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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组群随机试验在伤寒疫苗效果观察中的
应用研究
董柏青

杨进

梁大斌

廖和壮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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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张杰

梁贵臣

司国爱

ｃａｍｉｌｏ Ｊ Ａｃｏｓｔａ

李翠云

Ｊｏｈｎ Ｃｌｅｍｅｎｓ

用组群随机试验实现伤寒Ｖｉ疫苗效果观察的研究设计和实施应用。方法

采

用组群随机试验方法确定试验组和对照组所需样本量，并组织实施大规模疫苗接种，在试验组接种伤
寒Ｖｉ疫苗、对照组接种流脑疫苗。结果

根据组群随机试验方法计算共需要观察对象为９６ １２１人，

分为１０８个组群。根据组群大小、地理位置（城乡）及性质（学校、机关、厂矿、人口特征）分层配对，确
定试验组分为５３个组群共４４ ０５４人，对照组为５４个组群共４８ ４２２人。对两组间各主要混杂因子（年
龄、性别、居住地点、主要人群的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主要职业）等进行分析，发现两组之间总体相
差不大，具有较好的均衡性与可比性。结论

组群随机抽样法应用于大规模疫苗效果观察试验，能较

好地控制组间混杂因子，使干预的实际效果得到科学的评价；实施也比较简单，被干预对象容易接受，
可行性高。

【关键词】伤寒疫苗；组群随机试验；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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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系统地完成一项科学的研究设计并组织实

果的现场研究可能涉及的内容，包括人口结构、疫苗

施，我们与国际疫苗研究所合作，就伤寒Ｖｉ疫苗效

的安全性、运输保存、冷链的保证、安全注射、接种人
员的培训、群众的宣传动员、社区的参与、居民经济

基金项目：国际疫苗研究所资助项目（ＤｏＭＩ Ｔｙｐｈｏｉｄ Ｔ一３）

状况、接种成本计算等方面均进行了预先的可行性

作者单位：５３００２１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研究，现将研究设计与实施情况报道如下。

（董柏青、杨进、唐振柱、杨宏徼、曾竣、张杰、王鸣柳、李翠云、梁大斌、

廖和壮）；河池市金城江区卫生防疫站（梁贵臣、司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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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ｒｅａ

（Ｒｉｏｎ

Ｃｌｅｍｅｎｓ）

Ｌｅｏｎ

Ｏｃｈｉａｉ，

材料与方法

Ａｌｉ

１．研究现场的选择：基本条件是未进行过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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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预措施，即当地未开展过伤寒ｖｉ疫苗接种；伤

种前４８ ｈ内由应种单位卫生人员或地段居委会负责

寒发病率较高，以便评估干预的效果。据此，广西河

人将应种登记卡送至每户，并动员各户应种对象在

池市的金城江镇（代表城市）和东江镇（代表农村）被

指定的时段内，到指定地点由专门培训过的卫生技

选择为研究现场，两镇人口约１４万。

术人员按技术规程进行接种，每个组群接种同一种

２．样本量的确定：用Ｈａｙｅｓ和Ｂｅｎｎｅｔｕ ｏ配对公

疫苗，只设一个接种点，实行定点接种。伤寒Ｖｉ疫

式计算组群样本量大小。每组（试验组和对照组）观

苗和流脑Ａ群菌苗均为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

察对象所需的组群数量计算：

所生产，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Ｃ＝ｌ＋（乙＋ｚ口）２［（Ｐｌ＋Ｐ２）／Ｎ。＋
ＣＶ２（Ｐ１

２＋Ｐ２ ２）］／（Ｐｌ—Ｐ２）２

７．质量控制：整个项目的实施按照项目预先制
定的标准操作手册和国际通用的临床实践（ｇｏｏｄ
ｃｌｉｎ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ＣＰ）标准执行。

