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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刘甲野

分析早产儿和足月儿乙型肝炎（乙肝）疫苗（ＨｅｐＢ）抗体免疫应答。方法

按照多中心研究方法，以北京、山东、江苏、广西４省（区市）为研究现场，选取按照０－１—６程序、使
用５ ｇｇ重组ＨｅｐＢ（酿酒酵母）（ＨｅｐＢ．ＳＣ）或１０“ｇ重组ＨｅｐＢ（汉逊酵母）（ＨｅｐＢ—ＨＰ）完成ＨｅｐＢ初
免的７．１２月龄婴儿；以其中全部早产儿作为早产儿组，按照ｌ：１随机选择其中ＨｅｐＢ种类、月龄、
性别和居住地相同的足月儿作为足月儿组。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ＨｅｐＢ免疫史根据接
种卡确定；同时采集静脉血２ ｍ１，使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ＨＢＶ表面抗体
（抗．ＨＢｓ）；比较两组婴儿抗体应答率和抗体水平。结果４省（区市）共调查６４８对婴儿。早产儿
组初免无应答率、低应答率、正常应答率和高应答率分别为１．３９％、８．６４％、４５．８３％和４４．１４％，足月
儿组分别为１．０８％、９．２６％、４４．９１％和４４．７５％，两组４项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初免后抗一ＨＢｓ几何平均浓度（ＧＭＴ）分别为７５５．１４和７９９．４７ ｍＩＵ／ｍ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排除出生体重、分娩方式、胎次、产程损伤和父母乙肝病
毒表面抗原状态后，是否早产与ＨｅｐＢ抗体应答率无关（Ｐ＞Ｏ．０５）。结论早产儿和足月儿ＨｅｐＢ
免后抗体应答无明显差异，可以按照相同的ＨｅｐＢ免疫策略进行接种。

【关键词】

乙型肝炎疫苗；抗体应答；早产儿；多中心研究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ｆｕｌｌ一ｔｅｒｍ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ＺＨＡＩ Ｘｉａｎｇ ｊｕｎＺ，ＬＩ Ｙａｎ－ｐｉｎ９３，ｚＨＡ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ａｃｃｉｎｅ

耽ｉ４，ＺＨＵ Ｆｅｎｇ—ｃａｉ２，Ｈ附ⅣＧ ｎ，理３，珊Ｎ

Ｂｉｎｇ－ｙｕｌ，ＬＩＵ Ｊｉａ－ｙｅｌ，ＬＩ Ｌｉ—ｑｉｕ４，ＧＯⅣＧ Ｘｉａｏ—ｈｏｎ９５，ＣＵＩ
Ａｉ．ｑｉａｎｇｔ．、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Ｆｕ．ｑｉａｎｇｓ．ＬｌＡＮＧ

Ｘｉａｏ求ｎ《．ＸＵ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Ｊｉｌ

２５００１４。Ｃｈｉｎａ；２

ｎａ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３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４ Ｂｅ证汛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ＸＵＡｉ—ｑｉａｎｇ，Ｅｍａｉｌ：ａｑｘｕｅｐｉ＠１６３．ｃｏｒｎ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ｇｒ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ｒ巧ｅｃｔｓ
“Ｅｌｅｖｅｎ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２００８ＺＸｌ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９ＺＸｌ０００２—０２８ｊ．

ｆ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ｆｕｌｌ—ｔｅｒｍ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ａｇｅｄ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ａｃｃｉｎｅ（ＨｅｐＢ）．Ｍｅｔｈｏｄｓ
７一ｌ ２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ｎｄ ｈａ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５ ｇｇ ＨｅｐＢ ｍａｄｅ ｂｙ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ｄｅｘｙ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 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ＨｅｐＢ－ＳＣ）ｏｒ １０ Ｕｇ ＨｅｐＢ ｍａｄｅ ｂｙ
ｄｅｘｙ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Ｈａｎｓｅｎｕｌａ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ａ（ＨｅｐＢ－ＨＰ）ｏｎ ０—１—６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ｉｎ ｆｏｕ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ａｌｌ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ｆｏｒｎｑ ｔｈｅ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１：１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ｆｕｌｌ．ｔｅｒｍ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ｍｏｎｔｈ—ａｇｅ，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ｆｏｔ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ｌｌ．ｔｅｒｍ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ｒ ＨｅｐＢ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ａｎｄ ａ１１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ｆｒｏｍ ａ１１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ｍｉｃｒ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ＣＭＩ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ｎ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ｌｏｗ．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ｎｏｒｍ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ｇｅｔ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ｒ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ｌｏｏｄ

