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疟疾的防治 



 疟    疾 

          疟疾是我国流行历史久远，传播范围广

泛，患病人数众多，危害程度严重的一种主要
寄生虫病。在旧中国，尤其是近百年来，内忧
外患，社会动荡，民生凋蔽，广大农村贫穷落
后，缺医少药，疫病辗转传播，疟疾猖獗流行。
仅1931年，长江、淮河洪水为灾，淹地一亿余

亩，受灾人口数千万．灾民流离颠沛．贫病交
加，灾区人口过半罹患疟疾。灾后调查，长江
沿岸及邻近地区的城镇郊区，居民原虫率高达
23.4%。 



        解放前我国每年疟疾发病数超过三千

万人，遍布全国75%的县，病死率达1%。

解放后，我省曾发生过两次大的疟疾流行，

一次是1954～1955年，两年间疟疾发病就

达800万人，第二次，是1968～1973年6年

间，平均每年疟疾病人数达300万以上。 

      我省属非稳定性间日疟流行区，1963年

前曾有恶性疟和三日疟流行，主要传播媒

介为中华按蚊。  



      据报导全球每年约有3～5亿人感染疟疾，

2015年死亡人数超过43万人，主要分布在

非洲等国家。目前，全国有15个省、自治

区近三亿人口的548个县仍受疟疾威胁，其

中部分县年发病率超过1%。黄淮、江汉平

原疫情尚不稳定，南方也有发病较高的局

部地区。恶性疟疾在7个省、自治区部分县

市流行，其中已知有31个县出现抗氯喹株。  



   近几年来，我省疟 疾发病率已降至 1 / 1 0 

万 以 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 人群流动和劳务输出不断增

加， 近年来境外感染疟疾病例输入逐年增

多，四种疟原虫均出现 



         在控制疟疾方面，全球提出早期诊断和

快速治疗技术，计划和实行选择性、持续性

预防措施，监测、切断或预防疾病的流行，

加强基层的抗疟能力建设。我国提出因地制

宜、突出重点、分类指导的防治原则，切实

控制传染源和传疟媒介。 



疟疾在亚洲分布情况 

 在亚洲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以色列、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传染性疾病发病率较低，

但仍存在着危险因素。前往文莱、缅甸、柬埔寨、

东帝汶、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朝鲜、韩国、阿富

汗、孟加拉、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

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伊朗、伊拉克、阿曼、沙

特阿拉伯、叙利亚、也门、亚美尼亚、阿塞拜彊、

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土耳其这些国家或地区旅游和工作应注意

避免感染疟疾。  



疟疾在非洲分布情况 

        除非洲的加那利群岛、突尼斯、马德拉

群岛感染疟疾的可能性较少,前往非洲的其它

国家旅行应注意避免疟疾的感染。 

         出国前应到疾控中心咨询医生，携带一

些抗疟药，同时避免蚊虫的叮咬可以预防疟

疾的发生。所有前往非洲疟疾高发区国家旅

游的旅行者和工作人员，包括婴儿、儿童和

曾在以上国家居住过的人群，都是感染疟疾

的高危人群。 



 疟原虫是疟疾的病原体。  

 寄生于人体的疟原虫有间日疟原虫
(Plasmodium  vivax   p.v）、 

恶性疟原虫（ Plasmodium  falciparum 
p.f）三日疟原虫（Plasmodium    
malariae p.m）及蛋形疟原虫
（ Plasmodium ovale  p.o）四种，分
别引起间日疟、恶性疟、 三日疟和卵形
疟。 

 









人疟原虫完成其
生活史需要人和
按蚊两个宿主。
在按蚊体内进行
有性繁殖，按蚊
是疟原虫的终末
宿主；在人体内
进行无性增殖，
人是疟原虫的中

间宿主。 

 

疟原虫生活史 



疟原虫的寿命 

        疟原虫在人体内有一定的寿命，恶
性疟原虫约1年，其中大部分只活到
6~8个月；间日疟原虫为1年半至3 年，
不超过4年。 

       人体免疫力对疟原虫的生存是有影
响的，所以，这里说的疟原虫的寿命
与指疟原虫在一定条件下的寿命；或
者说是感染后的疟疾病程。 

 



