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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两种重组乙型肝炎疫苗免疫效果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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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客观地评价北京市现行不同乙型肝炎（乙肝）疫苗的免疫效果。方法选择既往

无乙肝疫苗接种史的大学生及出生时全程免疫过的儿童，检测血清ＨＢｓＡｇ、抗一衄ｓ及抗一ｍｃ，全阴性
者作为观察对象。入选大学生２８０人，按照０、１、６个月程序进行３针基础免疫，其中接种重组酿酒酵
母乙肝疫苗（１０弘ｇ、５弘ｇ、５肛ｇ）１４０人，重组汉逊酵母乙肝疫苗（１０

ｐｇ、１０肛ｇ、１０

ｐｇ）１４０人。入选儿童

９８人进行１针加强免疫，其中酿酒酵母疫苗４９人（５肛ｇ），汉逊酵母疫苗４９人（１０ ｐｇ）。免疫后１个
大学生３针免疫后，抗一ＨＢｓ有效阳转率（≥１０ ｍＩＵ『ｍ１）酿酒酵母疫苗低于

月采血检测抗一ＨＢｓ。结果

汉逊酵母疫苗（９３．５％，９９．３％，Ｐ＜０．０５），几何平均滴度（ＧＭＴ）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８１．２ ｍＩｕ／ｍｌ，９４．６ ｍＩＵ／ｍｌ，Ｐ＞０．０５）。从男性看，接种酿酒酵母疫苗的抗体有效阳转率及ＧＭＴ

均低于汉逊酵母疫苗（８５．７％，１００．０％，Ｐ＜Ｏ．０１）（５６．６ ｍＩＵ／ｍｌ，９８．６ ｍＩＵ／ｍｌ，Ｐ＜０．０１），而对于女
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９８．８％，９８．５％，Ｐ＞０．０５）（１０３．４ ｍＩＵ／ｍｌ，９０．３ ｍＩＵ／ｍｌ，Ｐ＞０．０５）。从同
种疫苗不同性别看，接种酿酒酵母疫苗抗体有效阳转率及ＧＭＴ男性均低于女性（８５．７％，９８～％，
Ｐ＜０．０１）（５６．６ ｍＩＵ／ｍｌ，１０３．４ ｍＩＵ／ｍｌ，Ｐ＜０．０１），而汉逊酵母疫苗男女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１００．０％，９８．５％，Ｐ＞０．０５）（９８，６ ｍＩＵ／ｍｌ，９０．３ ｍＩＵ／ｍｌ，Ｐ＞０．０５）。出生时按程序免疫的儿童，其
抗一ＨＢｓ阳性率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Ｐ＜０．０１）。７０例阴转者经１针加强免疫后，９８．６％出现阳转，
ＧＭＴ显著提高到免疫前的１５倍。阳转率及ＧＭＴ ２种疫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００．０％，９７．４％，
Ｐ＞Ｏ．０５）（８０．５ ｍＩＵ／ｍｌ，６８．５ ｍＩＵ／ｍｌ，Ｐ＞Ｏ．０５）。结论

乙肝疫苗的接种效果与疫苗种类及受种

者性别均有关系。成人基础免疫，按目前常规使用剂量，男性接种汉逊酵母疫苗效果优于酿酒酵母
疫苗，女性２种疫苗效果均好。儿童加强免疫，２种疫苗效果均较理想。重组疫苗初免后抗体阴转者
的免疫记忆良好，新生儿完成重组乙肝疫苗全程免疫后至少６年之内无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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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酵母乙型肝炎（乙肝）疫苗１９９５年开始在

３．疫苗及试剂来源：重组酿酒酵母乙肝疫苗（批

我国批量生产使用并逐步替代了血源疫苗。１０年

号２００３０９０１０６）由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来北京市普遍使用的是重组酿酒酵母乙肝疫苗，重

生产，重组汉逊酵母乙肝疫苗（批号２００３１００１０１）由

组汉逊酵母乙肝疫苗作为一种新型疫苗于２００４年

大连高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疫苗均在有效期

在北京上市，该疫苗具有表达量高、纯度高等特点。

内按常规剂量使用。ＥＬＩＳＡ法定性检测试剂来源

既往研究中对疫苗效果的观察极少考虑到性别因

于上海实业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操作由北京市

素，本研究对这２种疫苗用于不同人群效果以及重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完成，ＲＩＡ法定量检测试剂和操

组疫苗初免后抗体阴转者免疫记忆的情况进行了相

作由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并完成。样品

关研究。

检测均采用“盲法”原则。
对象与方法

１．观察对象：
（１）成人基础免疫组：选择既往无乙肝疫苗接种

４．接种反应观察：观察接种后６、２４、４８、７２ ｈ接
种部位的局部反应及全身反应，按生物制品人体观
察反应标准进行判定…。
５．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及Ｅｐｉ

