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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澳Ⅱ·
流感灭活疫苗在中国应用效果的Ｍｅｔａ分析
星一

刘民

【摘要】

目的了解流感疫苗免疫效果。方法对国内１９９８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公开发表的

符合人选标准的有关流感疫苗免疫效果的研究文献，根据各研究结果的同质性，利用随机效应模型
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Ｍｅｔａ分析。结果初筛选出１６篇文献，有１３篇文献符合人选标准，１１篇为队

列研究，２篇为随机对照研究。对队列研究进行Ｍｅｔａ分析发现流感疫苗预防流感样疾病效果，儿童
为６６％（５ｌ％一７６％），成年人４７％（２５％一６３％），老年人５３％（２０％一７２％）。结论流感疫苗可有
效预防各年龄段流感样疾病的发生。
【关键词】流感疫苗；疫苗效果；Ｍｅ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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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对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病者影响较严重，
可加重原有疾病、出现并发症甚至死亡。流感也

资料与方法

可导致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生产力损失。每年全球

通过联机检索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文献追

有５％～１５％的人会罹患流感，引发３００万～５００

溯，收集国内１９９８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公开发表的

万严重病例和２５万一５０万死亡。发达国家流感

有关流感疫苗效果的文献。文献纳入标准：①有关

引发的死亡多数为老年人，发展中国家流感的危

流感疫苗效果的队列或随机对照研究；②观察时间

害不清，但营养不良、卫生条件落后会加重流感危

为接种疫苗后至少３个月；③各文献研究结果均提

害。目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降低流感影

供相对危险度（艘）及其９５％凹，或提供可以计算出

响的主要手段。根据疫苗销售量推算，我国流感

相关数值的基础数据；④有研究开展和发表的年

疫苗接种率尚不足２％，低接种率原因可能是对

限；⑤流感样疾病（ＩＬｌ）发病为观察终点指标之一；

流感的危害认识不清，对流感疫苗效果心存疑虑

⑥对照选择方法近似，与接种疫苗组在主要变量上

等。ＷＨＯ指出接种流感疫苗可降低老年人６０％

可比。首先整理核对数据，建立数据库；而后对各研

的流感相关发病，７０％～８０％的流感相关死亡。

究结果进行同质性检验，根据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

健康成年人接种后可降低７０％一９０％的流感相

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计算综合相对危险度，所用软件

关发病，且可以减少巨大的医疗成本和生产力损

为Ｒｅｖｉｅｗ Ｍａｎａｇｅｒ（ＲｅｖＭａ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４．２．１０）和

失¨刮。国内已有关于流感疫苗的效果研究，本研

ＲｅｖＭ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Ｖｅｒｓｉｏｎ

究旨在对这些研究进行Ｍｅｔａ分析，以提高流感疫

研究的合并ＲＲ值及其９５％ＣＩ。

苗的效果的研究的统计学效力，为政策制定提供
依据。

结

１．０．５。研究主要指标为各

果

（１）入选文献描述：初筛选出１６篇文献，阅读全
文后共有１３篇文献符合人选标准，其中１１篇为队列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１５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９１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

研究，２篇为随机对照研究（表１）ｂ一引。１１个队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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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我国有关流感疫苗预防ＩＬｌ效果的队列研究

注：ｌ～６、７一１２和１３一１６篇文献研究对象分别为儿童、成年人和老年人

究开展时间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间，研究对象年龄在６

对象数１５０～２０５０，ＲＲ＝０．２６。０．８８，接种组累计

月龄以上，研究地点有北京、天津和江苏等。随机
对照研究包括儿童和成年人调查各１篇，无法进行

２２７２例，对照组累计２３６９例。Ｑ检验：？ｃ２＝１２．４７
（Ｐ－－０．０３），Ｐ－－６０％，表示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故

Ｍｅｔａ分析，凶此仅对队列研究结果进行Ｍｅｔａ分析。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汇总合并ＲＲ＝０．５３（０．３７～

人选研究所用疫苗除ｌ篇不知疫苗种类外，其余所

０．７５）。利用Ｓｔａｔａ进行ｅｇｇｅｒ’Ｓ偏倚检验，Ｐ＝

用均为裂解疫苗。共有３篇文献被排除拉卅（一篇对

０．２３５＞Ｏ．０５，说明文献不存在偏倚。有４项研究对

照为医院就诊病例；另一篇的研究观察终点指标无

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的效果进行评估，研究对象数

ＩＬＩ发病；冉有一篇未提供接种组和对照组人数）。

为８０—１４５０，接种组累计１６５８例，对照组累计１４８５

表２不同人群流感疫苗预防ＩＬＩ效果的Ｍｅｔａ分析
人群

星黯篇（乞

艘值‘

疫苗效果‘

例；ＲＲ＝Ｏ～０．６７。Ｑ检验：Ｘ２＝９．７６（Ｐ＝０．０２），，＝
７０％，表示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采用随机效应模
型汇总合并ＲＲ＝０．４７（０．２８～０．８０）。利用Ｓｔａｔａ进行
ｅｇｇｅｒ’Ｓ偏倚检验，Ｐ＝０．２６４＞０．０５说明文献不存在
偏倚。②其他指标：有６项研究对ＩＬＩ就诊、慢性病
发病与就诊进行评估，各项研究均发现接种流感疫