ｆｏｒ Ａｎｔｉ—ＨＢｓ ｂｖ

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６４８ ｐａｉｒｓ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ｓ．Ｔｈｅ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３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０８ＺＸｌ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９ＺＸｌ０００２—０２８）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１４济南，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丽、颜丙玉、刘甲野、徐爱强）；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翟祥军、朱凤才）；广西壮族自
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艳萍、黄腾）；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卫、李立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龚晓红、崔富强、梁晓峰）
张丽、翟祥军同为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徐爱强，Ｅｍａｉｌ：ａｑｘｕｅｐｉ＠１６３．ｔｏｍ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２月第３３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ｗｅｒｅ １．３９％，８．６４％，４５．８３％ａｎｄ ４４．１４％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ｗｅｒｅ １．０８％．９．２６％．４４．９ １％ａｎｄ ４４．７５％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ｌｌ一ｔｅｒｍ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ｆｏｕｒ ｒａｔｅ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ｈｏｗ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ＧＭＣ）ｏｆ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ｔｉ一衄Ｓ
ｎ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ａ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ｆｕｌｌ．ｔｅｒｍ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７５５．１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ＭＣｓ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ｎｄ

７９９．４７ ｍ／Ｕ／ｍ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ｗａｓ ｎｏｔ

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ＨｅｐＢ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ｎｅｗｂｏｒｎｓ ｅｖ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ｄｅｂｕｇ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ａｕｔｉｂｏｄｙ ｒｅｓ［＇ｏｎ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ＨｅｐＢ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ｆｕｌｌ．ｔｅｒｍ ｉｎｆａｎｔｓ．Ｔｈｅ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ｎｅｗｂｏｒｎ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ｅｄ

ｓａｍｅ ＨｅｐＢ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ａｃｃｉｎ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ｒｅｔｅｒｍ ｉｎｆａｎｔｓ；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ｕｄｙ

乙型肝炎（乙肝）是我国重点控制的传染病。

表１

４省（区市）研究现场样本分布

我国人群乙肝病毒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携带率为
７．１８％，距２％的低流行区标准仍有较大差距ｎ１。新
生儿乙肝疫苗（ＨｅｐＢ）免疫接种是我国乙肝控制的

首要措施。研究显示，我国城市早产儿发生率约为
７．８％心］。早产儿作为一类特殊人群，其免疫系统发
育未成熟的问题较足月儿更为突出口１，出生后接种
ＨｅｐＢ免疫应答的影响尚无定论Ｈ＇“。目前我国对早
产儿ＨｅｐＢ免疫方法尚无明确规定，各地接种方法不
同，不利于我国新生儿ＨｅｐＢ免疫工作的规范开展。
为此于２００９年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牵
头，在我国部分地区开展了早产儿和足月儿ＨｅｐＢ抗
体应答对比研究。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以北京、山东、江苏、广西４省（区
市）全部或部分市（区）作为研究现场。由经过培训
的ＣＤＣ专业人员根据预防接种门诊接种记录（接种
卡或儿童免疫接种信息系统资料），将其辖区使用
５

ｐｇ重组ＨｅｐＢ（酿酒酵母，ＨｅｐＢ－ｓｃ）或１０肛ｇ重组

ＨｅｐＢ（汉逊酵母ＨｅｐＢ．ＨＰ），按照０—１—６免疫程序完
成初免的７～１２月龄婴儿登记造册，由村医（社区医
生）下发知情同意书，经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并
进行问卷调查，对其婴儿进行血标本采集。将其中
所有早产儿（满２８～３７孕周分娩的婴儿）作为早产

３．标本采集和检测：对所有研究对象采集初免
后静脉血标本３ ｍｌ，分离血清后一２０ ｃＣ冷冻保存，采

儿组，同时按照１：１比例随机选择其中性别、月龄、

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ＣＭＩＡ；美国雅培

居住乡镇（街道）、接种ＨｅｐＢ种类相同的足月ＪＬ（妊

公司试剂，雅培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ｉ２０００免疫发光检测

娠＞／３７周分娩的婴儿）作为足月儿组。４省（区市）
共调查６４８对儿童。本研究经中国ＣＤＣ伦理委员会

仪）定量检测ＨＢＶ表面抗体（抗一ＨＢｓ）；抗一ＨＢｓ＜

同意。现场样本分布见表１。

ｍｌＵ／ｍｌ者采用同样方法检测ＨＢｓＡｇ；ＨＢｓＡｇ阴
性者采用巢式ＰＣＲ方法检测ＨＢＶ ＤＮＡ哺］。

２．问卷调查：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县级ｃＤｃ专业
人员作为调查员，使用统一调查问卷，了解研究对象

