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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摘要】

采用

评估老年高剂量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Ａ＋Ｂ套苗）的免疫原性。方法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以小鼠为动物模型进行免疫原性试
血凝

验，测定各组抗血凝素抗体滴度，比较高剂量Ａ＋Ｂ套苗与其他组疫苗的免疫原性差别。结果

抑制试验结果表明，高剂量单次免疫组对四型抗原的血凝抑制滴度均高于标准剂量单次免疫组；高
剂量Ａ＋Ｂ套苗的研究中，除高剂量先Ｂ苗后Ａ苗组中抗Ａ３的血凝素抗体滴度未显著增加外，其他
各组高剂量两次免疫组血凝素抗体滴度均显著高于标准剂量两次免疫组（Ｐ＜０．００１）。同时发现，不
论高剂量还是标准剂量的Ａ＋Ｂ套苗组中，先Ｂ苗后Ａ苗组中抗Ａ型的血凝素抗体滴度明显高于先
Ａ苗后Ｂ苗组；先Ａ苗后Ｂ苗组中，抗Ｂ型的血凝素抗体滴度明显高于先Ｂ苗后Ａ苗组。在高剂量
Ａ＋Ｂ套苗两次免疫时间的间隔对抗血凝素抗体产生的影响试验中，７ ｄ与１０ ｄ免疫间隔的免疫效果
优于３ ｄ。结论高剂量四价老年流感疫苗（Ａ＋Ｂ套苗）分两次注射、免疫间隔７～１０ ｄ的方式免疫

效果最好，在流感季节可根据Ａ型和Ｂ型流感病毒流行监测结果，选择或改变先Ａ苗后Ｂ苗或先Ｂ
苗后Ａ苗使用程序，以增加对人群的保护。是预防老年流感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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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流感高发地区‘１－２］，自１９５７年以来中国

于两地Ⅲ１。流感和并发性肺炎在成人（ｉ＞４０岁）死

大陆和香港发生了几次流感大流行，其病毒株也源

亡的主要原因中排名第四…。流感在老年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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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引起高致病率和高病死率，随着年龄增长，尤其

