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Ｖ０１．３２．Ｎｏ．９

方法·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ＨＣＶ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ｗａｓ ａｔ
ｔｏ

ａ

ｓａｆｅ ｌｅｖｅｌ，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ｅｐ删ｓ Ｃ

ｖｉｎｅ；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ｒｉｓｋ；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ｍｏｄｅＩｓ

输血传播感染性疾病的残留风险评估是输血

Ｉ／１００万以下１，－４］。残留的风险主要来自酶免疫

传染病预防和控制领域的研究热点。据报道，发达
国家中输血传播疾病的残留风险已降到Ｉ／１０万至

（Ｅ队）检测窗口期漏检、病毒变异、试剂的低敏感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ｎｎ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１．０９．０２０

基金项目：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１０ＺＲｌ４２蹦∞）

度、免疫静默感染（ｉｍｍｕｎｏｓｉｌｅｎ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以及人工
操作失误ｂ】。利用传统流行病学调查方法试图捕捉
到如此低概率发生事件其难度较大，通过构建数学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５１上海市血液中心

模型对输血残留风险进行评估是目前比较有效的方

通信作者：王迅，Ｅｍａｆｌ：ｗａｎｇｘｕｎ＿ｌＩ倒ａｏｍｍｉＬｃｏｍ

法。ＷＨＯ于２０００年向全球输血服务机构推荐了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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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ｌ。Ｖ０１．３２。Ｎｏ．９

大利亚国家参比实验室（Ｎｌｕ）【６３和美国红十字会【７１提

发生明显改变；③献血人群来源的社会普通人群在

出的数学模型。然而１０多年来，该两种数学模型仅

过去５一１０年内基本保持稳定；④疾病的流行状况
在过去５一１０年内未发生明显变化。在该假设基础

在发达国家成功运用，较少见发展中国家的报道。主
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中以初次献血者为主、相关病毒感
染率较高的特点与这些模型的假设条件不符伯］。随
着近年来一些新的数学模型，特别是“现患率随年龄
增加模型”的提出阳】，使得对初次献血者的残留风险
进行评估成为可能。为了解上海地区输血传播丙型
肝炎病毒（ＨＣＶ）的残留风险，本研究在对献血人群

上，人群现患率将随年龄增长而升高，高年龄组与低
年龄组现患率之差可看作是随年龄增长新感染者的
贡献，由此根据公式（２）计算初次献血者的发病率，
并据现患率的９５％ｃ，计算发病率的９５％ＣＩ。

，＝告

（２）

进行分类和流行病学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联合运用３

式中，为初次献血者的发病率，Ｐ２为高年龄组流行

个数学模型评估输血传播ＨＣＶ的残留风险。

率，Ｐｌ为低年龄组流行率，Ｄ：为高年龄组平均年龄，
Ｄ。为低年龄组平均年龄。理论上，高年龄组和低年

基本原理
１．发病率的计算：血液筛查的化验指标为现患

龄组中的人数越多，统计结果越稳定，但两个年龄组
的人群不可以出现交叉。

率。无法直接用来计算人群的发病率。然而根据献

２．残留风险的计算：血液筛查的残留风险与发

血人群特点以及传染病流行特征，可将献血者根据
献血次数进行分类，按下述两个模型分别计算重复

病率和窗口期长度相关的模型ｎ¨，也由ＲＥＤＳ提出，
其假设条件为：①窗口期漏检是最主要的输血残留

献血者和初次献血者的发病率。

风险；②献血者的发病率在人群中随时间平均分

（１）重复献血者献血间隔期转阳模型【Ｉ以１Ｉ】：该模
型为美国献血者反转录病毒流行病学研究小组

布。在此基础上，处于检测窗口期内的新发病者可
能无法被筛出而构成血液安全威胁。据此，按照公

（ＲＥＤＳ）最先报道，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美国５个血液
中心５８６ ５０７名重复献血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当时

