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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进口加拿大流行性感冒裂解疫苗
临床安全性与免疫原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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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评价加拿大ｓｈｉｒｅ公司生产的流行性感冒（流感）裂解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按整群随机抽样原则，以进口同类疫苗作为对照开展现场临床试验；比较两种流感疫苗免疫后

临床反应率、抗体阳转率、保护率及几何平均滴度（Ｇ２ⅥＴ）。结果试验组发热反应率（３．６９％）及局部
反应率（１．７５％）与对照组相比较，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试验组、对照组免疫后Ｈ１Ｎ１、Ｈ３Ｎ２、Ｂ
型抗体阳转率分别为９６．８％、９５．８％、５２．３％和９２．３％、９０．２％、６２．３％；结果显示两种流感疫苗间阳
转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试验组和对照组的ＨｌＮｌ、Ｈ３Ｎ２及Ｂ（亚）型抗体ＧＭＴ平均增长倍数分别
为２２．４、１６．８、８．２倍和２１．２、１２．５、７．４倍；试验组免疫后Ｈ１Ｎ１、Ｈ３Ｎ２、Ｂ型抗体保护率（９９％、９９％、
５３．９％）与对照组免疫后三型保护率（９６．２％、９８．４％、６２．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加拿大

ｓｈｉｒｅ公司生产的流感裂解疫苗发热反应和局部反应与进口同类疫苗无差异，临床安全性良好；免疫
后抗体阳转率较高，抗体滴度上升幅度较大，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
【关键词】流行性感冒裂解疫苗；安全性；免疫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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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流感）是危害人类健康最为严重的
传染病之一。由于流感病毒的抗原变异、人群免疫
水平的变化，流感在我国不同地区也出现不同程度
的流行阻］。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发作与传播的

为研究现场，于２００４年３—９月对该疫苗进行了临床
研究。
对象与方法

最佳方法。安全性、免疫原性较好的疫苗将成为未

１．研究对象：对象以知情同意，自愿参加为原

来流感疫苗的发展方向。为研究加拿大Ｓｈｉｒｅ公司

则。选择无禁忌症的６月龄以上不同年龄健康人

生产的流感疫苗临床安全性与免疫效果，论证其在

群。把人选对象分为幼儿（６月龄～３岁）、儿童（６～

国内推广使用的可行性，选择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

１２岁）、成人（１６～６０岁）和老年（＞６０岁）４个组，每
组再随机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９南京，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胡月梅、张
雪峰、张艺飓、朱凤才）；中国药品生物制品研究所（方捍华）；江苏省
阜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高桂华、朱石炜）

２．疫苗选择：试验疫苗为加拿大Ｓｈｉｒｅ公司生
产的流感疫苗（批号：３ＦＶｌ５１３１），规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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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１／支，水针剂型，有效期至２００４年６月。对照

为法国安万特·巴斯德公司深圳安万特·巴斯德生物

检验，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１）。
表ｌ

观察对象接种疫苗后全身（体温）、局部反应情况

制品有限公司分包装的流感疫苗，商品名为“凡尔
灵”（批号：ＦＬ０３Ｎ００１），规格为０．５ ｍｌ／支，水针剂
型，有效期至２００４年７月。以上两种疫苗均经中国
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检定合格。
３．免疫程序：儿童组、成人组及老年组每人于上
臂三角肌附着处肌肉接种疫苗０．５ ｍｌ。幼儿组每人
接种２针，间隔２８天，每针接种疫苗０．２５ ｍｌ。
４．临床反应研究：对每个观察对象于接种后
３０

