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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１ ９４９—２００７年消除麻风病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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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中国５０多年麻风病防治进程中的一些流行病学规律和特征，为加快彻底消

除麻风病提供经验。方法利用全国麻风疫情监测系统，获得每年由基层防治机构，Ｅ报的资料，进行
系统回顾分析。结果１９４９—２００７年全国累计报告麻风病患者４８７ ９００例。发现率从最高１９５８年的
５．５６／１０万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０．１２／１０万。患者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
省（自治区）气候温暖湿润且经济较为落后的山区。经过５０多年的积极防治，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省
份麻风病的发现率下降幅度较大，而西部和西南省份下降幅度缓慢。每年复发病例数与新发现病例
数的比从１９６０年代的１：１３９上升到１９８０年代后的１：１０左右。儿童麻风病发现比例从１９６８年以后到
现在一直波动在３％－－４％。近２０年新发病例皮肤查菌阳性率不断上升，２级畸残率波动在２０％以
上。在东部省份新诊断的病例中，已经含有一些从西南省份迁入或以后发病的患者。结论

随着社

会经济发展，加之持久的积极防治，麻风病的流行会逐渐缓慢下降，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些重大
事件作为负面因素会引起病例发现趋势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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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病是由麻风分枝杆菌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

弱的特点导致疾病潜伏期长（一般２～５年，甚至更

引起的慢性传染病。麻风杆菌生长缓慢以及毒力较

长），早期症状和体征隐匿，早期发现和诊断非常困
难。在疾病防治工作比较稳定的地区，发现率比较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４２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麻风病
防治室

接近发病率，因此在疾病控制工作中常以发现率替

·１０９６·

代发病率来分析流行情况。我国从１９４９年以来，经

则疗程的抗麻风药物治疗后达到临床治愈或病情静

过５０多年的积极防治，麻风现症病例数从２０世纪

止后又出现以下之一者：①出现新皮损，且面积扩大

初的近５０万例减少到２００７年的６０００多例，年新病

和数量增多，无明显急性炎症反应；②皮肤查菌阴转

例发现率从最高１９５８年的５．５６／１０万下降到２００７

后又出现阳性或菌量比以前增加２＋以上。新发现

年的０．１２／１０万。新发现病例数减少到２００６年底

或复发病例的诊断由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承担。

的１５０６例…。目前我国的麻风病已经处于极低的
流行状态，仅在西南省份如云南、四川、贵州和湖南
西部等地仍然存在局部高流行区。由于目前仍然不
完全清楚有关麻风病的传染方式和途径等问题，所
以深入分析我国在控制麻风病历程中其流行病学特
征，对于今后制定防治策略十分必要。
资料与方法

就渗
乡镇甲叶Ｉ院

麻风新病例或町疑瘸例

可疑病例转诊Ｉ笔多
县级皮肤病防治站
或旦ＣＤＣ麻风科

疫情卜报ｆ

县级综合‘ｈ政府
或比营医疗机构

Ｐ病例通知ｋｊｉ蕊知

地Ｉ《级皮肤病防治所

地ｌ×．级综合什政府
或民营医疗机构

或地区ＣＤＣ麻风科

１．病例资料：所有病例资料来自全国麻风病疫
情监测系统（该系统建立于１９９０年）。作为全国麻
风病防治规划的一部分，要求以县为监测单位，由县
皮肤病防治站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专业人员
负责每年填写全国统一的麻风病例个案登记表上

疫情Ｊ：报ｌ

惭病例通知

省级皮驮璃防治所
或省ＣＤＣ麻风科

疫情卜报ｌ

省级综合竹．政府
或民ｆ￥陕疗机构

ｋ病例通知

报。地区或省级专业／综合性医疗单位确诊新病例
后则通知其所在地的防治机构，由当地麻风病防治
机构进行登记、治疗、随访，并将个案资料逐级上报。
１９８９年以前的病例资料根据以前保存的档案采用
回顾性方法填写。１９９０年以后的新发现病例，每年

疫情上报
ｑ家麻风病控制ｔＩ·心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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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麻风病疫情监测系统

