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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预防和控制措施，如恰当的病例管理、促进婴幼儿母

肺炎链球菌性疾病（ｐｎｅｕｍｏｃｏｃｃ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一直

乳喂养、减少吸烟和室内空气污染、积极防治营养性

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肺炎链球菌

疾病、居室通风等，已在２００９版指南中有阐述，本指
南不再赘述。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又称肺炎（双）球菌

（Ｐｎｅｕｍｏｃｏｃｃｕｓ），是导致婴幼儿肺炎、菌血症、脑膜
炎等严重疾病的主要因素，也是引起鼻窦炎和急性
中耳炎最常见的病因。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估

算，２００８年全球约有８８０万名５岁以下儿童死亡，其
中约４７。６万名死于肺炎链球菌感染”］。肺炎链球菌
也是导致我国儿童和老年人发病和死亡的重要病原

本指南适用对象包括与肺炎链球菌性疾病预防

相关的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工作人员，预防接种
点的接种人员，各级医疗机构儿科、内科、感染科等
医务人员以及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的卫生保健人员。
根据肺炎链球菌性疾病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本指南

体。为了提高对肺炎链球菌性疾病的重视，积极推

今后将不断更新和完善。
二、肺炎链球菌与肺炎链球菌性疾病

进预防控制工作，降低中国儿童和老年人的疾病负
担，中华预防医学会组织有关专家，综合国内外研究

肺炎链球菌为链球菌属，革兰染色阳性。细胞外
壁的荚膜含多糖抗原，具有抗吞噬作用，是其必要的

最新进展，联合制定并发布《肺炎链球菌性疾病相关
疫苗应用技术指南（２０１２版）》。

毒力因子，也是分型的基础。根据其荚膜多糖抗原性

本指南是在２００９年发布的《儿童肺炎链球菌性
疾病防治技术指南））基础上，将防治对象扩大到成人
和老人，更新了肺炎链球菌性疾病的流行病学和疫
苗安全性、有效性的证据，基于证据并结合我国实际
提出了肺炎链球菌结合疫苗（ｐｎｅｕｍｏｃｏｃｃａｌ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 ｖａｃｃｉｎｅ，ＰＣＶ）和肺炎链球菌多糖疫苗

差异，目前已发现９０多种血清型“卫１。感染或接种多
糖抗原后刺激机体产生的保护性抗体具有型特异性，
也有些抗体对相关血清型有一定程度的交叉保护”３。
肺炎链球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人类是重要自
然宿主。肺炎链球菌在人的鼻咽、咽喉和口腔均可正
常存在。儿童的鼻咽部携带率高于成年人。婴幼儿

ｖａｃｃｉｎｅ，ＰＰＶ）个体

被认为是该菌的主要储存宿主ｎ ３。横断面调查显示，
婴幼儿鼻咽携带率在发达国家可低至２７％，在发展中

应用的专家建议。所引用的证据主要来自于近期

国家可高达８５％［１］。有研究表明，北京１～６０月龄儿

国内外核心期刊中发表的相关文献和ＷＨＯ、美国

童鼻咽部肺炎链球菌的携带率约为２８％ｎ３。

（ｐｎｅｕｍｏｃｏｃｃａｌ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ＤＣ）、美国免疫实施顾问委员会

肺炎链球菌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直接传播或由
定植菌导致自体感染。肺炎链球菌可局部播散到鼻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窦或中耳导致感染，吸入下呼吸道导致肺炎。当细

ＡＣＩＰ）等权威机构关于该疾病的相关文件。２０１２版

菌侵入血液循环，伴或不伴其他部位播散繁殖，则可

指南侧重于肺炎链球菌性疾病的疫苗预防，而其他

引起侵袭性感染，导致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性疾病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１１．００１
通信作者：余宏杰，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Ｅｍａｉｌ：ｙｕｈｊ＠ｃｈｉｎａｅｄｃ．ＣＵｔ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ｎｅｕｍｏｃｏｃｃ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ＰＤ）‘“。

肺炎链球菌性疾病分侵袭性和非侵袭性两类。
ＩＰＤ是指肺炎链球菌侵入与外环境无直接相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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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无菌的部位和组织所致感染，主要包括脑膜炎、菌

病中，肺炎链球菌性疾病被列为极高度优先推荐使

血症和菌血症性肺炎，以及脓毒症、脓胸、骨髓炎、心
包炎、心内膜炎、腹膜炎和化脓性关节炎等少见感
染［６］。ＩＰＤ中８０％～９０％为菌血症性肺炎，５％～１０％

用疫苗预防的疾病ｎ“。

是脑膜炎，胸膜炎和关节炎等不足５％ｎ１。非侵袭性肺

因此６月龄到２岁是儿童ＩＰＤ发病率最高的时期。９
２０００年５岁以下儿童ＩＰＤ年发病率为１８８／１０万至

炎链球菌性疾病主要包括急性中耳炎、鼻窦炎和非菌

ＩＰＤ发病率在５岁以下儿童中最高，特别是２岁以
下的婴幼儿乜１。婴儿从６月龄起母传抗体逐渐消失，
３。

血症性肺炎。临床诊断的肺炎链球菌性肺炎８０％为
非菌血症性肺炎，２０％为菌血症性肺炎ｎ１。ＩＰＤ不如

６３８７／１０万ｎ ６｜。Ｌｉｎ等１１７１总结了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亚太

非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性疾病常见，但是病原学诊断较

儿ＩＰＤ发生率最高，约为１００／１０万至２００／１０万。
１９９８年美国的监测数据显示，ＩＰＤ在１２月龄以内婴

易明确，因此ＩＰＤ发病率经常作为反映肺炎链球菌性
疾病负担和血清型分布的重要指标之一。
大多数肺炎链球菌性疾病呈散发状态，暴发不常
见，但可在封闭人群（如养老院、幼儿园或其他机构）
发生暴发ｎ，。不过，在非洲脑膜炎带已报道过由肺炎
链球菌１型所导致的大规模脑膜炎暴发强１。
三、肺炎链球菌致病的危险因素

地区儿童肺炎链球菌性疾病的负担，２岁以下婴幼

儿和１２～２３月龄幼儿的发病率分别为１６５／１０万和
２０３／１０万，６～１１月龄婴儿发病率最高（２３５／１０万）’９ｌ。
ＨＩＶ感染的儿童发生严重肺炎链球菌性疾病的危险
更高［１６，１８１。发展中国家儿童ＩＰＤ发病率比工业化国
家高数倍。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验室诊断能力不足，