Ｉｎｆｏ ６．０

史的大学入学新生３５４人（１８～１９岁），用酶联免疫

统计软件整理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用ｘ２

法（ＥＬＩＳＡ法）及放射免疫法（ＲＩＡ法）检测血清

检验和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几何平均滴度（ＧＭＴ）比

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Ｂｓ、抗一ＨＢｃ，均为全阴性者２８０人作为

较用独立样本￡检验。

观察对象（完成全程观察２７４人）。

结

果

（２）儿童加强免疫组：选择出生时按程序免疫重
组酿酒酵母乙肝疫苗且母亲ＨＢｓＡｇ阴性的２～６岁

１．疫苗安全性观察：３４４名观察对象仅个别有

儿童２２６人，用ＲＩＡ法检测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Ｂｓ、

轻微的反应，２种疫苗均无中、重度的局部和全身不

抗一ＨＢｃ，全阴性者９８人作为观察对象（完成全程观

良反应。

察７０人）。
２．方法：人选大学生随机分两组，按照０、１、６个

２．免疫原性观察：
（１）基础免疫组：

月程序进行３针基础免疫，其中接种重组酿酒酵母

①大学生免疫前筛查情况（表１）：ＨＢｓＡｇ阳性

乙肝疫苗（按目前常规使用剂量１０弘ｇ、５弘ｇ、５弘ｇ）

率９．９％，男女性分别为１２．７％和７．２％。ＨＢＶ总感

１３８人，重组汉逊酵母乙肝疫苗（１０弘ｇ、１０肛ｇ、

染率１５．５％，男女性分别为１８．５％和１２．７％。对

１０牡ｇ）１３６人。入选儿童按年龄、性别匹配分两组

ＥＬＩＳＡ法筛查全阴性者２９９人进一步用ＲＩＡ法进

进行１针加强免疫，其中酿酒酵母疫苗（５肛ｇ）３１

行复核，仍为全阴性者２８０人，单纯抗一ＨＢｃ阳性者

人，汉逊酵母疫苗（１０“ｇ）３９人。免后１个月采血，

１２人，抗一ＨＢｓ及抗一ＨＢｃ阳性者１人，单纯抗一ＨＢｓ阳

用ＲＩＡ法检测抗一ＨＢｓ。用改良的Ｈｏｌｌｉｎｇｅｒ公式将

性者６人。

血清抗一ＨＢｓ滴度换算为ｍＩＵ／ｍｌ，抗一ＨＢｓ在２．１～

②大学生全程免疫后情况（表２）：完成全程观

ｍＩｕ／ｍｌ为低应答状态，抗。ＨＢｓ≥１０ ｍＩＵ／ｍｌ判定

察２７４人，其中１人免疫后无应答，９人低应答，

１０

为有效阳性（有保护作用）。

抗一ＨＢｓ总有效阳转率为９６．４％。总体看，抗体有效

主坐煎鱼痘堂苤查！！业生！旦箜！！鲞箜！塑堡垒也』垦丛ｉ！里ｉ！！！垒！ｇ！盟！！！！：！尘！：！！！盟！：！

阳转率酿酒酵母疫苗低于汉逊酵母疫苗（精确概率

人，其中单纯抗一ＨＢｓ阳性１２６人，抗一ＨＢｓ及抗一ＨＢｃ

法Ｐ＝０．０１９），ＧＭＴ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阳性２人，全阴性９８人，未发现有ＨＢｓＡｇ阳性者。

１．５７３，Ｐ＞０．０５）。从同种性别不同疫苗看，男性接

抗一ＨＢｓ总有效阳性率为５６．６％（１２８／２２６），男性

种酿酒酵母疫苗抗体有效阳转率及ＧＭＴ均低于汉

５４．１％（６６／１２２），女性５９．６％（６２／１０４），男女性差异

逊酵母疫苗（精确概率法Ｐ＝０．００１，￡＝３．０９７，Ｐ＜

无统计学意义（Ｙ２＝０．７０，Ｐ＞０．０５）。２～６岁各年

０．０１），而对女性，２种疫苗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精

龄组抗体阳性率依次为６２．５％（５／８）、６８．１％（６２／

确概率法Ｐ＝１．０００，￡＝１。３３９，Ｐ＞０．０５）。从同种

９１）、５０．６％（４１／８１）、４３．２％（１６／３７）、４４．４％（４／９），

疫苗不同性别看，接种酿酒酵母疫苗，抗体有效阳转

抗体阳性率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Ｙ２＝７．５８，Ｐ＜

率及ＧＭＴ男性均低于女性（精确概率法Ｐ＝

０．０１）。

Ｏ．００３，￡＝３．４７８，Ｐ＜０．０１），而汉逊酵母疫苗男女

②抗一ＨＢＳ阴转儿童加强免疫后情况（表３、４）：

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精确概率法Ｐ＝０．４７８，￡＝

经１针加强免疫，９８．６％出现抗体有效阳转。比较

Ｏ．７８３，Ｐ＞０．０５）。

阳转率及ＧＭＴ，２种疫苗之间总体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精确概率法Ｐ＝１．０００，≠＝１．００９，Ｐ＞０．０５），男