式（３）分别计算重复献血者与初次献血者血液残留

美国输血传播ＨＢＶ、ＨＣＶ和ＨＩＶ的残留风险分别

风险。
ＲＲ＝ＷＰ·，

（３）

为ｌ：６３ ０００、ｌ：１２５ ０００和ｌ：６７６ ０００。随后该模型
在发达国家中得到广泛运用¨引。该模型仅需利用献

式中ＲＲ为残留风险。ＷＰ为窗口期长度（以年为单
位），，为发病率。第３代抗一ＨＣＶ酶免疫试剂的检测

血者血液筛查常规资料，其基本原理：由于重复献血

窗口期为６６ ｄ或０．１８年（６６／３６５）ｔ１３］ｏ

根据重复献血者和初次献血者在所有献血人群

者定期参加献血，前一次献血合格的献血者，再次来
献血时，有传染病指标转阳，推测其可能是在两次献

中的构成比，以该构成比作为加权系数，计算所有献

血间隔期内的新感染者，因此统计所有重复献血者
的平均献血间隔、献血人次以及转阳人数，即可根据

血人群捐献全部血液的总残留风险，即公式（４）。不
同人群的残留风险汇总时，也可利用该公式根据不

公式（１）计算重复献血者的发病率及其９５％ｃ，。

同人群的构成比进行加权统计。

，＝音

ＲＲｒ＝％％·ＲＲ，＋％％·胁

（４）

式中ＲＲ，为全部血液的总残留风险，耽％为重复献

式中，为重复献血者的发病率．．ｓ为转阳人数，Ｊ７、ｒ为观
察期内的重复献血者献血人次数，厶为重复献血者的

血者的构成比，腿为重复献血者血液的残留风险．
％％为初次献血者的构成比，娲为初次献血者血液

献血间隔（以年为单位）。使用该模型的假设前提为：

的残留风险。

①所有的重复献血者均定期来参加献血；②ＥＩＡ指标

实例分析

转阳者只有可能是在献血间隔期内的新感染者。
（２）初次献血者现患率随年龄增加模型【９ｌ：针对

１．基本资料：来源于上海市血液中心采供血信

初次献血者发病率较难统计的问题，美国学者Ｚｏｕ

息系统。以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所有在上海市区捐献全

提出该模型并用以评估美国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每隔两
年初次献血者的残留风险。该模型的假设条件为：

血的献血者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期间献过２次或以
上全血的献血者称为重复献血者。只捐献过１次的

①疾病感染后。检测的传染病标记物在感染者体内

献血者为初次献血者。

长期存在。不会消失；②血液筛查方法和检测试剂未

（１）献血者一般情况：研究期间共有５６５ ３２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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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者捐献６２１ ７２１单位全血。其中重复献血者
４８

３３５人（８．５５％），捐献血液单位数为１０４

７３５

（１６．８５％）；初次献血者５１６ ９８６人（９１．４５％），捐献的
血液占总单位数的８３．１５％。重复献血者平均年龄
３２岁．平均献血间隔时间为３３７ ｄ，男女性别比为
ｌ：０．６９；初次献血者平均年龄２７岁，男女性别比为
∞ 踟加∞如∞如加ｍ∞

１：０．６０。

１８ ２０ ２２ ２４ ２６２８ ３０ ３２ ３４ ３６ ３８ ４０４２ ４４４６４８ ５０ ５２ ５４

（２）血液筛查资料：本研究选用Ｏｒｔｈｏ和Ｍｕｒｅｘ

年龄（岁）

图ｌ

两种进口试剂对血液进行抗一ＨＣＶ筛查，结果有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上海市不同年龄、性别
初次献血者ＨＣｖ现患率

２７８４袋为不合格血液，不合格率为０．４５％，其中重复

献血者有１９袋（０．０１８％）不合格，其余为初次献血者

为２．０７／１０万（９５％Ｃ／：１．７８／１０万～２．３６／１０万），以及

捐献的血液，不合格率为０．５３％。

根据公式（３）计算的残留风险为１：２７０ ０００（９５％ａ：

（３）抗一ＨＣＶ筛查结果的确认：由于ＥＩＡ检测存
在假阳性，需要对献血者抗一ＨＣＶ筛查结果确认¨引。

ｌ：２４０ ０００一ｌ：３１０

所有抗一ＨＣＶ筛查不合格样本，均先使用Ｏｒｔｈｏ和

鉴于献血人群性别分布及其抗一ＨＣＶ阳性率的差
异，本研究分别使用数学模型计算发病率。

Ｍｕｒｅｘ两种抗一ＨＣＶ ＥＩＡ试剂进行复检，如结果全部
为反应性样本，直接判断为真阳性；对其中一种试剂
复检为反应性样本，则使用免疫印迹（ｗＢ）确认试
验（ＨＣＶ

Ｂｌｏｔ ３．０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Ａｓｓａｙ，ＧＥＮＥＬＡＢ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新加坡）进行确认，如为可疑，则对
该样本继续进行ＨＣＶ ＲＮＡ检测（深圳匹基ＨＣＶ

