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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无锡市城区２０岁以上人群乙型肝炎病毒
感染及免疫状况调查
钱燕华

林玉娣

【摘要】

沈洪兵

董美华

邓于

缪小兰

王旭雯

顾静

陈峰喻荣彬

目的对江苏省无锡市城区２０岁以上自然人群Ｉ－ＩＢＶ感染与乙型肝炎（乙肝）疫苗接种

关系进行研究。方法按知情、自愿、随机的原则抽取无锡市２０岁以上的自然人群３７４４名进行乙肝
血清流行率和乙肝疫苗接种调查，采用ＥＬＩＳＡ和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乙肝五项指标（ＨＢｓＡｇ、
３７４４名调查对象总ＨＢＶ感染率经标化后为５１．７％，

抗一ＨＢｓ、Ｉ－ＩＢｅＡ唱、抗一ＨＢｅ和抗．ＨＢｃ）。结果

ＨＢｓＡ喀、抗一ＨＢｓ、ＨＢｅＡｇ、抗．ｍｅ、抗一耶ｃ阳性率经标化后分别为４．５％、４８．５％、０．３％、３．５％、５１．４％。
３０岁以下人群ＨＢｓＡｇ阳性率最低，分别为２．９％和２．６％。抗一ＨＢｃ阳性率男性显著高于女性（Ｐ＜
０．０５），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步升高（趋势１２＝２５６．２，Ｐ＜０．００１）。该人群乙肝疫苗标化接种率为
１７．６％，随着年龄的增加接种率迅速下降（Ｐ＜０．０５）。接种疫苗人群的Ｉ－ＩＢＳＡｇ阳性率和Ｉ－ＩＢＶ感染率
明显低于未接种疫苗人群、抗一ＦＩＢｓ阳性率则高于未接种人群（Ｐ值均＜０．０５）。结论成年人接种乙
肝疫苗可以影响整个人群的ＨＢＶ感染模式，在加强新生儿乙肝疫苗计划免疫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对
成年人的乙肝疫苗免疫策略。
【关键词】乙型肝炎病毒；自然人群；免疫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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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乙肝）是我国现阶段重要的公共卫生

问题…。全国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
示比１，我国人群ＨＢＶ感染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成

基金项目：江苏省现代病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

年人乙肝发病率居高。为切实了解无锡市城区２０

目（１６２３）；江苏省预防医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Ｙ２００６００３）；２００６年

岁以上成年人乙肝感染状况及乙肝疫苗免疫效果，

度无锡市社会发展科技指导性计划资助项目（ＣＬＺ００６３２）
作者单位：２１４０２３江苏省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钱燕华、林
玉娣、蕈美华、邓于、缪小兰、王旭雯、顾静）；南京医科大学流行病与
卫生统计学系（沈洪兵、陈峰、喻荣彬）

减少成年人ＨＢＶ感染率和乙肝发病率，我们于
２００７年３—６月开展了无锡市城区２０岁以上自然
人群乙型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如下。

