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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乙型肝炎母婴阻断实施效果评价
丁峥嵘康文玉

目的

【摘要】

陆林沈立萍赵智娴黄国斐

熊庆李凯孔毅

了解云南省现阶段住院分娩新生儿乙型肝炎（乙肝）母婴阻断的效果。方法

在全省范围内筛查２０１１年１—６月住院分娩ＨＢｓＡｇ阳性孕产妇，并对其婴儿实施母婴阻断措施，
于免疫后７～１２月龄时采集婴儿静脉血２ ｍｌ检测ＨＢＶ血清学５项指标并统计分析。结果调查

对象共计２ ７６５人，平均母婴阻断成功率为９５．８８％；乙肝疫苗（ＨｅｐＢ）２４ ｈ内首针及时接种率为
９７．０３％，全程接种率为９２．３０％；乙肝免疫球蛋白（ＨＢＩＧ）接种率为６８．９７％，ＨＢＩＧ及时接种率为
９４．４９％，联合免疫率为６０．９４％。主、被动联合免疫（及时接种ＨｅｐＢ和ＨＢＩＧ）阻断成功率（９７．１６％）
显著高于单纯用ＨｅｐＢ阻断的成功率（９３．０１％）；无论是否联合免疫，ＨＢｓＡｇ及ＨＢｅＡｇ双阳性母亲
所生婴儿的阻断成功率显著低于ＨＢｓＡｇ单阳性母亲。结论ＨｅｐＢ和ＨＢＩＧ联合免疫阻断母婴传
播效果优于非联合免疫，对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

阳性母亲所生婴儿实施规范联合免疫更为关键。

【关键词】乙型肝炎疫苗；母婴阻断；联合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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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传播是ＨＢＶ主要传播途径之一…。目前
云南省对ＨＢＶ母婴阻断主要策略是对新生儿采用
Ｄ０ｌ：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２
作者单位：６５００２２昆明，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丁峥嵘、康文玉、
陆林、赵智娴、黄国斐、熊庆、李凯、孑Ｌ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
毒病预防控制所（沈立萍）

乙型肝炎（乙肝）疫苗（ＨｅｐＢ）和乙肝免疫球蛋白
（ＨＢＩＧ）联合免疫。为评价阻断效果，本研究对云
南省住院分娩ＨＢｓＡｇ阳性孕产妇所生婴儿乙肝感
染现状进行调查。
对象与方法

丁峥嵘、康文玉同为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陆林，Ｅｍａｉｌ：ｌｕｌｉｎ．０７＠１６３．ｃｏｍ

１．调查对象：在全省１６个州（市）１２９个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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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范围内筛查出２０１１年ｌ一６月住院分娩ＨＢｓＡｇ

表ｌ婴儿不同接种情况与乙肝母婴阻断效果

阳性孕产妇及其婴儿。

２．调查方法：对调查的孕产妇所生婴儿实施
ＨｅｐＢ（１０ ｇｇ）和ＨＢＩＧ（１００ ＩＵ）联合免疫，ＨｅｐＢ按

照０、１、６月龄免疫程序，于免疫后７。１２月龄时采
集婴儿静脉血２ ｍｌ，分离血清后，一２０℃冻存待检。
同时对产妇做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孕母乙肝感
染状况、婴儿出生时基本情况及ＨｅｐＢ和ＨＢＩＧ接种
情况。
３．检测方法及结果判定：统一采用ＥＬＩＳＡ检测
ＨＢＶ血清学５项指标。检测ＨＢｓＡｇ试剂购自雅培公
司（批号为Ｌ４５８１ １０）；抗一ＨＢｓ、ＨＢｅＡｇ、抗一ＨＢｅ购自
厦门英科新创公司（批号分别为２０１１０１６２０２、

单纯ＨｅｐＢ（即未接种ＨＢＩＧ）乙肝母婴阻断的婴儿为

１０１６４０１）；抗一ＨＢｃ购自上海科华生

８５８人，阻断成功率为９３．０１％（７９８／８５８）。ＨｅｐＢ及时

物工程公司（批号为２０１１０６０１１）。所有实验操作严

接种者与未及时接种者的阻断成功率分别为

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检测结果以婴）ＬＨＢｓＡｇ阴

９３．３２％和８５．７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尸＞０．０５）、全

性且ＨＢｓＡｂ阳性判定为乙肝母婴阻断成功，ＨＢｓＡｇ
阳性判定为乙肝母婴阻断失败。

程接种者与非全程接种者阻断成功率的差异也无统

４．统计学分析：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２软件建立数据库，

者所生婴儿的乙肝阻断成功率为８６．８９％，显著低于

录入数据库后采用Ｅｘｃｅｌ软件逻辑检查核对，使用

ＨＢｓＡｇ阳性而ＨＢｅＡｇ阴性母亲所生婴儿的乙肝阻
断成功率（９８．６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２＝４３．７６，

