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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研究人体接种流行性出血热(Ei-lF)灭括疫苗总量为三毫升时，比较观察分三伏接 

种和分二次接种的反应及免疫效果．试验分三组进行．第一组根据常规方法 O、7、28天免疫三针 ．每 

针1毫升j第二组O、28天免疫二针，每针1．5毫升；第三组 O、28天免疫二针，第一针 2毫升，第二 

针 1毫升。结果三组均未发生全身或局部的不良反应．末针 15—30天 ，采血测定E}IF中和抗体．阳 

转率分别为 87．1 、79．4 和76．6 经统计处理三组无明显差别。) ．， ， ，，，l 

关键词 E} 灭活痰苗 ：堡塑-中_'韧免·免疫程序·中和试验 孝 I生-／0i 、J’天 ． 。 。 
。 

多次试验证明，EFIF单价野鼠型灭活疫苗对人群免疫三针，每次 l毫升，中和抗体阳转率 

可达 90％左右 ．但接种二针(共 2m1)仅 40—50 。考虑到流行性出血热疫区面广，三针的 

免疫程序给接种工作带来许多不便，影响全程接种的完成．本文试图把原每人全程接种 3毫升 

的剂量，分成二次接种 ，以观察其副反应和免疫效果． 

材料和方法 

I 疫苗 以El-IF野鼠型浙lO为毒种。在长爪沙鼠肾原代细胞培养，经B_丙内脂灭括而成。本试验用上海生物 

制品研究所生产的91—32批苗，经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检定符合“临睐观察用的EHF试验性灭活疫苗的 

基车要求”的规定叫．免疫四只家免的中和抗体三强为 i 0，一只为l：20 

2 接种对象 杭州某卫校—年级三个班的学生，年龄 16--19岁，免疫前经血清学测定．EHF抗体均为阴性． 

3 分组 试验在甲、乙、丙三个班级进行，每人班为一组．每 ．̂登记建卡。 

4 接种剂量和程序 甲班依原方法即0、7、28天三针．每针 l毫升}乙班 O、28天=针每针 1．5毫升}丙班 0、 

船天二针，第—针2毫升．第二针 1毫升。 

5 接种途径 上臂三角肌处肌肉注射。 

6 接种日期 1992年3月l8日～4月15日。 

·本文于 1993年 9月29日收到，1993年5月7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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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局部和全身反应观察 免疫前和免疫后24小时，48小时铡体温一次，同时观察全身和局部反应·依厢卡片 

逐—登记． 

8 采血 免疫前和末次接种后 15至30天每人静脉采血 5毫升，分离血清·一3O℃保存，用于￡HF抗体测定。 

9 中和抗体测定 采用细胞病变中和试验( 肿 )，根据文 m的方法，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测定． 

1 接种情况 分组和接种情况如表 l。 

结 果 

哀 l 试验分组和接种情况 

Tab 1 o-Il1irIe imm 血 血m in g~'oupl舶d j吼‘呻 

2 局部和全身反应 局部反应：仅发现甲组有=名在第二针接种后局部有 2—3cm直径的红 

晕 ，2—3天后消退 ，未发现注射局部肿痛，淋巴结肿大等炎症反应。 

全身反应 ：免疫三组中除乙组一名在末针接种后 48小时测得体温为38+I℃末针免疫前 

37℃，免疫后 24小时37．5℃，(有感冒症状)外．余均正常 ，未发现过敏，不适和其他免疫不良 

反应，也未发生困接种影响正常的学习。 

3 中和抗体测定 表 2为三组全程接种后测得的中和抗体阳转情况，其中三针组的阳转率略 

高于二针组，但经统计处理三组无显著差 0。 

表2 流行性出血赫灭活疫苗三针组与二针组中和抗体阳转率的比较 

1 k E船斟 ivc=om10arBon of|WO jc‘蚰∞。and~aree inj~ ior=with 3叫 i呻div埘od EHF v日∞ 。 

-EHF抗体≥l—J0 EHF丑Ⅱt ≥】I 10 

讨 论 

我国流行性出血热发病率高，流行面广，叉主要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要完成全程接种 

三针(共 3毫升)大很的困难，试验证明接种二针效果不理想。本文把三针的 3毫升量分二次接 

种，取得较好的结果 ，中和抗体阳转率虽比三针组略低，但有较大的提高 ，经统计处理二者无 

明显差别(如试验数量扩大时可能有差别)。因此，在大面积接种时，为了减少工作量 ，提高全 

程接种率，采用本文的减针(二针)不减量(三毫升)的方法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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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情况下，增加疫苗的接种剂量，会引起局部或全身反应的加重 ，本文设计把此疫苗的 
一 次接种量由l毫升改成 1_5—2．0毫升．也曾担心反应大，接种者不易接受。为此，先在少效 

志愿者身上墩2毫升的接种试验．经观察无反应后．慢慢扩大，直到接种 50余人均无明显副反 

应后，才大胆地在学生中进行本研究的二针与三针的比较试验。结果无论是在2毫升组或 1．5 

毫升组的二针全程接种后 ．均未发生不良的反应，接种时又无难以忍受疼痛的感觉，加量接种 

至 2毫升后反应仍很轻。分析原因可能与灭活剂有关 ，本疫苗是用 日一丙内脂灭活，它既不破 

坏 EHF病毒的血凝紊抗原[·]。又无刺激性 ，困为它遇水后即水解成无刺激的羟基丙酸(Hydm 

cylic acid)，4℃时的半衰期为2d小时[5]。因而设想目前我国使用有强刺激性的福尔马林灭活疫 

苗，为减轻反应 ，可否考虑改用p一丙内脂灭活，如目前国外所有的狂犬疫苗均用 日～丙内脂灭 

活．可能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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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Comparison of Two Injections and Three Injections 

with 3rid Inactivated El-IF Vaccine in Volunteers 

Zhu Zhiyoag Tang Hanymg Li Yanjin We,ng Jms~ng Lu Qtmying Li minghong 

(TAej==g 从  ， 310009) 

Yu Yong．~n Liu wengxua 

(Nationalast／tarefor如 Co．re／ Pkr~naomtica／and 如 Prodnaa．＆ F 100050) 

Zeng Rongfang Shu Haoqi 

This paper described'雠 munizad∞ effect and response of cwo andthreeinjectionswith 3mlinacti 

vated EHF vaCCine in volunteers．Th experiment was derided into three 0u ．Group 1．In,*ted 

three times o[1 day 0，7 and 28(1 ml onCe)；Group 2．Injected twi~~ on day 0 and 28(1-5ml onCe)； 

Group 3．Injected twice on day 0 and 28(2rm first，lml secon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jde effect 

was not found locally an d generally in three gr0ups，and the neutralization antibody positive rate was 

87．1 ，79．4％aad 76．7 respectively，which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tatistically· 

Key words Inactivated EHF vaccine，Human Immunization，Primary immunization， 

Immunizatio1"1 procedure*，Neutraliza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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