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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疫苗免疫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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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显示，３－－１２岁儿童的｝玎ＢｓＡｇ阳性率为５．０３％；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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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未接种乙肝疫苗人群的ＨＢｓＡｇ阳性率分别为３．６３％和
１１．１９％。城市和农村３～１２岁儿童的ｒｍｓＡｇ阳性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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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充分说明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后效果显著，但城乡差
别仍较明显。

乙型肝炎（乙肝）疫苗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问世以来，逐渐

中国台湾自１９８４年７月开始实施对ＨＩｈＡｇ阳性母亲所

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应用，由最初采用乙肝血源疫苗逐渐过

生新生儿免疫，１９８６年对所有新生儿免疫，并分别于１９８７年

渡到基因重组疫苗（酵母和ＣＨＯ基因重组疫苗），以及各种

（学龄前儿童）、１９８８年（小学生）、１９８９年（中学生）、１９９０年

类型的联合疫苗。应用不同类型和剂量的乙肝疫苗在各种

（成年人）列入免疫ｂ】。Ｎｉ等¨’调查乙肝疫苗免疫１５年的效

人群中的免疫效果研究证实，该疫苗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和

果，共调查１３５７名１５岁以下儿童，以５５９名于实施乙肝疫

保护效果。以下对乙肝疫苗控制ＨＢＶ感染所取得的成效，

苗计划免疫前出生的２０岁人群作为对照，１９８４年人群

以及对免疫应答和加强免疫等方面主要研究进展简要综述。

ＨＢｓＡｇ流行率为９．８％，１９９９年接种乙肝疫苗人群ＨＢｓＡｇ为

１．乙肝疫苗免疫概况：１９９２年ＷＨＯ推荐，所有国家无

０．７％，对照人群为７．０％（Ｐ＜０．００１），说明台湾在实施乙肝

论ＨＢＶ流行率高低，在１９９７年底前，应将新生儿和青少年
的乙肝疫苗接种纳入国家计划免疫。截至２００５年，已有１５０
多个国家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

疫苗计划免疫后效果明显。
（２）美洲：美国最初的免疫策略是对高危人群接种乙肝
疫苗，如医务人员、男同性恋人群、静脉毒瘾者、血液透析患

（１）亚洲：西太平洋地区（西太地区）由３６个国家和地区

者、有多个性伴侣人群以及ＨＢｓＡｇ阳性母亲的新生儿。后

组成，每年约有２７．８万例Ｉ－ｔＢＶ感染相关的死亡，９０％以上是

来发现，该免疫策略对降低人群ＨＢＶ感染率无明显效果。

由于出生时或儿童时期感染ＨＢＶ所引起的慢性肝病。这３６

因此，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美国逐步采取综合免疫策略：自

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２个国家ＨＢｓＡｇ流行率低于２．０％，２２

１９８８年起筛查所有孕妇，并对ＨＢｓａｇ阳性母亲所生婴儿进

个国家ＨＢｓＡｇ流行率高于８．Ｏ％，其他国家或地区ＨＢｓＡｇ流

行暴露后免疫预防（乙肝疫苗＋乙肝免疫球蛋白）；并分别

行率在２．０％～８．０％之间。

于１９９２年（所有新生儿）、１９９５年（未免疫的青少年）、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年底，西太地区所有国家均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

