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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国产流行性感冒病毒裂解疫苗安全性及
免疫效果观察
张佩如祝小平周良君刘友全凡娅陈果
Ｉ摘要】

陈志

刘颜孙宏英

吴建林

目的评价国产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效果。方法

选择６岁一、１６岁～和＞６０岁３个年龄段人群共６０６名，每个年龄段人群按数字表法随机分入试验
组（共２１３名）、对照组ｌ（共１９５名）和对照组２（共１９８名），分别接种国产流感疫醇和２种进口流感

疫苗，比较三组人群接种后副反应发牛率、抗体阳转率、保护率及几何平均滴度（ＧＭＴ）增长倍数的差
异。率的比较采用ｘ２检验，几何平均滴度（ＧＭＴ）增长倍数采用方差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结果

试验组、对照组１、对照组２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３．７６％（８／２１３）、４．１０％（８／１９５）和

３．５４％（７／１９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ｏ．８７，Ｐ＝ｏ．９３）。３个组ＨｌＮｌ、Ｈ３Ｎ２和Ｂ（亚）型血凝抑制
（ＨＩ）抗体总阳转率分别为８９．２％（１９０／２１３）、６３．４％（１３５／２１３）、８６．４％（１８４／２１３），８８．７％（１７３／
１９５）、６１．５％（１２０／１９５）、８７．２％（１７０／１９５），８７．９％（１７４／１９８）、６１．６％（１２２／１９８）、８４．８％（１６８／１９８），

各（亚）型抗体总阳转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毛ＮＩ＝ｏ．９４，ＰＨｌＮＩ＝ｏ．６３；ｘ２ｍＨ２＝０．９４，ＰｍＮ２＝ｏ．６３；ｘ２Ｂ＝
０．７５，Ｐｓ＝０．６９）；３个组Ｈ１Ｎ１、Ｈ３Ｎ２及Ｂ型ＨＩ抗体平均增长倍数分别为１０．７、７．３、８．４倍，１０．５、
６．３、８．３倍，１０。２、７．１、８．８倍，各（皿）型Ｈｌ抗体ＧＭＴ增长倍数差异尤统计学意义（Ｆ吣。＝０．３５，
ＰＨｌＮＩ＝０．７０；Ｆｍ№＝２．２２，Ｐｍ№＝０．１１；凡＝１．５ｌ，Ｐｓ＝０．３５）；３个组ＨｌＮＩ、Ｈ３Ｎ２及Ｂ型ＨＩ抗体保
护率分别为１００％（２１３／２１３）、７０．Ｏ％（１４９／２１３）、９５．３％（２０３／２１３），１００％（１９５／１９５）、６６．７％（１３０／
１９５）、９７．９％（１９１／１９５），９９．５％（１９７／１９８）、６６．２％（１３１／１９８）、９６．５％（１９１／１９８），各（亚）型抗体保护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ＨｌＮｌ＝２．０４，ＰＨｌＮＩ＝０．３６；ｘ２ｍＮ２＝０．７４，Ｐｍ№＝０．６９；编＝０．４２，ＰＢ＝０．８２）。
结论

国产裂解流感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免疫效果，可用于群体性接种。

【关键词】流感疫苗；安全；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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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