·７８４·

无锡市人口抽查数据。
对象与方法
结
１．对象：本次乙肝横断面调查采用整群抽样的

果

方法。为使调查结果具有较好的代表性，选择城区

１．基本情况：共调查２０周岁以上城市人群

２个行政区域内的２个街道，按点内近５年内无城

３７４４人，其中男性１６３２人，女性２１１２人，年龄最小

市建设拆迁计划，人口稳定，年龄、性别和职业构成

２０岁，最大９８岁，平均年龄（５２．９±１５．３）岁，以

与总体自然人群相符，无别墅区、高校家舍、机关家

４０～６９岁者居多，占６３．３％（２３７１／３７４４）；文化程度

舍和贫民区等特定人群，居民经济收入为全市总体

以初中为主，１２３５人（３６．７％），其次为高中和中专

中等水平的原则，从中抽取２个居委会，凡在调查点

１０６６人（３１．７％）；职业分布以离退休人员居多，

内居住一年以上的２０岁以上居民全部被列为调查

１６９９人（４５．５％），其次为工人６６３人（１７．８％）。

对象，共４０５０人，实际完成调查３７４４人，应答率为

２．ＨＢＶ感染情况：

９２．４４％。

（１）总体感染：３７４４名调查对象总ＨＢｓＡｇ标化

２．方法：

阳性率为４．５％（１６４１３７４４），９５％ＣＩ：１．３～７．７；

（１）横断面调查：预先设计的流行病学调查表经

抗．ＨＢｓ标化阳性率为４８．５％（１８５５／３７４４），９５％ＣＩ：

小样本（９７例）预调查修改后确认。按照规定时间，

４６．４７～５０．８；ＨＢｅＡｇ标化阳性率为０．３％（８／

统一方法，经培训合格的调查员上门入户调查，对调

３７４４），９５％ＣＩ：０．１～０．４；抗．ＨＢｅ标化阳性率为

查表中的基本情况、个人及家族乙肝史、乙肝知识知

３．５％（１３５／３７４４），９５％ＣＩ：３．０～４．３；抗一ＨＢｃ标化

晓逐一询问填写，同时抽取调查对象每人４ ｍｌ早晨

阳性率为５１．４％（２０８９／３７４４），９５％ＣＩ：４９．３～５３．５。

空腹静脉血检测乙肝各项感染指标，血液经无菌分

调查对象总ＨＢＶ标化感染率为５１．７％（２０９１／

离血清后检测。随机抽取５％的流行病学调查表进

３７４４），乙肝五项指标全部阴性者经标化后为３３．０％

行人户核对，合格率达９８％，符合要求。

（１１０９／３７４４），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和抗一ＨＢｃ阳性标化后

（２）实验室检测：统一试剂，统一方法，统一实验
室结果判断标准，统一实验检测程序，以保证实验结

为０．３％（８１３７４４），ＨＢｓＡｇ、抗．ＨＢｅ和抗．ＨＢｃ阳性标
化后为３．５％（１３３／３７４４）。

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采用ＥＬＩＳＡ、ＥＩＡ试剂盒

（２）感染的性别分布：分别统计不同性别的人群

（河南华美生物技术公司）检测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Ｂｓ、

感染情况，结果显示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Ｂｓ、ＨＢｅＡｇ、

ＨＢｅＡｇ、抗．ＨＢｅ和抗一ＨＢｃ，并以固相放射免疫法

抗．ＨＢｅ在性别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抗．ＨＢｃ性

（ＳＰＲＩＡ）（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校对检测结果。随

别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显著高于女性

机抽取一定的比例做室间比对，以确保样本的正确

（Ｐ＜０．００１）（表１）。

性，结果符合率达９８％以上。

表１

无锡市不同性别人群乙肝血清学指标

（３）标本阳性判断标准幢３：①ＨＢｓＡｇ阳性：为

阳性率情况比较

ＨＢｓＡｇ和抗一ＨＢｃ同时阳性；如果只是ＨＢｓＡｇ阳性，
则该项标本判断为阴性。②抗．ＨＢｓ阳性：包括
抗．ＨＢｓ阳性和抗．ＨＢｓ、抗一ＨＢｃ同时阳性；如果只是
抗一ＨＢｓ阳性而有乙肝疫苗接种史，该项标本判断为
单抗一ＨＢｓ阳性；如果只是抗．ＨＢｓ阳性而无乙肝疫苗
接种史，则该项标本为抗．ＨＢｓ阴性。③单抗一ＨＢｅ阳

合计３７４４ １６４（４．４）１８５５（４９．６）８（０．２）１３５（３．６）２０８９（５５．８）
Ｐ值

０。９３

０．３７

０．２８

０．５７

０．００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阳性率（％）

性：抗．ＨＢｃ阳性标本中无ＨＢｓＡｇ或抗．ＨＢｓ阳性的标
本。④ＨＢＶ感染率：ＨＢｓＡｇ、抗．ＨＢｓ和抗一ＨＢｃ中，凡

（３）感染的年龄分布：将被调查对象按照年龄分

任一项阳性者判断为ＨＢＶ阳性标本（不包括有乙

成每１０岁一组，分别计算不同年龄段被调查对象的

肝疫苗接种史且单抗．ＨＢｓ阳性标本）。

感染情况，结果显示ＨＢｓＡｇ阳性率以＜３０岁人群

３．１软件双轨录

最低，为２．９％（９／３１１），９５％ＣＩ：１．３－－５．４；３０～岁组

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经逻辑检查核对后，采用

最高，为６．２％（２９／４６５），９５％凹：４．２～８．８；抗．ＨＢｃ

９．Ｉ．３软件进行分析。率的标化均采用２００５年

阳性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步升高（趋势ｘ２＝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

