］

察隅县 。江苏省 2012 年首次实现无本地感染疟疾
［3］

［4］

［5］

不下，
我国消除疟疾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2012-2016

年，江苏省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数一直居全国前 3

位，输入性恶性疟病例数更是多年居全国首位 。
［3］

内容，如是否参加过类似形式的研讨会，是否了解当

对疟防工作所面临挑战和困难的了解，以及对本次研
1.4

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 3.1 软件构建数据库，数

据录入实行两人双份录入，运用核对程序进行核对并

纠错。采用 SPSS 16.0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2017 年 11 月，江苏省所有设区市均通过以市、县为单

2 结果

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 年）》的既定目标。江苏

进行讨论。参与问卷调查者 27 人，回收有效问卷 24

位的江苏省消除疟疾考核评估，提前实现《江苏省消

省在通过以省为单位的消除疟疾评估后，即将进入疟
疾消除后防止再传播的阶段。分析当前江苏省疟疾
防治（疟防）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探索解决问
题的新思路、寻求应对挑战的新方法，对于巩固全省
消除疟疾成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1.1

内容与方法
专家组讨论

2017 年 12 月底，召集江苏省 13 个

设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中心）消除疟疾工作

2.1

基本情况

专家组共 27 人，随机分为 3 个小组

份。24 名问卷调查有效参与者中，以男性为主，占
58.3%（14/24）；年龄主要集中在 30～54 岁，占 83.3%

（20/24）；本科以上学历者占 95.8%（23/24）；专业主要
为 预 防 医 学 [62.5%（15/24）] 和 病 原 生 物 学 [20.8%

（5/24）]；
中高级职称者较多，占 79.1%（19/24）；
工作年
限为 10～33 年，
占 66.7%（16/24）。
2.2

问卷调查

83.3%（20/24）的调查对象曾参加过

2 次及以上的疟疾相关培训，9 人（37.5%）参加过 3 次

负责人、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疟疾室团队成员

以上的培训。66.7%（16/24）的调查对象曾参加或多

论，由每组推选 1 人代表本组讨论后进行汇报。

的调查对象非常了解江苏省疟防工作当前面临的挑

的管理保障、病例诊治、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流调）、其

此次研讨会增进了自身对江苏省消除疟疾后面临挑

召开消除疟疾研讨会，并随机分为 3 组进行主题讨

1.2

主题框架

主要分为 4 个部分，即疟疾防治工作

他。讨论过程中围绕上述 4 个主题提出当前存在的

挑战或困难，分析主要原因，并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

1.3

研讨会效果评估

现场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内

容包括：① 参与者基本信息，如年龄、性别、学历、专

业、从事相关工作年限、职务/职称等，以及过去 3 年内
表1

序号
1

2

困难或挑战

人员不足

防治经费不足
（尤其是基层）

次参加类似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前，仅 16.7%（4/24）

战和困难；培训后，有 87.5%（21/24）的调查对象认为
战和困难的了解。
2.3

主题讨论

按照疟防工作的管理保障、病例诊

治、现场流调、其他等 4 个主题开展主题讨论，随后对

每个主题存在的困难或挑战、主要原因以及可行的解

决方案分别了进行汇总整理，
并形成框架（表 1～4）。

疟防管理保障中存在的挑战及解决方案

主要原因

解决方案

① 开展摸底调查，
了解全省各级疾控机构疟防人员现状
区级疾控中心专业人员编制不足；
② 结合江苏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新下发的《江苏省各级疾病
部分县（市、区）通过疟疾消除考核评估后，
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编制标准实施意见》，争取落实人员编制
对疟防工作重视程度下降
③ 争取领导支持，
开展消除疟疾后监测工作，留住疟防人员

市辖区级和部分县（市）级疾控中心
疟防专项经费不到位

① 省级分配疟防经费时，
明确规划预算，
制定分配依据、
目标和任务，
并于年底考核
② 各级疾控中心依据省级有关文件，
及时与同级财政进行
有效沟通，
保证上级下拨疟防经费能用于消除疟疾工作；
并尽量争取同级财政支持
③ 将经费分配依据列入省级政策，
作为保障市级经费的政
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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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困难或挑战