２０１ １０１６３０３、２０１

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样本率的分析用Ｚ

检验，其中理论格子数＜５的用Ｆｉｓｈｅｒ检验。

Ｐ＝０．００），见表２。
表２采用单纯ＨｅｐＢ免疫的乙肝母婴阻断效果

果

结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母亲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双阳性

１．基本情况：共采集婴儿血标本２ ７６５份并完成
问卷调查。其中母亲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双阳性占
４１．２７％（１
（１

６２４／２

７６５），单独ＨＢｓＡｇ阳性占５８．７３％
７６５）。婴儿ＨｅｐＢ接种率为１００％，２４ ｈ内
１４１／２

接种及时率为９８．０５％（２
率为９２．３０％（２
（１
ｌ

９０７／２

５５２／２

７１１／２

７６５），３针剂全程接种

７６５）；ＨＢＩＧ接种率为６８．９７％

７６５），２４ ｈ内接种及时率为９４．４９％（１

８０２／

９０７）。实施联合免疫规范率（即２４ ｈ内及时接种

ＨｅｐＢ和ＨＢＩＧ且全程接种３针剂ＨｅｐＢ人数／调查人
数）为６０．９４％（１

７６５）。

（３）ＨｅｐＢ和ＨＢＩＧ联合免疫的乙肝母婴阻断效

２．母婴阻断效果分析：婴儿ＨＢｓＡｇ阳性率为

果：实施ＨｅｐＢ和ＨＢＩＧ联合免疫的婴儿共ｌ ９０７人，
阻断成功率为９７．１７％（１ ８５３／１ ９０７）。ＨｅｐＢ及时接

４．１２％（１１４／２ ７６５），ＨＢｓＡｇ阴性且ＨＢｓＡｂ阳性占９５．８８％

种者与未及时接种者乙肝阻断成功率的差异无统计

６８５／２

７６５），即乙肝母婴阻断成功率为９５．８８％。

学意义（尸＞ｏ．０５），全程接种者与非全程接种者乙肝

（１）婴幼儿不同接种情况与乙肝母婴阻断成功

阻断成功率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ＨＢＩＧ

率的比较：结果表明２４ｈ内及时接种ＨｅｐＢ者的阻断
成功率（９６．０２％）显著高于不及时接种者（８８．８９％），

及时接种者与未及时接种者乙肝阻断成功率的差异

（２

６５１／２

接种ＨＢＩＧ者的阻断成功率（９７．１７％）显著高于不接
种者（９３．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
表１。
（２）单纯ＨｅｐＢ进行乙肝母婴阻断的效果：采用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母亲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双
阳性者所生婴儿的乙肝阻断成功率为９３．９６％（６８５／
７２９），显著低于ＨＢｓＡｇ阳性而ＨＢｅＡｇ阴性母亲所生
婴儿的乙肝阻断成功率（９９．１５％，１ １６８／１ １７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ｆ＝４２．１６，Ｐ＝０．００），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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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婴儿联合免疫与乙肝母婴阻断效果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２

异。本次调查单纯采用ＨｅｐＢ进行乙肝母婴阻断成
功率为９３．０１％，联合免疫乙肝阻断成功率则达到
９７．１６％。本次调查按婴ＪＬＨｅｐＢ接种及时率和ＨＢＩＧ
接种的差异分成５组不同免疫程序，其乙肝阻断效果
也不一致，其中规范联合免疫组（２４ ｈ内及时同时接
种ＨｅｐＢ和ＨＢＩＧ）的乙肝母婴阻断成功率明显高于
２４

ｈ内及时接种ＨｅｐＢ但未接种ＨＢＩＧ组和不及时接

种ＨｅｐＢ且未接种ＨＢＩＧ组，联合免疫阻断效果优于
非联合免疫，充分说明规范联合免疫的重要性。
及时接种ＨｅｐＢ是降低乙肝母婴传播风险的关
键措施之一［３１，既往研究发现ＨｅｐＢ未及时接种人群
（４）不同免疫程序组间乙肝母婴阻断效果比较：
调查对象按乙肝母婴阻断接种情况分为ＨｅｐＢ和
ＨＢＩＧ联合免疫组和单纯ＨｅｐＢ免疫组，联合免疫组
乙肝阻断成功率为９７．１７％（１ ８５３／１ ９０７），单纯ＨｅｐＢ
免疫组乙肝阻断成功率为９３．０１％（７９８／８５８），差异有

