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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天津市甲型肝炎免疫预防控制措施效果评价
张之伦朱向军

丁亚兴解晓华

目的

【摘要】

高志刚

李永成张颖

夏卫东

则勇

评价天津啊实施甲型肝炎（甲肝）免疫策略后控制甲肝的效果。方法分析天津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甲肝疫情资料，评价疫情报告系统，估算甲肝疫苗目标人群接种率，对比１９９９年和
２００５年１５岁以下健康人群甲肝抗体水平。结果天津市甲肝发病率从１９９（）年的２５ ２６／１０万降到
２００６年的０ ８２／１０万，甲肝在病毒性肝炎中的比例从１９９０年的３０ ４３％降到２００６年的１ ０５％；估算
全市目标人群甲肝疫苗接种率平均为７２ ７％；２００５年１５岁以下人群甲月ｒ抗体阳性串达到６１
明显高于１９９９年的２９ ９（Ｊ％。结论
【美键词】

甲型肝炎疫苗；免疫预防；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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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１９９５年前甲型病毒性肝炎（甲肝）基本

市统计年鉴》。

处于自然流行状态。１９９５年开始应用甲肝疫苗，

（２）疫情报告系统评价：按照《传染病报告信息

１９９９年后在全市实施了以免疫措施为主的消除甲

管理工作规范》和《全国法定传染病漏报调查方案》

肝策略。２年后将策略进一步具体化，并提出２００３

有关规定，天津市区（县）ｃＤｃ定期评估辖区内医疗

年和２００５年甲肝的控制目标。２００５年甲肝发病率

机构传染病报告情况，市ｃＤｃ每年抽取１／３以上区

已经控制到Ｏ．８５／１０万，２００６年较１９９６年下降了

（县）进行疫情漏报率调查。每３年进行一次居民疫

５％。以下仅就实施免疫策略后的控制效果进行

情漏报率调查。①居民疫情漏报率调查：２００１年在

９２

评价。

９个区（县）实施，依行政区划分层抽取５２ ６７９名调
材料与方法

查对象开展逐户凋查；２００４年在６个区（县）调查了
４２

２０６人。②医疗机构疫情漏报调查：检查病历档

１．疫情资料来源：

案、病历日志，检查门诊、急诊及住院登记，查出的传

（１）疫情资料为天津市法定传染病年报，报告病

染病病例与该院传染病报告登记簿同区ｃＤＣ的疑

例均经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参照

似或确诊病例疫情报告卡核对。对无门诊病历日志

１７叭０—１９９７《甲型病毒性肝炎诊断标准及处理原

的医疗单位，核对候诊病例（内ＪＬ和传染科）病历卡

则》进行复核，人口资料来源于天津市统计局《天津

或处方笺、核查化验室结果登记，判定传染病漏报

ＧＢ

情况。
作者单位：３伽０１１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一０

２．甲肝疫苗免疫策略：２００１年开始实施消除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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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规划，主要免疫策略足在１岁、小学一年级和初一