主要原因

解决方案

3

缺乏政策支持

未建立消除后疟疾防控工作的长效机制

①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提出当前存在的挑战，
提出
“要维持疟疾消除状态，
保持消除后的警惕状态”
② 将发热病例血检、流动人员管理、疫情报告、疟疾病例流
行病学个案调查、疫点调查处置等工作纳入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范畴，设定具体考核指标

4

领导重视不够

领导对目前已经进入消除阶段的疟防工作
关注、重视程度有限，
达标后可能有所松懈

每年对各设区市、县（市、区）设定疟疾监测工作指标，
并加强考核

5

临床机构疟疾 疟疾病例减少，
使得医务人员接触此类病例
诊治意识不够
机会减少，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不到位

① 加大培训力度，
并创新疟防知识培训和宣传模式
② 通过授予继续教育学分促使临床医生参与疟疾培训

表 2 疟疾病例诊治中存在的挑战及解决方案
序号

困难或挑战

主要原因

解决方案

1

基层机构（尤其是乡
镇级）发现的病例
比例占比较低

临床医生疟疾意识不强；
检验人员检测工作质量有待提高

① 在乡镇级推广疟疾快速诊断试纸条（RDT）
② 规范转诊流程
③ 根据实际检测需求开展疟疾血检工作，
改变当前通过分
配任务、设定（数量）指标来完成工作的现状

2

临床医师对疟疾诊
治意识不强，检验人
员开展镜检工作
质量不高

临床医师缺乏对疟疾的了解和认识；
检验人员镜检技能欠缺；
镜检收费低

3

患者就诊意识薄弱

大部分民众对疟疾完全不了解；
部分患者自认为对疟疾非常了解，
不配合诊治工作

① 通过对医生进行干预，
提高其对疟疾诊断的意识
② 探索新模式，
引导转诊病例前往定点医院
③ 提高镜检收费标准
④ 探索通过医院信息系统（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来提示医生对高危人员开展疟原虫血检
对重点人群进行健康教育，
开展健教防治信息的定点推送
① 加强村医业务培训
② 将疟疾防治工作纳入村级基本公共卫生考核
③ 在基层医疗机构推广 RDT，
及时筛查疟疾
④ 开发或更新相关软件，通过 HIS 系统提示医生开展
针对性的疟原虫血检
⑤ 加强医院内部培训

4

患者无法获得
及时诊断

村医防疟意识差，
未能及时转诊；
医疗机构疟防意识和能力不强；
检验员检测水平不足

5

医疗机构疟疾
临床治疗不规范

部分医院以针剂（7 d）代替口服（2 d）

联合各级医政部门，
加强疟疾临床规范治疗的相关督导培训

6

RDT 准确性
有待提高

RDT 检测技术自身特性；
RDT 应用缺乏技术标准

① 规范 RDT 检测结果的判定和上报流程
② 针对 RDT 阴性、镜检阳性等检验人员难以解决的
疑难问题，
出台相应指导标准

表 3 疟疾现场流调和疫点处置中存在的挑战及解决方案
序号

困难或挑战

主要原因

解决方案

1

媒介控制措施（如室内
滞留喷洒）难以落实

患者家属因担心歧视
或家装问题不愿意配合

2

疫点处置质量不高

缺乏统一的疫点处置方案

① 扩大喷洒范围
② 因地制宜，探索其他媒介控制措施，如灭蚊灯
修订完善疫点处置工作方案，
并开展演练

3

病例失访率高（尤其是
病例流动性大，
治疗结束后
对于休根期的间日疟、
可能又外出务工
卵形疟患者）
追踪调查和相关措施落实不到位

① 通过家属追踪
② 依托基层卫生防保网络（如村医）开展工作

4

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现场
流调和疫点处置的配合
度不高

通过培训加强流调人员的工作责任心，
提升流调人员开展工作时的耐心和技巧，
与患者及其邻居做好沟通，
提高居民的依从性

涉及患者个人隐私，
患者及其家属依从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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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其他方面存在的挑战及解决方案