ＳＡＳ

Ｄａｔａ

·７８５·

２５６．２，Ｐ＜０．００１），＜３０岁人群年龄组阳性率较低，

５０岁人群接种率低于１０％。各年龄组接种率的差异

为３３．４％（１０４／３１１），９５％ａ：２８．２～３９．０（表２）。

有统计学意义（趋势ｘ２＝３９６．５，Ｐ＜Ｏ．００１）。

（４）感染的职业分布：结果显示学生ＨＢｓＡｇ阳

（３）职业分布：表３显示学生乙肝疫苗接种率最

性率、抗一ＨＢｃ阳性率和ＨＢＶ感染率均最低，分别为

高，为５７．１％（２０／３８），其次为医务人员和科技人员，

２．６％（１１３８）、１３．２％（５／３８）、１３．２％（５／３８）（表３）。

分别为３７．５％（９／２４）、３７．５％（２７／７２），离退休人员

３．乙肝疫苗免疫效果：

接种率最低，为５．２％（７６／１４６８）。

（１）总接种率：３７４４．人中共有３３３９人参与乙肝

（４）疫苗接种与ＨＢＶ感染血清学指标关系：比

疫苗免疫史调查（缺失４０５人），其－中接种乙肝疫苗

较乙肝疫苗接种和未接种人群的ＨＢＶ感染血清学

的３９３人，标化接种率为１７．７％；未接种的２１６４人

指标，结果显示乙肝疫苗接种人群的抗一ＨＢｓ阳性率

（５６．９％），不清楚的７８２人（２５．５％）。

明显高于未接种组（ｘ２＝７１．３，Ｐ＜０．０１）；ＨＢｓＡｇ阳

（２）年龄组分布：表２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乙肝

性率、抗一ＨＢｃ阳性率和ＨＢＶ感染率则明显低于未

疫苗接种率迅速下降。＜３０岁人群接种率最高，为

接种组（ｘ２＝５．２，Ｐ＝０．０２；Ｘ２＝５．８，Ｐ＝０．０２；ｘ２＝

４３．３％（１２６／３１１），＞３０岁人群接种率均低于２０％。＞

６．０，Ｐ＝０．０１）（表４）。

表２

无锡市不同年龄组人群乙肝血清学指标阳性率（％）及乙肝疫苗接种情况比较

注：调查疫苗接种史缺失４０５人，疫苗接种后抗体阳转即单抗一ＨＢｓ阳性

表３

无锡市不同职业人群乙肝血清学指标阳性率（％）及乙肝疫苗接种情况比较

注：分职业人群调查缺失１２人，调查疫苗接种史缺失４０５人

表４

无锡市乙肝病毒感染血清学指标与乙肝疫苗接种史问的关系

注：括号外数字为阳性例数，括号内数字为阳性率（％）

·７８６·

讨

论

为２１．１％）。一般认为，没有感染过ＨＢＶ（ＨＢＶ标
志物检查五项全部阴性）的人为ＨＢＶ易感者【９］，本

调查显示无锡市２０岁以上成年人ＨＢＶ标化感

次调查显示这些易感者占全市成年人的３３．０％，

染率为５１．７％，与全国相似，而总ＨＢｓＡｇ标化阳性

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抗一ＨＢｃ和ＨＢｓＡｇ、抗．ＨＢｅ、抗．ＨＢｃ

率为４．５％，明显低于全国水平。由于无锡市乙肝疫

阳性占成年人的３．８％，可见无锡市成年人中ＨＢＶ

苗纳入儿童计划免疫已实施１８年，接种率稳定在

易感者众多。因此，加强成年人乙肝防治，提高该人

９５％以上，低年龄组人群ＨＢＶ感染和发病已得到

群乙肝疫苗的接种已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重要

较好控制，因此无锡市全人群的总ＨＢｓＡｇ标化阳性

任务。

率应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属慢性ＨＢＶ中等感染率

综上所述，仅对新生儿开展乙肝疫苗免疫接种，

（２％～７％的人群ＨＢｓＡｇ阳性）地区，已提前达到了

不能完全控制ＨＢＶ在人群中传播¨０。。要实现卫生

卫生部颁发的（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全国乙型病毒性肝炎

部控制乙肝发病率的目标，应在继续抓好儿童乙肝

防治规划》中全人群ＨＢｓＡｇ携带率降至７％以下的

计划免疫策略的同时，切实有效地提高成年人乙肝

指标。

疫苗接种率，从而在全人群中建立起乙肝免疫屏障，

近年来乙肝流行病学特征已发生明显改变…，
传统的母婴传播比例下降，但医源性传播、性传播及
肠道外传播（如静脉注射毒品等）明显上升。本次调

有效控制乙肝的流行与蔓延。
（本次调查得到无锡市崇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塘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等单位人员大力协助，一并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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