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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学龄前儿童乙肝疫苗免疫应答状况ꎬ为探索儿童乙肝疫苗无 / 低应答的再免策略提供依据ꎮ 方

法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在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儿保门诊体检的 ７ 岁以下儿童 ２ ８１２ 名ꎬ依据乙型肝炎病毒表面

抗体(抗－ＨＢｓ)的定量检测结果ꎬ将儿童乙肝疫苗免疫应答情况分为无应答组、低应答组、高应答组 ３ 组ꎬ对乙肝疫苗免疫

应答状况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果　 ７ 岁以下儿童乙肝疫苗免疫无应答率为 ２４.２％ꎻ随年龄增加ꎬ无应答率逐渐上升、低应答

率和高应答率逐渐下降ꎬ除>１~ ２ 岁组及>６~ ７ 岁组与相邻的上一年龄段无应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０.１０ꎬ
０.０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其余各组与相邻上一年龄组无应答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在 １ ~ ３ 岁间ꎬ抗－ＨＢｓ 浓度

下降幅度最大ꎬ中位数从 １ 岁时 ９２５.３ ｍＩＵ / ｍＬ 下降至 ３ 岁时的 ６３.１ ｍＩＵ / ｍＬꎮ 男童无 / 低应答率分别为 ２３.３％ꎬ３６.１％ꎬ女
童无 / 低应答率分别为 ２５.４％ꎬ３６.５％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在儿童乙肝疫苗免疫 ２ 年后ꎬ抗体效价随

年龄的增加而下降ꎬ无应答率也逐年上升ꎬ导致感染风险增加ꎮ 建议以 ２ 年为周期对儿童进行抗体检测ꎬ及时做好强化

免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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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感染是慢性肝炎、肝硬化和

肝细胞癌的主要原因之一ꎬ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

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ꎮ 疫苗接种是最有效和最安全

的方法ꎬ３ 剂乙型肝炎疫苗的保护作用已得到确认ꎮ

有研究表明ꎬ大多数个体在婴儿期初次接种疫苗甚至

１０ ~ １５ 年后ꎬ即使暴露于 ＨＢＶ 也会引起强烈的记忆性

反应[１] ꎬ但仍有少数疫苗接种失败ꎮ 笔者对厦门市妇

幼保健院儿童保科健康体检的 ７ 岁以下儿童的 ＨＢＶ
表面抗体 (抗－ＨＢｓ) 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ꎬ探讨

学龄前儿童乙肝疫苗应答状况ꎬ以期建立更有效的儿

童乙肝预防与控制策略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从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实验室信息系统

(ＬＩＳ)中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在该院儿保

５４８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第 ３９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１２



门诊体检并检测乙肝两对半的 ７ 岁以内儿童ꎮ 共收集

２ ８１２ 例ꎬ其中男童 １ ６０７ 名ꎬ女童 １ ２０５ 名ꎻ年龄 ２ 月

~７ 岁ꎬ其中 ６ 月龄内幼儿 ２３ 名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与检测　 被检儿童采集静脉血 ３.０ ~
５.０ ｍＬ 于真空干燥管内ꎬ分离血清ꎬ使用美国 Ａｂｂｏｔｔ
公司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Ｈｉ２０００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乙

肝两对半(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ꎬ检验过程严

格按仪器和试剂说明书进行ꎮ
１.２.２　 免疫应答标准判定　 依据抗－ＨＢｓ 水平ꎬ将儿

童分为 ３ 个应答组ꎬＨＢＶ 血清标志物均为阴性且抗－
ＨＢｓ<１０.０ ｍＩＵ / ｍＬ 为无应答ꎬ < １０. ０ ~ < １００ ｍＩＵ / ｍＬ
为低应答ꎬ≥１００.０ ｍＩＵ / ｍＬ 为高应答[２] ꎮ 由于试剂最

高检测限为 １ ０００ ｍＩＵ / ｍＬꎬ为便于统计分析ꎬ对抗－
ＨＢｓ 水平>１ ０００ ｍＩＵ / ｍＬ 的给予赋值 １ ０００ ｍＩＵ / ｍＬꎮ
１.３　 统计分析 　 研究中所有数据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

进行分析ꎮ 经 Ｓｈａｐｉｒｏ￣Ｗｉｌｋ 检验ꎬ乙肝抗－ＨＢｓ 浓度呈

偏态分布ꎬ以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表示(Ｍ / ＱＲ)ꎬ计数

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比(％) 描述ꎮ 不同性别儿童抗

体浓度比较采用独立样本非参数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

验ꎬ年龄组间浓度比较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ꎬ组
内应答率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乙肝表面抗体水平 　 男、女童抗体水平分别为

５５.１(２９８.５)ꎬ５０.２９(２５９.２) ｍＩＵ / ｍＬꎬ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Ｚ ＝ －０.３４ꎬＰ ＝ ０.１８)ꎮ ６ 月龄后儿童抗体浓度中位

