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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黄浦区新生儿血源乙型肝炎疫苗

免疫后２３年免疫效果追踪研究
张焕珠吴维寿宿飞
【摘要】

孙超美姜铭波张国华

汪萱怡徐志一

目的观察血源乙型肝炎（乙肝）疫苗免疫的长期效果。方法对上海市黄浦区

１９８６年出生并接种乙肝疫苗的新生儿进行隔年随访，采血检测乙肝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乙肝表面
抗体（抗一ＨＢｓ）、乙肝核心抗体（抗一ＨＢｃ），与本底对照（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ＨＢＶ横断面调查结果）以及
外对照（１９９１年开展的相邻区域同年出生但未接种乙肝疫苗儿童调查的结果）相比计算保护效
果。结果随访队列２３年间共计采集血液标本５９９３份，抗一ＨＢｓ阳性率随免疫时间延长逐渐下降
（从８９．０１％下降至１８．７７％），平均为４０．３９％；抗一ＨＢｃ各年阳性率平均值在１．８７％上下波动；ＨＢｓＡｇ
阳性率波动保持在１．００％（０．４６％～０．９８％）以下，平均为０．６２％（３７／５９９３），与本底对照相比，各年龄
组疫苗的保护效果在８１．３７％～９５．７８％；与外对照相比，疫苗保护效果为７２．７６％。结论血源乙肝
疫苗中长期保护效果良好，免疫后２３年无加强免疫的必要。
【关键词】血源乙肝疫苗；免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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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黄浦区是国内最早的乙型肝炎（乙肝）疫
苗试点区，１９８６年出生的新生儿接受了血源乙肝疫苗
全程接种，免疫程序为０一ｌ一６个月，母亲乙肝表面抗原
（ＨＢｓＡｇ）阴性的婴儿以１０肛ｇ免疫３次，母亲ＨＢｓＡｇ
阳性的婴儿以２０“ｇ免疫３次。为了解血源乙肝疫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８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１ｌ上海市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焕珠、吴维

苗的长期免疫效果，本研究对１９８６年黄浦区新生儿
接种血源乙肝疫苗后２３年的免疫效果进行调查。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上海市黄浦区免疫登记册上的
７４７０例对象，所有纳入对象不再进行乙肝疫苗加
强。选择免疫规划实施前（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同区域

怡、徐志一）

人群（整群随机抽取２１２４人）的乙肝指标作为本底
对照ｎ１。在第５年随访的同时，选择尚未开展新生儿

通信作者：吴维寿，Ｅｍａｉｌ：ｗｕｗｅｉｓｈｏｕ＠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乙肝疫苗接种的上海市长宁区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出生

寿、宿飞、孙超美、姜铭波、张国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汪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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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１０６７人作为外对照。乙肝血源疫苗为上海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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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上海市黄浦区１９８６年新生儿血源乙肝疫苗
免疫后ｌ～２３年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Ｂｃ阳性率

制品研究所生产。

２．效果考核：队列建立后，分别于免疫后１、３、
５、７、８、９、１ｌ、１３、１４、１６、１８、２１、２３年进行定群随访，
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共采集血液标本５９９３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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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其余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ＨＢｓＡｇ、乙肝表面抗
体（抗一ＨＢｓ）（Ｐ／Ｎ值≥１０为阳性）、乙肝核心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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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结果已部分发表乜＇引），除初期随访部分血清的

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提供。
３．统计学分析：使用ＳＡＳ ９．２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对分类资料进行Ｘ２及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检验，对
接种后阳性率逐年变化的趋势进行Ｃｏｃｈｒａｎ—
Ａｒｍｉｔａｇｅ趋势检验，显著性水平为Ｏ．０５。
结

果

１．随访人群：新生儿血源乙肝疫苗免疫后２３年
间，共随访１３次，采集血液标本５９９３份，ＨＢｓＡ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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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上海市黄浦区１９８６年新生儿血源乙肝疫苗免疫人群
与对照人群（本底对照和外对照）ＨＢｓＡｇ阳性率比较

性３７人次，ＨＢｓＡｇ阳性率平均为０．６２％。随访第２３
年队列中共有２９３人纳入研究，其中１２８人（４３．６９％）
为男性，１６５人（５７．３１％）为女性，平均年龄为
（２２．８１±０．３５）岁。

２．乙肝疫苗免疫后２３年队列人群各指标变化：

注：括号外数据分子为阳性人数、分母为随访人数，括号内数据
为阳性率（％）

（１）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Ｂｃ水平：随访各年ＨＢｓＡｇ阳
性率均在１．００％以下（表１），ＨＢｓＡｇ阳性率未随免疫
时间延长出现上升趋势。抗一ＨＢｃ阳性率除第５年

