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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现场调查·
北京市老年人群流行性感冒疫苗
免疫效果及成本效益评价
刘改芬

刘民

【摘要】

王岩

赵伟

王莉

温思瑶

师伟

目的评价老年人群接种流行性感冒（流感）疫苗的效果和效益。方法选取北京市朝

阳区和宣武区５９０名接种过流感疫苗，且年龄＞６０岁的老年人群为接种组，在社区中随机选择与接种
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相匹配的６０２名未接种流感疫苗者为对照组。采用流行病学试验方法，在
基线调查的基础上，分别于流感疫苗接种（基线调查）后的第１、３和６个月对试验组和对照组进行随
访调查。结果

接种组流感样疾病的发病率和就诊率均低于对照组，接种后第１、３和６个月内流感

疫苗对流感样疾病的保护率分别为５２．３８％、３６．８４％和３７．８９％；接种流感疫苗减少流感样疾病就诊
率分别为４５．１６％、５０．５４％和５０．５４％。接种组恩感冒、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和慢性病的发病率和就诊
率低于对照组，接种流感疫苗对感冒、其他呼吸道疾病和其他慢性疾病的保护率分别为４９．５４％、
６４．５４％和３８．８２％。老年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后第３和６个月内所获得的效益成本比为４．９７：１和
４．９８：１。结论老年人群接种流感疫苗能有效地预防流感样疾病的发生，降低流感相关慢性疾病的
发病率和复发率，且能够获得较高的成本效益。
【关键词】流行性感冒疫苗；预防效果；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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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上呼吸

应优先使用于６５岁以上的老年人及其他高危人

道传染性疾病，其发病率、死亡例数以及给个人和社

群。３。。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流感严重并发症或因流

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始终列于各传染病之首。１。。流感

感加重其他疾病而导致的死亡率，并能够减少直接

疫苗接种是预防和控制流感的最有效方法，同时也

医疗费用Ｈ ｏ。为此，我们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４年

降低了由流感及其并发症导致的医疗费用和劳动生

５月在北京地区部分老年人群中开展了流感疫苗接

产力损失旧一。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流感疫苗每年

种后效果评价和成本效益分析研究。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
学系（刘民、温思瑶）；首都医科大学（刘改芬）；北京市宣武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王岩、王莉）；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赵伟、
师伟）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以北京市朝阳区和宣武区６０岁
以上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选取两区接种过流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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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年龄≥６０岁的老年人作为接种组观察对象。在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Ｖｉｓｕａｌ Ｆｏｘｐｒ０数据库管理

社区中随机选择与接种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相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应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统计软件进行

匹配的未接种流感疫苗的相应人群作为对照组。并

统计学分析；运用卫生经济学评价方法进行成本效

剔除近一年内接种过流感疫苗者，以及拒绝接受调

益分析。

查或随访者。共选取研究对象１１９２人，其中试验

结

组５９０人，对照组６０２人。
２．研究方法：
（１）研究方法：采用流行病学类试验研究方法进
行。试验组和对照组同时进行基线问卷调查。问卷
调查的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职业、既往

果

１．社会人口学状况：本次共调查了１１９２人，其
中接种流感疫苗组５９０人，对照组６０２人。其社会
人口学状况见表１。
表１

接种组和对照组一般人口学指标比较

病史、近一年内疫苗接种情况、目前呼吸系统、心脑
血管系统疾病健康状况及其他慢性病情况。分别于
流感疫苗接种（基线调查）后的第１、３和６个月对试
验组和对照组同时进行随访问卷调查。随访问卷调
查的内容包括流感样症状的发生情况、并发症发病
情况以及由这些疾病导致的就诊次数、住院天数、医
疗费用和误工费用。
（２）诊断标准和计算公式：①流感样疾病：采用
国家标准，流感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ＧＢｌ５９４４—
１９９５）：如果流行季节急起高热（腋温≥３８℃），并伴
有下列症状中的２项，诊断为流感样疾病，如寒战、
虚弱乏力、头痛、肌痛或关节痛、咳嗽、咽痛和鼻塞、
鼻咽部的红肿。②接种成本：接种成本＝直接成本
（疫苗费用十注射费用）＋间接成本（交通费用＋不
良反应的医疗费用）。③接种效益：接种效益＝直接
效益（接种疫苗减少的流感诊治费＋接种疫苗减少
的慢病诊治费）十间接效益（接种疫苗减少的陪伴人
数×陪伴天数×陪伴人每人每天工资水平）；即，接
种效益＝对照组的人均费用（直接费用十间接费
用）～接种组的人均费用（直接费用＋间接费用）（按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２００３年发布的公告，北京
市职工日平均工资为９５．７８元）。④效益成本比：效
益成本比（ＢＣＲ）＝接种效益（Ｂ）／接种成本（Ｃ）。
３．质量控制：为确保研究的质量，本研究采取了
以下质量控制措施：①各研究点均采用统一研究方
案和统一调查表，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调查。②由
地段保健医生和防保医生作为调查员，并在调查开
始前进行统一培训。③尽量动员研究对象接受随
访，尽可能减少失访率。④调查人群的失访情况：本
次研究共有四次调查，即一次基线调查和三次随访
调查。调查开始时共有１１９２人参加，其中接种组
５９０人，对照组６０２人，调查结束时仍为１１９２人，失
访率为０。

