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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乙型肝炎（乙肝，HepB）
是全球公共卫生的一个重要

问题。全世界约 30％的人口，
即 18亿人有感染乙肝病毒的
血清学证据。其中约 3 亿 5
千万是慢性感染，每年至少

有 50万慢性患者死于肝癌和
肝硬化。在已知的人类致癌

因子中，乙肝病毒仅次于烟

草占第二位。 
 
 安全有效预防乙肝病毒

感染的疫苗已问世近 20年。
无论是在暴露于乙肝病毒前

或暴露后短时间内，接种疫

苗都可以有效预防乙肝感

染。至少有 85－90％的与乙
肝相关的死亡是可以通过疫

苗来预防的。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所有

国家应把乙肝疫苗纳入常规

免疫规划。本文为国家作出

引入乙肝疫苗的决策, 特别
是那些希望为此而得到疫苗

基金会支持的国家所关心的

一些问题, 提供所需要的信
息梗概。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接种乙肝疫苗的基本

目的是预防导致慢性肝脏疾

患的乙肝病毒感染。通过预

防慢性乙肝感染，可以减少

病毒携带者的数量，从而减

少新感染。 
 
免疫策略免疫策略免疫策略免疫策略 
 常规免疫。将新生儿乙

肝免疫接种纳入国家免疫规

划应是每个国家的优先重

点。其它免疫策略则应根据

本国乙肝病毒传播的流行病

学特点来确定： 
! 预防母婴传播预防母婴传播预防母婴传播预防母婴传播  为了预

防乙肝病毒通过母亲

传播给新生儿，第一剂

乙肝疫苗应在出生后

尽快接种（最好在 24
小时内）。在那些母婴

传播占慢性乙肝感染

比例高的国家（如东南

亚国家），应采取出生

后立即接种的策略。通

常最可行的是对在医

院出生的儿童立即接

种乙肝疫苗。对那些在 

家出生的儿童，也应努

力做到在分娩后尽快

接种。在那些母婴传播

占慢性感染比例较低

的国家（如非洲），最

重要的是使新生儿

DTP和 HepB疫苗的全
程接种率达到高水平。

在这些国家，对疾病负

担、成本效益和可行性

进行评估后，也可以考

虑采用出生后立即接

种的策略。 
! 大年龄人群初始强化免大年龄人群初始强化免大年龄人群初始强化免大年龄人群初始强化免

疫（疫（疫（疫（Catch-up）））） （注意：
疫苗基金会不资助购

买这类强化免疫所需

的疫苗。）在那些慢性

感染流行程度高的国

家（HBsAg 患病率≥8
％），通常不主张开展

初始强化免疫。这是由

于大多数慢性感染发

生在 5岁以下儿童，所
以通过新生儿常规免

疫接种就可以迅速减

少乙肝病毒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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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慢性感染流行程度较低

的国家，较高比例的慢性感染

发生在年龄较大的儿童、青少

年和成年，因此可以考虑对这

些人群开展 HepB 疫苗普种，

即初始强化免疫。 

 

疫苗剂型疫苗剂型疫苗剂型疫苗剂型 
HepB 疫苗有只预防乙肝

病毒感染的单价型疫苗和同时

预防其它疾病的联合疫苗。 

! 新生儿出生时接种必须使

用单价型 HepB疫苗。 

! 联合疫苗不用于新生儿出

生时接种（出生接种），因

为DTP和Hib疫苗不适合

在此时接种。 

! 单价型和联合疫苗都可以

在出生接种以后的免疫程

序中使用。联合疫苗可以

在其包含的各疫苗的免疫

程序所规定的任何时间使

用。 

 

免疫程序免疫程序免疫程序免疫程序 
HepB 疫苗的免疫程序是

很灵活的，可以有多种选择，

因此很容易将其加入现有的国

家免疫程序，而无需增加额外

的接种次数。 

 