本研究的假设条件为：疫苗效果试验的类型：单

８．伦理学原则：根据赫尔辛基宣言，严格执行以

侧检验（口＝０．０５）；所要求的最小把握度：１一口＝

人体为对象的研究之伦理道德法则，使每一个项目

０．８；疫苗保护效率（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ＰＥ）为０．５；

参与者均获得知情同意，并严格保密有关调查资料。

观察时间２年；发病率：预计对照组累计发病率为

９．统计学分析：建立项目数据管理中心，开发研

０．５／１０００；组群之间的变异系数（ＣＶ）为０．５；组群大

究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数据管理系统，对项目所有数

小为Ｎ。，８０１人／组群，Ｐ，和Ｐ：分别为试验组和对

据进行管理分析。每个研究对象给予相应的地址编

照组的伤寒累积发病率，Ｐ，＝１／１０００，Ｐ：＝０．５／

码和个人编码，对目标人群进行跟踪监测两年，并储

１０００；乙：标准分布的四分位数，其累计概率为口＝

存各类监测数据，最后汇总，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利

８６；磊：标准分布的四分位数，其累计概率为

用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技术了解研究现场的自然地

１．６４４

口＝０．８４１ ６２；Ｃ：每个组所需的组群样本量。

理特征，结合普查的人口分布情况帮助确定组群∽１。

３．研究人群的确定：实施疫苗接种前，先后两次

结

果

（间隔一年）进行卫生学人口普查，以确定接种对象、
人口迁移率和抽样框架。并将普查登记在册的５～

１．人口构成：共完成了两次全面的入户调查，共

６０岁居民作为研究个体，凡有发热、怀孕、哺乳以及

调查３９ ０５０户１３５ ７３７人，５～６０岁１１８ ０７１人，占总

患有严重急慢性疾病的居民为排除对象；以各种类

人口的８６．９８％；男女性之比城乡均为１．０４：１；城市

型的组群作为研究组群。

每户平均３．０８人，农村平均３．４８人；３人以内的家庭

４．组群分组：根据组群随机分层配对的原则进
行，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接种伤寒Ｖｉ疫苗，

占家庭总数的６７．２％。两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

地人口迁移率为６．９４％，人口死亡率为４．０‰。

对照组接种流脑疫苗。但由于两种疫苗外观的不同

２．样本量：根据Ｈａｙｅｓ和Ｂｅｎｎｅｔ公式计算结果

（伤寒Ｖｉ疫苗为透明液体、流脑疫苗为粉剂）故未采

Ｃ＝５５，由于本研究的样本量已足够大，因此，公式

取“双盲”或“单盲”法，但在实施过程中仍以最大限

中未加“１”，结合自然地理区域和ＧＩＳ测量结果，把

度减少混淆因素，如对伤寒病例的诊断医生和有关

研究现场划分为１０８组群。其中一个组群（学校）因

实验室人员封闭干预对象的分组情况。

在２００２年开展过伤寒ｖｉ疫苗接种，而被剔除。实

５．测量单位的选择：进行疫苗接种２年后，以试

际划分组群１０７个。以８０％的把握度，达到５０％的

验组和对照组的伤寒累积发病率为测量单位，评估

保护效果，Ｐ＜０．０５时有统计学意义，共需观察对象

干预的效果。因此，在实施干预（疫苗接种）前，于

为５４×８０１×２＝８６ ５０８人。根据普查人口迁移率等

２００１年建立了伤寒监测系统，采用被动监测方法。

因素，估计每年有１０％的观察对象丢失，８６

所有普查登记在册发热３天或以上５～６０岁患者均

１．１＝９５

为监测对象。根据项目设计要求，血培养阳性病例

９５ １５９人。

５０８×

１５８．８。因此实际共需要观察对象为

为确诊病例，血清学阳性病例为辅助确诊病例分别

３．组群划分和干预措施的分配：登记在册的合

计算累积发病率，疫苗安全性、免疫原性、伤寒病死

格接种对象为１１８ ０７１人。为保证充分的把握度以

率等作为次要测量单位。

评估干预的效果，采取分层抽样方法，把１０７个组群

６．疫苗接种：对登记在册的５～６０岁居民在接

分为４层，分别为城市（金城江镇）大组群（≥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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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城市小组群（＜１０００人）；农村（东江镇）大组群

和农村小组群。其中最小组群（第４组群）为３１９人，
最大组群（第７７组群）为２６１０人，平均１１０３．５人。城
市分７７组群，共８５客１５人，平均每组群１１１４．５人；乡村
分３０组群，共３２ ２５６人，平均每组群１０７５．２人。根据

随机配对原则，５３个组群为干预组，接种伤寒Ⅵ疫
苗；５４个组群为对照组，接种流脑疫苗（图１）。
４．均衡性与可比性：对两组接种者的个体特征
进行比较，发现两组之间总体相差不大，结果具有较
好的均衡性与可比性，但富裕家庭和学生中流脑疫
苗的接种率较高（表１）。
注：ＤｏＭＩ（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ｖｅｒｉｓｈｅｄ）为最贫困者疾病