４．判定标准：低出生体重：出生体重＜２５００ ｇ；正
常出生体重：出生体重≥２５００ ｇ。初免后血清学检测

人口学特征，包括出生日期、性别、出生体重、孕周、

抗一ＨＢｓ＜１０ ｍｌＵ／ｍｌ且ＨＢｓＡｇ、ＨＢＶ ＤＮＡ均阴性

胎次、父母ＨＢｓＡｇ等信息；通过查阅预防接种卡获

判断为无应答；１０ ｍｌＵ／ｍｌ≤抗．ＨＢｓ＜１００ ｍｌＵ／ｍｌ拳１］

取其ＨｅｐＢ接种史。

断为低应答，１００ ｍｌＵ／ｍｌ≤抗一ＨＢｓ＜１０００ ｍｌＵ／ｍｌ手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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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定为正常应答；抗一ＨＢｓ≥１０００ ｍｌＵ／ｍｌ判定为高正
常应答。抗体阳转指抗．ＨＢｓ≥１０ ｍｌＵ／ｍｌ。

表３

４省（区市）６４８对早产儿和足月儿特征均衡性比较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进行数据
双录入和比对，双录入不符者对照原始调查表进行
核对和修订。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不同组间应答率比较采用配对ｚ２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不同组间抗一ＨＢｓ几何平均浓度
（ＧＭＣ）比较采用配对ｔ检验；以初免后血清抗一ＨＢｓ

应答作为因变量，以早产、出生体重、分娩方式、母亲
ＨＢｓＡｇ、父亲ＨＢｓＡｇ等可能影响ＨｅｐＢ抗体应答的
因素作为自变量，拟合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
型，各变量赋值见表２。
表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主要变量及赋值

变量

赋值

抗体应答

１＝无应答，２＝低应答，３＝正常应答，４＝高应答

早产

ｌ＝否，２＝是

出生体重（ｇ）

１＝＜２５００，２＝≥２５００

分娩方式

１＝顺产，２＝剖宫产

胎次

１＝１，２＝２，３＝３或不详

产程损伤

１＝否，２＝是

母亲ＨＢｓＡｇ

ｌ＝阳性，２＝阴性，３＝不详

父亲ＨＢｓＡｇ

ｌ＝阳性，２＝阴性，３＝不详

结

注：４配对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ｍＩＵ／ｍｌ，早产儿组略低于足月儿组，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７９９．４７

表４

果

１．一般情况：４省（区市）６４８对婴儿中５“ｇ
ＨｅｐＢ—ＳＣ初免婴儿２９４对，１０ ｌａｇ ＨｅｐＢ—ＨＰ初免婴儿
３５４对；７～１２月龄分别为７１、１３７、１４５、１２７、１０７和
６１对。早产儿组和足月儿组在胎次、产程损伤、母
亲和父亲ＨＢｓＡｇ状态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但早产儿中剖宫产者、低出生体重者所
占比例分别为５７．２５％、１０．６５％；均高于足月儿，分别

４省（区市）６４８对早产儿和足月儿乙肝疫苗
初免后抗体应答率

分组焉无应答低应答正常应答
早产儿６４８
足月儿６４８
合计

１２９６

ｆ蠹淼１１

９（１．３９）５６（８．６４）２９７（４５．８３）２８６（４４．１４）７５５．１４
７（１．０８）６０（９．２６）２９１（４４．９１）２９０（４４．７５）７９９．４７
１６（１．２３）１１６（８．９５）５８８（４５．３７）５７６（４４．４４）

ｆ值
Ｐ值

高应答

０．８０＂

７７６．９６

ｏ．０９

０．０６

ｏ．０４

０．７９６

０．８４

Ｏ．８５

Ｏ．８９

０．４３６

注：括号外数据为应答人数，括号内数据为应答率（％）；４配对
四格表的确切概率法；６配对ｔ检验

为５１．０８％、０．６２％；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４．９１，
Ｐ＝０．０３；￡＝５９．５１，Ｐ＜０．０１）。见表３。

２．初次免疫后抗．ＨＢｓ比较：早产儿组中９人免
疫后抗一ＨＢｓ＜１０ ｍＩＵ／ｍｌ，且其ＨＢｓＡｇ和ＨＢＶ

ＤＮＡ

３．多因素分析：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
示，在排除出生体重、分娩方式、胎次、产程损伤、母
亲ＨＢｓＡｇ、父亲ＨＢｓＡｇ等因素影响后，早产对新生