从免疫程序看，通常最容

易的的方法是把 HepB 疫苗接

种和 DTP接种结合起来（方案

一）。这一方案可以预防造成高

流行国家乙肝疾病负担主要原

因的儿童早期感染，并且也预

防以后生活中的感染。但是该

免疫程序不能预防母婴传播，

因为儿童出生时没有给予接

种。有两种免疫程序可用于预

防乙肝病毒的母婴传播：采用

单价型疫苗 3针接种程序，第

一针在出生时接种，第二和第

三针接种和 DTP 第一和第三

针接种时间相对应（方案二）；

或者采用 4针免疫程序，第一

针使用单价型在出生时接种，

其余三针使用联合疫苗，如

DPT-HepB疫苗（方案三）。方

案二的花费比较低，但是由于

其第二次来接种时（10周时）

使用的疫苗与第一次（6周时）

和第三次（14周）使用的疫苗

不一致，使接种者工作不太方

便。就 4针免疫程序（方案三）

而言，接种工作相对容易，但

是疫苗费用较高，另外疫苗供

应问题可能使其不太可行。 

 

接种方法接种方法接种方法接种方法 
HepB疫苗采用肌肉注射。

婴儿可以在大腿前外侧接种，

大一点年龄的儿童可以在三角

肌接种。Hib 疫苗可以安全地

与其它疫苗同时接种，如：

DTP，Hib、麻疹、OPV、BCG

和黄热病疫苗。如果 HepB 疫

苗与另一种注射疫苗在同一天

使用，最好在不同的肢体注射。 

 

注射器材注射器材注射器材注射器材 
乙肝疫苗的注射器材与其

它计划免疫疫苗的注射用具是

同样的（除卡介苗外）。 

! 建议使用 0.5ml 自毁式注

射器（AD）。 

! 在仍使用消毒注射器的地

方，使用 0.5ml 消毒注射

器。 

! 在既无自毁式注射器，又

无消毒注射器的地方，可

选用一次性注射器（1.0ml 

或 2.0ml），但只可使用一只可使用一只可使用一只可使用一

次次次次，使用后应给予安全处

理。 

! 注射针头建议采用 25mm、 
   

                 乙肝疫苗加入儿童免疫程序的选择方案乙肝疫苗加入儿童免疫程序的选择方案乙肝疫苗加入儿童免疫程序的选择方案乙肝疫苗加入儿童免疫程序的选择方案 
乙肝疫苗乙肝疫苗乙肝疫苗乙肝疫苗  

无出生接种无出生接种无出生接种无出生接种 有出生接种有出生接种有出生接种有出生接种 
年龄年龄年龄年龄 接种次数接种次数接种次数接种次数 其它疫苗其它疫苗其它疫苗其它疫苗 方案一方案一方案一方案一 方案二方案二方案二方案二 方案三方案三方案三方案三 

出生时 0 BCG  [OPV0]1    HepB-birth2 HepB-birth2 
6周 1 OPV1 DTP1 Hib1 HepB13 HepB22 DTP-HepB14 
10周 2 OPV2 DTP2 Hib2 HepB23  DTP-HepB24 
14周 3 OPV3 DTP3 Hib3 HepB33 HepB32 DTP-HepB34 
9－12个月 4  Measles  Yellow fever   
1 只在脊灰高流行国家应用  
2 单价乙肝疫苗 
3 单价或联合疫苗 
4 联合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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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或 23号针头。 
 
剂量剂量剂量剂量 

标准的儿童接种剂量为

0.5ml。 
 
疫苗采购疫苗采购疫苗采购疫苗采购 

在大多数国家，疫苗基金

会资助的 HepB 疫苗都通过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采购。疫苗用

量依据出生人口数、DTP疫苗
的接种率以及免疫程序推荐的

接种剂次进行估算。估算时应

包括疫苗损耗和储备的数量。 
 
包装包装包装包装 

HepB 疫苗有液体单人份
和多人份玻璃瓶装，还有单人

份 预 充 注 射 型 包 装 （ 如

UnijectTM）。 
 
储存和运输储存和运输储存和运输储存和运输 
儿童基金会所提供的

HepB 疫苗的储存体积（玻璃
瓶加包装盒）如表所示。 
 
与之比较，其它计划免疫

疫苗（BCG、DPT、麻疹、OPV
和 TT）的总储存体积大约为每
人份 11.0cm3 。  
 
冷链有关问题冷链有关问题冷链有关问题冷链有关问题 

HepB 疫苗储存温度与

DTP 一样为 2℃~8℃。HepB

疫苗严禁冷冻，否则疫苗将失

效。 
 
将 HepB 疫苗纳入国家免

疫规划要求对各级冷链进行评

估： 
! 首先要保证具备足够的冷

藏容积 
! 有切实的政策和工作程序

以保证 HepB 疫苗不被冷
冻。 
 

减少疫苗损耗减少疫苗损耗减少疫苗损耗减少疫苗损耗 
由于 HepB 疫苗较其它传

统计划免疫疫苗贵，监测疫苗

损耗情况和建立实施减少疫苗

损耗的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 对疫苗采购和分发进行周

密计划； 
! 实施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多人份疫苗政策。 
! 合理使用单人份和多人份