在疫苗免疫前和免疫后２８ ｄ分别采集受试者静

大规模流行最经济有效的方法。５·１２汶川大地震

脉血３．０ ＩＩｌｌ于促凝管中，及时分离血清并于一２０℃

后，为预防灾区冬季流感流行，四川省卫生厅组织极

以下无菌保存。以ｌ：１０血清为最低稀释度，采用微

重灾县３一１５岁儿童、６０岁以上老人及医护人员群

量血凝抑制（ＨＩ）试验检测流感病毒各型Ｈｌ抗体滴

体性接种，其中绵阳市共接种４５．５５万份。此次接

度。免疫前ＨＩ抗体＜１：１０者则免疫后应≥１：４０或免

种使用的流感疫苗为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研制生

疫前ｍ抗体≥１：１０者则免疫后４倍增长者皆为阳

产，为了解该疫苗的安全性及免疫原性，于２００８年

转，计算阳转率（ＨＩ抗体＜ｌ：１０者按１：５计算），且以

１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３月进行了观察研究。

ＨＩ抗体≥ｌ：４０为保护水平阳性界值。
三、统计学分析

对象与方法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０软件录入数据，率的比较采用Ｘ２检

一、研究对象和疫苗选择

验，几何平均滴度（ＧＭＴ）增长倍数采用方差分析，

选择绵阳市盐亭县为研究现场，以受试者（或

所有数据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１软件进行统计分析，Ｐ＜

其监护人）知情同意，自愿参加为原则。受试者为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岁以上常住健康人群，近期无流感病毒感染史、无

结

流感疫苗接种史及其接种禁忌证者。共６０６名人

果

选，其中６岁一（儿童）、１６岁一（成人）和＞６０岁

一、临床安全性

（老年）分别人选１６１名、３２１名和７４名。每个年龄

６０６名观察对象接种疫苗后均未出现即时反

段人群按数字表法随机分入试验组（共２１３名）、对

应。随访观察试验组共有８例（３．７６％）发生副反

照组ｌ（共１９５名）和对照组２（共１９８名）。试验组

应，其中３例出现发热（其中轻度反应２例，中度反

接种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生产的流感病毒裂解疫

应ｌ例）、３例出现局部红肿（直径均小于２．５ ｃｍ）、

苗（批号２００８０７１１）；对照组１接种法国安万特·巴

２例出现局部疼痛；对照组ｌ共有８例（４．１０％）发

斯德公司深圳安万特·巴斯德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

生副反应，其中５例出现发热（其中轻度反应４例，

产的流感疫苗（批号２００８０８２３）；对照组２接种美国

中度反应ｌ例）、ｌ例出现局部红肿（直径小于２．５

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流感疫苗（批号

ｅｒａ）、２名出现局部疼痛。对照组２共有７例

ＸＦＬＵＡ４０６Ａ１）。以上３种疫苗均根据世界卫生组

（３．５４％）发生副反应，其中３例出现发热（均为轻

织（ＷＨＯ）推荐的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流行株生产并经中

反应）、３例出现局部红肿（直径均小于２．５ ｃｍ）、

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检定合格。

１例出现局部疼痛。除发热反应外，未观察到其他

二、免疫学方法和结果判定

全身反应，见表ｌ。所有副反应均未作特殊处理，于

每位研究对象于上臂三角肌附着处肌肉接种疫

７２

苗０．５ ｍｌ，于接种后３０ ｍｉｎ内观察即时反应，并于

ｈ内自行消退。试验组和对照组接种副反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０．８７，Ｐ＝０．９３）。

接种后６、２４、４８及７２ ｈ电话随访所有观察对象副

二、免疫效果

反应发生情况，对出现的疑似副反应，由接种医生上

１．ＨＩ抗体阳转率比较：试验组的Ｈ１ＮＩ、Ｈ３Ｎ２

门进行接种部位观察，包括疼痛、红晕、浸润、肿胀、

和Ｂ（亚）型ＨＩ抗体总阳转率分别为８９．２％、

硬结等，同时进行体温测量和问诊，了解有无畏寒、

６３．４％、８６．４％，对照组１的ＨｌＮＩ、Ｈ３Ｎ２和Ｂ（亚）

肌痛、头痛、消化道症状、皮疹等其他反应出现。安

型ＨＩ抗体总阳转率分别为８８．７％、６１．５％、

全性判定标准按１９９７年版《预防接种手册》…的判

８７．２％，对照组２的Ｈｌ Ｎ１、Ｈ３Ｎ２和Ｂ（亚）型ＨＩ抗

断标准分类。

体总阳转率分别为８７．９％、６１．６％、８４．８％，三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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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各组流感疫苗接种后安全性观察