（１）发病人群分布：１９９２年始有甲肝患者年龄

年级学生，以及高危人群进行免疫。使用的疫苗为

记载，实施免疫策略前的１９９２—１９９９年１５岁以下

甲肝减毒活疫苗和甲肝灭活疫苗，前者接种１剂，后

人群发病率较高，其中５～１０岁高达４５ ８２／１０万。

者间隔半年接种２剂。接种率报告与评价通过天津

实施免疫策略后，甲肝发病率从２０００年的

市ｃＤｃ疫苗发放情况和常规免疫报告系统完成。

２

８９／ｌＯ万降至２００６年０ ８２／１０万，年龄发病高峰

３．血清学监测：采用不等比例分层整群抽样法

也已消失，发病率相对较高的在２０～３０岁人群，为

抽取全市１８个区（县）的１～６０岁人群，定性检测

２．８６／１０万。统计２００１年以来甲肝性别发病率，男

ＨＡ—ＩｇＧ抗体。每个检测对象采集静脉血３ ｍ１，分离

性平均在２．００／１０万，女性为１ ００／１０万，男性发病

血清一２０℃冻存，由天津市ｃＤＣ统一采用ＥＬＩＳＡ

率明显高于女性（，＝９７．７９５９，Ｐ＜ｏ．ｏｏ叭）。从患

竞争抑制法检测，试剂购自意大利ＤｉａＳｏｒｉｎ公司，以

者的职业分布看，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学生（３６％）、学龄

酶标仪读板判断结果，样本吸光度（Ａ）值小于ｃＯＶ

前儿童（１９％）和工人（１４％）占据前三位；２０００—

值为阳性。

２００６年首位是农民（３１％），其后是学生（２１％）和工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软件进行数据
录入，ｓＡｓ

人（１６％）。

９．ｏ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运用分层ｘ２检验

对地区和年龄组人群甲肝抗体阳性率进行检验…。
结

果

（２）发病时间分布：实施免疫策略前甲肝发病时
间呈现出春、秋季两个小高峰，分别在３月和８月，
２０００年后该特征消失，形成全年散在发病（图１）。
—ｏ—１９９０－１忡４年

１．病毒性肝炎发病情况：天津市１９９０年开始实
行病毒性肝炎分型报告。当时甲肝发病率为
２５．２６／１０万，峰值出现在１９９３年，为２７．０３／１０万。
其后呈下降之势，至２００６年已降至Ｏ ８２／１０万（表
１）。需注意的是戊肝从１９９７年的０．８７／１０万上升

藉嚣龌铽

到２００５年的４．００／１０万，２００６年仍达３．５２／１０万。
表１

天津市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甲肝报告发病情况

图１

天津市１９９０

２００６年甲肝病例月分布

（３）发病地区分布：根据地理位置，天津划分为
市内６个区、近郊４个区、滨海３个区和远郊５个区
（县）。１９９０一１９９９年天津甲肝发病率以远郊５个
区（县）为高（２４．９３／１０万），其后是滨海３个区
（１４．５３／１０万）、市内６个区（“．６０／１０万）、近郊４
个区（９．３６／１０万）。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各区年平均发病
率大幅下降，远郊５个区（县）为１．１６／１０万、市内６
个区０．７９／１０万、滨海３个区０．６９／１０万、近郊４个
血清学调查也证实，１９９０年前病毒性肝炎中主

区０ ６１／１０万。

要为甲肝，１９８８年对和平区的３７７例肝炎病例的检

３甲肝疫情分析：居民疫情漏报调查发现，２０叭

测显示，甲肝患者占８４ ０８％。１９８９年对全市３６４

年乙类传染病漏诊和漏报率分别达１５．０７％和

例肝炎患者进行特异性ＩｇＭ测定，甲肝阳性率为

７５

８２．７０％，其原因在于流行频发。１９９０年甲肝在病

病漏报率为２８．８０％，未发现甲肝患者，亦无漏诊者。

毒性肝炎中的比例出现下降趋势，已从１９９０年的

２００４年全国实行疫情网络直报，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医疗

３０．４３％降到２００６年的１．０５％。

机构乙类传染病漏报率分别为２３．５８％、１２．７８％和

２．甲肝流行特征：

１３

８１％，其中发现甲肝患者１例；２００４年乙类传染

４４％，其中病毒性肝炎漏报率分别在３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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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８０％和２３．３０％，仅在２００４年查出１例已规范报
告的甲肝患者。

年龄组因素后统计处理ｘ２＝１３３．４８，Ｐ＜０．０００１
（表３）。

４甲肝疫苗免疫策略实施情况：天津市１９９５年

讨

始用甲肝疫苗。１９９６年在重点人群接种，接种者约
“万，１９９９年＜１５岁人群的接种率达３８

论

２５％。

近年，我国每年报告的病毒性肝炎约１００万例，

２０００年提出甲肝疫苗免疫策略，并在局部地区建立

其中５０％为甲肝。如按美国的漏报率推算，即实际

试点，翌年开始全市接种。估算全市目标人群接种

发病数为报告数的１０．４倍，中国每年实际新发甲肝

率平均为７２．７０％（表２）。

病例５２０万例２。１。从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

表２

天津市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年甲肝免疫策略目标人群

直报系统反映，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６６．３０％的甲肝暴发

估算接种率

疫情发生在学校。因此，有效控制甲肝的发生和流
行极为重要。
天津市２０００年提出甲肝疫苗免疫策略，实施控
制乃至消除甲肝。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接种甲肝疫苗近
８８．３万人份，免疫策略中确定的１岁、小学一年级
和初一年级学生以及高危人群接种率为５６％～
９０％，人群ＨＡ－ＩｇＧ阳性率从１９９９年的６３．７３％上升