结

果

有县级防治人员进行详细填写，在每年年底作为年

１．新病例发现和发现率：１９４９—２００７年全国累

报方式向地区、省和国家上报。所有资料按不同年

计报告麻风病患者４８７ ９００例，其中经氨苯砜（ＤＤＳ）

代建立数据库，核对后进行分析。

单独治疗（单疗）治愈３０万余例，联合化疗治愈８万

２．全国麻风病例的发现和监测系统：从１９５０年

余例。按ＷＨＯ消除标准（以国家计患病率＜１０／

代到现在，全国麻风病例的发现和治疗主要依靠县

１０万），我国在１９８１年已达标，按我国基本消灭标

级专业防治机构，县级以下的乡镇卫生院主要承担

准［以县（市）为单位，患病率≤１／１０万，发现率≤

提供麻风病可疑病例线索和转诊。县级以上专业防

０．５／１０万］，１９９９年我国９０％的县（市）达标。

治机构的专业人员承担诊断、治疗和随访任务。县

建国初期新病例发现率很低（０．２０９／１０万），其

级以上综合性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根据条件承担麻

后发现率出现３个高峰，分别出现在１９５８年（５．５６／

风病诊断和转诊工作，并通知患者所在县防治机构，

１０万）、１９６５年（３．３９／１０万）和１９７０年（２．３０／

由该防治机构对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全国麻风疫

１０万）。从１９５４年起，发现的新病例迅速增加，在

情监测系统结构如图１。

连续４年内，每年新病例登记数达２万例以上。到

３．病例诊断和分型：根据麻风病诊断：①皮损伴

１９５８年发现新病例数达第一个高峰，当年发现３．４８

有麻木或暂时无麻木；②周围神经粗大；③皮损组织

万例，发现率最高达５．５６／１０万。从１９６０—１９６３年

液查到抗酸杆菌；④皮损活检可见麻风特异性病变。

新病例发现数和发现率有所下降，为每年１万例左

临床上必须符合２条或２条诊断标准以上，才能确

右，发现率下降到２／１０万。但１９６５年新病例登记

诊为麻风病。畸残分级按ｗＨｏ（１９８８）标准分０、１

数又达到２万例以上，发现率达３．３９／１０万，为第二

和２级。畸残率以２级畸残者计算，麻风病发现率

个高峰。从１９６６年以后新病例数出现下降，１９６８

计算为在一定时间内某人群中发现新病例的频率

年下降到１万例，发现率减少到Ｉ．４９／１０万。１９６９

（／１０万）。麻风病例的复发诊断标准为患者经过规

年以后新病例登记数又有上升，１９７０年增加到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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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１８ ０２４例，发现率达２．３０／１０万，达到第三个高峰。

表１

。１０９７·

１９４９—２００７年我国麻风病发病基本情况

从１９７４年以后，新病例登记数出现明显减少，但偶

尔出现一些微小的波动，没有出现大的反弹。从
１９８５年以后每年新病例登记数出现持续缓慢下降，
并一直未超过５０００例，发现率从１９８５年的０．４７１１０
万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０．１２１１０万。值得注意的是该
阶段下降过程我国用了２０多年时间（表１）。
２．儿童麻风病患者比例：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６１年儿
童麻风病患者出现过２个高峰，分别占当年新发现
病例总数的１０．１０％和７．８６％，同期登记的新病例数
分别为１０４４例和１２ ２１９例。值得注意的是儿童麻
风病发现的比例从１９６８年以后一直波动在３％～
４

９６，直到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还有儿童麻风病患者出现，

这一波动延续了４０年（图２），甚至在已经处于极低
流行的东部沿海省份也出现儿童患者。
２

Ｏ

８

６

。邕丑求忙

４

２

Ｏ

图２

１９４９—２００７年我国新发现麻风病例中
儿童患者的比例

３．皮肤查菌阳性患者比例：新病例皮肤查菌阳
性比例高于１９５０年５０％左右。在２０世纪６０一７０
年代出现低峰，新病例皮肤查菌阳性比例在４０％以
下，以后逐渐上升至６０％以上。
４．新病例中２级畸残率：１９４９年新病例中２级
畸残率最高（５８．８％），可能与当年发现的病例都是
病期长和有严重畸残相关；以后畸残率出现缓慢下
降趋势，并出现一些小波动。值得注意的是在２００７
年新病例中２级畸残者还占２２．７％的比例（图３）。
５．麻风病患者分布：分布的特点仍然是以西南
省份为主。在新病例绝对数上，主要分布在云南、贵
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区。但由
于人口基数的关系，发现率较高的省份主要是西藏、
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在一个省份内新病例的分