（亚）型抗体总阳转率无统计学差异（ｘ２ⅢＮＩ＿０．９４，

型抗体阳转率无统计学差异（ｘ２ｍＮ。＝２．９２，ＰｍＮ。＝

ＰＨｌＮｌ＝０．６３；Ｘ２ｍ№＝０．９４，Ｐ．３ｍ＝０．６３；Ｘ２Ｂ＝０．７５，

０．２３；Ｘ２ｍ№＝１．８３，尸ｍＮ２＝０．４０；Ｘ２Ｂ＝３．３２，ＰＢ

Ｐ。＝０．６９）。不同年龄段３个亚型ＨＩ抗体阳转率

０．１９）（表２）。

２

比较：６岁一（儿童）年龄段中，试验组的ＨｌＮｌ、

２．ＨＩ抗体ＧＭＴ增长倍数的比较：三种流感疫

Ｈ３Ｎ２和Ｂ（亚）型ＨＩ抗体总阳转率分别为８３．９％、

苗接种后，不同年龄组３个（亚）型ＨＩ抗体ＧＭＴ均

５９．７％、９１．９％，对照组ｌ的ＨｌＮｌ、Ｈ３Ｎ２和Ｂ（亚）

出现大幅度增长，但ＧＭＴ增长倍数不尽相同。试验

型ＨＩ抗体总阳转率分别为８７．９％、７７．６％、

组３个年龄段Ｈｌ Ｎ１、Ｈ３Ｎ２及Ｂ型ＨＩ抗体增长倍

８７．９％，对照组２的Ｈ１ Ｎ１、Ｈ３Ｎ２和Ｂ（亚）型ＨＩ抗

数为９．９—１４．２、６．３—８．８、８．０—８．８倍，平均增长

体总阳转率分别为８３．６％、７２．１％、９６．７％，各（亚）

倍数为１０．７、７．３、８．４倍。对照组１的３个年龄段

型抗体阳转率无统计学差异（ｘ２Ｈ堋＝３．５２，ＰⅢＮ，＝

Ｈ１

０．１７；Ｘ２ｍ№＝５．９，Ｐｎ３ｍ＝０．０６；Ｘ２Ｂ＝４．４６，ＰＢ＝

１４．８、５．２—９．０、７．６—９．７倍，平均增长倍数为

０．１１）；１６岁～（成人）年龄段中，试验组的Ｈ１Ｎ１、

１０．５、６．３、８．３倍。对照组２的３个年龄段Ｈ１ＮＩ、

Ｎ１、Ｈ３Ｎ２及Ｂ型ＨＩ抗体增长倍数为７．１—

Ｈ３Ｎ２和Ｂ（亚）型Ｈｌ抗体总阳转率分别为９０．５％、

Ｈ３Ｎ２及Ｂ型ＨＩ抗体增长倍数为８．９一１３．１、５．１—

６７．２％、８２．８％，对照组１的ＨｌＮｌ、Ｈ３Ｎ２和Ｂ（亚）

７．７、７．６一１０．８倍，平均增长倍数为１０．２、７．１、８．８

型ＨＩ抗体总阳转率分别为８７．７％、５３．５％、

倍。经统计学（方差分析）检验，试验组和两对照组

８５．１％，对照组２的Ｈｌ Ｎ１、Ｈ３Ｎ２和Ｂ（亚）型ＨＩ抗

间各（亚）型ＨＩ抗体ＧＭＴ增长倍数差异无统计学意

体总阳转率分别为９１．５％、６１．３％、８０．２％，各（亚）

义（ＦＨｌＮｌ＝０．３５，ＰＨｌＮｌ＝０．７０；Ｆｍｍ＝２．２２，Ｐｎ３ｒａ＝

型抗体阳转率无统计学差异（ｘ２Ｈ洲＝０．５４，ＰＨ堋＝

０．１ｌ；ＦＢ＝１．５１，ＰＢ＝０．３５）（表３）。

０．７６；Ｘ２ｍ№＝４．７８，Ｐｍｓ２＝０．０９；Ｘ２Ｂ＝０．０９，ＰＢ＝

３．ＨＩ抗体达保护性水平（≥ｌ：４０）情况的比较：

０．９６）；＞６０岁（老年）年龄段中，试验组的ＨｌＮｌ、

（１）观察人群接种前后ＨＩ抗体滴度达保护水平情

Ｈ３Ｎ２和Ｂ（亚）型ＨＩ抗体总阳转率分别为９７．１％、

况的比较：观察人群流感ＨｌＮＩ、Ｈ３Ｎ２和Ｂ型ＨＩ抗

５７．１％、８８．６％，对照组１的Ｈｌ Ｎ１、Ｈ３Ｎ２和Ｂ（亚）

体滴度达保护水平者，试验组免疫前分别为５２．１％

型ＨＩ抗体总阳转率分别为９５．７％、６０．９％、

（１１１／２１３）、５．２％（１１／２１３）和３３．８％（７２／２１３），免

９５．７％，对照组２的Ｈｌ Ｎ１、Ｈ３Ｎ２和Ｂ（亚）型ＨＩ抗

疫后分别为１００％（２１３／２１３）、７０．０％（１４９／２１３）、

体总阳转率分别为８３．９％、４１．９％、７６．９％，各（亚）

９５．３％（２０３／２１３）；对照组１免疫前分别为６２．６％

表２不同年龄段各组流感疫苗免疫后Ｈ１抗体阳转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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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不同年龄段各组流感疫苗免疫前后ＨＩ抗体ＧＭＴ增长倍数比较