注：４括号内数据为９５％ＣＩ

苗可降低ＩＬＩ就诊率、慢性病发病与就诊率。因研

（２）同质性检验：分别对儿童、成年人和老年人

究间差异较大，未进行Ｍｅｔａ分析。③安全性：有１２

的研究进行同质性检验，结果均为异质性，故按照

项研究对接种流感疫苗的安全性进行评估，接种疫

随机效应模型分析（表２）。

苗后不良反应主要为接种局部反应，多为一过性轻

（３）流感疫苗效果的Ｍｅｔａ分析：（ＤＩＬＩ发病：有
６个研究对儿童接种流感疫苗的效果进行评估，研
究对象数在１９０～３９００之间，ＲＲ＝０．１７～０．５６，接种
组累计４９４９例，对照组累计４４０８例。同质性检验

微反应，全身反应发生率也大多低于１％，一般为
中、低度发热。
讨

论

研究间存在异质性，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汇总合并

本研究仅对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流感疫苗在中国大
陆应用的效果进行分析。共涉及１．７万名研究对

ＲＲ＝０．３４（Ｏ．２４～０．４９）。利用Ｓｔａｔａ进行ｅｇｇｅｒ’Ｓ偏

象，年龄覆盖全人群，结果证明流感疫苗可有效预

倚检验，Ｐ＝０．０１５＜０．０５认为文献存在偏倚。有６项

防儿童、成年人和老年人ＩＬＩ发病，降低幅度分别为

研究对成年人接种流感疫苗的效果进行评估，研究

６６％、４７％和５３％Ｏ另外流感疫苗也可降低ＩＬＩ就

（Ｑ检验）：Ｘ２＝２１．７３（Ｐ＝０．０００６），／２＿＿－－７７％，表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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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慢性病发病和就诊。Ｃｏｃｈｒａｎｅ中心对流感疫苗
效果的Ｍｅｔａ分析结果为：对儿童预防ＩＬＩ的效果为
３６％（２４％～４６％）¨引，对成年人的预防效果为３０％
（１７％。４１％）ｎ利，对老年人灭活流感疫苗预防ＩＬＩ的
效果为２３％（６％～３６％）【１引。本研究流感疫苗的预
防效果均高于国外的分析结果，２项国内进行的随
机对照研究疫苗效果分别为６９％（儿童）ｎ鲥和７３％
（成年人）伽］，高于队列研究结果。但由于研究方法、
诊断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疫苗株与循环株匹配
度等因素影响，难以判定本研究是低估还是高估疫
苗效果，但接种流感疫苗无疑是可以降低ＩＬＩ发病。
尽管未对安全性进行专门文献综述，但对本研
究人选的文献分析表明，流感疫苗安全，耐受性好。
接种后主要的不良反应为局部疼痛红肿等，未见严

［７】袁兆虎，贺小良，华荣珍，等．流感疫苗预防效果观察江苏预
防医学，２００２，１３（３）：３－４．
［８］韩建平。刘吕顺，方欣，等．流行性感冒疫苗的预防效果观察．中
国计划免疫，２０００，６（１）：２５—２７．
［９］王君，戴富强，刘敏．流行性感冒疫苗在小学生中临床效果及经
济效益评估．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１，２２（６）：４７７．
［１０］解晓华。单爱兰，宋桂芝．中小学生中流感疫苗免疫效果观察．
疾病监测。２００１，１６（１２）：４５８－４５９．

［１１］王莉，王岩．北京市宣武区流行性感冒疫苗保护效果和成本效
益分析．中国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０７，８（３）：１９２—１９５．
［１２］孙淑苍，王文娟，王德全，等．流行性感冒流行期问学生缺课率、
带病上课率、医药费用及疫苗接种效果调查．中华流行病学杂
志．２００３，２４（３）：２４３．

［１３］刘民，刘改芬。赵伟。等．医务人员接种流感疫苗的效果及效益
研究．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０６，９（９）：７０８—７１１．
［１４］崔丽萍。邵红，侯艳红，等．２４３名军队离退休人员流感疫苗预

重不良反应。
从宏观角度来看，接种疫苗后降低临床诊断流
感发病３０％也具有很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陋“，这意
味着接种流感疫苗后，可预防大量的ＩＬｌ发病，此外

防接种效果观察．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５（３）：１９８—１９９．
【１５］刘民，刘改芬，王岩，等．北京市老年人群流行性感冒疫苗免
疫效果及成本效益评价．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６）：
４１２—４１６．

儿童接种后可减少将流感传播给家人的机会，减少
父母的误丁损失，成年人接种后可减少生产力损失，
老年人接种后可减少并发症、死亡等。本研究表明
接种流感疫苗可有效预防ＩＬＩ发病，冈此在全人群开
展流感疫苗接种，特别是儿童和老年人，可以带来巨
大的社会效益。

［１６］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Ｔ，Ｒｉｖｅｔｆｉ Ａ，Ｈａｍｄｅｎ Ａ，ｅｔ ａ１．Ｖａｃｃ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

２００８。１６（２）：ＣＤ００４８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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