＊Ｐ≤０．０５；括号外数据为人致，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表１显示了老年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组和对照组
一般社会人口学指标的比较。从中可见，接种组和
对照组在年龄、性别、职业、本人吸烟状况、家庭取暖
情况以及家庭成员人数方面均相似，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即两组人群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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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既往接种史：接种组和对照组分别有３４．４％
（２０３／５９０）和３．２％（１９／６０２）的人既往接种流感疫
苗，分别有２．７％（１６／５９０）和０．２（１／６０２）的人接种过

和６个月内流感疫苗减少因ＩＬＩ和普通感冒就诊率
分别为４５．１６％、５０．５４％和５０．５４％。
表３

随访期间接种组和对照组ＩＬＩ发病情况比较

肺炎疫苗，接种组人群既往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
苗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经统计检验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３．既往疾病史和就诊史：基线调查前一年内接
种组和对照组呼吸道疾病发病率见表２，接种组既
往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

＊Ｐ≤Ｏ．０５；括号外数据为发病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病
率（％）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表４

随访期间接种组和对照组因ＩＬＩ和
普通感冒就诊情况比较

接种前一年两组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比较

＊Ｐ值均≤０．０１；括号外数据为就诊人数，括号内数据为就诊
率（％）

（３）呼吸系统及慢性疾病发病情况：随访期间，
＊Ｐ值均≤Ｏ．０１；括号外数据为发病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病
率（％）

普通感冒接种组发病率为１５．７６％（９３／５９０），对照组
３１．２３％（１８８／６０２），经统计学检验两组差异有统计

基线调查前一年内接种组和对照组心脑血管疾
病分别为５４．０７％（３１９／５９０）和５７．３１％（３４５／６０２），

学意义（Ｙ２＝２４．５１，Ｐ≤０．０１），保护率为４９．５４％。
其他呼吸道疾病接种组发病率１．０２％（６／５９０），对照

糖尿病的发病率分别为８．３％（４９／５９０）和６．５（３９／

组２．８２％（１７／６０２），经统计学检验两组差异有统计

６０２），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Ｙ２＝６．７９４，

学意义（Ｙ２＝５．１４，Ｐ≤０．０５），保护率６４．５４％。其

Ｐ≥０．０５）。

他慢性病接种组发病率６．１０％（３６／５９０），对照组

基线调查前一年内，接种组和对照组因呼吸道

９．９７％（６０／６０２），经统计学检验两组差异有统计学

疾病就诊率分别为２１．０％（１２４／５９０）和１０．１％（６１／

意义（Ｙ２＝６．０１，Ｐ≤０．０５），保护率３８．８２％；随访期

６０２），心脑血管疾病就诊率为３０．２％（１７８／５９０）和

间其他疾病的发病率两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Ｐ≥

２４．４％（１４７／６０２），糖尿病就诊率为８．３（４９／５９０）和

０．０５）。

６．５（３９／６０２），经统计学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Ｘ２＝４２．９９，Ｐ≤０．０１）。

（４）呼吸系统及慢性疾病就诊情况：随访期问接
种组因其他慢性疾病就诊率为１．８６％（１１／５９０），对

４．流感疫苗的效果：

照组３．８２％（２３／６０２），经统计学检验两组差异具有

（１）流感样疾病（ＩＬＩ）发生情况：表３显示了接

统计学意义（Ｙ２＝４．１ｌ，Ｐ≤０．０５），减少就诊率

种组和对照组随访期间ＩＬＩ的发生情况，接种疫苗

５１．３１％。因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

后第１和６个月内，接种组ＩＬＩ的发病率均低于对

统疾病和糖尿病的就诊率两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照组，经统计学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Ｐ≥０．０５）。