年（未免疫的１８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列入乙肝疫苗常规免

疫。据ＷＨＯ估计，该地区２００２年出生的２６００万名新生儿

疫ｎ】。２００５年，美国免疫实施咨询委员会（ＡＣＩＰ）发布成年

中，约６００万名未接种乙肝疫苗，其中中国占７０％。２００３年

人的免疫策略，对以前未接种乙肝疫苗的高危人群进行免

西太地区ＷＨＯ公布的免疫覆盖率较差的几个国家是：老

疫【８】。美国在乙肝疫苗常规免疫前，每年有２４ ０００名儿童感

挝、菲律宾、中国、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担】。据２００６年统

染ＨＢＶ，主要发生在围产期；Ｉ－ＩＢｓＡｇ阳性和ＨＢｅＡｇ阴性母亲

计，西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在乙肝疫苗免疫前ＨＢｓＡ＿ｇ携带率

所生的新生儿约５．Ｏ％～２０．０％感染ｔ－ＩＢＶ，ＨＢｓＡｇ和｝玎她吣

分别为：日本０．３％、韩国３．４％、新加坡５．０％～１０．０％、中国

双阳性母亲所生的新生儿约７０．０％～９０．０％感染Ｉ－ＩＢＶ。此

台湾１０．０％－－２０．０％、泰国２．５％；乙肝疫苗免疫后这些国家

外，每年约１６ ０００名１０岁以下儿童通过破损的皮肤黏膜经

的ｎａｓＡｇ携带率明显下降，日本０．０３％、韩国０．９％、新加

血液或体液接触感染Ｉ－ＩＢＶ，传染源主要是其双亲、兄弟姐妹

坡＜１．０％、中国台湾０．８％～１．７％、泰国０．７％¨Ｊ。

或同伴¨】。从１９９４—２００５年，美国报告的急性乙肝发病率下

中国自１９９２年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管理；２００２年

降７８．０％，由８．５／１０万降至１．９／１０万，１９岁以下儿童的发病

起纳入计划免疫。陈园生等¨１利用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

率下降９６．０％。由２．４］１０万降至０．１／１０万；１９岁以上成年人

健康状况调查保留的血清样本，进行ＨＢＶ血清学标志物检

的发病率下降７６．０％，由９．９／１０万降至２．４／１０万。成年人
ＨＢＶ感染主要发生在高危人群，２００５年急性乙肝高发人群

基金项目：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资助项目（２００４ＢＡ７１８８０２）

为２５－－４５岁成年人，３９．０％病例为异性传播，２４．０％为同性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大学医学部病原生物学系

性传播，１６．０％系经静脉内注射毒品传播，其他为传播途径

通讯作者：庄辉，Ｅｍａｉｌ：ｚｈｕａｎｇｂｍｕ＠１２６．㈣

不详‘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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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欧洲：除荷兰、英国等几个国家外，大多数欧洲国家