不同特征人群中肺炎链球菌感染的危险性不

且存在抗生素滥用，易造成对ＩＰＤ的低估。
除ＩＰＤ外，肺炎链球菌还是儿童社区获得性肺

同，婴幼儿和老年人危险性相对较高。以下特定基础

炎、急性中耳炎和鼻窦炎的最常见细菌性病因。在两

疾病可增加肺炎链球菌感染和并发症的危斛２’６’９。１

个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前瞻性研究中，１７％～２８％
的病例被诊断为肺炎链球菌感染阳１。重症肺炎中肺

２｜。

１．慢性基础性疾病，如慢性心血管疾病（发绀型
先天性心脏病、充血性心力衰竭、心肌病，不包括高
血压）、慢性肺病（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水肿、哮喘）、

炎链球菌的比例约为５０％，而在致死性肺炎中比例可

慢性肝病（肝硬化）、糖尿病、脑脊液漏、耳蜗植入、酒

能更高“９｜。急性中耳炎、鼻窦炎和支气管炎不那么严
重，但更常见。虽然很少发生严重的并发症，但在美

精中毒、吸烟。

国，中耳炎的医疗费用估计每年超过３５亿美元。

２．功能性或解剖性无脾，如镰状细胞病和其他血
红蛋白病、先天性或获得性无脾、脾功能障碍、脾切除。
３．免疫功能受损，如先天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
ＨＩＶ感染、慢性肾功能衰竭、肾病综合征、白血病、淋
巴瘤、霍奇金病、全身恶性肿瘤、多发性骨髓瘤、实质
器官移植、骨髓移植及需用免疫抑制药物、长期皮质
激素治疗、放疗、化疗的疾病。

２．成年人肺炎链球菌性疾病负担：在工业化国

家，ＩＰＤ年报告发病率约８／１０万至３４／１０万，２岁以下
婴幼儿发病率最高，６５岁或以上人群也较高，年发病
率约２４／１０万至８５／１０万乜］。发展中国家成年人ＩＰＤ发
病率在大部分地区仍不清楚。美国阿拉斯加原住民、
亚利桑那州白山阿帕奇印第安部落以及澳大利亚土

四、疾病负担

著人以社区为基础的研究表明，在２０～５９岁人群中
ＩＰＤ年发病率为５３／１０万至１７８／１０万，６０岁以上老年

肺炎链球菌是导致儿童和成年人疾病和死亡的

人为１２１／１０万至１７２／１０万陋］。南非金矿工人肺炎链

重要原因。我国有关肺炎链球菌性疾病负担的数据

球菌肺炎年发病率估计为９０％。乜］。
ＩＰＤ病死率可以很高。在发展中国家，败血症

较少，较大龄儿童和成年人的信息更少，尤其缺乏以
人群为基础的监测数据，缺少可靠的发病率估计。
因此本指南除引用我国文献外，也总结了世界范围
的文献作为参考。
１．儿童肺炎链球菌性疾病负担：据ＷＨＯ最新
估计，２００８年全球５岁以下儿童死亡中５％归因于肺
炎链球菌ｎ３｜。２００２年全球５岁以下儿童疫苗可预防
死因中肺炎链球菌性疾病占２８％，位居首位，远远超
过ｂ型流感嗜血杆菌疾病（１５％）等病因ｎ…。在已有
疫苗但尚未建议普遍使用，或即将有可用疫苗的疾

病死率约为２０％，脑膜炎病死率约为５０％…。在发
达国家，尽管有正确的抗菌治疗和强化监护，成年人
中肺炎链球菌菌血症的病死率可达１５％～２０％，老
年人约３０％。４０％…。脑膜炎存活者常常有长期神
经后遗症，如听力损失、精神发育迟滞、运动异常和
癫痫发作，发生率可高达５８％瞳０｜。
肺炎链球菌是细菌性社区获得性肺炎最常见的
原因。欧美国家估计３０％～５０％需住院的成年人社
区获得性肺炎是由肺炎链球菌引起乜３。成年人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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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球菌肺炎约１０％～２５％合并菌血症。总之、研究

肺炎支原体的第二位常见病原体；对淮安地区成人

表明，肺炎链球菌性疾病是发展中和发达国家成年

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体的分析显示，肺炎链球菌占

人肺炎发病与住院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有病原的１２．２％，占细菌性病原的２１％”‘；老年糖

３．中国肺炎链球菌性疾病负担：肺炎是我国５
岁以下儿童重要死因。依据２０１１年中国妇幼卫生事

尿病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中，肺炎链球菌在细菌性病

业发展报告，肺炎位列我国５岁以下儿童死因的第二

染常见病原菌的耐药性监测显示，５个社区５家医院

位泣“。肺炎链球菌是中国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主
要病原体。北京、合肥∞１、兰州∞，、上海ｍ１、昆明∞１等

的７７９名呼吸道感染病例的病原体分离株中，肺炎
链球菌占４４．５％（３４７例）㈣；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中国社区

城市多个临床研究均显示，肺炎链球菌是肺炎或呼

获得性呼吸道感染常见病原菌耐药性研究显示，５１０

吸道感染患儿的首位细菌性病原，约占１１％～

株分离菌中，肺炎链球菌占３６．７％【３“。

原中占１７．７％∞列；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中国社区呼吸道感

３５％。北京儿童医院１９５３～２００２年对断续收集的

４．抗菌药物耐药问题：肺炎链球菌对常用抗菌

２０２例肺炎死亡５岁以下儿童的肺组织进行检测，其

药物如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复方新诺明、大环内

中５７％存在肺炎链球菌感染，显示肺炎链球菌是我

酯类或氟喹诺酮类的耐药，是一个全球性、严峻而急

国儿童肺炎致死的重要原因乜“。

剧发展的问题旧１。耐药所致的治疗无效或治疗周期

我国肺炎链球菌脑膜炎的流行病学资料较少。

延长、治疗费用增加等，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沉重负

１９９０一１９９２年在合肥ｎ７１和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在南宁的研

担。肺炎链球菌耐药菌株集中于常见血清型，我国青

究陋…，结果均较国外为低，５岁以下儿童发病率为１．３／

霉素不敏感株中以１９Ｆ、１９Ａ、２３Ｆ和６Ｂ型多见。２７
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接种疫苗是降低肺炎链球菌

