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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丙型肝炎血清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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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现阶段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感染现状。方法利用中国疾病预防

目的

【摘要】

汪宁杨维中

贾志远周脉耕龚晓红王富珍
梁晓峰

控制中心“２００６年中国乙型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保留的血清，以美国Ｍｕｒｅｘ ３．０和
ＯＦｔｈｏ

３．０抗一ＨＣＶ试剂为金标准建立标准血清库，筛选中国抗一ＨＣＶ检测试剂，并用Ｃｈｉｔｏｎ

ＲＩＢＡ

３．０复核检测结果。结果中国１～５９岁人群抗一ＨＣＶ调整流行率为０．４３％（９５％ｃ，：０．３３％～

ＨＣＶ

０．５３％），男性和女性抗一ＨＣＶ流行率分别为０．４６％和０．４０％，城市和农村人群经调整后均为

０．４３％。东、中和西部地区人群抗一ＨＣＶ流行率分别为０．３７％（９５％Ｃ１：０．２１％一０．５３％）、０．６７％
（９５％Ｃ／：０．４０％．０．９４％）和０．３Ｉ％（９５％ＣＩ：０．２０％～０．４２％），３个地区人群抗一ＨＣＶ流行率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南方和北方地区人群抗一ＨＣＶ流行率分别为０．２９％（９５％ｃ，：０．２１％一０．５２％）和０．５３％
（９５％ＣＩ：０．３８％～０．“％）。结论经综合性防治，目前中国属丙型肝炎低流行区。

【关键词】丙型肝炎；血清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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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丙肝）是一种以血液传播为主的传染
性疾病，感染后易转变成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细胞

“２００６年中国乙型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癌。我国是丙肝病毒（ＨＣＶ）感染的高流行地区。

学研究。

抗一ＨＣＶ流行率为Ｏ．９％～５．１％…。为了解我国丙肝
的流行现状，本研究利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ＤＯｈ 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 １．０９．００９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信作者：梁晓峰。Ｆ＿ａｎａｉｌ：ＬｉⅢ眵【Ｉ《酗Ｄ仰ａｉｌ．锄

（２００６年乙肝调查）的资料及血清库开展丙肝血清

材料与方法
１．调查人群：调查对象来自全国３１个省份１６０
个疾病监测点的ｌ～５９岁常住人群，即２００６年乙肝
调查收集的血清标本约８万人份，抽样方法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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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见文献［２，３］。本次丙肝血清学检测标本
７８ ９３７人份，与２００６年乙肝调查数据库对接后，有

Ｏ．≥ｌ判定为抗一ＨＣＶ阳性；③阴性样本判定标准：
样品Ａ值Ｓ／Ｃ．Ｏ．＜ｌ判定为抗一ＨＣＶ阴性；④“灰区”

效标本７８ ７４６人份用于数据分析。
２．地区划分标准：

样本界定：设定临界值±１５％的检测结果为“灰区”。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ＡＳ ９．１．３软件（版本号：

（１）东、中、西部地区划分标准【２Ｊ】：①东部地区
（９个省、直辖市）：北京、上海、辽宁、天津、山东、江
苏、浙江、福建、广东；②中部地区（１０个省）：河北、

海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河南、吉林、黑龙
江；③西部地区（１２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陕西、四

００４７１７４００８）。统计方法和率的标化见文献［２，３］，
由于本次调查属多阶段复杂抽样，因此点值的计算
应权重，且采用泰勒级数线性法估算率的方差并构
建点值估计率及其可信区间。
结

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广西、新疆、青海、甘肃、
宁夏、内蒙古。

（２）南北地区划分标准陋。】：①南方地区（１５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
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重庆、贵州、云
南、西藏；②北方地区（１６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北

７８

果

１．样本及其构成：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共
７４６人份，其中男性３７ ３７９人份，女性４１ ３６７人

份。男、女性检测样本各年龄组构成比相仿（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６年全国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人群的
年龄、性别构成