数为 ５２.４ ｍＩＵ / ｍＬꎬ其中大于 ６ 月龄至 １ 岁组儿童抗

体浓度最高ꎬ中位数为 ９２５.３ ｍＩＵ / ｍＬꎬ与大于 １ 岁的

各年龄组相比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Ｈ ＝ ７６６. １７ꎬＰ <
０.０５)ꎮ >０ ~ ０.５ꎬ>０.５ ~ １ꎬ>１ ~ ２ꎬ>２ ~ ３ꎬ>３ ~ ４ꎬ>４ ~ ５ꎬ
>５ ~ ６ꎬ > ６ ~ ７ 岁组学生乙肝抗体水平分别为 ７９. ３
(２０７.４)ꎬ９２５.３(６７９.５)ꎬ２４４.８(５６４.０)ꎬ６３.１(１５０.３)ꎬ
３５.４( １０１. ５)ꎬ２７. ０ ( ９４. ５)ꎬ１２. ６ ( ５３. ６)ꎬ１３. ９ ( ６２. ６)
ｍＩＵ / ｍＬꎮ
２.２　 不同年龄段儿童乙肝疫苗免疫应答状况 　 １ 岁

较 ６ 月龄前儿童无应答率由 ２１.７％降至 ３.３％ꎬ１ 岁以

后ꎬ疫苗免疫无应答率逐年升高ꎬ至 ７ 岁时无应答率已

达 ４５.４％ꎮ 无应答率升高的同时ꎬ各年龄组高应答率

也从 １ 岁时的 ８９.８％降至 ７ 岁时的 １９.７％ꎮ 对各相邻

年龄组间无应答率进行 χ２ 检验ꎬ除>１ ~ ２ 岁组及>６ ~ ７
岁组与上一年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ꎬ其余与相邻上一年龄组之间无应答率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不同性别儿童乙肝疫苗免疫应答状况　 ２ ８１２ 例

学龄前儿童中ꎬ乙肝疫苗免疫无应答率为 ２４.２％(６８０

名)ꎬ男童无应答率为 ２３. ３％ ( ３７４ / １ ６０７)ꎬ女童为

２５.４％(３０６ / １ ２０５)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６９ꎬＰ ＝
０.１９)ꎮ 从 １ ~ ７ 岁ꎬ女童组无应答率呈直线上升趋势ꎮ
男、女童无应答率在 ７ 岁组最高ꎬ分别达到 ４１.７％和

４９.５％ꎬ无应答率性别间差异最大的为 ７ 岁组ꎬ其次是

５ 岁组ꎬ２ 组女童无应答率均高于男童ꎬ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图 １ꎮ

表 １　 不同年龄学龄前儿童乙肝疫苗免疫应答状况构成比较

年龄组 / 岁 人数 无应答 低应答 高应答 χ２ 值 Ｐ 值

>０~ ０.５ ２３ ５(２１.７) ７(３０.４) １１(４７.８) －
>０.５~ １ ３０５ １０(３.３) ２１(６.９) ２７４(８９.８) １６７.００ ０.００
>１~ ２ ４０３ １５(３.７) １０８(２６.８) ２８０(６９.５) ０.１０ ０.７５
>２~ ３ ４７３ ７１(１５.１) ２２６(４７.８) １７６(３７.２) ３１.３２ ０.００
>３~ ４ ４２６ １０５(２４.６) ２０６(４８.４) １１５(２７.０) １３.２２ ０.００
>４~ ５ ３９８ １２２(３０.７) １７６(４４.２) １００(２５.１) ３.７２ ０.０５
>５~ ６ ３９４ １７５(４４.４) １４０(３５.５) ７９(２０.１) １６.００ ０.００
>６~ ７ ３９０ １７７(４５.４) １３６(３４.９) ７７(１９.７) ０.０７ ０.７９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χ２ 值、Ｐ 值均为与上一年龄组无应答率

比较ꎮ

图 １　 不同性别儿童各年龄段乙肝疫苗免疫无应答率比较

３　 讨论

通过近 ３０ 年新生儿乙肝疫苗免疫策略的不断完

善和实施ꎬ我国乙肝的防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ꎮ 但新

生儿 ＨＢＶ 疫苗免疫后仍有 １０％ ~ ２０％发生无反应或

反应不良ꎬ５％尽管接种疫苗仍可感染 ＨＢＶ[３] ꎮ 目前

对乙肝疫苗是否需要加强以及如何加强尚无共

识[４－５] ꎮ 乙肝疫苗对免疫的长期效果和免疫应答状况

等尚待进一步研究探讨ꎮ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ꎬ儿童乙肝疫苗免疫完成后ꎬ６

月龄内和 ６ 月龄~１ 岁组相比ꎬ抗－ＨＢｓ 中位数由 ７９.３
ｍＩＵ / ｍＬ 升高至 ９２５.３ ｍＩＵ / ｍＬ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
６ 月龄组与>６ 月龄 ~ １ 岁组比较无应答率显著下降ꎬ
且在免疫后第 １ 年ꎬ即≤１ 岁组儿童高应答率达到最