１０万至１．５／１０万。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抗生素的滥

４０：

用和化学预防作用所致。Ｙａｏ和Ｙａｎｇ［２“总结了２００５
年以前国内文献资料，发现肺炎链球菌也是儿童细菌
性脑膜炎的重要病原，约占１０％～３０％。

耐药率的有效手段之一。４“”。。

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中国文献系统性回顾研究推测乜…，
２０００年５岁以下儿童共发生２６万例肺炎链球菌性

的一项为期２年（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５岁以下住院患儿的

肺炎，９０２例肺炎链球菌性脑膜炎，其中死于肺炎链

１７％对青霉素高度和中度耐药；４５１株侵袭性和非侵

球菌性肺炎约１万例，死于肺炎链球菌性脑膜炎７５
例。此估计主要基于前瞻性社区或医院为基础的研

袭性菌株，分别有６４％和１８％的菌株对青霉素高度

究，缺乏全国性人群监测数据，且对肺炎中肺炎链球

个重要的问题。２０１０年中国细菌耐药监测协作网

菌病因比例的估计也较低，该研究者认为估计结果

监测显示…·，按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可能偏低，低于Ｏ’Ｂｒｉｅｎ等“６１和Ｒｕｄａｎ等ｂ州的数据。
而Ｏ’Ｂｒｉｅｎ等¨６１的研究中，肺炎链球菌病因比例来

２００８年修改后的标准，儿童临床分离株中青霉素敏
感株、中介株和耐药株分别为７０．３％、１５．９％和

自疫苗效力试验，全因肺炎发病率来自Ｒｕｄａｎ等口”

１３．８％；成年人中分别为９２．２％、３．３％和４．４％二２００８

基于社区为基础的纵向研究的估算，估计中国１～５９

年对肺炎链球菌青霉素最低抑菌浓度折点调整后，青

月龄儿童每年有１７４万例肺炎链球菌性疾病，其中３

霉素敏感率大幅提高，但并不能因此认为青霉素不敏

万例死亡。２００８年Ｒｕｄａｎ等口们采用中国妇幼卫生死

感已不是值得担忧的问题，而应持续密切动态监测。

我国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儿科呼吸道感染常用

抗生素越来越多地出现耐药现象。在８个城市进行
前瞻性研究发现Ｈ“，侵袭性菌株中，分别有５５％和

和中度耐药。同样，在成人中，青霉素不敏感也是一

另外，我国青霉素不敏感株的交叉耐药和多重

因监测数据对中国５岁以下儿童死亡进行估计，２０００
年死亡率约为４０／１０万，２００８年约为１８．５／１０万，其中

耐药现象明显，对头孢菌素耐药性也在升高．对非Ｄ内

肺炎死亡分别约占２６％和１７％；假设其中５７％为肺

酰胺类抗生素尤其是红霉素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

炎链球菌引起口６Ｉ，那么２０００年约有４万５岁以下儿童

耐药率尤其高，远远超过西方国家。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

死于肺炎链球菌肺炎，２００８年约有２．１７万。
尽管报道的肺炎链球菌感染在社区获得性肺炎

在１１个城市１１家医院分离到的１７１株１ＰＤ株中”，

中所占比例稍有不同ｂ２。３９Ｉ，但肺炎链球菌仍为导致成

唑耐药，７７％的脑膜炎分离株是青霉素耐药株，３０％

年人和老年人社区获得性肺炎的重要病原体。２００６

的脑膜炎分离株对第三代头孢菌素（头孢曲松）耐

年全国７城市１２个临床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ｂ ９【，在

药。北京１—６０月龄儿童中，有８７％～９４％的分离菌

５０岁以上的老年肺炎患者中，肺炎链球菌为仅次于

株对红霉素耐药，８０％对四环素和磺胺甲基异。恶唑

分别有９６％和７５％的菌株对红霉素和磺胺甲基异ａ恶

·１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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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１

耐药Ｈ１。Ｚｈｏｕ等Ｈ６１从北京上呼吸道感染患儿中分离

家儿童医院５岁以下肺炎住院患儿的呼吸道分泌物

到１４０株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和阿奇霉素的耐药
率分别达到９６．４％和９７．１％，其中６４．３％（９０／１４０）的

及胸腔积液分离的３３８株肺炎链球菌中，最常见血

菌株为多重耐药株。

６Ｂ（４．７％）和１４（３．６％），ＰＣＶ７、ＰＣＶｌ０和ＰＣＶｌ３的

五、肺炎链球菌血清型分布
肺炎链球菌血清型分布因调查时间、区域和研

清型分别为１９Ｆ（５５．６％）、１９Ａ（３．９％）、２３Ｆ（１０．１％）、
血清型覆盖率分别为７６．３％、７６．９％和９２．３％。

究人群的不同而异哺１。多数血清型被证实可以导致

２０１０年刘春林等ｂ副报道，在全国１５个地区１８
家医院收集的４日龄至８６岁自血液、脑脊液和胸腔

严重疾病口１，但全球各年龄组８０％以上的ＩＰＤ与

积液分离的１４８株肺炎链球菌中，共检出２０个血清

２０～３０种血清型有关陋１。疫苗的广泛使用可能导致
人群中肺炎链球菌血清型分布发生变化Ｈ７，４ ８Ｉ，因此

型／群，主要集中在１９Ａ、１９Ｆ、３、２３Ｆ、５、６、１４和９血
清型／群（共计１０５株，占７０．９％），以１９Ａ（２２．３％）、

需要持续监测及评价。

１９Ｆ（１６．９％）最常见，其次为３群（７．４％）和２３Ｆ

１．儿童的血清型分布：Ｊｏｈｎｓｏｎ等Ｈ明对１９８０—
２００７年文献的系统回顾表明，全球５岁以下儿童约

（６．８％），ＰＣＶ７和ＰＣＶｌ３覆盖率分别为３６．５％和

７０％的ＩＰＤ是由６～１１种血清型所致。导致非侵袭

７６．４％。２０１０年Ｘｕｅ等¨５１报道，从１１个研究中心诊
断为ＩＰＤ的１４岁以下儿童无菌部位分离到１７１株

性疾病的血清型较多，而５岁以下儿童的ＩＰＤ最常见
血清型是１、５、６Ａ、６Ｂ、１４、１９Ｆ和２３Ｆ。其中１、５和１４

ＩＰＤ株，最常见血清型为１９Ｆ（１９．９％）、１４（１９－３％）、

型导致的ＩＰＤ在全球占２８％一４３％，在２０个最贫困

ＰＣＶｌ０和ＰＣＶｌ３的血清型覆盖率分别为６０．３％、

国家中约占３０％；２３Ｆ和１９Ｆ导致的ＩＰＤ在全球占
９％～１８％。在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１８Ｃ型也很常