１．８９％（１／５３）和０（０／２１），且儿童ＨＢｓＡｇ阳转时间集中在初

均采纳ｗＨＯ建议。英国属ＨＢＶ低流行区，ＨＢＶ携带率低

次免疫后２～３年（６／８）。因此，建议加大对ＨＢｓＡ＿ｇ和ＨＢｅＡｇ

于０．５％。因此，英国采取对高危人群和ＨＢｓＡｇ阳性母亲所

双阳性母亲所生婴儿的乙肝疫苗免疫剂量。即乙肝啤酒酵母

生新生儿免疫策略…。在欧洲，意大利是第一个对新生儿和

重组疫苗由５剧剂增至１０州剂，这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尤

青少年免疫的发达国家，自１９９２年实施计划免疫以来，全国

为重要。

乙肝疫苗平均免疫覆盖率高于９０％，许多地区达到９５％以

（２）新生儿免疫随访和加强免疫：２０００年欧洲共识小组

上，Ａｆｒａｇｏｌａ是意大利Ｃａｍｐａｎｉａ地区的一个高流行区，１９８３

就乙肝疫苗免疫提出建议，不主张对免疫功能健全者在初次

年开始实施乙肝疫苗计划免疫，１５年后，急性乙肝发病率由

免疫后】５年进行加强免疫。而另外一些研究者继续推荐加

６３／１０万降至０．３／１０万，娜ｓＡｇ流行率由１３．４％降至３．７％，

强免疫，因为接种乙肝疫苗者的抗一船ｓ抗体水平随时间延长

抗．ＨＢｃ流行率由６６．９％降至３４．２％。ＨＢＶ与慢性肝病的相

而下降，并存在感染ＨＢＶ的潜在危险性¨引。

关性由４８％降至１８％［ｔｏｌ。

我国学者对是否加强免疫也有两种意见。董红军等ｕ鲥

２．乙肝疫苗免疫与肝癌ｉ在世界范围内，ＨＢＶ是所有肝

对一组完成基础免疫的５岁儿童进行加强１针后的５年随

炎病毒中最常见的引起人类慢性肝病的病原体。据ＷＨＯ

访，共观察加强免疫儿童９０１名，未加强免疫儿童３９８名；结

估计，全世界每年有５００万例急性乙肝患者。慢性乙肝可发

果显示，加强免疫町使抗一ＨＢｓ水平在短期内明显升高，且持

展成肝硬化，进而死于肝衰竭；慢性乙肝也是导致肝细胞癌

续时间延长；但对儿童ＨＢＶ感染无明显影响，加强免疫组和

（ＨＣＣ）的主要原因，世界上６０％～８０％ＨＣＣ病例是由ＨＢＶ

未加强免疫组儿童的ＨＢｓＡｇ和抗．ＨＢｃ阳性率无明显差别；

感染引起。ＨＣＣ是非洲和亚太地区的三个主要死因之一。

因此，认为儿童基础免疫后１０年内无需普遍实施加强免疫。

亚太地区是ＨＢＶ高流行区，在中国、印度、韩国、新加坡、越

安建会等ｎ７１追踪观察乙肝酵母疫苗全程免疫后１０年儿童

南约有８０％～９０％ＨＣＣ病例与ＨＢＶ感染有关ｎ¨。

抗一ＨＢｓ阳性情况，结果发现，儿童抗．ＦＩＢｓ阳性率及其ＧＭＴ逐

也许需要４０年或更长的时间来评价乙肝疫苗免疫对降

年下降，对免疫后５年和１０年时抗．ＨＢｓ阴转儿童加强免疫１

低ＨＣＣ发病率的作用。儿童中ＨＣＣ发病率下降可看作是

针乙肝疫苗后，抗一ＦＩＢｓ阳转率均达到１００％，说明乙肝酵母疫

乙肝疫苗有效降低ＨＣＣ发生的一个早期指标。台湾６～１３

苗免疫后存在较好的免疫记忆，免疫后１０年无需加强。其

岁儿童的ＨＣＣ年平均发病率由１９８１—１９８６年的０．７／ｌＯ万降

他学者也有类似报道，对免疫后１５年和１８年的人群随访观

至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的０．５７／１０万，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进一步降至