   疟疾的复发与复燃 

 经长期实验研究。国外学者提出间日疟原虫

和蛋形疟原虫的子孢子在发育繁殖上呈多态

现象，具有遗传学上不同的两个型，即速发

型和迟发型。两型子孢子同时进入肝细胞后，

速发型子孢子立即开始红细胞外期裂体增殖，

成熟后的裂殖子随被寄生肝细胞破裂而随着

血流进入红细胞内繁殖，到达一定原虫数后，

引起症状发作。 

 



 恶性疟是疟疾中危害最为严重、临床上

易于凶险发作致死的一种，能在短期内

破坏大量红细胞，出现脑型疟、病死率

较高 



 一、病原学 

   寄生于人体的疟原虫有间日疟原虫，恶性

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四种。其生 

 活史基本相同，在人体内进行无性繁殖，在按

蚊体内进行有性繁殖。当体内带有疟原虫子孢

子的按蚊叮咬人体，子孢子随按蚊的唾液进入

机体，侵入肝细胞内进行裂体增殖，释放大量

裂殖子进入血液循环，侵犯红细胞。 



 二、流行病学  

   1．  传染源  疟疾病人以及带虫者是疟疾的传染源。

当裂殖子在红细胞内经数代增殖后，发育成成熟的雌雄

配子体时才具有传染性。疟疾患者发作次数越多传染性

越强。传染期：间日疟1~3年；恶性疟1年以内；  

   2．  传播途径  疟疾的自然传播媒介是按蚊，经按

蚊叮咬皮肤为主要传播途径。少数因输入带疟原虫的血

液或者使用被含疟原虫的血液污染的注射器传播疟疾。

偶见通过胎盘感染胎儿。 

   



       3．  人群易感性  非流行区人群对疟疾普

遍易感。高疟区成人发病率较低，以儿童和外

来人口发病率高，症状严重。 

   4．  流行特征  疟疾分布广泛，主要流行

在热带和亚热带，其次为温带。我国除青藏高

原外，遍及全国。本病流行受温度，湿度，雨

量等生态环境以及按蚊生长繁殖情况的影响，

以夏秋季发病最多。 
 



 三、发病机制 

      疟疾的临床发病与疟原虫在红细胞内

裂体增殖有关。当被感染的红细胞破裂，

大量裂殖子，疟原虫的代谢产物和红细

胞碎片进入血液，引起异性蛋白反应。

疟疾反复发作，红细胞大量被破坏，引

起机体贫血。疟原虫在人体内增殖引起

强烈的吞噬反应，肝脾大。 





        临床症状  

  一、一般症状 

     四种人体疟疾典型的临床发作大体相似，可分

为前驱期、发冷（寒战）期、发热期、出汗期和

间歇期。 

       前驱期   患者有疲乏、头痛、不适、厌食、畏

寒和低热。此期相当于肝细胞内的疟原虫（裂殖

体）发育成熟；裂殖子释入血流。但因周围血内

的原虫密度太低，镜检多为阴性。 

       



 发冷期或寒战期   持续数分钟至1小时，常

伴头痛、恶心和呕吐。此时体温多已超过

38℃。镜检疟原虫时，大部分为裂殖体和

环状体。 

     发热期:   一般持续3~4小时，头痛加剧，

体温高者可超过40℃。多次复发的病人，

可只定时出现微寒和低热，或头晕、头痛，

肌肉关节酸痛和三叉神经痛而无明显的高热。

发热期所见的原虫以小滋养体为主。 



出汗期  : 可微汗至大汗淋漓。在此期内体温迅

速恢复正常，上述各种症状逐渐消失。 

间歇期  : 指两次发作的间隔时间。时间长短取

决于虫种和免疫力。就典型者的间歇期而言，

恶性疟病例很不规则，短仅数小时，长达

24—48小时，间日疟和蛋形疟约为48小时，

三日疟为72小时。镜检所见原虫除恶性疟外，

以大滋养体为主。 
 

 