ｍｉｎ内观察即时反应，并于６、２４、４８、７２ ｈ观察局

部（疼痛、红晕、浸润、肿胀、硬结等）和全身（发热、头
痛、头晕、皮疹等）反应，对有反应的观察对象，追踪

至反应消失。所有观察对象随访不良事件的发生情
况。临床反应按１９９９年版《预防接种手册》的判断
标准分类。

注：括号外数据分子为反应人数，分母为观察人数，括号内数据
为反应率（％）

（２）幼儿接种第２针疫苗后临床反应性：幼儿组
试验疫苗和对照疫苗的第２针接种数分别为５０８和

５．免疫原性研究：观察对象于免疫前及免疫后

２６７人。两种疫苗接种第２针后未观察到即时反

４周（幼儿在免疫接种第二针后２周）采集血样，分

应。接种对照疫苗者有１人于疫苗接种后６ ｈ发生

离血清于一２０℃以下保存。统一用微量血凝抑制

３７．３℃的发热反应；接种试验疫苗者未观察到发热

（ＨＩ）试验检测流感病毒分型抗体滴度。以免疫前

等全身性反应，有１０人（９．６２％）发生局部反应，其

ＨＩ抗体滴度＜１：４０为易感者，≥１：４０为非易感者，

中局部红肿和硬结各为５人；对照疫苗有７人

且以ＨＩ抗体滴度≥１：４０为阳转和保护水平阳性

（９．４６％）发生局部反应，其中红肿５人，硬结２人。

界值。

以上反应均为轻度反应，未经任何处理，均于４８ ｈ内

６．统计学分析：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０软件录入数据，Ｅｐｉ

恢复正常。两疫苗接种后出现的全身反应及局部ｌ晦

Ｉｎｆｏ ２０００软件进行Ｆｉｓｈｅｒ’ｓ精确概率计算、Ｙ２和￡

床反应发生率经Ｆｉｓｈｅｒ’ｓ精确概率检验，结果差异均

检验。

无统计学意义（全身反应Ｐ＝０．４２，局部反应Ｐ＝
结

果

０．９７）。

２．免疫原性研究：
１．临床安全性研究：

（１）两种流感疫苗免疫后ＨＩ抗体阳转率比较：

（１）接种第１针疫苗后临床反应性：共有７８５名

从表２可见，试验疫苗和对照疫苗接种后，流感病毒

观察对象完成第１针疫苗接种，其中接种试验疫苗

Ｈ１Ｎ１、Ｈ３Ｎ２、Ｂ（亚）型的ＨＩ抗体总阳转率分别为

和对照疫苗分别为５１５人和２７０人，均未观察到即

９６．８％、９５．８％、５２．３％和９２．３％、９０．２％、６２．３％；

时反应。接种试验疫苗的５１５人中，有１９人

两种流感疫苗免疫后ＨＩ抗体总阳转率差异有统计

（３．６９％）发生轻度发热反应，最高体温３７．５℃；有９

学意义，Ｈ１Ｎ１和Ｈ３Ｎ２型ＨＩ抗体总阳转率试验组

人（１．７５％）发生轻度局部红肿或硬结反应，最大红

高于对照组，而Ｂ型ＨＩ抗体总阳转率对照组高于

肿直径为１．５ ｃｍ。接种对照疫苗的２７０人中，有１３

试验组。不同年龄组不同亚型ＨＩ抗体阳转情况是

人（４．８１％）发生轻度发热反应，最高体温３７．５℃；有

不同的。幼儿组Ｈ１Ｎ１和Ｈ３Ｎ２型ＨＩ抗体阳转率

４人（１．４８％）出现红肿或硬结局部反应，其中老年

试验疫苗高于对照疫苗，而Ｂ型ＨＩ抗体阳转率试

组１人局部红肿直径为３ ｃｍ，为中度反应，其他均为

验疫苗与对照疫苗无差异；儿童组和老年组试验疫

轻度局部反应。接种两种疫苗的反应者未经任何处

苗与对照疫苗三个（亚）型ＨＩ抗体阳转率差异无统

理，其全身和局部反应均于４８ ｈ内恢复正常。试验

计学意义；成人组Ｂ型ＨＩ抗体阳转率对照疫苗高

疫苗和对照疫苗接种（１针）不同年龄组人群后，出

于试验疫苗，而其他两种亚型ＨＩ抗体阳转率无

现的全身反应及局部反应发生率经Ｆｉｓｈｅｒ’ｓ精确ｘ２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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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种流感疫苗免疫后ＨＩ抗体阳转率比较

·

（３）疫苗免疫前后保护性抗体（≥ｌ：４０）的比较：
①疫苗免疫前后保护性抗体（≥１：４０）总的情况：试
验疫苗免疫前Ｈ１Ｎ１、Ｈ３Ｎ２、Ｂ（亚）型ＨＩ抗体滴
度≥１：４０的分别为３３．９％、４７．１％和２．９％，免疫后
分别为９９％、９９％、５３．９％；对照疫苗免疫前Ｈ１Ｎ１、
Ｈ３Ｎ２、Ｂ（亚）型ＨＩ抗体滴度≥１：４０的分别为
３４．４％、５４．１％和０．５％，免疫后分别为９６．２％、
９８．４％、６２．３％。经统计学处理，两种疫苗免疫后的
ＨＩ抗体滴度≥１：４０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②流感
易感者和非易感者接种疫苗后保护性抗体（≥１：４０）

