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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疫苗免疫策略研究·
江苏省农村地区儿童乙型肝炎疫苗免疫效果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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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江苏省农村地区儿童接种乙型肝炎（乙肝）疫苗后免疫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江苏省农村地区在实施乙肝疫苗计划免疫后出生的
农村儿童为研究对象，检测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Ｂｓ标志，对抗一ＨＢｓ阴转儿童进行不同种类疫苗的加强免疫，
并分析ＨＢｓＡｇ阳性儿童乙肝病毒（ＨＢＶ）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

２５２２名ｌ～７岁儿童中ＨＢｓＡｇ阳

性率在０．２８％～１．２８％之问，抗一ＨＢｓ随年龄增加而逐渐下降，由１岁时的７６．７％降至７岁时的
４５．５％；出生时未及时接种乙肝疫苗的儿童的ＨＢＶ感染率显著高于及时接种儿童（１．４％：０．５％，
Ｐ＝Ｏ．０３１）；应用不同剂量疫苗加强免疫后，抗一ＨＢｓ阳转率均为９０％以上。结论

江苏省农村地区

计划免疫适龄儿童人群的ＨＢｓＡｇ阳性率为Ｏ．２８％～１．２８％，平均为０．８％，儿童中ＨＢＶ感染主要为
母婴传播，并与未及时接种乙肝疫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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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乙肝）在我国呈高度地方性流行，尤

苗保护水平是决定我国控制乙肝的关键。本研究选

其是农村地区更为严重。因此，农村地区的乙肝疫

择江苏省徐州地区和盐城地区实施乙肝疫苗计划免
疫后出生的农村儿童为研究对象，以评价乙肝疫苗

基金项目：国家“ｆ五”科技攻关课题资助项目（２００４ＢＡ７１８８０２）

在江苏省农村地区的应用效果，并分析免疫儿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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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乙肝病毒（ＨＢＶ）的主要危险因素。研究结果报

华、朱凤才、刘社兰、秦黎明）；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余家席）；盐

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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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论）；北京大学医学部微生物学系（庄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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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研究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

空堡速鱼痘堂苤查！！！！生！旦笙！！鲞箜！塑坠ｉ！』曼逝！！磐ｉ！！！垒ｇ堕！！！！！！Ｙ！！：！！！丛！：！

方法，抽取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和盐城市滨海县农村

６．统计学分析：率的比较采用ｘ２检验，抗一ＨＢｓ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出生的儿童

滴度经对数转换后用方差分析法进行比较，统计软

为研究对象，均为调查点的常住人口。在儿童

件为ＳＰｓｓ １２．０；ＨＢｓＡｇ全基因序列比对采用

ＨＢｓＡｇ阳性原因的调查分析中，研究对象包括

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

ＨＢｓＡｇ阳性儿童的母亲或其他家庭成员。本项研

结

究经过当地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每个研究对象均

果

１．一般人口学特征：２５２２名被调查的儿童中，

签署知情同意书。
２．血样采集和危险因素调查：采集１～７岁儿童

１２７０人（５０．４％）来自盐城地区，１２５２人（４９．６％）

静脉血３ ｍｌ，分离血清后检测ＨＢｓＡｇ和抗一ＨＢｓ；采

来自徐州地区；其中男性１４８３名（５８．８％），女性

集ＨＢｓＡｇ阳性儿童及其母亲血样，测定ＨＢＶ

１０３９名（４１．２％）。所有儿童均为农村常住人口。

ＤＮＡ，并进行Ｓ区序列测定。所有研究对象采用查

２．乙肝疫苗接种史、ＨＢｓＡｇ阳性率和抗一ＨＢｓ滴

阅有关疫苗接种的档案记录及面访调查相结合的方

度：２５２２名儿童中，２５００名有乙肝疫苗全程接种史，

法，收集出生日期、性别、出生地点等人口学特征，以

占９９．１％，其中徐州地区有乙肝疫苗全程接种史者

及与乙肝疫苗接种相关的信息，包括是否接种乙肝

占９８．９％，盐城地区为９９．４％。全程接种乙肝疫苗

疫苗、接种时间和程序、接种乙肝疫苗的种类、剂量

的儿童中，２４ ｈ内及时接种率为６５．４％，徐州和盐城

等。在ＨＢｓＡｇ阳性儿童的个案调查中，采用儿童健

地区分别为６３．５％和６７．４％。不同年份出生儿童的

康影响因素调查表，对影响儿童感染ＨＢｖ的主要

乙肝疫苗及时接种率和ＨＢｓＡｇ阳性率见表１。

危险因素，如乙肝疫苗接种史、输血史、拔牙史、输液
注射史等医源性感染因素，以及密切接触者ＨＢＶ

表１

２５２２名不同年份出生被调查儿童乙肝疫苗
及时接种率及｝璐ｓＡｇ阳性率（％）

感染情况进行了调查，同时结合ＨＢＶ血清学标志
的检测，对ＨＢｓＡｇ阳性儿童及其与母亲和其他家庭
成员的ＨＢｖ感染状况进行分析。
３．不同剂量疫苗加强免疫效果观察：为探讨
抗一ＨＢｓ阴转儿童乙肝疫苗加强免疫的适宜剂量，本