察，发现只有少数人发生ＨＢＶ感染，但无急性发病；于６～ｌＯ

０．３６［１０万（Ｐ＜０．０１），ＨＣＣ病死率也相应下降哺Ｊ。

年后加强免疫，９１％～１００％产生回忆反应。因而认为对免

中国目前每年因ＨＣＣ死亡约３８．４万例，每年因乙肝晚

疫功能正常的儿童无需加强免疫…。

期肝硬化所致死亡约１５万例，合计每年因ＨＢＶ感染导致死

李艳萍等¨引对２７３名乙肝基因重组酵母疫苗全程免疫

亡约５０万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中国每年约有２０００万

儿童进行９年随访观察，其母亲为ＨＢｓＡｇ和ＨＢｅＡｇ双阳性。

新生儿出生，对新生儿乙肝疫苗基础免疫可有效预防ＨＢＶ

在资料完整的１８１人中，９年累计观察到１２人ＨＢｓＡｇ阳转，

感染，进而降低ＨＣＣ的发生【ｌ引。

其中８人为抗体持续低于１０ ｍＩＵ／ｍｌ或无应答。提示母亲

３．乙肝疫苗免疫应答和加强免疫研究：

为ＨＢｓＡｇ和ＨＢｅＡｇ双阳性的儿童，尤其是基础免疫时为低

（１）乙肝疫苗阻断母婴传播：我国“八五”、“九五”期间，

应答和无应答者需要加强免疫。

曾对不同种类国产和进口基因重组乙肝疫苗进行免疫原性

Ｌｕ等¨副观察７８名｝玎姒ｇ和Ｈａｅ，嘧双阳性母亲所生的

和免疫效果的比较研究，证明基因重组乙肝疫苗特别是酵母

儿童，乙肝疫苗免疫后均产生有效的保护抗体

重组疫苗具有较高的母婴阻断保护效果。卫生部北京生物

（≥１０ ｍＩＵ／ｍ１），１５年后，２９．９％的儿童抗体水平低于

制品研究所生产的血源疫苗的保护率为８６．６％，酵母基因重

１０

组疫苗为８６．７％；卫生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ＣＨＯ

经过１针加强免疫后，仍有２．７％抗．ＨＢｓ阴性。上述１名

基因重组疫苗为８０．０％；深圳康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

ＨＢｓＡｇ阳转的儿童系同时感染２个ＨＢＶ基因型，其中１个

酵母基因重组疫苗为９０．０％¨引。可见，无论是血源疫苗还

与母亲的ＨＢＶ基因型相同，另１个为不同ＨＢＶ基因型；推

是基因重组疫苗均取得较好的免疫保护效果。

ｍＩＵ／ｍｌ；１．２８％（１名）｝玎姒ｇ阳性；３３．３％抗．ＨＢｃ阳转。

测由水平传播所致。该２株ＨＢＶ均无Ｇ１４５Ｒ变异，提示该

梁争论等¨引报道，我国常规应用５耀酵母重组乙肝疫苗

儿童是由于免疫后抗体衰减而感染野毒株，而不是感染免疫

免疫ｒｍｓＡｇ阴性母亲所生婴儿，其抗一ＨＢｓ应答率较高

逃逸突变株所致。因此，对于免疫１５年后抗体阴转儿童，建

（９８．１１％），但免疫后要儿抗一ＨＢｓ迅速下降；对母亲ＨＢｓＡ．ｇ

议给予１针或多针乙肝疫苗加强免疫。

阳性，尤其是ＨＢｓＡｇ和／－ＩＢｅＡｇ双阳性母亲所生要儿，无应答

（３）疫苗低应答、无应答和免疫力衰减：疫苗无应答是指

率较高，且易发生ＨＢＶ感染。对母亲ｌｑＢｓＡｇ和Ｈ１３ｅＡｇ双阳

接种乙肝疫苗后抗．ＨＢｓ水平＜１０ ｍＩＵ／ｍｌ；疫苗低应答是指

性、ＵｒｅＡｓ单阳性及ＨＢａＡｇ和阳３ｅＡｇ均阴性的３组儿童１０