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
南、湖北、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
３．方法：
（１）建立标准血清库：①从５个省血液中心收集
抗一ＨＣＶ阴、阳性样本各４０份。一２０℃保存；用美国
Ｍｕｒｅｘ ３．０和Ｏｒｔｈｏ ３．０的ＥＬＩＳＡ试剂筛查，对于阳性
标本用Ｃｈｉｒｏｎ ＨＣＶ ＲＩＢＡ ３．０试剂确定；共建立７２
份标准血清库，其中抗一ＨＣＶ阳性标本３４人份。
ＨＣＶ阴性标本３８人份。②建立标准血清库判定标
准：若２种ＥＬＩＳＡ试剂皆阴性，该样本为抗一ＨＣＶ阴

性；若２种ＥＬＩＳＡ试剂皆阳性，ＨＣＶ

ＲＩＢＡ

３．０试剂

为阳性，则该样本抗一ＨＣＶ阳性；若２种ＥＬＩＳＡ试剂
阴、阳性各一，ＨＣＶ ＲＩＢＡ ３．０试剂阳性，则该样本
抗一ＨＣＶ阳性；若２种ＥＬＩＳＡ试剂阴、阳性各一，

２．抗一ＨＣＶ阳性率的城乡年龄别分布：ｌ。５９岁

ＨＣＶ

ＲＩＢＡ３．０试剂阴性，该样本抗一ＨＣＶ阴性；若２
种ＥＬＩＳＡ试剂为阳性或阴、阳性各一，ＨＣＶ ＲＩＢＡ

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为０．４０％，调整率为０．４３％
（９５％ＣＩ：０．３３％一０．５３％）。城市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

３．０试剂为不确定或阴性，则剔除该样本。
（２）检测方法：用建立好的标准血清库对我国６

率为０．４２％，调整率为０．４３％（９５％ＣＩ：０．３２％一
０．５４％）；农村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为０．３９％，调整率

种抗一ＨＣＶ ＥＬＩＳＡ检测试剂进行筛查，选择敏感性

为０．４３％（９５％ＣＩ．０．３０％一０．４５％）；城乡人群

和特异性均最好（≥９５％）的丙肝抗体诊断试剂盒

抗一ＨＣＶ阳性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城市＜４０岁
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高于农村，而４０一５９岁年龄组

［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检测所有样
本；对抗一ＨＣＶ阳性标本和处于“灰区”的抗一ＨＣＶ

城市人群低于农村（表２）。全国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

阴性标本用美国雅培公司的（Ｍｕｒｅｘ ３．０）抗一ＨＣＶ
试剂重复检测，以复核结果为准。采用瑞士

率随年龄递增呈上升趋势，ｌ一４岁年龄组儿童
抗一ＨＣＶ阳性率最低（Ｏ．０９％），５０一５５岁年龄组人群

ＨＡＭＩｕ＇ｏＮ公司生产的ＦＡＭＥ２４／２０型全自动酶联

抗一ＨＣＶ阳性率最高（０．８３％），各年龄组抗一ＨＣＶ阳
性率均低于１９９２年调查结果（图１）。

检测系统，在检测期间对美国Ｂｅｃｋｍａｎ自动化检测
工作站每周进行调试。
４．结果判定：①阳性样本界定值：临界值＝阴性
对照均值×３．８；②阳性样本判定标准：样品Ａ值Ｓ／Ｃ．

３．抗一ＨＣＶ阳性率的性别年龄别分布：全国人
群男性抗一ＨＣＶ阳性率为０．４１％。调整率为０．４６％
（９５％ｃ，：０．３ｌ％一Ｏ．６ｌ％）；女性抗一ＨＣＶ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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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我国ｌ一５９岁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的城乡地区分布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Ｓｖｐｔｅｍｂｃｒ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９