ｏｏｏ）。

（２）初次献血者的发病率及其血液的残留风险：

男性初次献血者中，１８。２０岁（低年龄组）和
２４。２９岁（高年龄组）人群的构成比分别为２４．４２％
和２４．１３％，两年龄组构成比相似。女性初次献血者
中，１８～２０岁（低年龄组）和２２～３２岁（高年龄组）人

ＲＮＡ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ＲＮＡ检测为阴性的样

群的构成比分别为３２．５９％和３２．７７％，两年龄组构成
比也相似。男性初次献血者的发病率为５．２４／１０万，

本假设其无传染性，不将其定为真阳性。本研究中

女性初次献血者的发病率为７．８８／１０万，男女性发病

只有确认为真阳性的血液才用以计算ＨＣＶ的现患

率有差异。据此发病率资料，按照公式（３）分别计算

率。结果２７８４例不合格样本中，仅有１３６７例为真阳

男女性初次献血者的血液传播ＨＣＶ的残留风险，其

性，确认率为４９．１０％，献血者中ＨＣＶ现患率为
０．２２％。重复献血者中仅有２例真阳性，确认率为

残留风险分别为１：１０６ ０００和１：７０ ０００（表１）。女
性初次献血者的残留风险高于男性。

１０．５３％，ＨＣＶ现患率为０．００１９％；初次献血者确认率

将男性和女性初次献血者的残留风险根据两性

为４９．３７％，ＨＣＶ现患率为Ｏ．２６％。
（４）初次献血者的人群结构及丙型肝炎流行情

献血者的比例按公式（４）加权汇总，得所有初次献血

况：初次献血者以１８—３１岁人群为主（７５％），男性占

者血液传播ＨＣＶ的残留风险为ｌ：８９ ０００（９５％Ｃ／：
ｌ：７８ ０００～ｌ：１０４ ｏｏｏ）。初次献血者的血液传播

６２．３４％，女性为３７．６６％，而女性献血者多集中在２ｌ

ＨＣＶ的残留风险高于重复献血者。

岁以下年龄组。从图ｌ可见初次献血者ＨＣＶ现患

（３）输血传播ＨＣＶ的残留风险：根据公式（４）将

率有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且女性平均现患率
较男性高。

重复献血者和初次献血者的残留风险分别加权汇总，

２．发病率的建模及残留风险评估：

得到上海地区所有献血者捐献血液传播ＨＣＶ的残留
风险为ｌ：１０１ ０００（９５％ＣＩ：ｌ：８８ ０００一ｌ：１２０ ｏｏｏ）。

（１）重复献血者的发病率及其血液的残留风险：
重复献血者的平均献血间隔为３３７ ｄ（Ｏ．９２年），经确

认有２份抗一ＨＣＶ转阳。根据公式（１）计算的发病率

讨

数学模型的人群适应性、模型的验证以及校正

性别——藐薏奉丽亲善笪塑丽—＿瓦畜军高譬薯竽望而苈／ｌ病。万考－
表１

…

现患率（／ＩＯ万）

论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上海市不同性别初次献血者发病率及残留风险

平均年龄（岁）

现患率（／ｌＯ万）

注：括号内数据为９５％Ｃｉ；发病率依锯公式（２）计算

平均年龄（岁）

（

）

专／留ｌＯ风Ｃｉ险）
（

残留风险（ｔ：一）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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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数学模型在人群中应用的前提，也是应用数

ｌ：２７０

学模型方法评估输血残留风险的研究重点。针对数

风险则高达ｌ：８９ ０００。重复献血者由于定期参加

学模型的人群适应性问题，国外学者提出在以中国
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应根据不同病毒的流行规律

献血，定期接受传染病标记物的筛查检测，经过反复
淘汰，该人群的抗一ＨＣＶ阳性率一定会低于普通人

和不同的人群特点分别建模分析抽】。本研究根据上

群，这是该人群发病率和残留风险均较普通人群低
的主要原因。提示应改变当前献血招募策略，鼓励

海地区献血人群的特点以及ＨＣＶ流行特点，将人群
分成重复献血者和初次献血者，在初次献血者中还
对男女性分开评估，使得各人群均能满足模型的假
设条件。在重复献血者献血间隔期转阳的模型中，
本研究特别设定了重复献血者的定义，即在研究期
间内参加献血≥２次的人群，这一定义与采供血日
常工作的定义有明显的不同。根据该定义，本研究

０００．而８３．１５％的其他人群捐献血液的残留

重复献血者多献血，提高重复献血者在所有献血人
群中的比例，能进一步提高血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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