６６．７％和８７．８％。在该研究的东部和南部城市中，
ＰＣＶ７的血清型覆盖率较高，而北方城市相对较低；

见。７价ＰＣＶ（ＰＣＶ７）包含血清型４、６Ｂ、９Ｖ、１４、

但ＰＣＶｌ３的覆盖率在南北方地区差别不大。

１９Ａ（１８．１％）、６Ｂ（９．４％）和２３Ｆ（６．４％），ＰＣＶ７、

１８Ｃ、１９Ｆ和２３Ｆ；１０价ＰＣＶ（ＰＣｖｌ０）除包含ＰＣＶ７中

六、肺炎链球菌疫苗

的血清型外，新增了１、５、７Ｆ；１３价ＰＣＶ（ＰＣＶｌ３）除

目前我国市售肺炎链球菌疫苗有两种，即ＰＣＶ

包含ＰＣＶｌ０中的血清型外，新增３、６Ａ、１９Ａ。在纳入
各国免疫规划之前，ＰＣＶ７在全球各区域５岁以下儿
童中的血清型覆盖率为４９％～８２％，ＰＣＶｌ０为

和ＰＰＶ。
１．ＰＣＶ：

７０％一８４％，ＰＣＶｌ３为７４％～８８％。

（１）概述：ＰＣＶ是将肺炎链球菌多糖通过化学方
法结合于具有免疫原性的蛋白载体，能更好地增强

２．成年人的血清型分布：在ＰＣＶ７上市前，ＰＰＶ
所包含的２３个血清型覆盖了美国和一些工业化国家

抗体反应并诱导免疫记忆。国际上已上市的ＰＣＶ
有ＰＣＶ７、ＰＣＶｌ０和ＰＣＶｌ３，我国目前上市的是

中约８５％～９０％的成人ＩＰＤ［２］。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英国的

ＰＣＶ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通用名是

监测显示，在ＰＣＶ７上市前，５岁以上的ＩＰＤ病例中，
ＰＰＶ２３的血清型覆盖率为９２％ｂ…。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捷

“七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ＷＨＯ推荐将ＰＣＶ纳入
免疫规划，尤其是那些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超过５０／

克基于实验室的ＩＰＤ监测有相似发现，ＰＰＶ２３的血清

１０００活产婴儿的国家ｎ］。

型覆盖率在各年龄组无明显差别，全人群血清型覆盖
率为８６．１％ｍ１。

３．中国的血清型分布：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中国文献
的系统回顾研究认为陉…，１９Ｆ、１９Ａ和１４是中国５岁
以下肺炎和脑膜炎病例中最常见的血清型，ＰＣＶ７可

（２）免疫学原理：多糖疫苗只含多糖抗原（一种
非Ｔ细胞依赖性抗原），可以刺激成熟的Ｂ淋巴细
胞，但不会刺激Ｔ淋巴细胞，不能产生免疫记忆。２
岁以下婴幼儿免疫功能发育尚不完善，对多糖的免

覆盖５岁以下儿童约７９．５％的血清型。

疫反应很差，所以多糖疫苗不能有效诱导２岁以下
的婴幼儿产生保护性免疫应答阳１。

２００９年姚开虎等Ｈ们报道，从京沪广深４家儿童
医院５岁以下肺炎住院患儿呼吸道分泌物及胸腔积

结合疫苗由常见致病血清型的多糖抗原与载体
蛋白结合后吸附于佐剂。多糖抗原与载体蛋白的结

液分离的肺炎链球菌，１９Ｆ最常见（６０．６％），其次为

合改变了抗原性质，从非Ｔ细胞依赖性抗原（多糖）

１９Ａ（９．７％）、２３Ｆ（９．３％）和６Ｂ（５．４％）。ＰＣＶ７、ＰＣＶｌ０

转换为Ｔ细胞依赖性抗原（多糖蛋白结合物），从而

和ＰＣＶｌ３血清型覆盖率分别为８１．ｏ％、８１．４％和

刺激Ｔ辅助细胞，诱导产生免疫记忆，当与疫苗组分
相同的多糖抗原再次刺激时可产生增强的免疫应

９２．８％。２０１１年该作者再次报道ｂ２。，在京沪广深津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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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ｌ

答。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可对Ｔ细胞依赖性抗原产生

（９５％Ｃｈ

有效的免疫应答，结合疫苗能有效刺激婴幼儿免疫

２４％～８６％）。

系统，产生足够的保护性抗体，并诱导免疫记忆幽＇９】。

在芬兰开展的一项预防中耳炎的有效性研究
中旧３，ＰＣＶ７对所有肺炎链球菌性中耳炎的有效性为

（３）疫苗成分：ＰＣＶｌ３含１３种（１、３、４、５、６Ａ、
６Ｂ、７Ｆ、９Ｖ、１４、１８Ｃ、１９Ａ、１９Ｆ和２３Ｆ），ＰＣＶｌ０含１０

３９％～９７％），ＨⅣ阳性儿童为６５％（９５％ＣＩ：

３４％，对疫苗血清型所致中耳炎的保护性为５７％。

种（１、４、５、６Ｂ、７Ｆ、９Ｖ、１４、１８Ｃ、１９Ｆ和２３Ｆ），ＰＣＶ７合

（７）应用效果：美国实施ＰＣＶ７免疫规划１年

７种（４、６Ｂ、９Ｖ、１４、１８Ｃ、１９Ｆ和２３Ｆ）肺炎链球菌多糖

后，＜１岁儿童中疫苗血清型所致ＩＰＤ的发病率几乎

抗原ｎ’５…。

下降了１００％（９５％ＣＩ：８７．３％～１００％）；３年后，在＜１

我国上市的ＰＣＶ７每０．５ ｍｌ剂量含各型多糖共
１６¨ｇ，６Ｂ型４ ｐｇ，４、９Ｖ、１４、１８Ｃ、１９Ｆ和２３Ｆ型各
２

ｇｇ，ＣＲＭｌ９７载体蛋白２０ ｇｇ，磷酸铝佐剂ｏ．１２５ ｍｇ。

不含防腐剂Ｅ５，９］ｃ

岁儿童及２０～３９岁和＞６０岁人群中观察到的全部
ＩＰＤ（含非疫苗血清型）发病率分别下降了８４％、５２％
和２７％。后续监测发现，实施ＰＣＶ７免疫规划２年
后，５岁以下儿童全部ＩＰＤ发病率下降７５％。分析认

