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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血吸虫病监测 推进我国消除血吸虫病进程
张世清*
［摘要
摘要］
］ 监测是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重要内容之一，在推进我

张世清，硕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现任安徽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兼

国血吸虫病消除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血吸虫病监测范

任安徽省预防医学会寄生虫病专业委员会主

围由初期的重点地区逐步覆盖至所有流行县（市、区），监测内容

任委员。长期从事血吸虫（寄生虫）病流行病

由单一疫情监测延伸至包括疫情、流行因素以及传播风险等内容

学以及防治策略与措施研究。作为主要起草

的综合监测。随着我国消除血吸虫病进程的不断推进，血吸虫病

人，参与了我国《血吸虫病控制和消灭标准》、

防治工作模式将由“粗放型”向以监测预警为主的“精准型”转变，

《日本血吸虫抗体检测 间接血凝法》、
《钉螺

这也对监测工作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目前，我国已经实现血

调查》、
《片型吸虫病诊断标准》、
《血吸虫病消

吸虫病流行县（市、区）监测全覆盖，随着血吸虫尾蚴、感染性钉螺

除工作规范》等标准和重要技术规范的起草和编写工作。主持和参

等快速、早期检测技术的突破，我国血吸虫病监测的敏感性和时

余项重大课题研究，先后发表论文近百篇，参与 10 余部专著编写；获

效性将得到全面提升，从而将为实现消除血吸虫病的宏伟目标提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和三

等奖各 1 项、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5 项（其中第一完成人 2 项）。

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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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30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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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fied surveillance promotes the process towards elimination of schisto⁃
somiasi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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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rveill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program of China, which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progress towards elimination of schistosomiasis in China. The coverage of schistosomiasis surveillance has shift⁃
ed from the high⁃risk regions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national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program of China to the current all endem⁃
ic counties (cities, districts), and the surveillance contents have extended from single surveillance of endemic status to compre⁃
hensive surveillance of endemic status, epidemic factors and transmission risks.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towards schistoso⁃
miasis elimination, the national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program has shifted from“extensive control”to surveillance and early

warning⁃based“precision control”in China, which proposes much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schistosomiasis surveillance. Current⁃
ly, the surveillance of schistosomiasis has been covered in all schistosomiasis⁃endemic counties (cities, districts)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apid and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Schistosoma japonicum cercariae and S. japonicum⁃infected Oncomelania hu⁃

pensis snails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of and the duration of responses to schistosomiasis surveillance, which will pro⁃

vide powerful tools for elimination of schistosomiasi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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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七十余年的血吸虫病防治历程中，监测始
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建立和完善血吸虫病监测体
系是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的成功经验之一［1⁃2］。

血吸虫病监测体系”
，
并对监测能力和队伍等提出了具

体要求［3］。自 2014 年始，血吸虫病监测被纳入中央补
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金血吸虫病防治项目；2018

《血吸虫病控制和消除》
（GB 15976—2015）标准将血吸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10 部门联合制定的《地方

重要内容，
要求
“以县为单位，
建立和健全敏感、
有效的

提出要加强疫情监测，
实现监测全覆盖［4］，从而为我国

虫病监测体系纳入我国血吸虫病传播阻断达标考核的

病防治专项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18—2020 年）》明确

［基金项目］ 安徽省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项目（1704a0802155）
［作者单位］ 安徽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合肥 230061）
［作者简介］ 张世清，
男，
硕士，
主任医师。研究方向：
血吸虫病预防控制
* 通信作者 E-mail: zhangsq2820@163.com; ORCID: 0000-0001-9372-0776
［数字出版日期］ 2021-04-16 09:50
［数字出版网址］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32.1374.R.20210415.2319.007.html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21 年第 33 卷第 2 期

· 108 ·

Chin J Schisto Control 2021，Vol. 33，No. 2

况、制定和评价各阶段血吸虫病防治规划及其效果提

血吸虫病监测提供了经费和政策保障。
血吸虫病是我国重要传染病之一。在常规监测

基础上，自 1990 年始我国开展血吸虫病监测点监测，
监测范围为全国血吸虫病重点流行区，初期仅在全国

7 个重点流行省份设置 13 个监测点，2000 年增至 8 个

流行省份 21 个监测点 。2005 年，监测点范围扩大
［5］

到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云南、上海、浙

江等 9 个流行省份及重庆市潜在血吸虫病流行区 ；
［6］

2011 年将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纳入国家血吸虫

供了重要决策依据［11⁃13］；尤其是 2004 年第三次全国血

吸虫病抽样调查发现了家畜传染源在我国血吸虫病
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为我国提出“以传染源控制为主
的综合防治策略”和制定《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
长期规划纲要（2004—2015 年）》提供了重要的科学