５．甲肝抗体水平监测：分别于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５

到２００５年的８ｌ，９０％（标化），其中１５岁以下人群也

年进行两次检测。１９９９年抽取了市内河北区、近郊

从２９ ９０％升至６１．８４％。发病率从２０００年的

东丽区、远郊宝坻区和滨海塘沽区的６８１名≤５０岁

２．８９／１０万下降到２００５年的Ｏ ８５ｎＯ万和２００６年

人群，结果ＨＡ－ＩｇＧ阳性率为６３．７３％，抗体阳性率随

的Ｏ．８２／１０万。２００６年全国甲肝发病率为

年龄的增长而增高，＜１５岁人群阳性率为２９．９０％。

５．２５／１０万，人口结构相似的上海和北京市的发病

２００５年在全市１８个区（县）调查了２３５０人，

率分别为２．３９／１０万和２．１２／１０万，天津市已成为全

ＨＡ—ＩｇＧ阳性率为７２ ３０％，用２００５年天津市人口数

国发病率最低的省市。

进行标化，标化阳性率为８１ ９０％，其中１～５岁组为

疫情报告系统的评价结果证实，甲肝的报告敏

６ｌ ３７％，６～１０岁组６ｌ ４２％，１１～２０岁组６５．９１％，

感性很高。甲肝的高免疫、低发病状况，也难以显现

２１～３０岁组７６．８４％，３ｌ～４０岁组８０．２８％，４１～５０

固有的流行病学特点，季节性和周期性的发病高峰

岁组９４．８２％，５１～６０岁组９５．８８％。分别对市区、

消失，发病率相对较高的人群转为２０～３０岁青年，

近郊、滨海和远郊区各年龄组人群进行分层Ｙ２检验

好发病年龄由２３ ８岁升至３８，６岁。由于农村地区发

和趋势检验显示，各年龄组随年龄的增加阳性率逐

病率相对较高，病例职业也从学生和儿童（５５％）转

渐增加（Ｙ２＝１６１．毗，Ｐ＜Ｏ．０００１），各年龄组抗体阳

为农民（３１％）。

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２００ ８０，Ｐ＜０．０００１）。

１９９８年全球疾病消除和消灭公共卫生策略大

比较２００５年和１９９９年＜１５岁人群的甲肝抗

会认为，除脊髓灰质炎很快被消灭外，还有甲肝、麻

体水平，２００５年各区（县）均明显高于１９９９年，排除

疹和风疹这三种病毒性疾病需要考虑”１。甲肝是由

表３

天津市１９９９与２００５年】５岁以下人群甲肝抗体阳性率（％）比较

±！￡煎！！堡堂盘查！！！！生！Ｑ旦签垫鲞整！！塑￡！坐』垦Ｐ！ｄ！型！！！Ｑ！塑！笪！螋！，！型：垫，！垫．！！

１００３

甲肝病毒（ＨＡｖ）引起的，ＨＡｖ有７个基因型，但是

了９４．５％和９０．３％，嵊泗县自２０００年巳无甲肝病例

血清型单一，中和抗体可中和不同基因型的ＨＡＶ。

发生㈨。

甲肝病后无慢性病毒携带，在人群和一般动物中也
无携带者，控制的关键应放在人群”’…。
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有
了明显改善，加之健康教育的干预，对于减少甲肝的

２００６年全球已有１８个国家将甲肝疫苗纳入国
家免疫规划“１，我国也在出台统一的免疫策略。天
津市５年甲肝疫苗免疫策略的实践，为大规模控制
乃至消除甲肝提供了依据。

传播具有很大意义。但是天津的监测结果提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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