为３．４０％，其余各年阳性率均在３．００％以下波动，平
均为１．８７％，各年抗一ＨＢｃ阳性率没有随免疫时间延
长出现上升的趋势。与该地区免疫前同年龄段人群
相比…（表２），免疫人群各年龄段ＨＢｓＡｇ下降幅度
达８１．３７％～９５．７８％。对２个人群相应年龄段
ＨＢｓＡｇ阳性率进行统计学检验，发现＜２岁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Ｐ＝０．１１），其余年
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Ｐ值＜ｏ．０１）。外对照
２～６岁儿童ＨＢｓＡｇ阳性率为２．８１％（表２）。１９８６年

∞ 踮加∞如∞如 ｍ
Ｏ

注：随访第１３年未进行抗一ＨＢｓ定量检测

图１上海市黄浦区１９８６年新生儿血源乙肝疫苗
免疫后１～２３年抗一ＨＢｓ阳性率变化趋势

队列与外对照相比下降７６．５１％。外对照与本底对

（３）抗一ＨＢｓ在性别中的分布：男女性抗一ＨＢｓ

照２～６岁组（对年龄进行合并标化）相比，ＨＢｓＡｇ阳
性率下降７２．７６％。

滴度经Ｃｏｃｈｒａｎ．Ｍａｎｔｅｌ—Ｈａｅｎｓｚｅｌ检验，Ｘ２＝０．４７，Ｐ＝

（２）抗一ＨＢｓ：比较１３次随访结果显示，抗一ＨＢｓ

３．ＨＢｓＡｇ阳性者个案动态：免疫后第２３年检出

有效阳性率（抗一ＨＢｓ＞，１０ ｍｌＵ／ｍ１）呈线性下降趋势
（图１），各年抗一ＨＢｓ阳性率以及有效阳性率分别从

的２名ＨＢｓＡｇ阳性者均为女性，调查后发现２名
ＨＢｓＡｇ阳性者的母亲均为ＨＢｓＡｇ携带者，且１９９７

第一年的９１．８４％和８９．０１％下降至５１．１９％和

年随访时已为ＨＢｓＡｇ阳性。

１８．７７％，经趋势检验有显著下降趋势（表３）。

０．４９，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４）。

４．母亲ＨＢｓＡｇ阳性和阴性的新生儿乙肝感染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叭２年２月第３３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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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上海市黄浦区１９８６年新生儿血源乙肝疫苗免疫后
１—２３年抗一ＨＢｓ阳性率分布

２３年有２人是慢性乙肝携带者，但２人母亲均为
ＨＢｓＡｇ携带者，２名慢性携带者在１９９７年随访时即
为ＨＢｓＡｇ阳性，因此推测感染时间是在母亲宫体内
发生，或者在乙肝疫苗尚未产生保护性抗体时产生，
并非乙肝疫苗保护效果不佳引起。
很多乙肝疫苗免疫者免疫后抗一ＨＢｓ水平很快
下降到１０ ｍｌＵ／ｍｌ以下甚至消失，但是乙肝感染的风
险并未增加，可能是由于外周血淋巴细胞免疫记忆功
能依然持久存在…。Ｗａｉｎｗｒｉｇｈｔ等㈨、Ｃｏｕｒｓａｇｅｔ等吲
观察了乙肝疫苗未免疫、免疫但未加强以及免疫并在
学龄期加强的３组对象，结果显示在免疫后９～１２年

乙肝疫苗对ＨＢｓＡｇ的保护率为８８％，在免疫人群中
不管加强免疫与否，保护效果并无差异。香港随访最
注：Ｓ／Ｎ为样本／阴性对照，Ｓ／Ｎ＞２．１为阳性；Ｃｏｃｈｒａｎ—Ａｒｍｉｔａｇｅ
趋势检验：。统计量＝～２２．７３，Ｐ＜Ｏ．０００１；６统计量＝一２６．９４，Ｐ＜
Ｏ．０００１；。统计量＝一２５．９９，Ｐ＜Ｏ．０００１；４由于初期研究者经验不足，
前４次随访的部分对象采血量过少，故未能开展抗一ＨＢｓ钡ｉＪ定

表４上海市黄浦区１９８６年新生儿血源乙肝疫苗
免疫后第２３年抗一ＨＢｓ按性别分布

长的研究持续到免疫后２２年，研究发现新生儿免疫
后２２年的保护效果仍然显著ｎ１。这些研究结果提示
是否加强免疫的参考不应该只考虑抗体水平，更主要
的应该参考抗乙肝感染的能力随１。目前应把更多的
精力放在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以及提高接种率和接
种质量上，至少在免疫后２３年还不需要加强免疫。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队列随访时间较长，研究
对象由于搬迁、求学等原因出现很多失访，要做到完
全随机抽样难度很大，有必要对失访原因进行深入
调查分析，以考察本研究样本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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