（４）免疫原性：ＰＣＶ在健康婴幼儿中有良好的免

为，可能是接种ＰＣＶ７减少了肺炎链球菌的鼻咽携

疫原性，在各类免疫缺陷患者中也可诱导产生保护
性免疫应答Ｂ，…。２００５年ＷＨＯ建议评价疫苗对ＩＰＤ

带和传播，因而使未接种人群ＩＰＤ的发病率也出现
了下降，即所谓的“间接免疫”或“群体免疫”现象。

有效性的各血清型抗体参照浓度为０．３５

在美国，疫苗预防的ＩＰＤ中约６８％可归功于上述“间

ｍｇ／Ｌｂ“。

国际上，发展中国家多用的６—１０—１４周龄基础免疫
与发达国家多用的２—４—６月龄基础免疫有相似的免
疫原性。在我国上市的ＰＣＶ７的标准免疫程序，基
础免疫为３、４、５月龄各接种ｌ剂，加强免疫为１２—

接效应”［５ ｏ。

Ｇｒｉｊａｌｖａ等ｂ副评估了美国广泛接种ＰＣＶ７对全
因肺炎以及肺炎链球菌性肺炎住院率的影响。结果

１５月龄再接种１剂。我国开展的健康婴儿ＰＣＶ７免
疫原性和安全性临床试验中［５５＇５“，试验组婴儿在３、

显示，自２０００年将ＰＣＶ７纳入免疫规划后，截至２００４
年，２岁以下幼儿肺炎住院率降低了３９％（９５％掰：
２２％～５２０），估计每年使该年龄组肺炎住院的总人

４、５月龄基础免疫后，抗体浓度≥０．３５ ｍｇ／Ｌ的受试

数减少４１ ０００人。与此类似，截至２００４年，２岁以下

者比例介于９２。２％（６Ｂ）至１００％（４、９Ｖ、１４、１８Ｃ）之

幼儿肺炎链球菌性肺炎的住院率下降了６５％，２．４
岁的住院率下降了７３％。

间。１２—１５月龄第４剂加强免疫后，抗体浓度≥
ｍｇ／Ｌ的受试者比例除血清型６Ｂ（９８．３３％）外，
均达到１００％。研究结果提示，ＰＣＶ７在３、４、５月龄
与百白破疫苗分开或同时接种，在我国婴儿中均可
０．３５

及时和全程免疫能够为处在高危时期和高风险
人群带来及时有效的保护。美国一项研究观察了７
月龄内接种２剂或３剂ＰＣＶ７（两组均于１２～１６月龄

诱导良好的免疫应答，１２～１５月龄进行第４剂加强
免疫后，能有效诱导免疫记忆反应。

加强免疫１剂）的下呼吸道感染发病情况汩１，发现７

（５）免疫持久性：婴儿期基础免疫后，ＰＣＶ７针对
疫苗血清型所致ＩＰＤ的保护性至少可持续２。３年，

人数降低７．８‰，门诊就诊人数降低５７％。，且基础免

从有关ＰＣＶ７免疫原性研究资料以及其他结合疫苗

免疫２剂更低。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美国ＰＣＶ７短暂断货

使用的经验来看，保护期可望持续更长的时间ｂ］。
在南非一项针对ＰＣＶ９免疫效果的持续性监测显

期间，２个监测项目评估了不同接种方式下针对疫
苗血清型相关ＩＰＤ的免疫效果旧３，结果显示全程接

示，６．３年后ＰＣＶ９预防疫苗血清型ＩＰＤ的有效性仍

种、７月龄内接种３剂、５月龄内接种２剂、３月龄内接

达到７８％（９５％Ｃｈ ３４％～９２％）…。

种１剂的有效性分别为９０．５％、７６．６％、７０．５％、

月龄内接种３剂与２剂相比，因下呼吸道感染住院的
疫３剂在接种后１年内下呼吸道感染的风险比基础

（６）疫苗效力：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美国在婴幼儿中

３８．８％。虽然条件不允许时接种２剂或３剂也可得到

进行的大规模临床试验结果显示ｂ“，至少接种３剂

一定的保护，但全程接种可得到最多的保护，而接种

ＰＣＶ７的儿童中，预防疫苗血清型ＩＰＤ的有效性为

１剂的保护作用很弱。

９７．４％（９５％ＣＩ：８２．７％一９９．９％）。在发展中国家和

同时也观察到ＰＣＶ７在降低抗生素耐药方面的

ＨＩＶ阳性儿童中也开展了ＰＣＶ针对ＩＰＤ的有效性试
验。南非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发现Ｂ１，ＰＣＶ９在

效果。美国ＰＣＶ７大规模接种后，由耐青霉素菌株
引发的ＩＰＤ在幼儿中的发病率下降了８０％¨１。

ＨＩＶ阴性儿童中对疫苗血清型ＩＰＤ的有效性为８３％

肺炎链球菌是常见的与流感病毒合并感染的病

‘１１０６‘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１月第３３卷第１１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ｏｌ，３３，Ｎｏ．１１

原菌，可导致肺炎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高。同时柱种

苗”（ＰＰＶ２３）。ＰＰＶ２３主要用于成年人和２岁以上高

流感疫苗和ＰＣＶ７可能阻止更多流感合并肺炎链球

危人群的肺炎链球菌性疾病。

菌感染所致的死亡和住院。据报道，南非在使用

（２）疫苗成分：ＰＰＶ２３包含２３种纯化的肺炎链

ＰＣＶ９后，病毒相关肺炎总体发病率下降３１％，其中

球菌多糖抗原哺！，即血清型ｌ、２、３、４、５、６Ｂ、７Ｆ、８、

甲型流感病毒相关性肺炎发病率下降４５％哺１‘６“。对

９Ｎ、９Ｖ、１０Ａ、１ １Ａ、１２Ｆ、１４、１５Ｂ、１７Ｆ、１８Ｃ、１９Ａ、１９Ｆ、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美国１０个州住院病例数据库进行的
模型研究显示，２岁以下儿童中ＰＣＶ７接种率每增加

