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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

·现场调查·

国家计划免疫综合审评县２００４年农村儿童
白喉免疫水平与白百破疫苗接种率调查
王华庆

郭欣

殷大鹏

陈园生

【摘要】

陈丽娟

杨洁

目的

和京果

贺雄

罗明

曹玲生

周玉清

卢永

梁晓峰

夏伟

掌握２００４年国家免疫规划综合审评“四苗覆盖率”县儿童的白喉免疫水平。

方法根据全国２００４年综合审评县“四苗覆盖率”不同分为３层，每层随机抽取２个县，每县随机调
查１０个村，每村随机调查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出生儿童４２名；检测方法用ＥＬＩＳＡ定量法检测白喉抗毒素
ＩｇＧ抗体。结果

（１）被调查县儿童白喉抗毒素抗体总阳性率仅为４９．６％，最高的县阳性率为

７８．１％，最低的县阳性率仅为３３．０％；阳性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明显的下降趋势，阳性率最高的年龄
是２００３年出生的儿童为６１．２％，阳性率最低的年龄是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出生的儿童为３７．６％。（２）几何
平均浓度（ＧＭＣｓ）仅为０．４８ ＩＵ／ｍｌ，随着年龄的增长，ＧＭＣｓ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应加强免疫的年龄
没有出现白喉抗毒素抗体ＧＭｃｓ预计的高峰。（３）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出生儿童的白百破疫苗调查基础免
疫接种率均高于９０％，而相应年龄抗体的阳性率却均低于６２％。（４）白百破疫苗基础免疫接种率合
格与不合格儿童的抗体阳性率分别为５８．１％和５９．６％，没有明显差别。结论

调查县（除个别县外）

儿童白喉的保护水平较低，儿童白百破疫苗的接种率不能客观反映儿童白喉的免疫状况，如何提高儿
童白喉的免疫水平，是免疫规划近期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白喉；疫苗；接种率；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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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２００４年计划免疫综合审评农村地区

（ＧＭＣ）：６个调查县儿童白喉抗毒素抗体总体阳性

１９９２年以后出生儿童白喉免疫水平，评价儿童白百

率仅为４９．６％。各县各年龄组儿童白喉抗毒素抗体

破疫苗调查接种率与实际免疫状况的相关性，对

的阳性率普遍偏低，如宁蒗县各年龄组和无为县、电

２００４年综合审评接受接种率调查地区的儿童进行

白县的５个年龄组抗体阳性率均未达到５０％（表

了白喉抗体水平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１）。除宁蒗县和无为县外，其他县的不同年龄儿童

对象与方法

白喉抗毒素抗体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库车
县：Ｙ２＝２２．１０４，Ｐ＝０．００１；电白县ｘ２＝１１．２６９，Ｐ＝

１．调查对象：根据２００４年接种率审评结果，对

０．０４６；桃江县Ｙ２＝４５．８５２，Ｐ＜０．００１；龙江县ｘ２＝

全国接受综合审评县（除去西藏自治区、４个直辖市

４１．３１４，Ｐ＜０．００１）。在各县的同一年龄组之间，抗

和各省的城区），以儿童“四苗”全程合格接种率由低

体阳性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组：

到高为顺序排列，分成３层（分别为≤８０％为第一

Ｙ２＝５０．９２７，Ｐ＜０．００１；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组：Ｙ２＝

层，＞８０％且≤９０％为第二层，＞９０％为第三层），每

４９．８９１，Ｐ＜Ｏ．００１；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组：Ｙ２＝１８．９９２，

层随机抽取２个县。第一层为库车县（新疆维吾尔

Ｐ＝０．００２；２００１年组：Ｙ２＝６９．９８０，Ｐ＜０．００１；２００２

自治区）和宁蒗县（云南省）；第二层为电白县（广东

年组：Ｙ２＝４７．８９６，Ｐ＜０．００１；２００３年组：ｘ２＝

省）和无为县（安徽省）；第三层为桃江县（湖南省）和

５０．９１９，Ｐ＜０．００１）。大年龄组白喉抗毒素抗体阳

龙江县（黑龙江省）。每个县接受２００４年审评的村

性率明显低于小年龄组，如龙江县２００３年出生的儿

级单位中，随机抽取１０个村。每村合计抽取４２名

童白喉抗毒素抗体阳性率最高为９４．８％，而桃江县

儿童，其中，２００１年（４岁）、２００２年（３岁）和２００３年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抗体阳性率最低仅为１５．５％，相差

（２岁）出生的儿童各７名；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１０～１３

７９．３个百分点。

岁）、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７～９岁）和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５～

