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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麻疹
扩大的计划免疫（EPI）为全面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规定了合理指
标。西太平洋区域的 EPI 已在疾病控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特别是，该区域于 2000 年 10 月 29
日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状态，它是第二个达到此目标的区域。西太平洋区域率先将乙肝免疫纳入
了各项国家免疫规划，并制定了通过对儿童普遍接种疫苗来控制乙肝的区域目标。
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上，为了通过加强扩大计划免疫进一步实现潜在的卫生效益，区域委
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决定通过多项消灭麻疹和控制乙肝的目标，1并根据西太平洋区域技术顾问组
第 14 次会议的建议成立了消灭麻疹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建议将 2012 年定为在区域消灭麻疹的
预计日期。2003 年公布的区域乙肝控制规划设定了一个目标，即在疫苗接种方案开始实施后出生
的 5 岁儿童中，将乙肝表面抗原血清流行率降低到 1%以下，另外，还为情况较为复杂的国家和
地区规定了一项临时目标，要求它们将血清流行率降至 2%。不过，尚未规定实现这些目标的确
切日期。
2005 年 6 月技术顾问组第 15 次会议批准了工作组提出的于 2012 年之前在西太平洋区域消灭
麻疹的建议。此次会议还为乙肝控制工作确定了预计日期：于 2012 年之前将 5 岁儿童的乙肝表面
抗原血清流行率（慢性肝炎感染的一项指标）由目前的 8%-10%降至 2%以下（过渡目标），并最
终降至区域目标 1%以下。
请区域委员会将 2012 年定为在本区域消灭麻疹和控制乙肝这两项相关目标的预计日期。

1

决议 WPR/RC54.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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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况

虽然死亡人数比无疫苗时代降低了 50%，但麻疹仍然是西太平洋区域疫苗可预防的儿童患病
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据 2004 年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联合报表公布的情况，本区域共有 91 765
例麻疹病例，其中 99%来自 8 个国家。2不过，由于监测系统，特别是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和地区的
监测系统较薄弱，联合报表提供的数据远远低于麻疹病例的实际数据。卫生组织近期估计，2002
年，西太平洋区域的麻疹病例可能多达 6 700 000 例，死亡人数将近 30 000。因患麻疹而残疾或死
亡的儿童中，本区域最贫穷、生活条件最差的儿童首当其冲，他们往往享受不到保健服务，对他
们的病例也无报告。
本区域的乙肝发病率和死亡率也与人口数量不成比例，本区域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 28%，但
因乙肝死亡的却占全球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每天因乙肝死亡的约有 890 人，或每 100 000 人中有
20 到 22 人，乙肝死亡率几乎相当于肺结核造成的死亡率。对儿童普遍接种乙肝疫苗是控制乙肝最
有效的方法，而且已被纳入所有的国家扩大计划免疫方案。只有柬埔寨和菲律宾仍未在全国范围
内引入这种疫苗。据报告或估计，2004 年，26 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剂量乙肝疫苗接种覆盖率超过了
80%。3

1.1

西太平洋区域的两项相关目标——在本区域内消灭麻疹和控制乙肝：证明预计日期的合理性
西太平洋区域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强大的免疫系统，这一点与在 2003 年实现了其消

灭麻疹目标的美洲区域及计划于 2010 年实现消灭目标的欧洲区域和东地中海区域类似。在西太平
洋区域的 37 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有 24 个国家和地区已将两剂量麻疹疫苗纳入了它们的常规疫苗接
种计划。
在本区域的所有地区中，约 84%的地区报告说第一剂麻疹疫苗的覆盖率已超过 90%。西太平
洋区域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阻断了本地的麻疹传染，但蒙古（2000 至 2002 年）和马绍尔群岛
（2003 年）暴发的麻疹疫情表明，这种疾病仍有可能因病毒从发病率较高的邻国 4 传入而再度暴
发。此外，随着近期在控制脊髓灰质炎方面取得的成功，关于消灭麻疹的宣传和政治承诺空前高
涨，这一点在许多国家（如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十分明显，它们都确定了在全国消灭麻疹

2

这八个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柬埔寨和越南，
按报告的病例数排列。

3

只有如下几个国家覆盖率不足 80%：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绍尔群岛、瑙鲁、菲律宾、巴布亚新几
内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