Ｂ１（Ｂ／Ｖｉｃｔｏｒｉａ）和Ｂ２（Ｂ／Ｙａｍａｇａｔａ）流感病毒标准

７０岁以上，除了由急性流感和继发性细菌性肺炎造

抗原参考品、标准抗体参考品均来源于ＮＩＢＳＣ；霍乱

成的死亡外，流感还可增加缺血性心脏病、脑血管疾

滤液购自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氯化钠等常规试剂均为

病、糖尿病人群的住院率和死亡率。８１。由于老年人

国产或进口分析纯产品；三用电热恒温水箱购自天

免疫力低下，现有的流感疫苗对老年人的保护不力，

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型号为ＳＨＨＷ２１－４２０；纯

疫苗效力低于青壮年（分别为６８．６％和７４％）旧ｏ。

水仪Ｍｉｌｌｉ－Ｑ低热原型购自法国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公司，型号

疫苗免疫效力可能只有健康成人的６０％并且效力

为Ａ１０；漩涡震荡仪购自１ＫＡ公司，型号为Ｖ２Ｓ０２５；

随着年龄增加及免疫力衰退的加剧而下降－ｓ Ｊ。由

台式低速离心机购自湖南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

于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老年人口（＞８

公司，型号为Ｌ５００；数控超声波清洗器购自昆山市

０００

万），今后随老年人口继续增加，流感流行将造成更

超声仪器有限公司，型号为ＫＱ５２００ＤＥ。

大的健康危害和社会经济负担。１…。

１．２免疫原性试验

目前世界上只有高剂量的三价疫苗和加佐剂标

１．２．１

实验动物：ＳＰＦ级ＫＭ小鼠，１８～２２ ｇ，购自

准剂量疫苗应用于≥６５岁老年人群’１…，它们缺乏

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随机分组，

对另一谱系的Ｂ型流感病毒的预防，需要提供新型

每笼５～６只。

高剂量流感疫苗和新的接种方式以增加免疫原性并

１．２．２免疫剂量：近年来新药药效研究中多以以下

提供更多保护。国外迄今还没有四价老年流感疫

公式计算实验动物给药剂量：

苗，国内尚无任何老年流感疫苗。本研究的目的是

Ｄ２＝Ｄｌ×Ｋ２／Ｋｌ×√彤ｌ／Ｗ２

在本公司研发的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的基础上研

其中Ｄ为药物剂量，Ｋ为常数，形为动物体重（Ｋｇ），

制适用于老年高危群体的安全有效的流感疫苗。

人及不同种类动物的Ｋ值不同，如人１０．６、小鼠

１材料与方法

９．１。１…。根据以上给药公式及现在市场上常规注射
流感疫苗的血凝素含量１５斗ｇ／株／剂。计算小鼠标

１．１
１．１．１

材料
流感疫苗：采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流感季ＷＨＯ

准剂量肌肉注射流感疫苗血凝素含量应为４．５恤ｇ／
株／剂¨“。

推荐疫苗株：Ａ１（Ａ／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７／２００９，Ｈ１Ｎ１）、Ａ３

本试验使用的高剂量流感疫苗每株血凝素的浓

（Ａ／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４８０ｌ／２０１４）、Ｂ１（Ｂ／Ｂｒｉｓｂａｎｅ／６０／

度为１８斗ｇ／株／剂是标准剂量的４倍¨“。将单价原

２００８，Ｂ／Ｖｉｃｔｏｒｉａ）和Ｂ２（Ｂ／Ｐｈｕｋｅｔ／３０７３／２０１３，Ｂ／

液分别配制为高剂量、标准剂量四价流感病毒裂解

Ｙａｍａｇａｔａ），从英国国家生物标准与控制研究所

疫苗和高剂量、标准剂量Ａ＋Ｂ套苗，其中Ａ苗含

（ＮＩＢＳＣ）引进。采用本公司研制并经检定合格的流

Ａ１和Ａ３型血凝素高剂量为各１８斗ｇ／株／剂，标准

感病毒疫苗单价原液分别配制成标准剂量和高剂量

剂量为各４．５“ｇ／株／剂，Ｂ苗含Ｂｌ和Ｂ２型血凝素

试验动物用疫苗（具体免疫剂量的计算参见２．２）。

高剂量为各１８斗ｇ／株／剂，标准剂量为各４．５¨ｇ／

第一、二批试验所用四型单价原液批号分别为：

株／剂，并分两次接种小鼠，下文中均根据Ａ＋Ｂ套

ＹＡ．２０１６１００１（ＨＡ含量１９０ Ｉ．ｚｇ／ｍ１）、ＹＡ３２０１６１００１

苗接种先后顺序称为先Ａ苗后Ｂ苗或先Ｂ苗后

（ＨＡ含量２８６ ｔｘｇ／ｍ１）、ＹＢ，２０１６１００１（ＨＡ含量１２９

Ａ苗。

斗ｇ／ｍ１）和ＹＢ２２０１６１００ｌ（ＨＡ含量ｌ １２斗ｇ／ｍ１）；第三

１．２．３试验设计

批试验所用四型单价原液批号分别为：

１．２．３．１

ＹＡ．２０１６１００３（ＨＡ含量２３ｌ ｐ．ｇ／ｍ１）、ＹＡ３２０１６１００３

为７组，试验组每组１２只以上，分别为：高剂量单次

（ＨＡ含量４４５斗ｇ／ｍ１）、ＹＢ．２０１６１００３（ＨＡ含量２５ｌ

免疫组、高剂量先Ａ苗后Ｂ苗组、高剂量先Ｂ苗组

ｌｘｇ／ｍ１）和ＹＢ：２０１６１００３（ＨＡ含量２８６ ｌｘｇ／ｍ１）；标准

后Ａ苗组、标准剂量单次免疫组、标准剂量先Ａ苗

剂量两针试验所用四型单价原液批号分别为：

后Ｂ苗组、标准剂量先Ｂ苗后Ａ苗组及ＰＢＳ对照

ＹＡ．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ＨＡ含量１９９ ｐ。ｇ／ｍ１）、ＹＡ３２０１７０６０１