研究从２５００名有乙肝疫苗接种史的儿童中，随机抽
取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Ｂｓ和抗一ＨＢｃ均阴性的儿童３１０名，

并随机分为４组，分别注射１针５肛ｇ或１０ ｐｇ脐０酵母
乙肝疫苗，或１０弘ｇ或２０弘ｇ脐０ ＣＨＯ细胞乙肝疫苗，
在接种１个月后采血检测抗一ＨＢｓ。

注：Ｐ１＝０．０００，为不同年份出生儿重乙肝疫苗及时接种率比
较；Ｐ２＝Ｏ ８３１，为不同年份出生儿童ＨＢｓＡｇ阳性率比较

在本次调查中，共发现２０名ＨＢｓＡｇ阳性儿童，

４．ＨＢｓＡｇ全基因序列测定：采用巢式聚合酶链

阳性率为０．８０％，不同年份出生儿童ＨＢｓＡｇ阳性率

反应法（ｎＰＣＲ）对ＨＢｓＡｇ全基因序列进行扩增并测

为０．２８％～１．２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较实施乙

序分析，２对引物为Ｐ１：５ ７一ＴＣＣ

ＴＣＣ

肝疫苗免疫前（２％）有显著下降。未及时接种乙肝

ＡＣＣ ＴＣＴ ＡＡ一３ ７。Ｐ２：５ ７一ＣＡＴ ＧＡＡ ＧＴＴ ＡＡＧ ＧＧＡ

疫苗的儿童ＨＢｓＡｇ阳性率为１．４％（１２／８６６），显著

ＧＴＡ ＧＣＣ一３ ７：Ｐ３：５ ７一ＣＣＴ ＣＡＧ ＧＣＣ ＡＴＧ ＣＡＧ ＴＧ一

高于及时接种者（０．５％，８／１６３４）（Ｐ＝０．０３１）。由

ＣＡＴ

ＣＴＣ

７，其中

表２可见，在有乙肝疫苗接种史的儿童中，抗一ＨＢｓ阳

Ｐ１和Ｐ２为外引物；Ｐ３和Ｐ４为内引物，均由上海生

性率为５４．３％，其ＧＭＴ为１９３１．１ ｍＩｕ／ｍｉ。抗一ＨＢｓ

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所有实验均在

阳性率和抗体水平均随年龄增长（即接种疫苗后时

严格质控条件下完成。调查和采血工作集中在

问的延长）而降低。

３ ７，Ｐ４：５ ７一ＴＡＧ ＧＧＴ ＴＴＡ ＡＡＴ ＧＴＡ ＴＡＣ一３

２００５年１０—１１月完成。

３．不同剂量疫苗加强免疫后效果观察：由表３

５．试剂：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测

可见，在同种类型的乙肝疫苗中，接种剂量越大，

ＨＢｓＡｇ，由上海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应用放

抗．ＨＢＳ阳转率越高，但两种类型乙肝疫苗的不同剂

射免疫法（ＲＩＡ）测定抗一ＨＢｓ，由北京北方生物技术

量组间的抗体阳转率均无差异（ＣＨｏ疫苗，Ｐ＝

研究所生产。按说明书操作和判断结果。

０．１９２；酵母疫苗，Ｐ＝０．３９４）；在同种类型的乙肝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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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中，接种剂量越大，抗体滴度水平越高，但差异无

儿童的母亲中，有１３人为ＨＢｓＡｇ阳性，其中９人同

统计学意义（ＣＨＯ疫苗，Ｐ＝０．６１８；酵母疫苗，Ｐ＝

时ＨＢｅＡｇ阳性。在１３对母子（女）ＨＢｓＡｇ均阳性者

０．５２３）。

中，共获得１０对母子（女）ＨＢｓＡｇ全基因序列数据，

表２

２５２２名不同年份出生被调查儿童的

抗一ＨＢｓ阳性率（％）及抗体水平（ＧＭＴ）

ＨＢＶ

Ｓ基因序列比较表明，２０名ＨＢｓＡｇ阳性者的

ＨＢＶ

Ｓ基因序列同源性为８９．０％～９９．９％，其中母

子（女）间的同源性最高，为９８．６％～９９．９％，均在基
因进化树的同一分支上（表４和图１）。
为探讨ＨＢｖ ＨＢｓＡｇ的“ａ”决定簇突变可能引
起的免疫逃避在儿童ＨＢＶ感染中的作用，进一步

