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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论坛·
加强医务人员的乙型肝炎免疫预防
庄辉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０日，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和

此，无皮肤刺伤史的医务人员可能是通过直接或间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联合发布的“慢性乙型肝

接接触乙肝患者的血液或体液，经破损的皮肤或黏

炎防治指南”中指出：在继续做好新生儿乙型肝炎

膜而感染ＨＢＶ［１Ｌ”］。在血透析中心的患者和医务

（乙肝）疫苗的计划免疫同时，应加强对新生儿以外

人员中，曾发生多次乙肝暴发，流行病学调查表明，

人群（包括对新生儿时期未接种乙肝疫苗的儿童和

可能是通过血透析中心外环境中的污染血液

高危人群）进行乙肝疫苗免疫ｕ１。

传播ｕ４ｄ

６｜。

乙肝高危人群是指感染乙肝病毒（ＨＢＶ）危险

在乙肝患者的各种体液中，以血液中含ＨＢＶ

性高的人群，如医务人员、经常接触血液者、托幼机

的滴度最高，是医疗机构中最重要的传染来源。虽

构工作人员、器官移植患者、经常接受输血或血液制

然在其他体液（如乳汁、胆汁、脑脊液、粪便、鼻咽洗

品者、免疫功能低下者、易发生外伤者、乙肝病毒表

液、唾液、精液、汗液和滑囊液等）中也可检测到

面抗原（ＨＢｓＡｇ）阳性者的家庭成员、男同性恋或有

ＨＢＳＡｇ，但其含ＨＢＶ量较低（一般体液中ＨＢＶ的水

多个性伴侣者，以及静脉内注射毒品者等Ｈ’２１。

平较ＨＢＳＡｇ低１００～１０００倍），因此，这些体液的传

美国的一项血清学调查表明，医务人员的ＨＢＶ

染性较低Ⅲ１。

感染率较普通人群高１０倍，其感染ＨＢＶ的危险性

医务人员一方面可通过诊治和护理患者而感染

主要与所接触的血液和乙肝患者的传染性有关ｂ。５ Ｊ。

ＨＢｖ；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感染了ＨＢＶ，也可以通过

如果医务人员被ＨＢＳＡｇ和乙肝病毒ｅ抗原

医疗活动将ＨＢＶ传染给患者。因此，加强对医务

（ＨＢｅＡｇ）双阳性血液污染的针头刺伤，发生临床型

人员的乙肝免疫预防十分重要旧１。医务人员的乙肝

乙肝的危险性为２２％～３１％，发生ＨＢＶ感染（包括

免疫预防可分为暴露前预防和暴露后预防。所谓暴

临床型和亚临床型）的危险性为３７％～６２％；如果该

露前预防，是指在开始从事医疗活动时，也就是在暴

血液是ＨＢｓＡｇ阳性但ＨＢｅＡｇ阴性，则发生临床型

露ＨＢｖ前进行乙肝疫苗预防；所谓暴露后预防，是

乙肝和ＨＢＶ感染（包括临床型和亚临床型）的危险

指在被血液污染的针头刺伤，或接触患者的血液和

性分别为ｌ％～６％和２３％～３７％№１。Ｋｏｓｇｅｒｏｇｌｕ
等＂１对３家医院５９５名护士进行了调查，其中１１１
名（１８．７％）为既往或现在为ＨＢＶ感染。从事０—５
年工作的护士ＨＢＶ感染率为１１．２％，而工作１６—
２０年的护士为３７．１％；外科护士为５９．４％，提示医
务人员的工龄越长，接触血液机会越多，感染ＨＢＶ
的危险性越高。
医务人员不仅可通过污染的针头刺伤而感染
ＨＢＶ，还可通过护理ＨＢｓＡｇ阳性者而感染，后者约
占三分之一旧’９｜。有研究证明，在室温条件下，ＨＢＶ
在物体表面的干燥血液中至少可存活１周Ｈ ０｜。因