4

澳大利亚、文莱达鲁萨兰国、香港（中国）、蒙古、马来西亚、新西兰、大韩民国、新加坡及 15 个太平洋岛国
和地区。在过去的五年里，仅有如下 5 个太平洋岛国和地区始终未报告说发病率超过 80%：基里巴斯、瑙鲁、
马绍尔群岛、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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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2003 年，区域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决定将消灭麻疹作为一个区域目标，并确定尽早实
现该目标的预计日期。5
会员国的乙肝控制工作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所有会员国都十分重视乙肝造成的疾病问题。5 年
多来，所有国家和地区一直都在通过本国的扩大计划免疫提供乙肝疫苗，只有 5 个国家是 2001 年
之后才在全国范围内引入或推广乙肝疫苗的。
据报告，有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剂量疫苗覆盖率超过了 80%并持续了五年以上。有 10 个国家
和地区实现了预定目标，在疫苗接种方案开始实施后出生的儿童中，将乙肝表面抗原的血清流行
率降低到了 1%以下。6
实施根除脊髓灰质炎计划期间调动了优秀的技术和人力资源，这些资源所组成的监测和实验
室网络一直在发挥作用。现在，我们完全可以以最少的边际成本将这些资源融入各种消灭麻疹和
控制乙肝的规划。此外，现在开展该规划有助于保持各种常规方案的势头，并在实施根除脊髓灰
质炎计划期间提高人们的认识和觉悟。因此，可以做出积极努力，通过更加关注疫情最严重的国
家和地区，来实现消灭麻疹和控制乙肝的区域目标。这种方法不仅有益于那些（通过降低病毒传
入导致疫情暴发的概率）已经消灭或即将消灭麻疹的国家和地区，还有益于麻疹疫情较严重的国
家和地区。因此，西太平洋区域可借此机会更加广泛地开展消灭麻疹和控制乙肝的工作，并为实
现这两个相关的目标确定预计日期。

1.1

努力在本区域实现消灭麻疹和控制乙肝这两个相关的目标
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决议 WHA56.20，要求以 1999 年的水平为基准，在 2005 年之

前将麻疹死亡率降低 50%，这符合联合国大会儿童问题特别会议（2002 年）的精神。西太平洋区
域达到了无脊髓灰质炎状态，美洲区域实现了消灭麻疹的目标，欧洲区域和东地中海区域也通过
了 2010 年之前在区域内消灭麻疹的目标，受此鼓舞，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建议把
消灭麻疹和控制乙肝作为两项倡议或支柱，来加强西太平洋区域的常规 EPI 系统。
根据决议 WPR/RC54.R3，西太平洋区域扩大计划免疫和根除脊髓灰质炎问题技术顾问组第 14
次会议批准了在区域内消灭麻疹的计划，并建议将 2010 年至 2015 年作为实现此目标的预计日期。
技术顾问组还建议成立一个工作组，负责审查各国控制麻疹工作的现有数据和进展，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一个更确切的预定日期，以积极鼓励并重点关注在区域内消灭麻疹的工作。为此，于 2004

5

前引书， 参考件 1。

6

流行率低于 1%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日本、澳门（中国）、新西兰、新加坡及 5 个太平洋岛国和地区（美属
萨摩亚、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密克罗西亚联邦及瓦利斯和富图纳）。此外，根据各国的疫苗覆盖数据，文
莱达鲁萨兰国、马来西亚、新喀里多尼亚和大韩民国也实现了流行率低于 1%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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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并举行了工作组会议。该工作组建议将 2012 年作为在区域内实现消灭
麻疹这一目标的预计日期。
至于乙型肝炎，2003 年公布的区域乙肝控制规划确定了一项目标，要求在疫苗接种方案开始
实施后出生的 5 岁儿童中，将乙肝表面抗原血清流行率降低到 1%以下，同时还为情况较为复杂的
国家和地区规定了将该血清流行率降至 2%的临时目标。不过，尚未规定实现这些目标的确切日
期。
2005 年 6 月，技术顾问组第 15 次会议进一步审查了消灭麻疹和控制乙肝工作的进展情况，并
建议确定两项相关的目标，即于 2012 年之前在区域内消灭麻疹并控制乙肝7 。技术顾问组承认，
于 2012 年之前在本区域各国消灭麻疹是一项挑战，特别是在中国，一些省份要想消灭麻疹，还需
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2.

问题

2.1 需要更高的眼光
确定在区域内消灭麻疹和控制乙肝的预计日期，可以使目标更加明确，并有肋于国家和国际
合作伙伴有重点地开展工作和履行政治承诺。应按预计日期规定的时限进一步动员捐助者，使他
们现在就能够为有时限的目标进行投资。简言之，预计日期能在规定的时限内，把战略和资源集
中用于实现上述两个相关的目标。

2.2 实施问题
本区域为实现消灭麻疹和控制乙肝的目标做出了各种努力，并重点加强了常规免疫系统，以
使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实现并保持充分的人口免疫，并保护儿童免于麻疹和乙肝感染。

2.2.1 在区域内消灭麻疹
建议实施三岔麻疹疫苗接种战略。主要原则是通过辅助性免疫活动或常规免疫系统的特殊活
动，向难以触及的人群提供两剂量麻疹疫苗，包括在第一次接种疫苗时没有产生抗体（首次接种
失败）的儿童，但最重要的，是为那些从未接种过麻疹疫苗的儿童接种，这些儿童有权从常规免
疫系统中获得疫苗。为了快速中断麻疹的传播，建议针对 9 个月至 14 岁的儿童开展一次全国性运
动，即所谓的追赶运动。8此次运动之后，应当通过针对适龄儿童的常规疫苗接种，或维持运动，