      恶性疟  潜伏期6—27天，平均11天，多突然

发病，无寒战。仅有畏寒感。高热者多见，常伴

有头痛、全身酸痛、恶心、呕吐、贫血等。出汗

期不明显。热型复杂，有的象间日疟，隔天发作

1次，与48小时为一恶性疟红内期裂体增殖周期

相符；有的每天发热，热型呈间歇型、弛张型或

不规则型；有的持续高热，发热期往往长达20—

36小时；前后两次发作的间歇期极短，致使体温

曲线呈“M”型。 





         恶性疟用高效裂殖体杀灭药足量治疗

后，即可根治。因药量和疗程不足可发生复

燃，多发生在初发后的8周之内，虽以后还

可复燃数次。但少有超过4次者。若能及时

治疗，多数病例预后良好。抗氯隆株恶性疟

病人的高热持续时间较长，贫血明显，脾肿

也较大。 

 



 并发症 

 （一）黑尿热  这是恶性疟病人突然发生的

急性溶血，伴血红蛋白尿和高热的一种严重

并发症，多见于反复发作而不规则服用奎宁

的恶性疟病例。病人先出现寒战，体温升至

40~41℃，持续数天。也可出现热度并不太

高的间歇热。继以腰痛、全身无力、酸痛、

剧烈头痛、频繁呕吐、尿呈红色至黑色。巩

膜与皮肤黄染。肝、脾迅速肿大并伴压痛。 



        红细胞减少至100~150万／mm3，血红

蛋白降至15~20%。病情发展迅速，在数小

时内发生溶血性黄疸、尿量减少，尿检除血

红蛋白尿外，尚有蛋白、颗粒、透明管型和

尿胆原阳性。轻者神志清醒，仅见一过性黑

尿。重者高热、意识模糊、抽搐，可在数天

内死亡。尿闭和有出血倾向者，预后严重。 



 （二）疟疾性肾病  以高血压、蛋白尿、血尿

和浮肿为主要临床表现，四种疟疾均可并发

此症，但以三日疟较多见。抗疟治疗可使上

述症状消失。 

 





 复发 

  仅见于间日疟。经1.5g氯喹三天治疗后，在100

天内又查到原虫和出现症状者叫近期复发，超过 

100天者叫远期复发。复发与潜伏期密切有关，

长潜伏期病例只有近期复发，温带地区的短潜伏

期病例仅见远期复发。若复发多次，则第一潜隐

期长，以后的潜隐期均短；第一潜隐期短，第二

潜隐期便长，随后各次潜隐期又均短。 
 



         据了解，我市出国劳务人员多前往第三世界国

家，工作地点多属偏远地区，经济落后，医疗资源

缺乏，工作生活环境的卫生状况差，医学生物媒介

控制不力，一些国家还是疟疾等传染病的高流行区。

多数劳务人员自我保健意识不高，导致经常出现腹

泻、发热症状甚至染上传染病；同时劳务人员在就

医、语言交流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往往得

不到及时、准确地诊断和治疗，更为严重的是可能

导致输入性传染病疫情在国内的传播扩散。 



        为此，卫生部门提醒出国劳务人员在出国

前应向当地国际旅行保健中心咨询目的地国家

的传染病流行情况及疾病预防措施，配备必要

预防性药品。在国外期间，要做好防蚊、灭蚊

和个人保护工作。 

 





     防治措施： 
             在疟疾流行地区的传播季节期间，特别是在

黄昏和清晨之间，被蚊虫叮咬且未进行免疫的都有
感染的危险。许多病例的发生，是由于没有按照预
防用药措施或应用不恰当的预防方法所致。因此要
注意以下疟疾预防保护的六个原则。， 

 1、意识到疟疾感染的危险性，知晓该病的潜伏期
以及主要症状。 

 2、个人防蚊虫叮咬是预防疟疾的第一道防线，使

用驱避剂、蚊香、杀虫剂、蚊帐等。另外，应适时
采取药物预防。减少出国人员在国外感染机会。防
止蚊虫叮咬，尤其是在黄昏与清晨之间。 



      3、适时服用抗疟药物（药物预防）以抑
制感染。对出国人员较多的单位和个人在出
国前必须带预防和治疗药物。预防药物目前
采取氯喹2片每15天一次和青蒿虎酯片3片每
15天1次，治疗药物为氯喹加伯喹8日疗法和
青蒿虎酯5日疗法。 