的ＨＢｓＡｇ水平显著高于及时接种入群¨１，与本次调
查结果一致。但将调查对象分为联合免疫组和非联
合免疫组后，两组内ＨｅｐＢ及时接种与未及时接种乙
肝阻断成功率的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可能是由于
分组后未及时接种组样本量较少而无法发现其中的
差异所致。

本次调查发现无论是联合免疫还是非联合免

统计学意义（＃＝２４．８８，Ｐ＝Ｏ．００）。根据不同接种程
序再分为Ａ组（２４ ｈ内及时接种ＨｅｐＢ和ＨＢＩＧ）、Ｂ

疫，母亲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双阳性者所生婴儿的阻断

组（２４ ｈ内及时接种ＨｅｐＢ，但不及时接种ＨＢＩＧ）、Ｃ

成功率均显著低于ＨＢｓＡｇ阳性而ＨＢｅＡｇ阴性母亲

组（２４ ｈ内及时接种ＨＢＩＧ，但不及时接种ＨｅｐＢ）、Ｄ

所生婴儿，可认为影响母婴阻断效果的主要因素是

组（２４ ｈ内及时接种ＨｅｐＢ，但未接种ＨＢＩＧ）和Ｅ组

母亲ＨＢＶ感染状态，对母亲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双阳性
者所生婴儿的实施规范联合免疫是提高阻断成功率

（未接种ＨＢＩＧ，接种ＨｅｐＢ但不及时）５个组进行比
较。结果各组间母婴乙肝阻断成功率的差异有统计

的关键。

学意义（）（２＝３１．５８，Ｐ＝０．００），进一步进行组间两两

因此，对ＨＢＶ感染的母亲所生婴儿实施规范的

比较，发现在Ｃ【＝Ｏ．００７的检验水准上，Ａ—Ｄ组（Ｐ＝
０．０００）和Ａ—Ｅ组（Ｐ＝０．００４）间成功率差异有统计学

ＨｅｐＢ和ＨＢＩＧ联合免疫是最有效的阻断途径ｂ１。云
南省现阶段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仍有较大的改善空

意义，Ａ组成功率显著高于Ｄ组和Ｅ组（表４）。

间，尤其是ＨＢＩＧ的接种率较低，从而联合免疫规范

表４不同接种程序与母婴乙肝阻断成功率间的关系

率也较低，直接影响到乙肝母婴阻断的效果，因此提
高ＨＢＩＧ的接种率将对改善云南省乙肝母婴阻断实
施现状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１］Ｚｈａｏ

Ｊ，Ｓｈａｎ ＦＸ，Ｌｉｕ Ｇ．Ｓｔｕｄ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ｃｈｉｌ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Ｊ］Ｍｏｄ Ｐｒｅｖ Ｍｅｄ，２０１１，３８（１５）：２９５４—２９５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捷，单芙香，刘刚．新生儿乙肝母婴阻断免疫策略及相关因素
研究［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１，３８（１５）：２９５４—２９５５．
［２］Ｌａｉ ＣＬ，Ｒａｔｚｉｕ Ｖ，Ｙｕｅｎ ＭＦ，ｅｔ ａ１．Ｖｉｒａｌ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Ｊ］Ｌａｎｃｅｔ，
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讨

论

乙肝母婴传播主要发生在围产期，新生儿感染
ＨＢＶ后，９０％可形成慢性感染状态，并在成年后易发
展成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陋１。阻断ＨＢＶ母婴传
播可减少慢性ＨＢＶ感染的发生，降低乙肝相关性疾
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云南省已普遍开展
乙肝母婴阻断，ＨｅｐＢ免疫覆盖率高，但各地及时接
种率、全程接种率及ＨＢＩＧ接种情况仍存在较大差

２００３．３６２（９４０１）：２０８９—２０９４．

１３ｊ
１４ Ｊ

ＷＨＯ．Ｈｅｐａｔ ｉｔｉｓ Ｂ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Ｊ］．ＷＥＲ，２００４，７９（２８）：２５５—２６３．
Ｓｈｅｎ

ＬＰ，Ｚｈａｎｇ

Ｙ，Ｗａｎｇ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ｅｔ ａ１．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ａｎ

ＨＢＶ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ｉｒ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

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Ｊ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Ｉｎｆｅｃｔ，

２０１１，１３９：１１５９—１１６５，

［５］Ｌｉ Ｊ，Ｚｈｕａｎｇ

Ｈ．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ＨＢＶ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

吵，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ｈｅｒ－ｔｏ－ｉｎｆａｎｔ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Ｊ］．Ｃｈｉｎ Ｊ Ｖｉｒａｌ Ｄｉｓ，２０１２，２（１）：１—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杰，庄辉．进一步提高乙型肝炎疫苗阻断母婴传播的效果［Ｊ］．
中国病毒病杂志，２０１２，２（１）：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２０）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