组。重复３次。

（ＨＡ含量２７３ ｔｘｇ／ｍ１）、ＹＢ。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ＨＡ含量１０６

１。２．３。２高剂量二针间隔时间选择试验分组：将小

ｐ。ｇ／ｍ１）、ＹＢ：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ＨＡ含量２７７斗ｇ／ｍ１）。

鼠随机分为９组，分别为：先Ａ苗后Ｂ苗间隔３

ｄ

１．１．２主要试剂及仪器：Ａ１（Ｈ１ Ｎ１）、Ａ３（Ｈ３Ｎ２）、

组、７ ｄ组和１０ ｄ组；先Ｂ苗后Ａ苗间隔３ ｄ组、７

ｄ

免疫剂量及次数试验分组：将小鼠随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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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１０ ｄ组。其中试验组每组１５只，对照组每组５

素抗体

只。

体滴度。

１．２．３．３免疫方法和采血时间：每只小鼠经后腿肌

２．１．１

测定７组共２６１份小鼠血清的抗血凝素抗

计算各组阳转率：除高剂量组、标准剂量组

肉注射，注射量控制在０．２５ ｍｌ以内。两次免疫的

和ＰＢＳ组的单次注射组外，其余先Ａ苗后Ｂ苗组、

小鼠，免疫间隔均为７ ｄ。单次免疫和第二次免疫后

先Ｂ苗后Ａ苗组均为两针注射，间隔７ ｄ，重复

２１

ｄ，小鼠眼眶采血，分离血清，置．２０℃保存待测。

３次。

１．２．４血凝抑制试验：每份血清经霍乱滤液处理，

表１结果显示，高剂量单次免疫组和高剂量

进行血凝抑制试验，狈４定其抗体滴度。血凝抑制试

Ａ＋Ｂ套苗组免疫动物血清中抗各种血凝素抗体均

验使用来自ＮＩＢＳＣ的标准抗原及标准血清以确定

呈现高的阳转率。高剂量单次免疫组血清中抗各种

和配制血凝抑制试验中所使用的四个血凝单位的抗

血凝素抗体的阳转率远高于标准剂量的单次免疫

原浓度。采用微量半加敏法测定每份小鼠血清的抗

组，Ａ３型除外。高剂量Ａ＋Ｂ套苗组血清中抗各种

血凝素抗体滴度。

血凝素抗体的阳转率与标准剂量Ａ＋Ｂ套苗组阳转

免疫原性的判定：抗体滴度为采用血凝抑制

率相近似，高剂量Ａ＋Ｂ套苗组血清中抗Ｂ１型血凝

法（ＨＩ）测定血清中对所有的原型病毒株的抗血凝

素抗体阳转率远高于标准剂量Ａ＋Ｂ套苗组。无论

素抗体，以达到完全抑制凝集最高稀释度的倒数表

是高剂量还是标准剂量，两次免疫组阳转率均高于

示。同时设有阳性和阴性血清的参考标准。血凝抑

单次免疫组。整体表明，高剂量组血清阳转率优于

制效价≥４０，判为阳性血清；效价＜４０，为阴性

标准剂量组，两次免疫组优于单次免疫组。

血清‘１

２．１．２

１．２．５

３。。

１．３统计学方法

高剂量和标准剂量单次免疫动物后抗血凝

统计各组小鼠血清阳转率及血

素抗体反应：对单次免疫时高剂量与标准剂量组抗

凝抑制抗体几何平均滴度（ＨＩ ＧＭＴ）¨。。血凝抑制

血凝素抗体滴度比较显示（表２），高剂量单次免疫

试验实验结果以平均几何滴度±标准差表示。为便

组抗各种血凝素抗体滴度均高于标准剂量单次免疫

于计算，任何ＨＩ＜１０表示为５【１ ３Ｉ。运用ＳＰＳＳｌ６．０

组，特别是Ａ１、Ｂ１和Ｂ２（Ｐ＜０．００１），ＰＢＳ组无抗血

统计软件对各组试验数据进行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ｔｅｓｔ检

凝素抗体产生。

验对抗体水平进行显著性检验分析，以Ｐ＜０．０５为

２．１．３

显著性差异。“木”表示Ｐ＜０．０５，“水术”表示Ｐ＜

２．１．３．１

０．０１，“｛丰术”表示Ｐ＜０．００１。

体反应：先Ａ苗后Ｂ苗组或先Ｂ苗Ａ苗组，进行两

２

比较Ａ＋Ｂ套苗免疫后动物抗体反应
比较标准剂量Ａ＋Ｂ套苗免疫后动物抗

次免疫，间隔７

结果

ｄ。

表３结果显示标准剂量Ａ＋Ｂ套苗无论是先Ａ
本实验测定动物免疫后血清中抗血凝素抗体滴

苗后Ｂ苗组，还是先Ｂ苗后Ａ苗组，各中抗血凝素

度，并计算血清阳转率和抗血凝素抗体几何平均

抗体滴度均高于表２中标准剂量单次免疫组。

滴度。

２．１．３．２

２．１

比较动物接种不同剂量次数、阳转率和抗血凝
表１
Ｔａｂ。１

Ｓｅｒ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ｒｅ