４．抗一ＨＣＶ阳性率的地区分布：东部地区人群
抗一ＨＣＶ阳性率为０．２７％，调整率为０．３７％（９５％（７／：

０．２１％～０．５３％）；中部地区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为
０．５４％。调整率为０．６７％（９５％ｃ，：０．４０％～０．９４％）；西
部地区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为０．４０％，调整率为
０．３ｌ％（９５％ｃ，：０．２０％～０．４２％），３个地区人群
抗一ＨＣＶ阳性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东部地区城
市和农村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均为０．２７％；中部地区
城市和农村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分别为０．４８％和
０．６ １％；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分

别为０．５２％和０．２８％（表４）。
表４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的城乡分布

４Ｏ
＾ ３ ５
冰
Ｖ ３ Ｏ

静 ２５
篁
０
匠
５
磔
０
碴
＞
Ｚ

南方地区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为０．２９％，调整率
为０．３６％（９５％６＇／：０３＿．１％一０．５２ｎ／ｏ＞ｉ北方地区人群

２●●Ｏ ５
ＯＯ
０

圈ｌ

年龄组（岁）

抗一ＨＣＶ阳性率为０．５３％，调整率为０．５１％（９５％ＣＩ：
０．３８％。０．６４％）。南方地区城市和农村人群

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０６年我国不同年龄人群

抗一ＨＣＶ阳性率分别为０．３０％和０．２７％，北方地区城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抗一ＨＣＶ阳性率比较

０．４０％，调整率为０．４０％（９５％ＣＩ：０．２７％～０．５４％），男
性和女性抗一ＨＣＶ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市和农村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分别为Ｏ．５５％和
０．５１％（表４）。

讨

５０～５５岁年龄组男性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最高
（Ｏ．９９％），ｌ一４岁年龄组男性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最
低（０．０８％）（表３）。
表３我国不同年龄、性别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分布

论

丙肝呈世界性分布，不同性别、年龄、种族、民族
人群均是ＨＣＶ易感者，成年人ＨＣＶ感染率高于儿
童。全世界抗一ＨＣＶ流行率为３％，由此推算全球有
１．２亿至２亿人曾感染过ＨＣＶ。但各国ＨＣＶ感染率
高低不一ｔ４－ｎ］，我国属ＨＣＶ感染的高流行区，
抗一ＨＣＶ流行率为３．２０％【Ｉ】，估算全国ＨＣＶ感染者
约４０００万。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ｌ。５９岁人群抗一ＨＣＶ
流行率为０．４３％，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属ＨＣＶ低流行
地区，由此推算我国目前ＨＣＶ感染者约５６０万。调

查还显示ｌ一４岁人群ＨＣＶ抗体阳性率最低
（Ｏ．０９％），５０～５９岁年龄组人群ＨＣＶ抗体阳性率最
高（Ｏ．７７％），即大年龄组人群ＨＣＶ抗体阳性率相对
较高，年龄越小，其ＨＣＶ抗体阳性率越低。调查还
显示我国中部地区人群抗一ＨＣＶ流行率（０．５４％）略
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人群抗一ＨＣＶ流行率（Ｏ．２７％和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９月第３２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Ｊ

０．４０％），北方人群抗一ＨＣＶ流行率（０．５３％）明显高于
南方地区人群。可能与该地区中的山西、吉林、黑龙
江、湖北和河南等省人群中抗一ＨＣＶ阳性人数较多

［４］Ａｌｂｅｒｔｉ

与１９９２年全国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结果（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３．２０％）相比…，本次调查
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下降８６．５６％，各年龄组人群
抗一ＨＣＶ流行率均下降了近２个百分点。这可能与我

国贯彻加强采供血机构监管和血源管理，提倡安全
注射，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等综合性防控措施
相关，也与我国抗一ＨＣＶ检测试剂特异性提高关系
密切（１９９２年全国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采

用ＨＣＶ抗体检测试剂为第一代试剂ｎ】，而本次调查

［５］Ｈａｌａｓｚ Ｒ．Ｗｅｉｌａｎｄ

［６］Ｚｈｕａｎｇ

（本次调查得到北京大学医学部庄辉院士和中国肝炎基金会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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