体液后进行乙肝免疫球蛋白（ＨＢＩＧ）和乙肝疫苗的
联合免疫预防。
暴露前免疫预防，包括对所有可能接触血液、被
血液污染的体液，以及其他体液，或有可能被刺伤的
医务人员，应注射３针乙肝疫苗，每针２０肚ｇ，接种程
序为０、１、６个月，即于接种第１针乙肝疫苗后１和
６个月各注射１针２０弘ｇ乙肝疫苗［１，引。在注射乙肝
疫苗前，可以不进行ＨＢＶ标志物的血清学筛查。
乙肝疫苗可与其他疫苗于不同部位同时接种，并不
影响抗体的产生¨引。如接种第１针乙肝疫苗后，由
于各种原因，不能及时接种第２针时，可在１个月后
注射第２针，但应尽可能早注射；第２针和第３针的

基金项目：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资助项目（２００４ＢＡ７１８８０２）；国
家“９７３”资助项目（２００５ｃＢ５２３１０４）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大学医学部病原生物学系

间隔至少为２个月；如第３针延误，即晚于６个月，
也应尽早接种。如医务人员持续接触乙肝患者或血
液，或有刺伤皮肤的危险，则在注射３针乙肝疫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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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２个月，应检查其有无乙肝病毒表面抗体

Ｓｅｇａｌ ＨＥ，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 ＣＨ，Ｉｒｗｉｎ Ｇ，ｅｔ ａ１．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ｔｈｅ Ｕ．Ｓ．ＡＨｎｙ：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ｃａｒｅ

ｉｎ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抗一ＨＢｓ）产生。如未产生抗体，应再接种３针乙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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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ｐｅｒＳ０ｎｎｅｌ

Ａｍ Ｊ Ｐｕｂ Ｈｅａｌｔｈ，１９７６，５５：６６７—６７１．

疫苗；或检查其是否为ＨＢｓＡｇ阳性。接种第２次３

４

针乙肝疫苗后，也应检测抗一ＨＢｓ，一般在第２次３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ｈｙｓ主ｃｉａｎｓ：

乙肝疫苗免疫后，３０％～５０％无应答者可产生
抗一ＨＢｓｕ引。如第２次３针乙肝疫苗免疫后，仍无抗

Ｄｅｎｅｓ ＡＥ，Ｓｍｉｔｈ ＪＬ，Ｍａｙｎａｒｄ ＪＥ，ｅｔ ａ１．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Ｂ

Ｓｅｒｏｅｐｉｄｅｍｉ。ｌｏｇｉｃ

ｉ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ＪＡＭＡ，１９７８，２３９：２１０一２１２，
５

Ｄｉｅｎｓｔａｇ ＪＬ，Ｒｙａｎ ＤＭ．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体产生，可换用其他种类的乙肝疫苗，或增加乙肝疫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ｏ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Ｂ ｖｉｒｕｓ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ｍ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１９８２．１１５：２６—３９．

苗的剂量。如发现医务人员ＨＢｓＡｇ阳性，则应告知
６

其如何防止传染他人，并做出医学诊断或作相应治
疗。对接种乙肝疫苗后产生抗一ＨＢｓ的医务人员，可

ＣＤＣ．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７

以不进行乙肝疫苗的加强免疫，也不需要定期监测

ＫｏＳｇｅｒｏｇｌｕ
ｔｏ

Ｕ，Ｖａｒｄａｒｅｈ Ｅ，ｅｔ ａ１．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ｙｒａｎｃｉ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ｈａｒｐｓ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ａｎｄ

抗一ＨＢｓ。
８

ＨＢＶ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或在诊疗时意外刺伤皮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ｓｕ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ｅｅｄｌｅ

ｎｕｒｓｅ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０４，

Ｃａｌｌ朗ｄｅｒ ＭＥ，Ｗｈｉｔｅ Ｙ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９

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等，并在３—６个月内复查。
如该医务人员过去曾接种过乙肝疫苗，且已知

ＲＲ一１１：

１３２：２７—３３．

暴露后免疫预防，包括医务人员在意外接触

肤或黏膜后，应立即检测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Ｂｓ和血清丙

Ｒｅｐｏｒｔｓ．ＭＭＷＲ，２０叫，５０

１．４２．

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 ＡＫＲ，Ｆｏｌｌｅｔｔ ＥＡＣ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１０

抗一ＨＢｓ阳性，可不进行特殊处理。如未接种过乙肝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Ｂｒ

ｃａｒ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Ｂ ｖｉｒｕｓ

ｉｎ

Ｍｅｄ Ｊ，１９８２，２８４：３２４—３２６．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Ｂ ｖｉｒｕ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ｅｔｔｅｒ］．Ｂｒ Ｍｅｄｊ，１９８２，２８４：１４０８．