反应：无论是高剂量组中（表２和表４）还是在标准

不同免疫剂量及次数试验阳转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ａｙ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ｏｓｅ

注：１：括号中为动物数
Ｎｏｔｅ：１．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比较高剂量Ａ＋Ｂ套苗免疫动物后抗体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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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组中（表２和表３），在免疫总剂量相同时，Ａ＋
Ｂ套苗两次免疫的效果优于单次免疫。

凝素抗体滴度和阳转率。
表４高剂量Ａ＋Ｂ套苗两次免疫组抗血凝素抗体滴度比较

表２单次免疫高剂量组与标准剂量组免疫后抗血凝素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 ｔｉ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Ｄ Ａ＋Ｂ ｓｅｒｉａｌ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ｇｒｏｕｐｓ

抗体滴度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 ｔｉｔｅｒｓ ｏｆ

ｏｎｅ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型别

高剂量先Ａ苗后Ｂ苗组

高剂量先Ｂ苗后Ａ苗组

ｄｏｓｅ ｇｒｏｕｐｓ

注：１：与标准剂量相应组别比较，２：免疫总剂量相同时，先Ａ苗后Ｂ苗与

先Ｂ苗后Ａ苗的比较，３：免疫总剂量相同时，两次免疫组－ｑ单次免疫组间的
比较

注：１：与标准剂量相应组别比较
Ｎｏｔｅ：１：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Ｎｏｔｅｓ：１．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ｏｓｅｓ

ｔｏｔａｌ ｄｏｓｅ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表３标准剂量Ａ＋Ｂ套苗两次免疫组抗血凝素

ａｎｄ

抗体滴度比较
Ｔａｂ．３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ｓｅｒｉａｌ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ｉｍｍｕｎｉｚｔｉｏｎ ｔｗｉｃｅ

ｗｅｒｅ

ｔ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ｏｓｅ；２，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Ｂ（ＶＢ）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３．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 ｔｉ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ｏｓｅ Ａ＋Ｂ

ＷａＳ

ｔｏｔａｌ ｄｏｓｅ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ＶＡ）ｇｉｖｅｎ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ＶＢ

ｆｉｒｓｔ ＶＡ

ｔｈｅ ｓａｍ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ｃｅ

本次试验高剂量单次免疫组和先Ａ苗后Ｂ苗
组、先Ｂ苗后Ａ苗组免疫最终血凝素总含量都
为７２１ｘｇ。

从表５可见，当先接种Ｂ苗，隔７ ｄ再接种Ａ苗
时，除对Ａ３和Ｂ１型抗原的血清阳转率为９３．３３％
注：１：免疫总剂量相同时，先Ａ苗后Ｂ苗与先Ｂ苗后Ａ苗的比较，２：免疫