分析了１０对母子（女）感染者的“ａ”决定簇突变情
况，结果只发现１例儿童（ＸＺ
注：８≥１０ ｍＩＵ／ｍｌ

表３

“ａ”决定簇１４４位氨基酸突变株（由天门冬氨酸突变

不同种类与剂量乙肝疫苗加强免疫的抗．ＨＢｓ比较
人数

阳转人数

ｐｇ

７３

６８

９３．２

３０８．１ｌ

ｐｇ

８１

７８

９６．３

３５０．９９

５肛ｇ

７５

６８

９０

７

２９１．４７

１１竖！！

！！

！ｉ：！

！！！：！１

疫苗
ｃＨ０疫苗１０
２０

酵母疫苗

ＦＢ０４Ｓ）感染ＨＢＶ

为丙氨酸）。

阳转率（％）ＧＭＴ（ｍＩｕ／ｍ１）

讨

论

乙肝疫苗是预防ＨＢＶ感染的有效手段‘１。３。。我
国部分城市接种乙肝疫苗儿童的ＨＢｓＡｇ阳性率已

４．ＨＢｓＡｇ阳性儿童ＨＢＶ感染原因：本次调查

降至１％以下，而农村地区仍较高。本次研究表明，

共发现２０名ＨＢｓＡｇ阳性儿童，平均分布在各个年

在江苏盐城和徐州地区，于１９９８年以后出生的农村

龄组，大部分（１６／２０）为ＨＢｅＡｇ阳性。其中８人在

儿童中，其ＨＢｓＡｇ阳性率已降至０．８０％，达到卫生

ｈ内及时全程接种了５肛ｇ酵母乙肝疫苗，但均未

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乙肝防治规划所制订的目标，这与

２４

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ＨＢＩＧ）；其余１２人虽都全程

本次调查的人群乙肝疫苗接种率高有关。

接种了乙肝疫苗，但均未在２４ ｈ内及时接种，其中有

本次所调查的１～７岁儿童抗一ＨＢｓ阳性率在

１０人首针乙肝疫苗在出生１０ ｄ后接种。在２０名

７６．７％～４５．５％之间，其阳性率随年龄增长而降低，

ＨＢｓＡｇ阳性儿童中，共获得了１５名母亲的乙肝病

且下降速度较快，为保证疫苗的持久性保护性，应加

毒感染状态的数据。结果显示，１５名ＨＢｓＡｇ阳性

大新生儿基础免疫的疫苗剂量。

表４

ＨＢＶ感染者ＨＢｓＡｇ全基因序列同源性比较

注：ｘｚ—ｘｘ为徐州地区感染儿童，ｘｚ—ｘｘＭ为儿童母亲；Ｙｃ—Ｘｘ为盐城地区感染儿童，ＹＣ—ｘｘＭ为儿童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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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国良等¨。的研究表明，单用重组乙肝疫苗对
ＨＢｓＡｇ阳性母亲的母婴阻断率为８５％～９０％。因

此，为提高阻断ＨＢＶ母婴传播，对ＨＢｓＡｇ阳性母亲
所生的新生儿，应用乙肝免疫球蛋白和乙肝疫苗联
合免疫，并应及时接种。本研究发现，在１０名
ＨＢｓＡｇ阳性儿童中，仅１名儿童感染“ａ”决定簇１４４
位氨基酸突变株ＨＢｖ，说明母婴阻断失败主要不是
由免疫逃逸株所致。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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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ＨＢＶ感染者ＨＢｓＡｇ全基因序列进化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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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显示，出生后２４ ｈ内未及时接种乙肝
疫苗是导致儿童感染ＨＢＶ的主要因素。在追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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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ＨＢＶ感染来源的分析中，母子（女）同时ＨＢｓＡｇ

［３］李辉，李荣成，廖苏苏，等．壮族地区新生儿乙型肝炎疫苗免

阳性的比例高（１３／１５），在已获得的１０对母子（女）

疫九年保护效果及免疫后ＨＢｓＡｇ阳性者原因分析疾病监测，

问的ＨＢｓＡｇ基因序列同源性分析中，表明ＨＢｓＡｇ
均阳性的母子（女）为感染同一株ＨＢＶ。提示在乙

肝疫苗接种率高的情况下，儿童ＨＢｓＡｇ阳性原因主

１９９８，１３（２）：４５—４７．
［４］夏国良，龚健，王继杰，等．重组乙型肝炎疫苗阻断乙型肝炎
病毒母婴传播方案的保护效果评价．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２００３，２４（５）：３６２。３６５．

要由母婴传播引起，这与李辉等‘３。报告一致，即有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０２—１６）

肝疫苗接种史但ＨＢＳＡｇ阳性的儿童中，９０％可归因

（本文编辑：张林东）

于母亲ＨＢｓＡｇ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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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公司赞助会议并可在会场进行产品展示。
征文要求：①是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或论文摘要（摘要限４００字）；②备有作者的联系地址（含所属单位、电话、Ｅｍａｉｌ）；③请
附论文投稿单位介绍信；④截稿日期为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投稿请寄：１０００７１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２０号五所科技处韩晓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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