情况：试验疫苗免疫后，易感者的流感Ｈ１Ｎ１、Ｈ３Ｎ２
及Ｂ（亚）型ＨＩ抗体≥１：４０者分别为９８．５％、９８．２％
＊表不ｌ司一组内试验疫苗和对照疫茁比较结果Ｐ＜Ｏ．０５；
＃Ｐ＜Ｏ．０１；括号外数据为阳转人数，括号内数据为阳转率（％）

和５２．５％，非易感者的流感各（亚）型ＨＩ抗体≥
１：４０者均为１００％；对照疫苗免疫后，易感者的流感

（２）两种流感疫苗免疫后抗体几何平均滴度

Ｈ１Ｎｌ、Ｈ３Ｎ２及Ｂ（亚）型ＨＩ抗体≥１：４０者分别为

（ＧＭＴ）增长倍数的比较：两种流感疫苗免疫后，流

９４．２％、９６．４％和６２．１％，非易感者的流感各（亚）型

感３个（亚）型的ＨＩ抗体ＧＭＴ增长倍数各组间不

ＨＩ抗体≥１：４０者亦均为１００％。流感易感者接种

尽相同，试验疫苗不同年龄组的Ｈ１Ｎ１、Ｈ３Ｎ２及Ｂ

对照疫苗免疫后Ｂ型ＨＩ抗体≥１：４０的比例高于试

（亚）型ＨＩ抗体增长倍数为２０．２～２５．８倍、１５．０～

验疫苗（Ｙ；＝５．５６，Ｐ＝ｏ．０１８），而Ｈ１Ｎ１和Ｈ３Ｎ２

１９．８倍和７．４～１０．８倍，平均增长倍数为２２．４倍、

免疫后ＨＩ抗体≥１：４０的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１６．８倍、８．２倍；对照疫苗不同年龄组的Ｈ１Ｎ１、

义；流感非易感者两种疫苗免疫后ＨＩ抗体≥１：４０

Ｈ３Ｎ２及Ｂ（亚）型ＨＩ抗体增长倍数为１４．９～３１．６

的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倍、６．４～２１．１倍和５．６～９．１倍，平均增长倍数分别

讨

论

为２１．２倍、１２．５倍、７．４倍；经统计学（￡检验）处理，
两种疫苗问的Ｈ３Ｎ２（亚）型ＧＭＴ增长倍数差异有

疫苗接种后最常见的全身反应有发热、不适等

统计学意义（ＰｍＮ２＝０．００７），但Ｈ１Ｎ１及Ｂ（亚）型差

症状；局部反应是注射部位疼痛、红肿、硬结等心ｏ。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Ｈ。Ｎ，＝０．６７４，Ｐ。＝０．２８４）

本次对加拿大Ｓｈｉｒｅ公司生产的和深圳安万特·巴

（表３）。

斯德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分包装的流感裂解疫苗全身

表３

和局部反应观察表明，其全身和局部反应发生率均
流感疫苗免疫前后抗体ＧＭＴ增长倍数的比较

反应组别检测人数

Ｈ１Ｎ１

Ｈ３Ｎ２

Ｂ

较低，且多均为轻度反应，未经任何处理，均于４８ ｈ

内恢复正常。说明这两家公司生产的流感裂解疫苗
的安全性良好。两家公司分包装的流感裂解试验和
对照疫苗接种后，流感病毒Ｈ１Ｎ１、Ｈ３Ｎ２、Ｂ（亚）型

的ＨＩ抗体总阳转率和抗体平均增长倍数都比较
高，尤其是Ｈ１Ｎ１、Ｈ３Ｎ２亚型。
按照欧盟颁布的流感疫苗的质量标准（对婴幼
儿无明确标准），１８～６０岁成人接种后ＨＩ抗体滴度
（呈≥４倍增长）的阳转率应＞４０％，免后ＨＩ抗体滴
度达到保护水平（≥１：４０）应＞７０％，免后ＨＩ抗体