7

8

按暂行规定，将在疫苗接种方案开始实施后出生的 5 岁儿童中，把血清流行率降低到 2%以下，但最终要降至
1%以下。
大多数染病国家（柬埔寨、菲律宾、大韩民国和越南）都已实施了全国性的追赶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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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针对 1 至 4 岁儿童（不考虑他们接种疫苗的状况）的每三至四年一次的定期辅助免疫活动，
保持人口的高免疫性，维持麻疹病毒不再传播的状况。
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监测系统，特别病例监测系统，以查明和核证各种病例，并监测消灭麻
疹的进展。随着各国日益临近消灭麻疹的目标，报告每个麻疹疑症病例并将其纳入国家数据库变
得非常重要。此外，病例监测工作也提供了分析麻疹流行病学的机会，有助于指导消灭麻疹的工
作。在西太平洋区域，11 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及大多数太平洋岛国都开始对麻疹病例进行监测。
为监测急性无力肢体麻痹（AFP）而建造的基础设施也可用于麻疹监测，不需要再增加其他设置。
还有一点非常明确，即实验室对监测工作的支持是该规划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目前正在
做出努力，以进一步确保本区域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享受到可靠的麻疹实验室根据卫生组织鉴定
标准提供的服务。此外，还在努力扩大脊髓灰质炎监测实验室网络，并对该网络进一步适用了其
他规划中有关实验室的要求，特别是日本脑炎（一种区域性疾病）的防治方面 。

2.2.2 乙型肝炎
在通过对儿童普遍接种疫苗来控制乙肝方面有三个主要问题：（1）扩大 1 岁以下儿童接种三
剂量乙肝疫苗的覆盖率；（2）在婴儿出生后 24 小时内注射第一剂疫苗；和（3）监测实现乙肝控
制目标的进展情况。
三剂量乙肝疫苗覆盖率的扩大取决于能否全面加强常规系统。另外，为预防产期传播，需要
在婴儿出生后 24 小时内注射第一剂疫苗，这是一项特别棘手的工作，因为疫苗可能是在不同地点
由不同的保健工作人员注射的，而且可能没有采用现行的“免疫期／日”办法。9在一些国家和地
区，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大部分分娩都是在家里进行的，没有经过培训的保健工作人员加以
监督。10虽然第一剂疫苗注射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有助于将产妇
医疗保健与扩大计划免疫结合起来进行。此外，它还会对开展专业母性保健服务——一个重要的
千年发展目标——产生积极的附带影响。
由于从疾病的感染到显现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利用急性或慢性肝病监测方法监测疫苗
接种方案的即时影响效果不大。精确可靠的疫苗覆盖率数据，包括关于三剂量疫苗接种率和 24 小
时内注射第一剂疫苗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方案指标。如果疫苗接种方案中涉及的一些因素如疫
苗冻结没有损害疫苗的功效，则可以模仿预期感染率，并直接利用覆盖率数据来评估疫苗对疾病
的影响。区域规划建议至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全国血清典型调查，以验证从覆盖率数据中得出的
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将这些调查作为其他全国性调查的一部分进行。

9

因为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都会有婴儿出生。

10

例如，在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菲律宾，在保健设施之外进行的分娩分别占 66%、79%和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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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成本效益和财政问题
虽然广泛达成的共识认为，从方案、技术和操作的角度消灭麻疹是可行的，但是，仍有必要
让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信，将公共卫生问题放在优先地位是正确的抉择。不过，即使该规划明显具
有很高的成本效益，也需要高度的政治承诺和源源不断的供资。在疫苗接种及常规方案日常业务
费用的支付方面，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那些资源极其有限、疾病负担非常重的国家和地区，
都有赖于外部的支持。在本规划中，为了覆盖难以触及的人口，需要在常规方案中添加第二剂麻
疹疫苗，实施辅助免疫活动，或在常规方案内部开展特别活动，所有这些不仅需要各国家政府做
出政治承诺，还需要捐助伙伴做出实质性的财政承诺。
在特别活动中，乙肝疫苗接种的安全和供资并提高出生剂量覆盖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题。许多国家，如柬埔寨、中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越南，都在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的支持
下，在全国范围内引入并推广了疫苗。菲律宾仍未能动员国内或国际资源获得疫苗，满足自身的
全部需要。此外，改善出生剂量覆盖率的工作可能还需要额外资源，以便在研制替代性疫苗配方
等方面开展培训。
确定在区域内消灭麻疹的预计日期可以使规划更加明确，并能促动捐助者一致支持该规划。
扩大计划免疫正在发展亚太免疫和消灭麻疹合作伙伴关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向本区域较不发达
的国家和地区提供财政支助，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缺乏资源即意味着大多数人口难以获得正规保
健服务，包括免疫服务，尤其是人口中那些处境最不利的人。

3.

建议采取的行动

谨建议区域委员会将 2012 年定为实现在区域内消灭麻疹和将 5 岁儿童中的乙肝表面抗原血清
流行率降低到 2%以下这两个相关目标的预计日期。
提议区域委员会审议会员国采取的下列行动：
(1)

加强或制定消灭麻疹和控制乙肝国家行动计划，作为扩大计划免疫多年期综合计划的
一部分，确保 2012 年之前实现两个相关目标；

(2)

定期监测根据消灭麻疹和控制乙肝计划开展的各项活动；并

(3)

定期向区域委员会报告消灭麻疹和控制乙肝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