序号

困难或挑战

主要原因

解决方案

1

疟疾消除后监测工作的
可持续性难以保障

相关部门的参与度不足，
对疟疾防治工作重视程度下降

积极推进多部门协调机制，
进一步加强与海关（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的合作，共同开展疟防工作

2

疟疾血检缺乏针对性，血检数量曾作为疟疾防治经费分配
依据之一，
以完成任务为目标
不能真正发现病例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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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人群健康教育
开展困难

与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商务部门、出国劳务中介、
建筑公司等合作，
加强劳务人员的健康教育

高危人群信息难以掌握

讨论
目前，虽然江苏省消除疟疾工作进展顺利，已经

改变血检任务分配方式，
根据需求分配工作任务

和治疗。同时，随着 RDT 的推广，也可将疟疾诊断下
沉至乡镇级医疗机构，并取代繁重的血检任务。此

顺利阻断疟疾本地传播，但在消除疟疾后阶段，依然

外，江苏省持续开展了对基层医务人员的疟防知识和

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

镜检培训，并对重点人群和劳务公司（中介）等开展了

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外出务工、旅游、经商及

健康教育。

参与国际交流活动的人员日益增多，包括疟疾在内的

在疟疾病例现场流调及疫点处置方面，存在媒介

境外输入性蚊媒传染病逐渐增多 。因此，在疟疾消

控制措施（如室内喷洒）难以落实、疫点处置质量有待

除后阶段，江苏省必须继续维持疟疾快速诊断和高效

提高、病例失访（尤其是针对间日疟和卵形疟患者的

的疟疾疫情处置能力，使疟疾患者能得到早期诊断和

休止期根治）及依存性低等难题。随着江苏省持续维

及时治疗，避免发展为重症甚至死亡，同时避免输入

持本地“无疟状态”，居民对疟疾已很陌生，需要简化

性病例引起的继发传播。

疫点处置方式，扩大处置范围，减少因对传染病处置

［6］

通过本次研讨，我们发现江苏省巩固消除疟疾成

方式的不了解而带来的阻滞。同时，还需加强疾控机

果在疟防管理保障、病例诊治、现场流调及其他方面

构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和流行病学调查技巧，与患者及

仍存在许多困难与挑战。目前，江苏省主要传疟媒介

其邻居做好沟通，提高居民的依从性，减少失访。此

仍是中华按蚊，且种群密度仍然较高，在当前疟疾传

外，疟疾消除后的监测工作更需要多部门参与和配

播条件尚未彻底消除的情况下［7］，大量境外输入性间

合。结合“4·26 全国疟疾日”，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

日疟和卵形疟病例仍有可能成为潜在传染源［8］，如果

研究所已分别与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无锡出入

管理保障不到位，没有足够的专业人员、配套的防治

境检验检疫局开展多项合作［13］，加强对出入疟疾高流

经费、有力的政策支持、领导的重视和医务人员高度

行区务工人员的健康宣教和信息动态监测。

的责任心，则极可能发生疟疾再引入，甚至造成输入

性疟疾在本地传播。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卫生组织

先后宣布意大利、希腊等国为“无疟国家”。但希腊于

2009 年首次发生了大规模本地疟疾传播疫情［9］，意大

利也于 2017 年 10 月首次报道了 4 例本地恶性疟［10］。
因此，在疟疾消除后阶段，疟防人员仍不能松懈，必须

保持监测的持续性，
防止疟疾再传播。
同样，在疟疾病例诊治方面，存在乡镇级医疗机
构诊断能力不足、基层机构发现的病例比例较低、临
床医生诊治意识较弱、疟疾患者就诊意识较低、患者
获得及时诊断时间较长［11］、检验人员开展镜检积极性

本研究通过分组进行主题讨论，培训前仅少部分
参与者比较了解江苏省当前消除疟疾过程中所面临
的挑战和困难，经过讨论后，绝大多数参与者较全面
和深入地了解了这些挑战和困难，并提出了可能的原
因和可行的解决方案。在消除疟疾后，江苏省面临的
这些挑战以及可行的解决方案将为正在进行疟疾消
除或已达到疟疾消除的地区提供经验和参考。
志谢

感谢江苏省 13 个设区市疾控中心寄防专业人员和江苏

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疟疾室成员提出的宝贵建议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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