６．麻风病的复发：在１９５０年代单疗时期逐渐出

布也不均匀，以分布在局限几个地区为主，主要是气

现麻风病复发，进入６０年代以后逐渐增多，每年复

候温暖湿润且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山区。

发病例数与新发现病例数的比在６０年代约为

·１０９８·

１：１３９，在７０年代约为１：３５，８０年代末期至今一直
波动在１：１０。绝大多数为单疗后的复发，并在停止
单疗后的２０多年仍然有复发。近１０年来ＭＤＴ治
疗的复发病例绝对数有所增加（表１）。

Ｓ
羞
众
ＩⅢ

２００７年我国麻风病新病例发现率地区分布

图４

—·－＿山东—卜福建—＊－贵州—卜云南—ｐ西藏
圈３

Ｏ

１９４９—２００７年我国新发现麻风病例中

９

２级畸残者比例

８
７

７．流动人口中麻风病发病情况：在进入２１世纪

６
５

后，我国西部地区麻风病高流行区的人群进入沿海
大城市增多，从２００３年起在该人群中发现麻风病例

赫暴馔鼯

４
３

有增多趋势。在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地区流动人
口中发现的新病例数占总新病例数的比例较高。沿

２●Ｏ
１９５０—

总数的２０．５％（表２）。
表２

１９６０一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份

海地区合计流动人口中病例数达到同期新发现病例
图５

１９４９—２００７年我国部分省份麻风病
新病例发现趋势比较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我国沿海省份流动人口中
新发现麻风病例情况

习惯和社会重大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社会经
济发展对疾病的影响特别重要幢ｊ］。在本研究中，我

北京０

５

７

３

５

２０（１００．Ｏ）

２０

上海

２

１

６

７

５

２１（６７．７）

３１

浙江４
３
福建

６

１０

１７

１０

１０４

ｌＯ

７

４７（４５．２）
３１（１０．５）

国麻风病的流行受多种因素影响。１９４９年新中国
刚建立，紧接着又发生朝鲜战争，由于当时防治机构
和人员很少，麻风病例的发现和登记治疗工作不完

７

４

善，导致发现和登记的病例数较少。在１９５３年朝鲜

２９５

战争结束后，我国政府重视麻风病防治，加大经费投
入，成立机构，培训人员和开展麻风病普查，将大量
８。在省级水平上麻风病发现率和发病特征的变

积累的麻风病患者发现出来。从１９５４年开始发现

化：无论是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和南部沿海省份，还

的新病例迅速增加，在连续４年内，每年新病例登记

是发展较慢的西南省份，麻风病的发现率在省级水

数达２万例以上。到１９５８年发现新病例数达高峰

平上都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下降。东部和南方经济

（３．４８万例），发现率达５．５６／１０万。１９６０—１９６３年

发展较快的沿海省份，如广东、山东、福建下降幅度

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麻风病防治工作受到严重

较大，而四川、贵州、甘肃、青海等省下降幅度缓慢。

影响。新病例发现数和发现率有所下降，为每年１

值得注意是西藏的新病例发现率于１９６０年代在其

万例左右，发现率下降到２／１０万。从１９６４年开始，

他省份出现下降时反而出现上升，直到８０年代后才

随着国民经济好转以及防治工作的加强，１９６５年新

开始迅速下降（图４、５）。

病例登记数又达到２万例以上，发现率达３．３９／

讨

论

消灭麻风病的过程妾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卫生

１０万，出现第二个发现率高峰。１９６６年５月以后全
国开展“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麻风病防治也处于
停顿状态，新发现病例数出现下降，１９６８年下降到１

·１０９９·

万例，发现率减少到１．４９／１０万。１９６９年以后各项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麻风病发现的比例从１９６８年

工作走上轨道，新病例发现数又有上升，在１９７０年

以后一直波动在３％～４％，直到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还有儿

发现例数增加到１８ ０２４例，发现率达２．３０／１０万，与

童麻风病患者出现，这一波动延续了４０年。甚至在

前几年相比，发现率又出现一个高峰。从１９７４年以

经济比较发达，麻风病流行程度极低的东部沿海省

后，新病例发现数缓慢减少，尽管偶尔出现一些微小

份，也报告了儿童患者。这与麻风病在经济发达地区

的波动，但没有出现大的反弹。
从１９８５年以后每年新病例登记数出现持续缓慢
下降。特别在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省份，新病例登记