      4、应在启程前至少一周，最好是提前2-3

周开始使用氯喹，这样在到达国外时可提供
最适宜的血液保护水平及能够观察到可能出
现的药物副作用，以便能考虑可能的替换药
物。 

 



 

        5、抗疟药物必须和食物一起服用并同时
饮用大量的水。 

 

        6、在疟疾流行的危险地区停留工作期间，
所有的预防药物都应不间断地定期服用。因
为在此期间，疟原虫可以从肝脏中出现。 



             回国后，应保持与出入境检疫机构和

当地疾病控制中心联系，一旦出现呕吐、腹

泻、发热、皮疹等传染病病症，应及到医院

就诊时。特别是发热在39℃以上伴有发冷、

头痛、及胃肠道症状的病人，要及时进行诊

治和处理，防止境外输入性传染病疫情的进

一步扩散 。 



         根据情况，所有出国工作者都应该

至少携带白乐君，强力霉素，伯氨喹其

中的一种药物。由于疟原虫主要由按蚊

叮咬而传播，所以到达疟疾疫区后应该

有意识地驱除蚊虫叮咬。万一发病，您

可以服用青蒿素类药物（如双氢青蒿素

科泰新），有条件的要及时就医。 



      为了减少出国人员感染传染病的机会，

在出国前应到防疫部门知询，领取预防药

品。 

       在恶性疟流行国家和地区采取预防服

药（氯喹二片每10天1次或青蒿琥酯片二

片每10天1次）并且带上治疗药物青蒿琥

酯片或氯喹、伯喹8日治疗。 

       回国后及时到疾病控制中心进行检查

和治疗。 

 





回国后恶性疟发病案例一 

        回国人员李辰， 男26岁 ，中南电力

设计院工程师。武汉市人，患者由单位

外派尼日利亚工作，于2006年4月21日

乘飞机于当日下午到达尼日利亚，完成

工作后于2006年5月9日返回武汉。 



         5月11日患者畏寒、发烧当日在协和医

院就诊，血检疟原虫为阴性，当感冒治疗五

天后无效，转同济医院治疗，5月18日经同济

医院门诊化验室采血检查结果发现疟原虫，

诊断为疟疾。  



        收感染科二病区住院治疗，用青蒿琥脂

片治疗后症状得到控制。为防止复发于6月2

日再次给予患者青蒿琥脂片治疗。市CDC于 

5月29日采集血样并立即送省CDC鉴别为恶

性疟原虫，证实为输入性恶性疟病例。 6月3

日省、市CDC再次前往医院调查，并采集血

片检查，未发现疟原虫，该患者出现黑热尿、

急性肾功能衰竭  



回国后恶性疟发病案例 二 

         回国人员廖晓东， 男31岁 ，中国通讯

建设第三工程局（原武汉邮电三公司）工程

师。患者由单位外派尼日利亚工作，于

2005年5月17日乘飞机到达尼日利亚，完成

工作后于2006年5月15日返回武汉。 



        5月23日开始畏寒、发烧，当日在协

和医院就诊，血检疟原虫为阴性，按感冒

门诊治疗14日后无效，于6月6日到市疾控

中心进行血检，发现疟原虫。当时经省

CDC鉴别确诊为恶性疟原虫，证实为输入

性恶性疟病例。  

 



回国后恶性疟发病案例三 

 回国人员 尹永 男 23岁 工作单位武汉市邮电

三公司，电话15927091774，原籍湖南株洲，

现住武汉市邮电三公司。患者于2005年8月

13日出国到尼日利亚进行邮电施工，同年11

月在当地发病，诊断为恶性疟。经过口服青

蒿琥脂片治疗症状消失，回国后未发病。 



         2006年6月再次出国到尼日利亚，于

2007年7月20号回国，2007年7月21日晚开

始发烧，畏寒，当日到新华医院就诊未查出

恶性疟，当感冒治疗。7月23号病人再次发烧

39℃，头痛、寒颤、全身无力、伴有呕吐，

到传染病医院收治住院，诊断为疟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