外，其他各组对四型抗原的血清阳转率均为１００％。

总剂量相同时，两次免疫组与单次免疫组间的比较
Ｎｏｔｅｓ：１．Ｃｏｍｐａｒ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Ｉ

ｔｉｔｅｒｓ

ｏｆ

ｏｎ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ｎｅｓ，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ｄｏｓｅ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ｚｉｎｇ

Ａ ｄｏｓ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ａｓ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ｏｎｅ

Ｂ ｄｏｓｅ

ｓａｍｅ；２．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ｄｏｓ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ｚｉｎｇ

ｔｗｉｃｅ

ｗｅｒｅ

该结果表明，两次免疫的间隔时间及免疫先后顺序
对Ａ＋Ｂ套苗血清阳转率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表５

ｏｎｃｅ

Ｔａｂ．５

表３和表４中有更令人注意的一致性结果：高

高剂量Ａ＋Ｂ套苗两次免疫间隔时间和阳转率
Ｓｅｒ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ｏｆ

ＨＤ Ａ＋Ｂ ｓｅｒｉａｌ ｖａｃｃｉｎｅ

剂量Ａ＋Ｂ套苗和标准剂量Ａ＋Ｂ套苗如采取先Ａ
苗后Ｂ苗的免疫方式，其抗Ｂ１和Ｂ２的血凝素抗体
滴度高于先Ｂ苗后Ａ苗组中的抗Ｂ１和Ｂ２的血凝
素抗体滴度；反之，如采取先Ｂ苗后Ａ苗的免疫方
式，其抗Ａ１和Ａ３型血凝素抗体滴度高于先Ａ苗后
Ｂ苗组的抗Ａ１和Ａ３型血凝素抗体滴度。除高剂
量先Ａ苗后Ｂ苗组抗Ｂｌ型血凝素抗体滴度与先Ｂ
苗后Ａ苗组抗Ｂ１型血凝素抗体滴度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外，其余各组相应型别的抗血凝素抗体滴度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
２．２高剂量Ａ＋Ｂ套苗免疫两次的时间选择

为

两次免疫时间间隔的选择是以抗血凝素抗体滴

了进一步探究Ａ＋Ｂ套苗两次免疫的问隔时间对抗

度的高低来确定最优免疫时间间隔。测定一次高剂

体产生的影响，设高剂量单次免疫组、先Ａ苗后Ｂ

量和两次高剂量Ａ＋Ｂ套苗分别间隔３、７、１０ ｄ的抗

苗组、先Ｂ苗Ａ苗组为实验组，ＰＢＳ对照组，试验组

血凝素抗体滴度，见表６。

动物总数为１５只，对照组为５只，测其单次免疫和

从表６可见，高剂量Ａ＋Ｂ套苗组和高剂量的

间隔３ ｄ、７ｄ和１０ ｄ两次免疫的小鼠血清中的抗血

单次免疫组所使用的血凝素总剂量相同，在高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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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高剂量Ａ＋Ｂ套苗免疫间隔时间对动物产生抗血凝素抗体滴度的比较
Ｔａｂ．６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０１２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ｔｉｇｅｎｓ

注：１：间隔３ ｄ与７ｄ对比差异显著性分析，２：间隔３ ｄ与１０ ｄ对比差异显著性分析，３：各间隔组与单次免疫组间差异显著性分析
Ｎｏｔｅ８：１．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３一ｄａ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ａｎｄ ７－ｄａ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３一ｄａ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ａｎｄ １０一ｄａ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ｇｉｍｅ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Ｂ套苗组，两次免疫间隔３、７、１０ ｄ的动物血清