０．０５）。接种后第ｌ、３和６个月内流感疫苗对ＩＬＩ
的保护率分别为５２．３８％、３６．８４％和３７．８９％。
（２）因ＩＬＩ和普通感冒就诊情况：表４显示了随

５．流感疫苗安全性：本次调查５９０名接种了流
感疫苗的老年人，接种者中有９．０％（５３／５９０）自述局
部出现疼痛，１．９％（１１／５９０）局部出现硬结，４．４％

访期间接种组和对照组因ＩＬＩ和普通感冒的就诊情

（２６／５９０）局部出现红肿，３．１％（１８／５９０）自述出现发

况，从中可见，接种后第１、３和６个月内，接种组因

热症状。１名发热最高温度为３８℃，持续时间４８

ＩＬＩ和普通感冒就诊率均低于对照组，经统计学检

其余１７名发热温度为３７℃，持续时间在５～４８ ｈ之

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接种后第１、３

间，平均１１

ｈ。

ｈ，

主堡煎鱼堑堂苤查！！！ｉ堡！旦箜！！鲞箜！塑垦！虫』垦丛！！里ｉ！！！』！些！！！ｉ：堕！：堑！盟！：１
６．流感疫苗成本效益分析：

相一致¨，７，８。。相关的研究认为，流感疫苗接种可以

（１）接种成本：本次研究接种组５９０人，人均疫

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复发率。但本次研究

苗费６５元，注射费０．５０元，交通费０．２６元，因疫苗接

中，接种组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与对照

种后产生的不良反应所花人均医疗费用１．６９元。因

组没有差异，这可能与样本量不大以及接种组既往

此，计算得出人均接种成本为６７．４５元。

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患病率高于对照组有关。

（２）接种效益和效益成本比：在流感疫苗接种第

２．流感疫苗的安全性：调查结果显示，接种流感

１、３和６个月内，疫苗的接种效益分别为一６．２９元、

疫苗后自述出现局部反应的较多，以局部疼痛、硬结

３３４．８９元和３３５．２１元；效益成本比分别为一０．０９：１、

为多，但出现发热等全身反应的较少，占３．１％，且持

４．９７：１和４．９８：１。表５显示了老年人群疫苗接种后

续时间短，症状较轻。研究提示，流感疫苗在老年人

第１、３和６个月内，接种效益和效益成本比。从中

群中接种是安全的。

可见，流感疫苗接种对不同疾病的接种效益和效益

３．流感疫苗接种的成本效益：有关流感疫苗的

成本比不同，以心脑血管疾病的接种效益和效益成

成本效益国内外一直存在较多争议，但近年来较为

本比最高，呼吸系统最低，且随着接种时间的延长，

统一的看法认为，流感疫苗接种于老年人等敏感人

接种效益和效益成本比在增加。

群可获得较好的效益成本比。本次研究结果也证实

表５

老年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后不同时间
接种效益和效益成本比

了这一点。接种疫苗后第３和６个月内所获得的效
益成本比（４．９７：１和４．９８：１）与香港地区对老年人群
所作调查结果一致∽。。说明流感疫苗接种于老年人
群可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在我们所调查的接种流
感疫苗的全部效益中，大部分的费用是由于减少慢
性病的发生而获得的，特别是减少心脑血管疾病所
致。这表明流感疫苗不仅能降低流感带来的经济损

注：括号外数据为接种效益，括号内数据为效益成本比

讨

论

失，同时还能减少因慢性疾病所导致的医疗费用，对
于基础疾病较多的老年人群来说，其成本效益显著。
这与北京市ＣＤＣ调查结果基本一致旧１。三次随访

１．流感疫苗的有效性：流感疫苗在我国应用了

调查发现，随流感疫苗接种时间的延长，因心脑血管

近十年，既往的研究结果都显示流感灭活疫苗具有

疾病而就诊的费用也增多，说明流感疫苗在接种后

良好的保护作用，但对于不同人群其保护作用不完

的第３和６个月效益最好。但本次研究结果和其他

全相同。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随访期问接种组

国家的调查结果不尽相同，疫苗接种所产生的效益

ＩＬＩ的发生率和就诊率均低于对照组。结果提示，

以及效益成本比值均低于美国、德国等同样人群的

在老年人群中接种流感疫苗对预防ＩＬＩ效果明显；

相同指标ｕ ０。，其差别可能与我国人均工资水平较

接种疫苗后第１个月的保护率高于接种后第３和６

低、消费水平较低有关，也可能与患者医疗就诊的习

个月，而减少ＩＬＩ的就诊率则是接种后第３和６个

惯等有关。

月为高；因此，流感疫苗对于老年人群在一定的时间
内具有良好的保护性，这与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ＣＤＣ）及美国等的研究结果相似¨’６ Ｊ。
流感疫苗可以有效减少慢性病的发病率／复发