２０、２２Ｆ、２３Ｆ和３３Ｆ。每剂（０．５ ｍ１）含上述各型多糖

１０％，流感相关性肺炎减少３９％～５０％¨３Ｉ。

２５“ｇ［６’，无佐剂乜］。
（３）免疫原性：肺炎链球菌多糖抗原能诱导血清

（８）经济学评价：根据疫苗直接效果计算，在工
业化国家开展ＰＣＶ７接种（按现行价格），每生命年所

增强调理吞噬，促使白细胞和吞噬细胞杀灭肺炎链

节约的成本是３２

０００美元，如考虑疫苗间

球菌，对肺炎链球菌感染具有特异性保护作用。针

接效果，成本效益可显著提高。２００７年２月开展的一

对荚膜多糖的免疫反应水平与年龄和血清型有关［２ｊ。

项分析认为，如果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覆盖率能达到

总体上老年人针对ＰＰＶ２３的功能性抗体水平低

百白破疫苗的水平，在７２个符合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于年轻人，不同血清型免疫反应水平不同’２１。８０％以

支持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每年可避免２６２ ０００名３～

上的健康年轻人免疫后２～３周血清特异性抗体呈２

２９月龄儿童死亡（占这些国家该年龄段儿童死亡人

倍以上升高。患有酒精肝、慢性阻塞性肺病和胰岛

数的７％），并且每年可获得８３４万伤残调整寿命年。

素抵抗型糖尿病的老年人，抗体反应水平较低；免疫

如果每名儿童都能按照ＷＨＯ建议的程序接种

力受损者对ＰＰＶ２３的免疫反应降低，甚至无反应。

ＰＣＶ７，每年可避免４０７ ０００名儿童死亡【５ Ｊ。新加坡和

由于细菌荚膜多糖诱发的是非Ｔ细胞依赖的抗体反
应，因此ＰＰＶ２３不能诱导免疫记忆反应；且由于２岁

０００～１６６

中国香港的卫生经济学评价研究认为，儿童常规接种
ＰＣＶ７疫苗是具有成本效果的干预措施旧。…。

２０１０年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以深

型特异性ＩｇＧ（以ＩｇＧ２亚型为主）、［ｇＭ和ＩｇＡ抗体，

以下人群免疫系统发育不成熟，ＰＰＶ２３也不能在２岁
以下儿童中诱导足够的免疫反应ｆ２“。关于重复接种

圳地区为试点，运用卫生经济学决策树分析模型估
测，假设ＰＣＶ７纳入免疫规划、８５％的适龄儿童接种
ＰＣＶ７，深圳地区１年可减少１８例ＩＰＤ、５８８７例住院

ＰＰＶ是否可能引起免疫耐受，还需收集更多数据…。

肺炎、２０ ０２０例门诊肺炎和１０ ６６９例中耳炎病例的

发生，避免１６２例患者死亡，减少近４０００万元因肺炎

持较高水平¨：，曾有报道老年人免疫后４～７年抗体
降至基线水平乜１；脾切除或镰状细胞病和肾病综合

链球菌疾病引起的医疗费用开支。研究认为ＰＣＶ７

征患儿抗体水平下降较快，３～５年降至基线６。因

纳入当地免疫规划具有显著的成本效果优势旧１。
（９）安全性：在全球各地开展的临床试验已证实

未建立ＰＰＶ２３的保护性指标，目前对抗体滴度下降

ＰＣＶ７的安全性及耐受性良好（即使艾滋病患儿也是
如此）。美国已有２０００多万儿童接种ＰＣＶ７，上市后

床数据相对有限。

监测未见明显不良事件。ＰＣＶ７接种后，常见的不良

矿工中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表明，ＰＰＶ能够显著降

反应有一过性发热和注射部位轻度肿胀、触痛。后

低试验组ｘ线确诊肺炎的发生率。一些研究认为由

续接种报告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未见增

于缺乏统计学证据№１，不能证实试验组和对照组间

加。ＷＨＯ全球疫苗安全咨询委员会在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实验室确诊的非菌血症性肺炎链球菌肺炎发生率存

对ＰＣＶ７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估，认为有关ＰＣＶ７和其

在差异。此外，ＰＰＶ不能预防儿童普通上呼吸道疾

他ＰＣＶ的安全性的证据令人信服，但仍应对可能出

病（如鼻窦炎或急性中耳炎）拍１。

（４）免疫持久性：ＰＰＶ２３接种后抗体水平升高，
并随着时间延长而降低，健康成人一般５年内能维

的临床意义尚不清楚，且疫苗对ＩＰＤ保护期限的临
（５）疫苗效力：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南非健康年轻

现且未预料的不良反应开展持续监测牡３。在我国婴

（６）应用效果：对ＰＰＶ２３疫苗的效力和效果进行

儿中开展的ＰＣＶ７临床试验［５ ５｜，结果同其他试验相

综合分析发现，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大体一致，在健康

似，疫苗的安全性良好。

年轻人中ＰＰＶ２３对ＩＰＤ和全因肺炎具有保护作用，在

２．ＰＰＶ：

老年人中对ＩＰＤ也有一定程度的保护。在ＨＩＶ成年

（１）概述：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在

感染者中进行的惟一一项ＰＰＶ２３有效性随机对照试

我国上市的ＰＰＶ通用名为“２３价肺炎球菌多糖疫

验发现，接种者全因肺炎发病率高于对照（ＩＰＤ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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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增高无统计学意义）。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并未