６个调查县儿童白喉抗毒素抗体总体ＧＭＣ仅
为０．４８ ＩＵ／ｍｌ，白喉的抗体ＧＭＣ在各年龄和各县

６岁）出生的儿童各７名。
２．调查方法：现场调查由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

之间波动较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各年龄比较

心负责组织人员，采用人户调查方法，收集基本情

Ｆ＝２８．６４７，Ｐ＜０．００１；各县比较Ｆ＝４９．４８２，Ｐ＜

况、免疫史和相关疾病患病史等信息。同时对所有

０．００１）。最低的是桃江县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出生儿童

调查对象均采集静脉血３ ｍｌ，分离血清，冷藏运输，

仅为０．１６ ＩＵ／ｍｌ，最高的是库车县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出

一２０℃保存待检。白喉抗毒素ＩｇＧ抗体试剂盒为

生儿童为０．８３ ＩＵ／ｍｌ。白喉抗毒素抗体ＧＭＣ与年

德国（ＶＩＲＩＯＮ／ＳＥＲＩＯＮ）公司产品，产品编号：

龄分组呈等级相关（，．。＝０．２２０，Ｐ＜０．００１），随着年

ＳＦＶ．ＢＧ，产品批号：ＳＭＵ．ＣＲ，有效期内使用。应

龄的增加，白喉抗毒素抗体ＧＭＣ总体呈下降趋势。

用ＥＬＩＳＡ方法定量检测白喉抗毒素ＩｇＧ抗体。结

除龙江县外，其余各县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出生的儿童

果判定：≥０．１ ＩＵ／ｍｌ为阳性，具有安全保护性。抗

ＧＭＣ均有显著升高（表１）。

体检测时间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３．统计学分析：应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建立数据库，
ＳＰＳＳ

１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１．白喉抗毒素抗体阳性率和几何平均浓度
表１

２．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出生儿童白百破疫苗接种率
及白喉抗体阳性率和ＧＭＣ：２００５年调查的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年出生儿童的白百破疫苗基础免疫接种率分
别为８３．９％、８５．３％和８６．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Ｙ２＝０．９７４，Ｐ＝０．６１４）；相应年龄组抗体阳性率分

６个调查县不同年龄组儿童白喉抗毒素抗体的阳性率（％）和ＧＭＣ

·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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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５３．２％、５８．７％和６１．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发中，有３５．７％的病例急性期血清白喉抗毒素抗

（Ｘ２＝５．９３６，Ｐ＝ｏ．０５１）；而３个年龄（出生时间为

体≥０．０１ ＩＵ／ｍｌ¨１，说明血球凝集方法采用此标准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之间ＧＭ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作为保护标准存在一定问题。用ＥＬＩＳＡ检测，在白

（Ｆ＝６．０１５，Ｐ＝０．００３），见表２。

喉抗毒素抗体≥０．１ ＩＵ／ｍｌ时与用中和试验方法检
测其结果是一致的№１。国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

已将定量ＥＬＩＳＡ监测白喉ＩｇＧ抗体水平作为常规

率鼋吣
３．２００４年综合审评县儿童白百破疫苗基础免
疫接种率及抗体阳性率：２００４年审评县儿童白百破
疫苗基础免疫总接种率为９４．０％，而白喉抗体总阳
性率为５８．１％，两个率数值相差较大。其中仅有龙
江县儿童的抗体阳性率超过８５％，其他５县儿童抗
体阳性率都低于６２％，最低的宁蒗县仅为３５．８％。
按照接种白百破疫苗三针全种且间隔时间正确判为
合格接种，比较白百破疫苗接种合格人群和接种不
合格人群的白喉抗体平均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Ｙ２＝０．０５６，Ｐ＝０．８１４）。仅电白县接种不合格
儿童的白喉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接种合格儿童
（Ｙ２＝４．２７８，Ｐ＝０．０３９），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４年审评儿童白百破疫苗接种率（％）
和白喉抗体阳性率（％）

方法＂ｏ，目前国内还未见报道。

本次６个调查县儿童白喉抗体平均阳性率仅为
４９．６％，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出生的儿童最低仅为

３７．６％，白喉抗体平均阳性率最高的年龄组为２００３
年出生的儿童，但平均阳性率也仅为６１．２％。６个
县之中仅有龙江县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２年出生儿童抗体
阳性率超过了９０％，大部分年龄组低于５０％。２００４

年审评中，完成基础免疫并合格接种的儿童抗体阳
性率也仅为５８．１％，与不合格接种儿童的阳性率
５９．６％相近。本次调查显示儿童的基础免疫接种率
并不能客观反映儿童免疫状况。此外，按照儿童的
免疫程序，在７周岁应加强一次白破疫苗，但是在此
年龄加强免疫的效果并未呈现，提示白破疫苗的加
强免疫存在问题。
由于白喉疫苗属类毒素，随时间推移，在未感染
和接种疫苗的情况下ＧＭＣ会呈明显的下降趋
势随］，本次调查结果支持这一结论。因此，加强免疫