的少数贫困家庭内局部传染有关。新病例中出现儿
童患者的情况也曾出现在泰国（新病例中儿童麻风患
者从１９８４年的１０％下降到２００５年的４％～６％¨¨。

数下降比较明显，导致全国新病例发现率从１９８５年

麻风病复发后作为传染源，在其控制中值得重

０．４７／１０万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０．１２／１０万，发现新病例

视。本文中发现在单疗停止２０多年后的今天仍然

数从１９８５年的４９６４例减少到２００７年１５２６例。这一

有单疗复发患者，另外ＭＤＴ治疗后的复发例数有

下降趋势与当时我国采取改革开放的政策，使经济持

持续上升，近２０年来每年ＤＤＳ和ＭＤＴ治疗的复发

续好转有关。值得注意是这一段下降过程用了２０多

病例数与新发现的病例数的比例上升到１：１０左右。

年时间。另外在低流行状态下，新病例的发现工作也

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年全球麻风病例发现趋势的研究

会受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如２００３年发生ＳＡＲＳ疫

表明，发现率没有明显下降¨引。即使在经济非常发

情，导致当年新发现病例数较上一年减少１４．３％（２３５

达的美国，仍有包括本土人群的麻风病ｎ引。为何消

例），发现率也下降了１５．４％。

灭麻风病需要如此漫长的过程？可能与麻风菌进入

我国麻风病防治历程也显示，经济的发展对疾病

体内的感染过程有关，且各年龄段对麻风病发病的

控制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例如经济发展较快的广东、

敏感性无差异。疾病的发生可能与接触传染源的强

山东、江苏和福建省等沿海省份病例的发现率在１９５０

度和频率，即与进入人体的麻风菌数量有关。在居

年代开始出现下降，在６０年代下降明显。而同期经

住、卫生和劳动条件差的贫穷落后地区，只要有传染

济发展较慢的西部省份四川、贵州、西藏则在５０年代

源，就可能存在较大强度、较高频率的接触，导致发

发现率反而上升，在６０年代才出现缓慢下降。然而

病率上升¨“”】。而在社会经济条件明显改善时，由

贫困地区麻风病的积极控制对疾病的下降趋势也有

于居住和劳动条件明显改善，使接触传染源的强度

明显影响，如四川、贵州、云南省在６０年代以后，发现

和频率降低，进入人体的麻风菌数量减少，加上细菌

率也出现与东部沿海省份同样的下降趋势。

繁殖缓慢，导致潜伏期延长，表现在中老年时发病，

我国的麻风病防治经验表明，即使在低流行状

且临床大多为多菌型麻风。因此经济发达的地区，

态下，麻风病流行的分布也不均衡，仍然存在西部局

麻风病会自然减少，患者确诊年龄也上升。而经济

部的较高流行区。而在原来麻风流行较重的东部沿

发达地区有时仍然出现儿童麻风患者，这是与家庭

海省份，因经济发展较快，在２０世纪末发现率就显

内存在传染源且接触强度和频率较高所致。在美国

著下降，成为低流行区。低流行区省份新病例构成

及其他发达国家，即使进入一些移民病例，由于居

上出现了从高流行区西部省份迁移来的新病例以及

住、卫生和劳动条件的良好，降低了接触强度和频

人群迁移后发病的新病例。例如北京、上海、浙江和

率，出现第二代病例极为罕见哺１。

广东地区流动人口中发现新病例数在新病例总数中

本文的结果表明，即使是低流行状态下，麻风病

占一定比例。沿海地区流动人口中病例达到同期新

不会自行消灭，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加上持久的积极

发现病例总数的２０．５％，出现了类似发达国家如美

防治，麻风病的流行会逐渐缓慢下降，但是一个漫长

国、英国在局部地区本土人群中出现少数新病例以

的过程，一些重大事件作为负面因素会引起病例发

及在移民或难民中出现较多新病例的情况”删。

现趋势的波动，只要采取积极的防治策略，短暂的负

麻风新病例的２级畸残率是病例发现工作中一
个敏感指标。本研究中２００７年我国麻风新病例的

面因素不会影响整个病例发现的趋势。
（感谢各省、市、县麻风病防治业务负责单位参与本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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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甘南藏区包虫病流行病学调查
赵玉敏种世桂