疫为１２—１５月龄接种１剂（与上次接种至少间隔２

证实ＰＰＶ２３在高危人群（如有基础疾病的成人和儿

个月）；及时和全程接种能为儿童提供更多保护。②

童，或各年龄段的严重免疫抑制者）中对ＩＰＤ和全因

补充接种程序：对未能按照３、４、５月龄各１剂以及

肺炎的保护效果乜）。

１２～１５月龄加强１剂的标准免疫程序进行接种的儿
童，建议根据其当前年龄、既往ＰＣＶ７接种史，决定

总体而言，在免疫力正常的成人和患有基础疾

病但免疫缺陷不严重的人群，ＰＰＶ２３预防ＩＰＤ的效

后续接种方案拍８驯（表１）。

果为５０％～８０％，而其在免疫力受损或高龄人群中

表１未按标准免疫程序接种ＰＣＶ７的补充接种程序

的效果并没有被证实¨…。

誊墓

Ｐｃ强慧譬史
（剂次）

月龄

（７）经济学评价：高危人群的ＰＰＶ２３成本效益研

８

究几乎都来自工业化国家。由于研究人群、终点指

的初步成本效益分析显示，预防６５岁及以上人群菌
血症，ＰＰＶ具有成本效益并可能节约成本陆１。特定

１剂，与上次接种间隔１个月；
１２～１５月龄时接种第４剂

年龄组（６５岁及以上），ＰＰＶ２３接种相对于其他卫生
干预措施具备成本效益。高危人群ＰＰＶ２３的近期经

１２～２３

研究发现，可能是由于ＰＣＶ的间接保护（群体免
疫），非ＰＣＶ目标人群ＩＰＤ发病率、全因肺炎住院率
也出现下降，因此ＰＣＶ７接种率较高的国家可能需

ｌ～２（７月龄前１

７～１１月龄接种ｌ剂，与上次接种
间隔１个月；１２～１５月龄时接种
第２剂，与上次接种间隔２个月

０

２剂，间隔２个月

ｌ（＜１２月龄１

２剂，问隔２个月

１（１２月龄）

１剂，与上次接种间隔２个月

２～３（＜１２月龄）

ｌ剂，与上次接种间隔２个月

ｌ齐ｉ

任何不完整接种５ ｌ剂，与上次接种间隔２个月
有基础疾病。０或＜３（不完整２剂，第１剂与上次接种间隔２个
儿童“２’７“
接种）
月，２个月后接种第２剂

ＰＰＶ总体上是安全的№１。约３０％～５０％的ＰＰＶ接种

反应；很少见中度金身反应（发热、肌痛）和加重的局

２剂，间隔１个月；１２月龄后接种
第３剂

健康ＪＬ童０

（８）安全性：基于１９７７年上市以来的使用经验，

肌肉注射更常见，第二次接种时局部反应也更为常
见乜１；不当的接种方式如皮内注射会导致严重的局部

Ｏ

２４～５９

要重新进行ＰＰＶ２３的成本效益分析陋１。

者有轻度局部反应（如注射部位疼痛、红斑、肿胀），
通常持续时间不超过４８ ｈ；皮下注射的局部反应比

３剂，间隔】个月；１２，１５月龄时
接种第４剂
２剂，间隔１个月；１２～１５月龄时
接种第４剂

标及其他因素不同，研究结果各异乜３。早期对ＰＰＶ

济学评价较少，除美国的一项研究外，多数是在
ＰＣＶ７纳入婴儿常规免疫前ｎ１。几个工业化国家的

推荐接种程序。
””８””“

３（不完整接手争）

ｌ剂，与上次接种闯隔２个月

注：。１２个月以下儿童２剂间最少间隔４周，１２个月及以上儿童２
剂间至少间隔８周；６不完整接种是指接种过ＰＣＶ７，但不符合标准
免疫程序，也未按照本表内３—６、７一１１和１２—２３月龄推荐接种方
案接种ＰＣＶ７的任何接种方式；‘基础疾病列表参见本指南“三、肺
炎链球菌致病的危险因素”

部反应（局部硬结）；很少发生严重全身不良反应（如

（３）接种部位和方法：接种前应充分摇匀，肌肉

过敏反应）；尚未发现ＰＰＶ接种与神经紊乱如格林一

注射接种。首选部位为婴儿的大腿前外侧区域（股

巴利综合征（Ｇｕｉｌｌｉａｎ．Ｂａｒｒ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有关［６］。

外侧肌）或儿童的上臂三角肌”３。肌肉注射剂量为

七、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建议
目前，肺炎链球菌疫苗在我国为第二类疫苗，接

０．５

ｒｎｌ，注意不要注射到临近的神经和血管中，且不

采用臀部注射。

防接种工作规范》的要求，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

（４）疫苗储存：疫苗应置于冰箱（２℃～８℃）内
贮存，不得冷冻或暴露于冷冻温度（如果疫苗已冷

下，按照“知情同意、自费自愿”的原则，科学告知家长

冻，应丢弃，不再使用），并定期检查产品有效期，超

或受种者后，为自愿受种者及时提供预防接种服务。

过有效期后不允许使用＂“。

种单位应遵照《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和《预

１．ＰＣＶ：

（１）适用人群：由于我国目前只有ＰＣＶ７批准上

（５）禁忌症：对ＰＣＶ７中任何成分过敏，或对白喉

ＰＣＶ７用于３～２３月龄婴幼儿和未接种过ＰＣＶ７的

类毒素过敏者禁用。一些轻微疾病，如上呼吸道感染
伴或不伴低度发热并非接种禁忌症，但如果病情达到
中度及以上者，可选择推迟免疫接种，直到康复后再

２４～５９月龄儿童。

进行接种。其他禁忌应仔细阅读厂家的药品说明书。

（２）接种程序：①标准免疫程序：基础免疫为３、
４、５月龄各接种１剂（每次至少间隔１个月）；加强免

证实可与其他单价或联合疫苗（白喉疫苗、百日咳疫

市，因此本指南只给出ＰＣＶ７的推荐建议。推荐

（６）与其他疫苗的联合接种：在国外，ＰＣＶ７已被

‘１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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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破伤风疫苗或百白破疫苗、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减