表１

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均衡性与可比性比较

图１

ＤｏＭＩ伤寒ｖｉ疫苗国际示范项目区人口构成

５．疫苗接种率：两组实际共接种９２ ４７６人，接种
率为７８．３２％，达到预期所需的样本量。其中试验组
接种人数为４４ ０５４人，接种率为７６．８７％；对照组接
种人数为４８ ４２２人，接种率为７９．６９％，两种疫苗接

种率相差为２．８２％。按城乡划分，金城江镇的接种
率为７７．２９％，东江镇的接种率为８０．５８％，城乡接种
率相差为３．２９％。各年龄组男女接种率也基本相
同，分别为７９．０７％和８２．１１％，男性较女性为低，相
差为３．０４％。ＧＩＳ数字地图显示各组群接种率的高
低分布无地理上差异和趋向性。
对两个组的组群进行比较（表２），发现试验组

的组群中应种人数、接种人数、未接种人数的跨度大
于对照组，而在组群中平均应种人数及平均接种人
数，则为对照组大于试验组。
表２

试验组与对照组的组群特征比较

生堡煎鱼堑堂苤查！！！ｉ生！旦箜；！鲞箜；塑

讨

论

ｇ！也』垦２ｉ！！翌ｉ！！！里！！！！！型！！！！！∑！！：！！！塑！：！

地分析两组疫苗接种效果。

本项研究在设计时虽然采用了严格的组群随机

由于观察试验组和对照组的伤寒累积发病率是

抽样，但在实施干预（疫苗接种）时，接种率在

在疫苗接种２年后（２００５年）。因此，计算累积发病

６５．５９％～９２．４９％之间，尚有７．５１％～３４．４１％的成

率，疫苗安全性、免疫原性、疫苗保护效果等，将在以

员由于种种原因未接种相应的疫苗；其中主要原因

后进一步分析报道。

（占７９．９５％）是缺席（如未接到通知、接种时间不适

对流行病学结论的质疑，问题在于对设计方法

合、上班、上课、外地出差等）。因此，在同一组群内

的正确应用与否！正确的流行病学结论来源于科学

接种者与未接种者之间可能影响发病的协同因子或

的调查设计。随机试验的对照研究是评价干预效果

个体特征的差异应小于不同组群间接种者与未接种

（如新疫苗的保护效力和效果）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者的差异，实际上也是为研究疫苗效果提供了良好

自伤寒Ｖｉ疫苗问世以来，国内外也曾有过ｖｉ疫苗

的组群内对照。本项研究中对照组的应种人数

现场效果观察的研究报道：一是在尼泊尔，接种对象

（６０ ７５９人）比试验组的应种人数（５７ ３１２人）多

为居民，包括对照（肺炎球菌多糖疫苗）在内共注射

５．７％，其原因是试验组中有一组群（学校）在伤寒疫

６４３８人¨１；二是在南非，接种对象为儿童（对照用流

苗接种前发现去年该校已接种过伤寒疫苗２０００余

脑多糖疫苗）共注射１１ ６９１人Ｈ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

人，故将该校所在的组群整组删除，以确保两组接种

期，我国曾用国产伤寒Ｖｉ疫苗进行流行病学效果观

人群的均衡性和结果的可比性。

察∞’６Ｉ，接种对象主要为学生，包括对照在内，分别

经过２年来的实践体会到，根据干预研究的性

达８１ ５０６人及１３１ ２７１人。其目的都是以考核疫苗

质，组群随机抽样法容易在一个地理区域或社区内

的效力为主，均采用个体随机设计。

实施；对于具体实施而言，组群随机与个体随机相

本项研究采用完全组群随机抽样法，观察伤寒

比，前者的实施比较简单，被干预对象也比较容易接

ｖｉ疫苗及流脑Ａ型疫苗的流行病学效果，观察结果

受，可行性高；容易表述干预措施在大规模人口中对

的指标是发病或不发病，病例确诊标准为患者临床

干预目的的实际效果；不仅在个体水平上能证明干

症状加上血培养细菌阳性／ｗｉｄａｌ阳性（伤寒）或脑脊

预措施的效力是安全、有效的，也能在以社区为范畴

液培养或涂片细菌阳性（流脑）。由于组群随机试验

的基础上进行干预措施的效果评价；两组的个体特

的统计效果较个体随机试验差，因此，我们增加了参

征均有较好的均衡性和可比性。

与随机试验的组群数达１０７个，严格控制组群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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