才学鹏

景涛

韩俭景志忠

为掌握青藏高原东段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和碌曲县

主；夏季感染率较春季为高；中华鼢鼠和达乌尔鼠兔体内检

包虫病感染状况，为本地区包虫病传播动力学的研究及开展

出的ＡＥ已成功人工感染Ｍ株小白鼠。绵羊为ＡＥ非适宦

大规模包虫病防治做好前期工作。动物调查采取捕杀、剖

中间宿主，笔者首次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绵羊体内检测到

检、固定和病理学检查等；人群采用以Ｂ超为主，辅以ＥＬＩＳＡ

ＡＥ；老龄绵羊ＡＥ感染率比幼龄和成年绵羊高；牧区绵羊感

血清学试验的方法。结果显示啮齿类动物达乌尔鼠兔

染率要高于半牧区；绵羊肺脏感染率高于肝脏；检出的ＡＥ

（ｏ池砌ｍ

Ｐａｌｌａｓ，１７７６）的多房棘球蚴（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已成功人工感染Ｍ株小白鼠。牦牛为ＡＥ的非适宜中间宿

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Ｅ）感染率为１．１５％（１／８７），中华鼢鼠

主，笔者首次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感染ＡＥ，老龄牦牛的

（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 ｆｏｎｔａｎｉｅｒｉｉ Ｍｉｌｎｅ－Ｅｄｗａｒｄｓ １８６６）ＡＥ的感染率为

感染率比幼龄和成年牦牛高；牧区牦牛感染率要高于半牧

３，０３％（４／１３２），喜玛拉雅旱獭（Ｍａｒｍｏｔａ

ｄａｕｒｗａ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ａ，

区；牦牛肺脏感染率高于肝脏；检出的ＡＥ已成功人工感染

Ｍｉｌｎｅ－Ｅａｗａｒｄｓ，

Ｍ株小白鼠。不同生产方式的地区间包虫病阳性率的差异

１８７１）和小家鼠（Ｍｕｓ ｍｕｓｃａｌ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未发现ＡＥ感

有统计学意义；女性包虫病感染率高于男性；养犬时间与人

染，未发现啮齿类动物感染细粒棘球蚴（Ｃｙｓｔｉｃ

群阳性率呈正相关。已发现犬感染ＡＥ的形态（主要是子宫

Ｈｏｄｇｓｏｎ，１８４１）、西藏鼠兔（Ｏｃｈａｔｏｎａ

ｔｉｂｅｔａｎａ

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Ｄ。检查绵羊４３０９只，其中４５１只感染ＣＥ，感染率为

的形态）不同于以往发现，因此本次发现的ＡＥ很可能为一

１０。４７％，６只感染ＡＥ，感染率为０．１４％，未发现两型包虫病

个新种（这需要用发育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去证实）；犬的

的混合感染。检查牦牛３６４５头，其中３２９头感染ＣＥ，感染

大量交易增加了包虫病播散的趋势，数量庞大的无主野犬群

率为９．０３％，５头感染ＡＥ，感染率为０．１４％，未发现两型包虫

体的存在增加了环境污染的机会；牧羊犬随牦牛和羊群长途

病的混合感染。调雀组采用以Ｂ超为主、辅以ＥＬＩＳＡ血清

迁徙，大量虫卵严重污染了环境，增加了中间宿主感染包虫

学试验的方法对１０４０人进行检查，患病率为１．９２％（２０／

病的机会。显示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区存在着较广泛的动物

１０４０），其中ＣＥ患病率为１．６３％（２０／１０４０），ＡＥ患病率为

和人群囊型包虫病流行，有少最动物和人群泡型包虫病流行；

０．２９％（３／１０４０），未发现混合型感染。终末宿主调查中，犬

首次发现本地区家畜体内除囊型包虫病之外有泡状棘球蚴的

体内细粒棘球绦虫（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ｇｒａｎｕＪ！Ｄｓｕｓ，Ｅｇ）感染率为

感染，首次发现本地区犬体内除Ｅｇ之外有Ｅｍ寄生，首次通过

２２．９７％（１７１７４），多房棘球绦虫（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免疫学和Ｂ型超声检查的方法确定该地区有泡型包虫病的流

ｍｕｌｔｉｌｏｃｕｌａｒｉｓ，

Ｅｍ）感染率为５．４１％（４／７４），未发现两种绦虫的混合感染。

行，同时发现甘肃地区人群是泡型包虫病和囊型包虫病混合

中华鼢鼠和达乌尔鼠兔是甘肃省新发现的感染ＡＥ的

感染区；首次发现该地区啮齿类动物达乌尔鼠兔和中华鼢鼠

中间宿主；达乌尔鼠兔是国内外旨次报道感染ＡＥ的中间宿

有ＡＥ感染，达鸟尔鼠兔是国内外首次发现可以感染泡型棘球
蚴的中间宿主；首次成功进行了家畜检出ＡＥ的人工感染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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