致注射部位反应率较低，故作为首选方案。禁止在

毒／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乙肝疫苗、麻疹疫苗、风疹疫

同一容器内－５其他疫苗（如流感疫苗）混合后接种，

苗、腮腺炎疫苗或麻风腮疫苗、水痘疫苗、Ｃ群流脑结

疫苗同时接种应分别选择不同部位陋］。

合疫苗和轮状病毒疫苗）同时接种，经评估同时接种未

（４）疫苗储存：适宜２℃～８℃储存，严防冻结
（如果疫苗已冷冻，应丢弃，不再使用），并定期检查

明显影响各疫苗组分的免疫原性，不良反应也无明显
增高。在我国开展的Ⅲ期临床实验同样证实ＰＣＶ７可

产品有效期，超过有效期后不允许使用＂¨。

与百白破疫苗同时接种。为慎重起见，目前我国建议

（５）禁忌症：对ＰＰＶ２３疫苗中任何成分过敏者

ＰＣＶ７的接种应与其他疫苗前后保持２周间隔时间。
（７）接种注意事项：ＰＣＶ７是一种含有佐剂的混

禁用；如果既往接种ＰＰＶ２３出现超敏反应，则禁止
再次接种乜１；发热、急性感染、慢性病急性发作期，应

悬液，仅供肌肉注射，禁止静脉注射。用前要在疫苗

推迟接种。其他禁忌应仔细阕读厂家的药品说明

容器内用力摇匀（如果摇晃后容器内的疫苗混悬液不

书，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

均匀，则不宜使用）。注意不与其他疫苗／产品放在同

（６）与其他疫苗的联合接种：ＰＰＶ２３可与流感疫

一个注射器中混合。正确固定针头的操作为顺时针
轻旋针筒１／４圈，直到针头固定住即可，不要将针头

苗同时接种，且接种观察到的局部不良反应无增加，
相应疫苗抗体水平也无下降陋江１。

直接推入注射器及过度旋紧。超过有效期后不允许

（７）接种注意事项：妊娠期间应该推迟ＰＰＶ２３的接

使用。其他注意事项应仔细阅读厂家药品说翳书。

种，尤其对于妊娠前３个月的孕妇。超过有效期后不允

（８）接种记录和评估：接种单位对受种者接种
ＰＣＶ７后，应按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扩大国家免

许使用。其他注意事项应仔细阅读厂家药品说明书－’６３。

疫规划相关监测信息报告工作方案》和《全国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的要求，做好接种记录或

ＰＰＶ２３后，应按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缚大国家免疫

（８）接种记录和评估：接种单位对受种者接种
规划相关监测信息报告工作方案》和《全国疑似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的要求，做好接种记录、统计

录入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接种剂次数
报告，开展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监测报告、调查

报告和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监测工作，

诊断和处置等工作。

表２推荐的ＰＰＶ２３接种程序

２．ＰＰＶ：

（１）适用人群：推荐ＰＰＶ２３用
于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和２～５９岁
伴高危因素的人群（推荐接种
ＰＰＶ２３的高危人群参见本指南“三、

健康人群（０，５９岁、

２～１８岁４

（３）接种部位和方法：采用肌

肉或皮下接种。因为肌肉注射所

ｌ剂

无推荐

ＡＣＩＰ（１９９７）。，

功能性／解剖性无脾
和免疫抑制

１剂

＞１０岁：间隔５年后Ａｃｒｅ０９９７）‘‘
接种１荆；≤１０岁：ＣＤＣ（２０１２）＝１。
间隔３年后接种１剂

有慢性基础疾病并接
种过ＰＣＶ

１剂
（与末次ＰＣＶ

无推荐

功能性懈剖性无脾

接种至少间隔＞１０岁：问隔５年后ＡＣＩＰ（１９９＂／）：ｅ·
８Ｎ）
接种１剂；≤ｌＯ岁：ＡＣＩＰ（２０００）”
间隔３年后接种ｌ剂ＣＤＣ（２０１２）。”：
ｉ剂
元推荐
ＡＣＲａ（２０ＩＯ）”

有慢性基础疾病的高

ＣＤＣ（２０１２）‘”

吸烟

１剂（遵从戒烟无推荐
指南１

功麓性解纠性无霹

ｌ剂

１剂（与上次接种闽ＡＣＩｄ（２０１西”
隔５年１

健康人群

ｌ剂（６０岁时）

无推荐

高危人群

ｉ剂（６０岁时｝

无推荐

及免疫抑制
＞／６０岁６

ＡＣＩＰ（２０００）：９：
ＣＤＣ（２０１２）“：

危人群（包括哮喘）

种。综合ＷＨＯ的推荐和各国应

ＰＰＶ２３的推荐程序见表２。

有慢性基础疾病

ＰＣＶ

ｉ９～鹑岁

年龄增加而上升，因此可能需要复

ＰＰＶ２３的复种，也不推荐多次接种
ＰＰＶ２３，只推荐特定高危人群的复
种。不同年龄、健康状况人群

数据来源
一

及免疫抑制并接种过

而成人肺炎链球菌感染发病率随

用实践考虑陋·”１，不推荐常规进行

复种程序
无推荐

ＣＤＣ（２０１２）。１。

对于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和２～５９
岁伴高危因素的人群，基础接种为
苗一样，ＰＰＶ２３不产生长久保护，

基础程序
无推荐

高危人群

肺炎链球菌致病的危险因素”）。
（２）接种程序：①基础接种：

１剂。②再次接种：像其他多糖疫

群

人

ＡＣＩＰ（２０１０）“ｏ

ＡＣＩＰ（２０１０）”

ＣＤＣ（２０１２）。１１。
ＡＣ／Ｐ（２０ｔＯｌ岫
ＣＤＣ（２０１２）。“

６０岁前因任何危险因
素接种过ＰＰＶ２３

一

１剂（６０岁时ｙ

ＡＣＩＰ（２０１０）”

ＡＣＩＰ（１９９７）。６：

注：４ ２～５岁免疫功能低下的儿童（免疫抑制治疗、遗传缺陷、ＨＩＶ感染或其他原因）。推

荐先接种ＰＣＶ，不推荐单独接种ＰＰＶ２３；６≥６０岁接种ＰＰＶ２３者，只需接种１剂ＰＰＶ２３ｍ；‘与
上次接种间隔时间未满５年者应推迟至满５年后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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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链球菌是导致我国儿童和老年人发病、死

亡的重要病原体。疫苗是预防肺炎链球菌性疾病的
重要措施。本指南谨面向基层预防保健和接种工作
人员提供疫苗使用建议和相关证据，以推动我国肺
炎链球菌疫苗的个体应用。全国性的免疫规划应考

清型的吻合程度、疫苗的供应情况及其成本效益等

因素；因此我国的免疫策略仍需要更多、更深入和系
统的研究予以支持。根据肺炎链球菌性疾病的国内
外研究进展，本指南今后亦将定期更新，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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