抗．ＨＢｓ水平在１０～９９ ｍＩＵ／ｒＩｌｌ。对疫苗产生初始应答者中，

年随访表明，儿童｝玎弛吣阳转率分别为４．７９％（７／１４６）、

约１３％－－６０％逐渐检测不到抗体，这种现象称之为免疫力衰

·９４３·

减或抗体衰减（ｗａｎｉｎｇ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无应

其母亲为ＨＢｓＡｇ阳性，该儿童曾接受乙肝免疫球蛋白＋乙

答和免疫力衰减的区别是：当用１针乙肝疫苗加强免疫后

肝疫苗联合免疫。结果发生ＨＢＶ突变株感染，其突变发生在

４～１２周，无应答者检测不到抗一ＨＢｓ或抗一ＨＢｓ水平略有升高，

Ｓ基因１４５位密码子，其甘氨酸被精氨酸取代。尔后，在新加

而免疫衰减者则表现为较强的抗一ＨＢｓ应答，其抗一ＨＩＭ水平一

坡、泰国、中国、日本、冈比亚、巴西、美国也相继发现此种突

般≥１０ ｍｉｔＴ／ｍｌ【ｌ“。应用０、１、６个月程序接种乙肝疫苗后。

变株。导致疫苗免疫失败的突变主要发生在表面抗原的ａ

约９０％成年人和９５％的儿童和青少年可产生抗．ＨＢｓ，其水

决定簇，氨基酸序列位置的１２４～１４７位点ｍ１。

ｏｒ

ｗａｎｉｎｇ

平≥１０ ｍＩｕ／ｍｌ。约１０％成年人和５％儿童对疫苗无应答或

免疫逃逸突变株可能是乙肝疫苗免疫失败的主要原因

免疫衰减。在非健康人群中，无应答率远高于健康人群。无

之一。突变株的产生和增多与乙肝疫苗接种和乙肝免疫球

应答或低应答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体重、吸烟、酗酒、免疫

蛋白的应用有密切关系。Ｈｓｕ等１２３１报道，台湾地区实施乙肝

抑制、ＨＩＶ感染、慢性肝病肾病等。年轻人的应答率高于年

疫苗免疫前后ＨＢＶ ＤＮＡ儿童中ａ决定簇突变株的变化，计

老者；体重正常者产生抗一ＨＢｓ水平高于肥胖者心…。有些学

划免疫前的１９８４年，ａ决定簇突变株占７．８％；疫苗免疫５年

者报道，无应答或低应答与人类组织相容性抗原（ＨＬＡ）有

后的１９８９年，突变株上升至１９．６％；免疫１０年后的１９９４年

关。欧洲和美洲学者发现，白种人中低应答或无应答者多为

上升至２８．１％。接种疫苗者比未接种者ｓ基因变异率高，为

ＨＬＡ等位基因的纯合子通过隐形遗传；而日本和中国的学

３６．４％和９．８％（Ｐ＜０．０１）。夏国良等拉４’用直接测序法调查

者发现，黄种人中低应答或无应答者多为ＨＬＡ等位基因的

乙肝疫苗免疫后携带者与未免疫育龄妇女和儿童携带者，发

杂合子通过显性遗传。ＨＬＡ对疫苗低应答的作用机制尚需

现三组人群ａ决定簇氨基酸置换流行率分别为３０．９％、

进一步深入研究¨¨。

１０．２％、５．３％，１４５、１２６和１３３是最常见的置换位点。说明

台湾报道，新生儿成功免疫１５年后，３０％儿童抗．ｉ－ｍｓ消

大规模的乙肝疫苗免疫导致ａ决定簇突变株的累积。基于

失，３３％儿童抗．ＨＢｃ阳转（证明曾发生突破性ＨＢＶ感染）。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乙肝疫苗免疫已经开展１０余年，可能发