（１２２／１９５）、４．６％（９／１９５）和３３．３％（６５／１９５），免

疫苗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疫后分别为１００％（１９５／１９５）、６６．７％（１３０／１９５）、

按照欧盟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网ＩＡ）制定的流

９７．９％（１９１／１９５）；对照组２免疫前分别为６１．６％

感疫苗的质量标准№］，１８—６０岁或＾免疫后ｍ抗体阳

（１２２／１９８）、５．６％（１１／１９８）和３３．８％（６７／１９８），免

转率应＞４０％，ＨＩ抗体滴度达到保护水平（Ｉ＞１：４０）应

疫后分别为９９．５％（１９７／１９８）、６６．２％（１３１／１９８）、

高于７０％，ＨＩ抗体ＧＭＴ增高应大于２．５倍；对６０岁以

９６．５％（１９１／１９８）。经统计学分析，观察人群在接

上老年人免疫后ＨＩ抗体阳转率应高于３０％，Ｈ１抗体

种相应疫苗前抗体滴度达保护水平者的比例差异无

滴度达到保护水平（≥ｌ：４０）应高于６０％，抗体ＧＭＴ增

统计学意义（ｘ２ＨｌＮＩ＝５．１７，ＰＨｌＮｌ＝０．０８；ｘ２ｍＮ２＝

长倍数应高于２ ０。此次观察的国产流感裂解疫苗接

０．２１，ＰｍＮ２＝０．９；ｘ２Ｂ＝０．０１，ＰＢ＝１．００）；观察人群

种后ＨｌＮｌ、Ｈ３Ｎ２、Ｂ型抗体阳转率分别为阻２％、

在接种相应疫苗后抗体滴度达保护水平者的比例差

６３．４％、骶４％。ＧＭＴ平均增长倍数分别为１ ｏ．７、７．３、

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ＨｌＮｌ＝２．０４，ＰＨｌＮｌ＝０．３６；ｘ２ｍ№＝

８．４倍，保护率分别为１００．０％、薇０％、９５．３％，三项指

Ｏ．７４，ＰｍＮ２＝０．６９；ｘ２Ｂ＝Ｏ．４２，ＰＢ＝０．８２）。（２）易感

标与２种同类进口疫苗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均

人群（免疫前ＨＩ抗体＜１：４０者）接种后ＨＩ抗体滴

超过欧盟和美国质量标准，提示该疫苗具有较好的免

度达保护水平情况的比较：易感人群接种相应流感

疫原性。

疫苗后ＨｌＮｌ、Ｈ３Ｎ２和Ｂ型ＨＩ抗体滴度达保护水

上述结果表明，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生产的

平者，在试验组分别占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２）、８８．６％

流感疫苗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免疫效果，可用于地

（１７９／２０２）、９７．９％（１３８／１４１），在对照组１分别占

震灾区群体性接种。

１００％（７３／７３）、９０．３％（１６８／１８６）、９７．７％（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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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消退，无严重异常反应和耦合反应发生，提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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