均为阴性，判断为无应答，无应答率为１．３９０；低应

）Ｌ ＨｅｐＢ初免后抗体应答水平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

答率、正常应答率以及高应答率分别为８．６４％（５６／

意义（Ｐ＝０．９４）。见表５。

６４８）、４５．８３％（２９７／６４８）和４４．１４％（２８６／６４８）。足月

儿组７人免后抗．ＨＢｓ＜１０ ｍＩＵ／ｍｌ，且其ＨＢｓＡｇ和
ＨＢＶ ＤＮＡ均为阴性，判断为无应答，无应答率为

讨

论

９．２６％（６０／６４８）、４４．９１％（２９１／６４８）和４４．７５％（２９０／

新生儿接种ＨｅｐＢ是我国乙肝控制最重要的措
施，其效果已得到证实。早产儿是一类特殊群体，其
Ｔ细胞、辅助性Ｔ细胞及Ｂ细胞数量一般均较足月儿

６４８）。早产儿组和足月儿组无应答率、低应答率、正

低，Ｔ细胞表面受体抗原结合区在胎儿期构型的分

常应答率和高应答率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ｆ值
分别为０．０９、０．０６和０．０４，Ｐ值均＞０．０５）。早产儿组
和足月儿组免后抗．ＨＢｓ ＧＭＣ分别为７５５．１４和

化程度低于足月儿，降低了受体与外来抗原发生特
异性应答和交互作用的能力；早产儿Ｂ细胞具有发

１．０８％；低应答率、正常应答率和高应答率分别为

育未成熟表型，缺少成熟的表面吸附分子，可能影响

·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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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和足月ＪｋＨｅｐＢ初免后抗体应答多因素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出生新生）ＬＨｅｐＢ免疫应答的差异；未对接种后不良
反应发生情况进行调查，且由于时间原因也未对早

口

靠

Ｗａｌｄｘ２值

Ｐ值

ＯＲ值（９５％ｃｔ）

早产

－０．０１

０．０７

Ｏ．０ｌ

Ｏ．９４

１．ｏｏ（ｏ．８７～１．１３１

出生体重

－０．Ｏｌ

０．２０

０．０ｌ

０ ９８

０．９９（０．６７～１．４８）

察。虽然各现场均按照统一的研究方案进行调查，

分娩方式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７６

Ｏ．３９

０．９３（０．７８～１．１０１

但由于研究现场由各省研究者自行确定且未明确规
定各省样本量，导致研究样本在各研究现场中分布

胎次
０．０１

Ｏ．１８

０．０１

０．９４

１．０１（ｏ．７１～１．４５、

一Ｏ．１１

０．８３

０．０２

０．９０

０．９０（０．１ ８～４．５４１

产程损伤

－０．４４

０．６５

０．４６

０．５０

Ｏ．６４（０．１ ８～２．３０、

母亲ＨＢｓＡｇ
阴性
不详

－０．３５

０．２７

１．７４

０．１９

０．７１（ｏ．４２～１．１９、

－０．３６

０．３１

１．３６

Ｏ．２４

Ｏ．７０（０．３８～１．２８、

０．１３

Ｏ．２７

０．２１

Ｏ．６５

１．１３（０．６６～１．９４１

！：！！

Ｑ：！！

！：！！

！：！！

！：！！（！：箜：！：！鱼

３或不详

父亲ＨＢｓＡｇ
阴性

丕登

到疫苗接种效果阳。９１，但目前我国对于早产儿ＨｅｐＢ
免疫方法尚无明确规定。
本研究显示，早产儿ＨｅｐＢ初免后低、无应答率
分别为８．６４％和１．３９％。郑徽等”叫在北京、浙江、广东
等（省市）开展的研究显示，１０６名早产儿使用５ ｕｇ重
组ＨｅｐＢ（酵母）初免后低、无应答率分别为１６．９８％、
ｏ．９４％，低应答率高于本研究结果，而无应答率略低
于本研究结果。邵晓萍等“¨报道广东省７６名早产儿
使用５肛ｇ重组ＨｅｐＢ（酵母）初免后低、无应答率分别
为２７．６３％和５．２６％，显著高于本研究和郑徽等的研究
结果。各研究结果问的差异可能与样本含量、接种技
术、接种剂量、抗体检测方法等有关。本研究通过配
对分析显示，早产儿和足月儿按照Ｏ一１—６程序完成