表１

既往无乙肝疫苗接种史的大学生免疫前
筛查结果（ＥＬＩＳＡ法）

女性之间总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精确概率法Ｐ＝
１．０００，￡＝１．５３４，Ｐ＞０．０５）。同性别不同疫苗之间
以及同疫苗不同性别之问比较阳转率及ＧＭＴ，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精确概率法Ｐ男＝１．０００，Ｐ汉＝
１．０００，￡男＝０．７８３，￡女＝０．６６２，￡酿＝１．１５８，￡汉＝

１．０１９，Ｐ＞０．０５）。加强免疫后各年龄组ＧＭＴ均
显著升高，总体ＧＭＴ提高到免疫前的１５倍（酿酒
（２）加强免疫组：

酵母及汉逊酵母疫苗分别提高到１７．５倍和１３．７倍，

①儿童加强免疫前筛查情况：ＲＩＡ法筛查２２６

男女分别提高到１５．８倍和１４．１倍）。

表２

既往无免疫史的大学生免疫前后血清抗一ＨＢＳ水平

生堡煎盟堑堂盘查；！！！生！旦箜！！鲞箜！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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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抗一ＨＢｓ阴转儿童加强免疫
前后ＧＭＴ（ｍＩｕ／ｍ１）

·６９３

·

需要特殊说明的是，本次观察中２种疫苗所使
用的剂量是不同的，酿酒酵母疫苗为１０弘ｇ、５肛ｇ、
５弘ｇ，汉逊酵母疫苗为１０弘ｇ、１０弘ｇ、１０弘ｇ，而这正是
目前２种疫苗的常规使用剂量。本研究旨在评价现
行免疫方案下不同乙肝疫苗的效果，而其不足之处
就是二者剂量的不匹配，这有待今后研究中完善
设计。
本次研究观察到，抗一ＨＢｓ阳性率有随免疫后年

讨

论

限增加而下降的趋势。重组疫苗初次免疫５年后
抗一ＨＢｓ有效阳性率降到４３．２％，与张安飞等Ｈ。报道

研究表明，酿酒酵母及汉逊酵母乙肝疫苗均具

的血源疫苗初免５２～６０个月后７７．８７％的阳性率，

有很好的安全性。既往研究中对乙肝疫苗效果的观

以及陈惠峰等¨－报道的血源疫苗初免５年后

察极少考虑到性别因素，本次研究发现，疫苗接种效

７２．０３％的阳性率相比要低很多，说明重组疫苗有效

果与疫苗种类及受种者性别均有关系。按目前北京

抗体维持时间比血源疫苗要短。抗．ＨＢｓ≥

市常规使用剂量，大学生３针全程免疫后，总体说

１０

ｍＩＵ／ｍ１的有效阳性者的免疫能力是无需质疑

来，抗一ＨＢｓ有效阳转率酿酒酵母疫苗低于汉逊酵母

的，但那些阴转者是否存在免疫记忆？能否在外来

疫苗，ＧＭＴ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如果分别从

感染的情况下触发抗．ＨＢｓ水平的提高而起到保护

同性别不同疫苗及同疫苗不同性别两种情况考虑，

作用？以前的加强免疫研究多数关注的是初次免疫

就会发现，对男性而言，酿酒酵母疫苗抗体阳转率及

后的时间而不是抗体阴转者¨’６ ｏ。关于抗体阴转者

ＧＭＴ低于汉逊酵母疫苗，而对女性，２种疫苗差异

加强免疫的报道不多而且大多为血源疫苗初次免疫

无统计学意义。接种酿酒酵母疫苗，男性的抗体阳

后的抗体阴转者ｏＬ ８｜，重组疫苗初免后抗体阴转者

转率及ＧＭＴ均低于女性，而接种汉逊酵母疫苗男

的免疫观察报道很少∽ｏ。本研究观察了７０例出生

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总之，对于基础免疫，按目

时全程接种过重组酵母乙肝疫苗但抗体已阴转的

前常规剂量，成年男性接种汉逊酵母疫苗效果优于

２～６岁儿童，结果显示，经１针加强免疫后，９８．６％

酿酒酵母疫苗，女性接种这２种疫苗效果均好。从

的人重新获得保护性抗体，ＧＭＴ显著提高到免疫

抗体阴转儿童的１针加强免疫看，２种疫苗等效，免

前的１５倍，证明机体回忆反应良好，新生儿完成重

疫效果均很好。

组乙肝疫苗全程免疫后至少６年之内无需加强。

现已知道，乙肝发病率、现患率和ＨＢｓＡｇ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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