显得尤其重要，一方面可以提高免疫人群阳性率，另
一方面又可以提高免疫人群的抗体水平。
以往国内外报道较多是１５岁以上人群或成人

抗体阳性率较低凹’１０］，而本次监测儿童的总阳性率
低于了５０％，应引起关注，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白
百破疫苗调查接种率高而白喉抗体阳性率低的原
因。同时，应制定儿童疫苗接种的客观评价指标，提
高儿童实际接种率。
讨

论

２００４年由卫生部组织全国计划免疫综合审评，

（致谢本次调查由卫生部疾病控制局领导，并得到安徽省、广
东省、黑龙江省、湖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卫生厅、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和相关县卫生局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大力支持和协

审评结果显示全国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出生儿童白百破

助，相关省和市、县的同志参加了现场的调查工作，北京市疾病预防

疫苗的调查接种率为９３％…，我国“十一五”规划要

控制中心完成抗体检测）

求儿童计划免疫接种率达到９０％以上。而本次调
查结果显示，目标儿童的接种率＜８７％，低于标准要
求，并与２００４年调查的结果不一致。
血清学调查是直接衡量人群免疫力总体水平的
科学方法，为保证本次血清学调查的准确性，应用敏
感性和特异性较好的定量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检测白喉抗毒素ＩｇＧ抗体旧４１，保护标准定
为≥０．１ ＩＵ／ｍｌｂ’４ Ｊ。１９９５年北京市的一起白喉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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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德医苑·
苏州市平江区２００５年法定传染病疫情分析
顾君
随着苏州市经济迅猛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表１

２００５年平江区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统计

的要求也日益提高，观念的更新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富裕也促
成了疾病谱的逐渐转变。为此采用描述流行病学的方法，按
国家法定传染病归类并统计分析２００５年平江区法定传染病
流行特征和流行趋势。
１．地区概况：平江区位于苏州市中心城区，下设６个街
道４７个社区。２００５年全区居民总人口２３．５６万，其中男性
１２．１１万、女性１１．４５万；人口出生率５．８２‰、死亡率６．８３‰、
自然增长率一１．０１‰、婴儿死亡率８．７５‰、新生儿死亡率
７．２９‰，平均期望寿命８０．０４岁（男性７８．１８岁、女性８１．８３
岁）；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占１８。３１％，社会抚养系数为
４３．７１％，医学敏感人口比例占２６．４０％，已步入老龄化社区
行列。
２．疫情分析：根据国家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系统传染病网
络直报统计，２００５年平江区未发生甲类传染病，报告乙、丙类

注：一为２００４年无病例

传染病１２种８５５例，发病率为３５４．５９／１０万，与２００４年（发
病率为５７３．９１／１０万）相比下降３８．２１％。其中乙类传染病９

３．讨论：平江区地处苏州古城区中心，以城镇居民为主，

类７８０例，发病率３２３．４８／１０万；丙类传染病３类７５例，发病

大多数传染病特别是计划免疫相关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法

率３１．１１／１０万（表１）。①传播途径：按照甲、乙类传染病分类

定传染病总发病率呈下降，这与同属苏州辖区内的昆山市报

构成原则，２００５年平江区肠道传染病有甲型肝炎、戊型肝炎

及其他肝炎（未分型）、细菌性痢疾、伤寒共５种１６７例，占
２１．４１％；呼吸道传染病有麻疹、肺结核、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共３种２６ｌ例，占３３．４６％；虚源及性传播疾病有艾滋病、乙
型肝炎、丙型肝炎、淋病、梅毒共５种３５２例，占４５．１３％；未
报告虫媒及自然疫源性疾病。全年死亡病例共２例，肝炎
（未分型）、细菌性痢疾各１例。②季节分布：呼吸道传染病

告的急性传染病流行趋势一致。从地理分布来看，中心城区
的观前、平江街道传染病发病较少，而偏于农村的城北、苏锦

街道则发病率较高，这可能与农村近郊地区相对社会生活设
施较差、生活卫生习惯较落后以及大量外来务工人员集聚有
一定的关系。从季节分布来看，肠道传染病在８、９月份形成
一个明显的高峰，与细菌性痢疾的高发季节相符。呼吸道传
染病的季节高峰出现在４、５月份，这可能与２００５年春夏之

的季节高峰出现在４、５月份，肠道传染病在８、９月份形成季

交苏州部分地区麻疹的暴发疫情有关，受疫情波动的影响，

节性高峰，血源及性传播疾病无明显季节特征。③发病率地

全区麻疹发病较往年有较大幅度上升，导致呼吸道传染病全

区分布：观前街道１９６．６８／１０万、平江街道２１９．２８／１０万、桃坞

年的发病高峰。从传播途径来看，血源及性传播疾病占甲、

街道２６７．０２／１０万、苏锦街道５４０．８５／１０万、娄门街道２８０．７４／

乙类传染病的４５％以上，是危害全区人民身体健康和影响社

１０万、城北街道８７９．６４／１０万。

会稳定的主要传染病。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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