ｃａｒｅ

Ｂ０ｎｄ

ＷＷ，Ｆａｖｅｍ ＭＳ，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ＮＪ，ｅｔ

ｖｉｒｕｓ

ａｆｔｅｒ ｄｒ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ｆｏｒ

ｏｎｅ

ａ１．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Ｂ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ｗｅｅｋ［Ｌｅｔｔｅｒ］．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８１，

ｌ：５５０—５５１．

疫苗，或虽接种过乙肝疫苗，但抗一ＨＢｓ阴性，或者不

儿

清楚，则应立即注射ＨＢＩＧ ２００～４００国际单位，同
时在不同部位接种１针２０肛ｇ乙肝疫苗，并于１和６

１２

Ｆａｖｅｍ ＭＳ，Ｍａｙｎａｒｄ ＪＥ，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ＮＪ，ｅｔ ａ１．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ｌｅｎｔａｌ

１３

除乙肝免疫预防外，医务人员还应按照医院感
１４

Ｈｅｎｎｅｋｅｎｓ ＣＨ．

Ｄｉｓ，１９７９，１４０：

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Ｓｎｙｄｍａｎ ＤＲ，Ｂｒｙａｎ ＪＡ，Ｍａｃｏｎ ＥＪ，ｅｔ ａ１．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ａｓＳ０ｃｉａｔｅｄ
ａ

ｒｅｐ。ｒｔ

ｏｆ

ａ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ｗｉｔ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１７

ＢｏｎｄＷＷ，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ＮＪ，Ｆａｖｅｒｏ ＭＳ．ｖｉｒａｌ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ａｓｐｅｃｔｓ

他人［１’２．７｜。

Ｃｏｕｒｓａｇｅｔ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 ｉｎ

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ｍｌ．Ｈｅａｌｔｈ Ｌａｂ Ｓｃｉ．１９７７．１４：２３５—２５２．
１８

Ｐ，Ｙｖｏｎｎｅｔ

Ｂ，Ｒｅｌｙｖｅｌｄ

ａ１．

ＥＨ，ｅｔ

Ｓｌ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ｐｈｔｈｅｒｉａ—ｔｅｔａｎｕｓ—ｐｅｒｔｕｓｓｉｓ—ｐｏｌｉｏ ａｎｄ

考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ｍ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１９７６，１０４：５６３—５７０．

医务人员的健康教育，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时也要

参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ａｎ

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 ＲＡ，Ｆｏｒｒｅｓｔ ＪＮ，Ｂｒｙａｎ ＪＡ，ｅｔ ａＩ＿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注意个人卫生，防止在医疗活动中将ＨＢＶ传染给

ＮＡ，Ｗａｓｈｂｕｍ ＪＷ，ｅｔ ａ１．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ｒｅａｓ．Ｊ Ｉｎｆｅｃｔ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ＪＡＭＡ，１９７３，２２５：３８４—３８９．
１６

护理患者过程中，应十分谨慎，严防被注射器针头或
其他利器刺伤；大力推广应用自毁性注射器；加强对

ｖｉｒｕｓ ｉｎ

ａｍｏ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ＪＡＭＡ，１９７３，２２５：４０７—４０８
１５

痕针、探针、各种内镜及口腔科钻头等）应严格消
毒，尤其应加强对带血污染物的消毒处理；在诊治和

ｏｎ

５１３—４１６．

分泌物时佩戴手套，严格防止医源性传播；患者用过
的医疗器械及用具（如采血针、针灸针、手术器械、划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Ｌｅｔｔｅｒ］．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７３，２：１４５５，

Ｌａｕｅｒ ＪＬ，ＶａｎＤｒｕｎｅｎ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染管理中标准预防原则，在接触患者的血液、体液及

Ｂ

ｖｉｒｕｓ．Ｓｅｍｉｎ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１９８１．１：２７—３２．

个月后分别接种第２和第３针各２０肛ｇ乙肝
疫苗‘１，２Ｉ。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ＤＰ，Ｆａｖｅｍ ＭＳ，Ｍａｙｎａｒｄ Ｊ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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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ｄｉｐｈｔｈｅｒｉａ ｔｏｘｏｉｄ，ｔｅｔａｎｕｓ ｔｏｘ。ｉｄ，ｐｅｒｔｕｓｓｉｓ，ａｎｄ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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