高ꎬ为 ８９.８％ꎮ 结果表明在疫苗免疫后第 １ 年ꎬ保护性

抗体浓度和应答率均达高峰ꎮ ２ 岁组无应答率为

３.７％ꎬ至 ３ 岁无应答率呈现大幅升高至 １５.１％ꎬ在 １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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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间ꎬ抗－ＨＢｓ 浓度下降幅度最大ꎬ中位数从 １ 岁时的

９２５.３ ｍＩＵ / ｍＬ 下降至 ３ 岁时的 ６３.１ ｍＩＵ / ｍＬꎬ此后 ３ ~
７ 岁间维持在与 ３ 岁时相近的浓度水平ꎮ 曾有研究表

明ꎬ抗体阳性率在第 １ 次免疫后 ７ 个月达到高峰ꎬ阳性

率大于 ９０％ꎬ此后开始下降并在 ３６ 个月后保持稳

定[６] ꎬ本研究结果与之相似ꎮ 免疫无应答率随时间推

移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ꎬ无应答率从疫苗免疫后第 １
年的 ３.３％上升至第 ６ 年的 ４５.４％ꎬ低应答率亦从６.９％
上升至 ３４.９％ꎮ 与叶小霞等[７]研究发现的“抗 ＨＢＳ 阳

性率随年龄逐渐下降ꎬ３ 岁组下降最明显”相一致ꎮ
鉴于乙肝疫苗接种的覆盖率和免疫效果存在显

著的区域差异ꎬ本文结合以往报道的其他地区的结果

进行分析比较[７－９] ꎮ 厦门地区儿童抗－ＨＢｓ 阳性率相

对较高ꎬ可能与疫苗、接种、机体、遗传等因素相关[１０] ꎬ
也可能与本地区婴幼儿喂养条件、生活习惯、人体质

量指数、周边环境等因素有关ꎬ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

探索ꎮ 亦有研究表明母亲产前宫内感染乙肝易导致

新生儿免疫接种失败[１１] ꎬ对 ６ 月龄内婴儿补充钙质可

能有助于加强婴儿的免疫接种效果[１２] ꎮ 但本文的研

究存在一定局限性ꎬ本次研究没有收集完成初次疫苗

接种后的免疫应答数据ꎬ因此无法确定加强免疫之后

的儿童数及目前的检测结果与初次免疫过程之后的

免疫应答反应相关性ꎮ
本研究发现ꎬ各年龄组男女童无应答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ꎮ 性别对各年龄段儿童乙肝疫苗免疫应答

率和抗－ＨＢｓ 浓度水平无影响ꎬ与张爱平等[１３] 及陈华

等[１４]的研究结果相符ꎮ 而林小碧等[９] 研究结果显示

在乙肝疫苗接种后不同年龄段抗－ＨＢｓ 阳性率中存在

性别差异ꎬ１ 岁组男童低于女童ꎬ３ ~ ４ 岁组男童高于女

童ꎮ 性别对乙肝疫苗免疫后抗体浓度与应答率的影

响在不同的研究中存在差异ꎬ有待深入研究ꎮ
学龄前儿童在 ３ 岁以后乙肝疫苗无应答率逐年升

高ꎬ使得这些儿童存在较高的乙型肝炎病毒感染风

险ꎮ 疫苗失败可能是由于免疫系统不成熟所致ꎮ 乙

肝疫苗无应答的影响因素及人群个体差异ꎬ能否通过

改变接种疫苗剂量ꎬ增加免疫频次或者延长免疫周

期[１５] ꎬ甚至更换乙肝疫苗品种或开展个体化免疫接种

等方式ꎬ有效提高免疫接种的应答效果ꎬ仍有待于深

入调查研究ꎮ Ｌｕ 等[１６]研究表明ꎬ对 ５ ~ １５ 岁免疫无应

答(抗－ＨＢｓ <１０ ｍＩＵ / ｍＬ)儿童实施加强免疫接种后ꎬ
加强免疫应答与预加强效价水平相关ꎬ预抗－ＨＢＶ 抗

体水平越接近无应答临界值ꎬ加强免疫应答越显著ꎬ
可能与良好的免疫记忆有关ꎬ也意味着尽早对无应答

的儿童加强免疫具有更好的保护效果ꎮ 目前学龄前

儿童开展加强免疫还未普及ꎬ国家现有计划免疫政策

也未将儿童加强免疫纳入基本的免疫规划中ꎮ 因此ꎬ

建议每 ２ 年对儿童进行抗体检测ꎬ对抗－ＨＢｓ 滴度低

于 １０ ｍＩＵ / ｍＬ 的儿童ꎬ应及时并尽早做好免疫强化ꎬ
在日常的医疗工作中ꎬ也应对家长强化儿童乙肝疫苗

补种的意识ꎬ以便及时补种ꎬ降低乙肝感染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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