Ｓｊｏｇｒｅｎ【１９１和ＭｃＭａｈｏｎ等幢０１追踪观察１５７８名于１９８１—１９８２

生ＨＢｓＡｇ ａ决定簇突变的累积，因此，有人建议，未来的乙肝

年接种乙肝血源疫苗的阿拉斯加原住居民，前１１年每年随

疫苗应包括野生型和突变株的ｓ蛋白【２¨。

访，第１５年时再随访一次，结果免疫初期的抗一ＨＢｓ水平平均

张瑞等他５１应用基因芯片技术，检测３７０名ＨＢＶ ＤＮＡ阳

为８２２ ｍｌＵ／ｍｌ，１５年后降至２７ ｍＩＵ／ｍｌ；共１６人发生突破性

性母亲，野生株的阳性率为７８．６６％，１２６Ａ、１４５Ｒ、１２６Ｓ－１、

ＨＢＶ感染，８人为可疑感染，无应答人群的ＨＢＶ感染率高于

１２６．Ｓ２、１２９Ｈ、１４４Ａ、１２９Ｒ变异株的阳性率分别为１１．２７％、

有应答人群。提示对抗体衰减的人群存在突破性ＨＢＶ感染

５．７６％、５．２８％、４．５６％、１．２０％、０．７２％和０．２４％。提示目前

的危险，对生活在乙肝流行区的个体，需要进行加强免疫。

我国主要为珊Ｖ野毒株感染。梁争论等¨４１构建ＨＢＶ

Ｓ区ａ

（４）免疫记忆和突破性感染：免疫后１５～２０年的随访研

决定簇１６个位点变异株的检测芯片，检测到３２３例乙肝疫

究发现，在免疫功能健全，抗体水平≥１０ ｍｌＵ／ｍｌ的人群中，

苗阻断成功和４７例阻断失败的母婴配对样本，阻断失败组

未观察到临床型ＨＢＶ感染。但有学者报告，在乙肝疫苗的

母亲和婴儿感染变异株率与阻断成功组母亲的变异株感染

免疫人群中，有很小比例的突破性ＨＢＶ感染（抗一ＨＢｃ阳性或

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检测突变为１２６位和１４５位点突

ＨＢＶＤＮＡ阳性），通常为一过性，且无症状，慢性感染极为少

变），因此认为现有疫苗对含ａ决定簇１２６和１４５位点突变株

见。突破性感染发展为慢性感染只发生在ＨＢｓＡｇ阳性母亲

母亲所生婴儿仍具有预防效果，目前毋须研发针对该２个突

所生的儿童哺ｊ。

变株表位的新型乙肝疫苗。

关于有应答者的免疫记忆持续时间，目前尚不清楚。有

５．新型疫苗的研究：Ｒｉｚｚｅｔｔｏ和ｇａｎｅｔｔｉ【２２１报道，含前Ｓ１、

报道，在乙肝疫苗初次免疫后４～２３年，抗一ＨＢｓ水平低于

Ｓ２和Ｓ抗原的新型乙肝疫苗可引发对普通疫苗无应答者的

ｍＩｕ／ｍｌ的人群，于接种１针乙肝疫苗后７４％～１００％产生

抗体反应。一种含前Ｓ２和ｓ抗原的实验性疫苗加ＭＦ５９佐

回忆反应，提示较高比例的免疫人群保持着免疫记忆，当暴

剂，对健康成年人免疫后，８９％于第一针免疫后抗．ＨＢｓ水平

露于ＨＢＶ时，会产生抗．ＨＢｓ应答归ｌ。有关免疫损伤人群在

高于１０ ｍｌＵ／ｍｌ，而普通疫苗免疫１针后抗．ＨＢｓ水平＞

接种疫苗后，其免疫记忆持续时间的报道很少。ＨＩＶ感染、

１０

血透析、化疗、造血干细胞移植等免疫损伤人群，当抗．ＦＩＢｓ水

通疫苗高１００倍Ⅲ】。含前Ｓ和Ｓ抗原成分的新型疫苗，其免

平≥１０ ｍＩＵ／ｍｌ时，未观察到临床型感染，当抗一ＨＢｓ水平＜

疫原性增强，对于现有疫苗效果不佳的人群，如年长、肥胖、

１０

吸烟、免疫损伤等，新型疫苗可能效果较好棹“。

１０

ｍｌＵ／ｍｌ时，在ＨＩＶ感染者和血透析患者中，均观察到突

破性ＨＢＶ感染。因此，对这类人群应定期监测抗一ＨＢｓ水平，
并及时进行加强免疫随】。
４．免疫逃逸：由于存在免疫逃逸突变株，成功完成乙肝

ｍＩＵ／ｍｌ者仅占１２．０％。免疫３针后，其抗．ＨＢｓ水平较普

６．成年人接种疫苗的研究：
（１）ｎＺ年人接种疫苗的必要性：林彬等心副调查５７９７名克
拉玛依市成年人，其中有疫苗接种史者２５６１人，无接种史者

疫苗免疫的个体也可能发生ＨＢＶ感染。最常见的免疫逃逸

３２３６人，ＨＢｓＡｇ阳性率分别为１．８％和１１．９６％，抗一ＨＢｃ阳性

突变株是Ｇ１４５Ｒ。该突变株首次是从１名意大利儿童检出，

率为１５．５４％和４１．２９％，ＨＢＶ感染率为１７．３４％和７６．８５％。

·９４４·

可见成年人接种疫苗是控制乙肝感染的重要措施，将成年人
纳入扩大免疫人群是十分必要的。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成年人接种疫苗的剂量和效果研究：陈胤忠等心７１研究
不同类型和剂量乙肝疫苗免疫成年人的效果，采用ＣＨＯ疫苗
１０旭和２０旭，酵母疫苗１０ ｆｌｇ，以Ｏ、１、６个月免疫程序，于全程
免疫２年后检测抗．｝瑕ｓ水平，２０阿ＣＨＯ疫苗组的抗．Ｉ＿Ⅱ３ｓ阳性
率为８９．９％，ＧＭＴ为５２．２３ ｌＩｌＩＵ／ＩＩｌｌ。１０旭ＣＨＯ疫苗组和