装疫苗； 
! 认真维护冷链系统； 
! 注意疫苗的安全储存、运

输和使用； 
! 减少出现“错过免疫机会”

（利用所有医疗卫生服务

机会，提供免疫接种）。 
 
安全注射安全注射安全注射安全注射 
通过疫苗基金会采购的

HepB 疫苗同时都配备了自毁
式注射器（AD）和安全盒。各

级管理人员负责确保任何时候

所需要的接种器材都能充足供

应，做到每次注射使用一个消

毒过的注射器。同时还要注意

正确使用和处理用于回收注射

器材的安全盒。 
 
修订免疫接种表格和有关修订免疫接种表格和有关修订免疫接种表格和有关修订免疫接种表格和有关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将 HepB 疫苗纳入国家免

疫规划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修

订培训教材和信息宣传资料、

预防接种卡以及用于监督和评

价免疫服务的报表。 
 
培训培训培训培训 
培训基层卫生保健工作者

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们具体

负责 HepB 疫苗的接种工作，
同时他们又是家长和其他公众

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 
 
宣传和交流宣传和交流宣传和交流宣传和交流 

为了使新疫苗得到广泛

支持和承诺，开展宣传和信息

交流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的主要对象是决策者/舆论导
向者，卫生工作人员和公众（包

括家长）。 
 
评价乙肝疾病负担所需要评价乙肝疾病负担所需要评价乙肝疾病负担所需要评价乙肝疾病负担所需要

的信息的信息的信息的信息 
一般每个国家都有评价乙 
 

 
 

 每人份包装体积每人份包装体积每人份包装体积每人份包装体积 cm3 
疫苗疫苗疫苗疫苗 单人份包装单人份包装单人份包装单人份包装 2人份包装人份包装人份包装人份包装 6人份包装人份包装人份包装人份包装 10人份包装人份包装人份包装人份包装 

单价型乙肝疫苗   9.7-14.9   4.8   3.2   3.0 
预 充 注 射 型 乙 肝 疫 苗

（UnijectTM） 
  24.6   －   －   － 

HepB＋DTP一起包装   －   －   －   8.2 
DTP-HepB联合疫苗   －   －   －   3.0 
DTP-HepB联合疫苗＋Hib   －   9.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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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疾病负担所需要的血清学

资料，或者使用乙肝流行程

度相似的临近国家资料。所

以一般不需要再开展血清学

调查。 
 
单价型疫苗和联合疫苗单价型疫苗和联合疫苗单价型疫苗和联合疫苗单价型疫苗和联合疫苗

哪种最合适哪种最合适哪种最合适哪种最合适 
 HepB 疫苗免疫纳入国
家免疫规划后，选择何种类

型疫苗应考虑的问题包括：

加入现有免疫程序的灵活

性，对冷链承受能力的影响，

每次接种时的注射次数，疫

苗的安全储存、运输和使用，

对当地疫苗生产的影响以及

费用。使用联合疫苗（如

DTP- HepB疫苗）可能有某
些优点，包括： 
! 减少每次接种时的注射

次数（从而减少了针头

和注射器的用量）； 
! 减少冷链储存和运输过

程中所需的空间。 
 
为何引入为何引入为何引入为何引入 HepB疫苗能加疫苗能加疫苗能加疫苗能加

强国家免疫服务强国家免疫服务强国家免疫服务强国家免疫服务 
HepB 疫苗纳入免疫规

划是加强现有常规免疫服务

的一个契机。需要特别加以

关注的问题有疫苗储备管

理、减少疫苗损耗、安全注

射和接种率监测。 
 
HepB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疫苗纳入免疫规划

的经费预算的经费预算的经费预算的经费预算 
与引入 HepB 疫苗有关

的资金和费用应纳入免疫规

划年度经费预算。额外费用

要考虑冷链设备和开展公众

宣传教育所需的经费投入。

经常性费用包括：疫苗、自

毁式注射器、培训、废弃物

的安全处理以及免疫效果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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