赛诺菲高剂量三价Ｆｌｕｚｏｎｅ疫苗是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获

抗血凝素抗体滴度高于高剂量单次免疫。高剂量Ａ

得ＦＤＡ批准上市，由Ｇｌａｘｏ

Ｓｍｉｔｈ

Ｋｌｉｎｅ公司生产四

＋Ｂ套苗７ ｄ和１０ ｄ组的各项抗血凝素抗体滴度均

价流感疫苗Ｆｌｕａｒｉｘ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０ １３经ＦＤＡ批

高于３ ｄ组。同时再次证实，与表２和表３中的结

准上市Ⅲ－。历经多年，并无高剂量四价流感疫苗出

果一致。先Ａ苗后Ｂ苗组中，抗Ｂ型血凝素抗体滴

现，其原因可能是，若按高剂量三价流感疫苗的配

度增加显著；先Ｂ苗后Ａ苗组中，抗Ａ型血凝素抗

方，每剂四价高剂量的流感疫苗，每株病毒血凝素含

体滴度明显增加，Ｐ＜０．００１。

量为６０¨ｇ，其总血凝素含量高达２４０ ｔｘｇ。随着血

３

讨论

凝素含量的增加可以推测其注射后副反应相应增
加。因此，本研究设计老年高剂量四价流感疫苗Ａ

每年都有Ａ型和Ｂ型流感病毒引起的季节性

＋Ｂ套苗，将疫苗分为Ａ苗和Ｂ苗，分两次免疫，如

流感，特别是老年人群易受流感病毒感染，造成高发

用于人群免疫，每次总血凝素含量不超过１２０斗ｇ，

病率和病死率。流感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的最佳

低于高剂量三价疫苗血凝素总量，其注射后免疫反

手段，但是我国老年人群接种疫苗的比例不足仅

应应随之减少而更安全。当然，对于已有高剂量三

５％。因为老年人免疫力低下、免疫反应较差¨５。，传

价流感疫苗，是否可以通过增加注射一次高剂量另

统的标准流感疫苗对老年人群的保护力不够，并随

一Ｂ型血凝素达到加强免疫反应还有待验证，也不

着年龄增加而下降。因此需要研制更有效的疫苗。

失为一种研制老年流感疫苗的新途径。

有临床研究证明，提高疫苗中流感血凝素含量的高

本试验将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设计为Ａ＋Ｂ

剂量疫苗可在老年人群中诱导比标准剂量疫苗更高

套苗，将Ａ１和Ａ３型单价原液按要求配制成高剂量

的免疫反应¨。。目前国外没有四价高剂量老年流

和标准剂量的Ａ苗，Ｂ１和Ｂ２型单价原液按要求配

感疫苗，国内尚无任何老年流感疫苗。

制成高剂量和标准剂量的Ｂ苗。试验结果证明，无

赛诺菲公司进行的高剂量三价流感疫苗

论是高剂量Ａ＋Ｂ套苗还是标准剂量Ａ＋Ｂ套苗，先

Ｆｌｕｚｏｎｅ的研究表明¨卜”１，高剂量Ｆｌｕｚｏｎｅ在６５岁以

Ａ苗后Ｂ苗或者先Ｂ苗后Ａ苗，两次免疫接种效果

上老年群体中预防流感时，比标准剂量ＦＩｕｚｏｎｅ更有

显著优于单次免疫。

效，产生的血清抗体滴度显著高于标准剂量

高剂量Ａ＋Ｂ套苗中高血凝素含量可增加疫苗

Ｆｌｕｚｏｎｅ，是安全性的。高剂量的三价Ｆｌｕｚｏｎｅ疫苗

免疫原性，诱生更高水平的抗血凝素抗体。高剂量

每针剂中每株血凝素含量为６０肛ｇ，总血凝素含量

的Ａ＋Ｂ套苗如果采用先Ａ苗后Ｂ苗的免疫方式，

为１８０ ｔｘｇ；标准剂量的三价Ｆｌｕｚｏｎｅ疫苗每针剂中

其抗Ｂ１和Ｂ２型的血凝素抗体滴度高于先Ｂ苗后

每株血凝素含量为１５恤ｇ，总血凝素含量为４５恤ｇ。

Ａ苗组；反之，如先Ｂ苗后Ａ苗的免疫方式，其抗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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