ＧＭＴ增高应＞２．５倍；＞６０岁老年人免后ＨＩ抗体
滴度达到保护水平（≥１：４０）应＞６０％。按照上述的
注：括号外数据为免疫后／免疫前抗体ＧＭＴ（１：）水平，括号内数

标准，除试验疫苗成年组Ｂ型保护性抗体稍低外

据为抗体增长倍数

（６３．２％），Ｈ１Ｎ１和Ｈ３Ｎ２抗体均达到上述标准；说

·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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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各年龄组接种两种疫苗后其免疫原性良好‘３。５ ３。

ｔｏｌ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

本次观察的结果提示，各年龄组两种疫苗Ｈ１Ｎ１、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Ｈ３Ｎ２抗体阳转、ＧＭＴ增长及保护性抗体的产生均
达到和超过标准，各项指标结果均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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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成都市４７８名销售人员工作场所暴力行为的调查
王培席

王绵珍

兰亚佳

林嗣豪

工作场所暴力（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
公共卫生问题ｕ］，也是职业卫生领域的一个新话题。为了解

的有６４人（１３．５％）及两种以上暴力行为的有４人（０．８％），
其中以情感虐待发生率最高。

销售人员工作场所暴力的发生情况，为采取干预措施提供依
据，于２００４年５—１０月进行调查。

４７８名调查对象中，３个月来遭受工作场所暴力者共计
１６９人，发生率为３５．４％。其中男性６６人，发生率２８．４％；女

１．对象与方法：调查对象为成都市某销售公司销售人

性１０３人，发生率４１．９％。女性发生率高于男性（Ｐ＜０．０１）。

员，要求在该公司工作３个月以上，无精神性疾病，３个月来

男性销售人员工作场所暴力主要来自同事，其中以情感虐待

无服用镇静、安眠、兴奋药史。采用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

发生率最高，为２３．７％，其他发生率分别为威胁和恐吓

式。暴力行为分类参照Ｋａｔｈｒｙｎ等幢１的分类方法，将暴力分

（７．８％）、躯体攻击（０．４％）；来自其他人的发生率分别为躯

为躯体攻击、攻击威胁、情感虐待、语言性骚扰、躯体性骚扰。

体攻击（０．８％）、威胁和恐吓（０．４％）；来自客户的暴力没有

使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暴力发生率的比

发生。女性销售人员工作场所暴力主要来自同事和客户，其

较用，检验。

中来自同事的暴力以情感虐待发生率最高，为１９．１％，其他

２．结果与分析：该公司以直销方式销售产品，销售人员

发生率分别为语言性骚扰（７．３％）、威胁和恐吓（６．５％）、躯

收入为基本工资加销售提成。共计调查４７８名销售人员，其

体性骚扰（２．８％）、躯体攻击（１．２％）；来自客户的暴力主要

中男性２３２名、女性２４６名，最大年龄４９岁，最小年龄１８岁，

为躯体性骚扰，发生率为１２．２％，语言性骚扰为１．６％，情感

平均２４．３岁。初中及以下学历者３８名，占７．９％；高中或中

虐待为Ｏ．８％。来自其他人的情感虐待发生率为０．４％，躯体

专学历者２９４人，占６１．５％；大专或本科学历者１４６人，占

性骚扰为０．４％。
本次调查表明，销售人员在工作场所施暴他人的发生率

３０．５％。

４７８名调查对象中，最近３个月来工作场所施暴他人者

男性高于女性，说明在工作场所男性销售人员比女性更具有

共计８０名，暴力发生率为１６．７％。其中２３２名男性中对他

攻击性。而受暴发生率女性高于男性，说明女性销售人员比

人施加过暴力者４８名，发生率为２０．７％；２４６名女性中对他

男性更易遭受暴力，且遭受的暴力类型多，特别是遭受客户

人施加过暴力者３２名，发生率１６．７％，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

的性骚扰较多，应引起高度重视。

（Ｐ＜０．０１）。男性施暴对象以同事为主，共计３８人，占施暴

参考

对象构成比的７９．２％，暴力对象为客户或其他人的，共１０
人，占施暴对象构成比的２０．８％；女性施暴对象也以同事为

１

主，共计２８人，占施暴对象构成比的８７．５％，暴力对象为客
户或其他人的，共４人，占施暴对象构成比的１２．５％。施暴
类型为躯体攻击和攻击威胁的各有６人（１．３％），情感虐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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