本次研究中接种组人群在接种前一年内因呼吸
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就诊率高于对照
组人群，这可能是因为既往有病史者更愿意接种流
感疫苗或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流感疫苗的相关信息而

率，减少就诊次数及住院天数。７｜。本研究结果发现，

接种。接种组和对照组既往病史的不同，可能对流

接种组感冒发病率、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和其

感疫苗效果的评价产生一定的影响，即在一定程度

他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均低于对照组，但在就诊率方

上低估了流感疫苗的效果。

面接种组仅在其他慢性疾病就诊率低于对照组。研
参

究结果提示，流感疫苗对减少老年人群因流感而导
致的慢性病复发和就诊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与江
苏省ＣＤＣ、北京市ＣＤＣ及国外的一些研究结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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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周至县司竹乡、马召镇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
接种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免疫效果评价
高方海

贾漠

王勇

陈春铃
表１

周至县是陕西省肾综合征出血热（ＨＦＲｓ）高发病县之
一。为了有效控制｝ＩＦＲｓ疫情，在周至县高发病的司竹乡、

２００ｌ一２００４年周至县司竹乡１６～６０岁人群
ＨＦＲｓ疫苗累计接种率

马召镇连续４年于ＨＦＲＳ发病高峰前，使用浙江天元生物药
业公司生产的Ｉ型及双价ＨＦＲＳ沙鼠肾细胞灭活疫苗，对
１６～６０岁人群开展集中普种，并对免疫效果进行了评价。
１．材料与方法：①ＨＦＲｓ发病情况依据周至县传染病报
告。②ＨＦＲＳ疫苗累计接种率来自周至县ＨＦＲｓ监测系统。
③人口资料来源于周至县统计局。
２．结果：①随着ＨＦＲｓ疫苗集中普种工作的逐年开展，
接种率逐步上升，司竹乡１６～６０岁人群疫苗全程接种率由集

注：括号外数据为累计接种率（％）；括号内数据分子为累计接种
人数，分母为１６～６０岁总人数

表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周至县司竹乡、马召镇ＨＦＲＳ发病率
与全县发病率比较

中普种的２００１年的２７．８２％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８２．６２％，马召
镇由１６．９６％上升到６４．５３％（表１）。②ＨＦＲＳ发病率随着疫
苗接种率的上升呈下降趋势，司竹乡由２００１年的３７８．４７／１０
万下降到２００４年的７．６８／１０万，马召镇由２５３．３５／１０万下降
到１０．７９／１０万；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周至县司竹乡、马召镇ＨＦＲＳ
发病率及全县ＨＦＲＳ发病率（／１０万）比较见表２。③病例免

注：括号外数据为发病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病率（／１０万）

疫史：对司竹乡、马召镇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共发生的３０９例

场所，同时果农常年在果园劳动及看园住宿使直接接触带病

ＨＦＲＳ病例的免疫史调查，结果显示无１例患者近５年内有

毒鼠的几率增高。这可能成为司竹乡及马召镇近几年来发

ＨＦＲＳ疫苗接种史。

病数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对适龄人群（１６～６０岁）接种

３．讨论：在我国ＨＦＲＳ主要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为黑线姬

ＨＦＲｓ疫苗是预防ＨＦＲｓ发生、降低发病率最直接有效的方

鼠和褐家鼠，林区则为大林姬鼠，人群普遍易感。司竹乡和

法之一。在司竹乡和马召镇取得的成功经验表明，在防制工

马召镇是周至县ＨＦＲｓ的高发乡镇。司竹乡猕猴桃栽种面

作中应对高发病区的高危人群进行有组织、有计划、集中地

积占整个乡耕地面积的６５．２％，马召镇地处山区边缘，果木

进行预防接种，使接种覆盖率达到７０％以上，以利大幅度降

园林也较多，密度较大，这为野鼠的生息繁衍提供了良好的

低发病率。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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