依据。2016 年开展的全国钉螺分布调查，建立了全
国钉螺分布数据库和电子地图，全面掌握了全国钉螺
分布历史和现状，为制定“十三五”全国血吸虫病防治

病监测点监测范围，监测点数量增至 81 个，全国血吸

规划奠定了基础。自 1990 年以来开展的血吸虫病监

点数量增加至 454 个，全国所有流行县（市、区）以及

态、流行特征、流行因素及其变化规律，科学评估各阶

重庆市和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库区涉及潜在流行县

段防治效果以及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为调整和制定

（市、区）均纳入监测范围，实现了血吸虫病流行和潜

各阶段防控策略措施及规划目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

虫病监测体系基本形成。2015 年国家血吸虫病监测

在流行县（市、区）国家监测点监测全覆盖。

测点纵向监测，对及时了解和掌握血吸虫病疫情动

指导作用［14⁃20］。多年来，上海市、浙江省、广西壮族自

在我国血吸虫病防治不同阶段，血吸虫病监测内

治区等血吸虫病消除地区通过开展巩固监测，及时发

容、要求、方法随流行状况、防治目标变化以及监测技

现并有效处置输入性血吸虫病病例，建立了输入性血

术发展而进行相应调整。1990—2004 年，鉴于该阶

吸虫病疫情“精准”监测模式，有效防范输入性传染

段我国血吸虫病疫情较重，以人、畜病情及螺情作为

源对血吸虫病传播的风险隐患［21⁃23］。自 2005 年始开

监测重点，旨在及时掌握血吸虫病疫情动态、流行特

展的流动人口血吸虫病监测，为渔船民等重点人群管

点和变化规律 。
《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长期规

理提供了重要依据［6］。随着风险监测覆盖面的进一

划纲要（2004—2015 年）》的实施，对我国血吸虫病防

步扩大，预测及判定风险等级精准度及时效性大幅度

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目标要求，需要有更为全面的监测

提高，对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疫情发生及降低疫

［6］

数据支撑。自 2005 年开始，我国血吸虫病监测点监

情蔓延造成的危害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水文等社会和自然因素监测，并将流动人口血吸虫感

《
“健康中国
区）中 ，已 有 66.89% 达 到 消 除 标 准［8］，

测由单一疫情监测转为综合监测，增加了人口、经济、

染纳入监测内容［6］。随着我国血吸虫病疫情逐步下
降，人、畜血吸虫感染率降至较低水平，及时发现并处
置血吸虫病传播风险对巩固防治成果尤为重要。为

此，2015 年在原有监测内容基础上增加了血吸虫病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 450 个血吸虫病流行县（市、

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 2030 年全国要实现消除血吸

虫病的宏伟目标［24］。目前，我国正处于向消除血吸虫
病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防治工作模式将由“粗放型”
向以监测预警为主的“精准型”转变，血吸虫病监测在

传播风险监测，引进了更为敏感的感染性钉螺核酸检

我国消除血吸虫病进程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25］，

测技术（环介导等温扩增法），监测内容及技术要求根

这也对我国血吸虫病监测工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据不同类别地区而有所差异 。截至 2019 年底，我国
［7］

基本实现了血吸虫病传播阻断目标 。为适应极低
［8］

流行状态下监测需求、提高监测效率，2020 年我国将

为此，首先要进一步夯实血吸虫病监测的基础。我国

自 2009 年开始启动了各级血吸虫病诊断参比（网络）
实验室创建工作，逐步建立了国家⁃省级⁃县级三级血

血吸虫病固定监测点监测模式向流动监测点监测模

吸虫病诊断网络平台［26⁃30］，其中县级血吸虫病诊断网

式转变，增加了监测环境数量、进一步扩大了监测范

络实验室在监测工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提

围、规范了病例报告与管理、加强了风险监测评估，对

高监测工作质量的保障和基础。为适应新时期监测

血吸虫病监测质和量的要求均提高到了新高度 。

工作的需要，应进一步完善血吸虫病诊断网络平台建

［9］

血吸虫病监测为我国血吸虫病防治规划的制定、

设、加强对县级血吸虫病诊断网络实验室的管理和评

防治效果的评估以及防治策略的调整等提供了重要

估、不断维持检测水平和监测预警能力。二是要重视

的技术支撑，在推进我国血吸虫病防治进程中发挥了

和加强新技术开发和研究，为提高血吸虫病监测敏感

重要作用

性和时效性提供技术支撑。敏感、高效的监测体系是

。1989、1995、2004 年的 3 次全国血吸虫

［10］

病流行状况抽样调查，为掌握我国血吸虫病流行状

消除阶段发挥监测作用的前提［31］，在消除阶段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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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为敏感的检测技术和实验室检测体系来支撑有
。长期以来，缺乏敏感高效的检

效的监测预警体系

［32］

测技术是制约我国血吸虫病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的重
要技术瓶颈，
“十四五”期间应加快诸如水体尾蚴快速
检测、早期感染性钉螺检测等血吸虫监测关键技术研
究［33］，为全面提升我国血吸虫病监测的敏感性和时效
性提供新的技术手段。三是要加强血吸虫病防治信
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健全多渠道
监测预警机制、提高监测数据的实时分析和研判能
力、实现监测信息共享以及实时监测预警，全面提升
疫情应急处置的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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