ＨｅｐＢ全程免疫后，两组问抗体反应率和免后抗体水
平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与郑徽等”ｏ］、邵晓萍
等口¨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为排除混杂因素的影

产儿和足月儿接种后的免疫持久性和保护率进行观

不均衡，北方地区（北京和山东４０８对）研究对象多
于南方地区（江苏和广西２４０对）；但本研究以研究
对象居住地（乡镇或街道）为配对变量，消除了地区

分布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早产儿和足月）ＬＨｅｐＢ初免后
无论其反应率还是免后抗体水平均无明显差异，早产
儿可以与足月儿使用相同的ＨｅｐＢ免疫方法。为完善
我国新生）ＬＨｅｐＢ免疫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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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Ｌｕｏ ＫＸ．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ｂａｓｉｃ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ＢｅＯ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３：３２７—
３４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骆抗先．乙型肝炎基础和临床．２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７］Ｂ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果具有良好的代表陛和稳定性。同时，采用研究效率

２００５，１４０（２）：２８９—２９２．
［８］Ｇａｖｉｎ ＭＡ，Ｂｅｖａｎ ＭＪ．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ｅｐｔｉｄｅ ｐｒｏｍｉｓｃｕｉｔｙ

地、接种ＨｅｐＢ种类等可能影响到免后抗体应答的主
要变量，消除了以上变量对两组抗体水平的影响；虽
然两组研究对象出生体重、分娩方式等分布不同，但
通过多因素分析进一步消除了以上变量的影响。本
研究抗一ＨＢｓ检测采取了ＣＭＩＡ方法，该方法灵敏度
高，是目前国际公认的金标准；检测使用全自动仪器
及配套试剂，使人为因素减至最低，提高了方法的稳
定性和结果的重复性；应答水平分级也采用了国际通
用标准，无应答判断考虑了隐匿性感染的影响，便于
与其他研究结果进行比较。但是，本研究未将早产
儿根据不同孕周进行分组研究，无法说明不同孕周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响，本研究多因素分析显示早产对新生）ＬＨｅｐＢ初免
后抗体应答水平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对象来自我国南、北不同省（区市），其结
较高的配比研究设计，配比因素包括月龄、性别、居住

ｔｏ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Ｖａｃｃｉｎｅ，２００９，２７（４７）：６５５０—６５５７．

Ｂ

２００３：３２７—３４１．
ＪＥ，Ｂａｒｇｅ Ｄ，Ｆｅｎｔｏｎ ＡＣ，ｅｔ

ａ１．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 ｓｕｂｓｅｔ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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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ｅｄ ｂｙ ｓｉｎｇｌ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ｌｏｗ 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Ｉｍｍｕｎｏｌ，

ｌａｃｋ

ｏｆ

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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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ｃｅｌｌ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１９９５，３（６）：７９３—８００．
［９］ＲｉｍｓｚａＬＭ，ＤｏｕｇｌａｓＶＫ，ＴｉｇｈｅＰ，ｅｔ ａ１．ＢｅｎｉｇｎＢ—ｃｅｌｌ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
（ｈｅｍａｔｏｇｏｎｅｓ）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ｌｙｍｐｈｏｉ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ｎｅ
ｍａｒｒｏｗ ｏｆ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ｉｎｆａｎｔｓ．Ｂｉｏｌ Ｎｅｏｎａｔｅ，２００４，８６（４）：２４７—２５３．
［１０］Ｚｈｅｎｇ Ｈ，Ｗａｎｇ ＦＺ，Ｃｈｅｎ ＹＳ，ｅｔ ａ１．Ｉｎｆａｎｔｓ ｎｏｎ—ａｎｄ—ｌｏ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ｙｅａｓｔ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ｈｉｎ Ｊ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 Ｉｍｍｕｎ，２００７，１ ３
ａｆｔｅｒ

（４）：３０３—３０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郑徽，王富珍，陈园生，等．新生儿接种重组乙型肝炎疫苗（酵
母）后低无应答率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国计划免疫，２００７，１３
（４）：３０３—３０５．

［１１］ＳｈａｏＸＰ，Ｚｈｕ ＪＱ，ＺｈｅｎｇＸＬ，ｅｔ

ａ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ａｎｄｌｏｗ—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ｅｄ，２００９，３５（４）：１４—１７．（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Ｊ Ｐｒｅ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邵晓萍，朱建琼，郑晓丽，等．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后无（低）应
答率及再免效果分析．华南预防医学，２００９，３５（４）：１４一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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