１０俺酵母疫苗组的抗一凰阳性率和抗一瑚ｓ
６９．６％、２２．１７

（ＲＲ－１６）：１－２３．
［９］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ｎｄ

ＧＭＴ分别为

ｍＩＵ／ｍｌ和６３．６％、２２．０２ ｍＩＵ／ｍｌ。说明采用较

大剂量的基因重组疫苗对成年人的免疫效果较好ｍ】。
欧湘燕和谢翠婷啦８１对１３０名按０、１、６个月程序接种３
针１０腭重组酵母乙肝疫苗无应答成年人，再用２０肛ｇ重组
ＣｌＩＯ疫苗按０、１、２程序接种３针，第９０天时检测抗一ＨＢｓ阳
性率为８８．４６％。ＧＭＴ为９４．３ ｍｌＵ／ｍｌ，说明成年人乙肝疫
苗接种后无应答者，通过增加疫苗剂量可提高抗．ＨＢｓ阳转
率。刘华章等ｍ１观察２年内曾多次接种乙肝疫苗而无应答

的２２８人，年龄为１８～６０岁，先后接种过重组酵母疫苗５旭
或ｌＯ馏或ＣＨＯ疫苗２０ ｐｇ，曾全程免疫１～２次，抗一｝玎３ｓ一直
为阴性，于接种甲乙型肝炎联合疫苗（含ＨＢｓＡｇ ２０越）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ＣＩＰ

ｉｎ

ｐａｒｔ

２：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ＭＭＷＲ Ｒｅｃｏｍｍ Ｒｅｐ，２００６，５５（ＲＲ－１６）：１－２５．

［１０］Ｂｏｎａｏｎｉ Ｐ，Ｐｅｓａｖｅｎｔ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Ｇ．Ｂｅｅｈｉｎｉ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ａ１．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ｅｔ

ｔｈ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Ｉｔａｌｙ．Ｖａｃｃｉｎｅ，２００３。２１（７．８）：６８５—６９１．
［１１】Ｌａｖａｎｃｈｙ Ｄ．ｗｏｄｄｗｉｄ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Ｂ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ｓ朗畿
ｂｕｒｄｅｎ。ａｎｄ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Ｊ ｃｌｉｎ Ｖｉｒｏｌ，２００５。３４ Ｓｕｐｐｌ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Ｓ１．３．

［１２】ＳｕｎＺＴ。ＭｉｎｇＬＨ，ＺｈｕＸ。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Ｍｅｄ Ｖｉｒｏｌ，２００２，６７（３）：４４７－４５０．
［１３］Ｚｈｕａｎｇ Ｈ．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１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Ｖｉｒａｌ

ｏｎ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Ｂｏｏｋ。

２００４：２２９，２３３．

［１４】粱争论，李河民，庄辉．乙型肝炎疫苗免疫效果影响因素和加强
免疫策略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８（４）：３１３－３１４．
［１５］Ｌｕ ＣＹ，Ｃｈａｎｇ ＢＬ，Ｃｈｉ ＷＫ，ｅｔ ａ１．Ｗａｎｉｎｇ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ｂｏｏｓｔｅｒ １５

ｔｏ

ｐｌａｓｍａ－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４０（６）：１４１５—１４２０．
［１６］董红军，周爱民，曹品元，等．乙型肝炎疫苗加强免疫效果评价．
中国计划免疫，２００２，８（３）：１５０．１５３．
［１７］安建会，邢秀生，囝以让，等．重组乙型肝炎疫苗（酵母）免疫后
１０年抗体持久性及免疫记忆观察．中国计划免疫，２００５，１１
（６）：４７０—４７２．

ｄ，抗一ＦＩＢｓ阳转率为７５．４４％。因此，对乙肝疫苗多次免

【１８］李艳萍，李荣成，杨进业，等．重组（酵母）乙型肝炎疫苗阻断乙

疫无应答的成年人可接种甲乙型肝炎联合疫苗，或增加疫苗

型肝炎病毒母要传播和加强免疫效果——９年随访观察．中国

２１０

接种剂量，以提高其抗一ＨＢｓ阳转率。
综上所述，从开始应用乙肝疫苗到现在已经有３０余年
历史，由少数国家应用发展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其列入计
划免疫，乙肝疫苗在有效控制ＨＢＶ感染和传播方面已取得
巨大成效。同时也发现，现有乙肝疫苗及其免疫策略还存在
一些问题，如无应答、低应答、是否需要加强免疫以及发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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