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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规划是指根据国家传染病防治规划，使用有效疫苗对易感人群进行预防

接种所制定的规划、计划和策略，以预防和控制特定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准确

评估免疫规划项目的效果，不仅有利于明确其公共卫生价值，更有利于推动人群

免疫规划项目进一步合理开展。在近年来“疫苗怀疑论”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全

面系统评估免疫规划项目的效果还有利于澄清错误的观念。最近发表在《流行病

学》杂志上的科学论文《在人群水平评估荷兰免疫规划项目的效果》（Van M W, 

Mcdonald S A, Melker de H E, et al. Estimating the population-level effectiveness of 

vaccination program in the Netherlands[J]. Epidemiology. 2018, 29(2): 215-223.），基

于 1903 年至 2012 年荷兰的人群死亡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使用限制平均寿命生

存法估算全死因和死因别的儿童疾病负担，应用反事实模型估计儿童的预期死亡

负担，对比实际死亡负担，评估疫苗接种计划对预防人群死亡的总体、直接和间

接效果。研究证实，疫苗接种项目对白喉和百日咳产生了很大的间接保护效果，

为疫苗接种能保护群体免受传染病危害提供了证据。编译此文供我国从事免疫规

划的工作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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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背景：在发达国家，对长期免疫规划项目的效果评估的研究甚少。为了填补

该空白，本研究在人群水平上分析了荷兰儿童免疫规划项目对人群死亡率的直接

和间接效果。 

方法：我们选择了接种疫苗会产生直接和间接效果的三种疫苗针对传染病：

白喉、百日咳和小儿麻痹症作为研究对象，同时选择一种疫苗针对非传染病——

破伤风作为对照（接种疫苗只产生直接效果）。1903 年至 2012 年的死亡数据来

自荷兰统计局。疫苗接种覆盖率数据从各种官方报告获得。对于 1903 至 1975

年的出生队列，使用限制平均寿命生存法估算全死因和死因别儿童疾病负担，应

用模型来描述接种疫苗前死亡负担的减少，并通过该模型预估疫苗接种时期的疾

病负担，从而可以获得假设这段时间不接种疫苗的期望死亡负担。最后通过实际

死亡负担与期望死亡负担之间的差异来评估接种疫苗的效果。 

结果：每类疫苗接种项目均表现出较高的总效果，在 10 个特定出生队列中

接近 100％。对于白喉疫苗，接种疫苗由于疫苗的间接保护效果，减少了 14.9％

(95%UI: 12.3%, 17.6% )的死亡负担；对于百日咳疫苗，间接效果为 32.1％(95%UI: 

31.3%, 32.8% )；而接种脊髓灰质炎或破伤风疫苗的间接保护效果分别为-2.4% 

(UI= -16.7%, 7.1%)和 0.6% (UI=-17.9%, 10.7%)，无统计学显著性。 

结论：疫苗接种项目对白喉和百日咳产生了很大的间接保护，为疫苗接种能

保护群体免受传染病危害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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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言 

 

开展长期免疫规划项目的效果评估可以洞察其对公共卫生的价值 1。尤其在

当今“疫苗怀疑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这种洞察对于政策制定者推动这些干预

措施的持续实施尤为重要 2。Halloran 和 Struchiner3 阐述了免疫规划项目的总体

效果，即估计接种疫苗的人群的疾病负担与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的疾病负担的比

率，但该测量方法评估的是疫苗接种对人群的总效果（包括直接保护和间接保护

效果）。众所周知，疫苗接种会产生间接保护（疫苗接种后会使得整个人群的感

染力下降），因为该效果存在于大多数疫苗接种项目 1,4-7。部分学者将将疫苗接

种前的疾病负担与引入免疫项目后不久的负担进行比较来评估疫苗接种计划的

有效性 8。然而，在长期疫苗接种计划的效果评价时，这种方法通常会忽略疾病

负担长期趋势所带来的影响。另一种方法是构建一种所谓的反事实情景：即没有

引入疫苗接种项目的预期情况，然后将观察到的疾病负担（实施疫苗接种项目的

实际情况）和同一人群没有开展疫苗项目的预期情况（反事实情景下的疾病负担）

直接比较。 

构建反事实情景并不简单，因为疫苗接种计划前各种影响疾病发生发展的因

素都需要加以考虑。早期的疫苗接种情况尤其如此，例如 20 世纪中期在许多发

达国家开始推行的白喉、百日咳、破伤风和脊髓灰质炎疫苗。事实上，由于缺乏

基础数据和适当的分析方法，很少有研究关注早期大规模疫苗接种项目的效果评

估。 

本研究我们将评估疫苗接种项目对降低人群死亡的总效果，并将总体效果分

为直接和间接效果分别计算。为此，我们利用荷兰的数据开展此评估，荷兰从

1903 年起便有详细的死亡率统计数据 9,10。在之前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中，我们发

现在 20 世纪儿童全死因死亡负担呈指数下降，而且在疫苗接种前许多疫苗可防

疾病的死亡负担也呈相似的指数下降 9。除死亡率数据外，我们还可获得自 1953

年实施大规模疫苗接种项目以来的疫苗接种覆盖率数据。这使得用荷兰数据估计

疫苗接种项目效果具有独特的优势。 

我们提出以下研究问题：是否有证据表明疫苗接种项目对死亡负担有间接效

果，这些间接效果如何？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使用模型构建了反事实情景（即

未实施疫苗接种计划）来描述了疫苗接种项目前的疾病负担趋势，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大规模疫苗接种后的 20 年内评估疫苗接种项目对儿童死亡负担的影

响。我们定量评估了疫苗对三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白喉、百日咳和脊髓灰质炎）

和一种疫苗针对非传染性疾病（破伤风，为阴性对照）的直接和间接效果大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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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1、儿童死亡负担 

我们使用了 van Wijhe 等 9先前报道过的疫苗接种覆盖率和死因别死亡数据。

该数据跨度为 1903-2012 年，数据来自荷兰国家人口普查局（荷兰统计局）。死

亡资料根据不同年份和年龄分组（1903-1920 年：<1，1-4，5-13，14-19，20-29，

30-39，40-49，50-79 和≥80岁; 在 1930-1940 年间，除了 5-14 和 15-19 代替 5-13

和 14-19 之外，其他年龄组与 1903-1920 年相同；1941-2012 年，每 5 岁作为一

个年龄组，<1 岁和≥80 岁单独成组）。我们将关注 1903-1996 年期间由于白喉，

百日咳、破伤风和脊髓灰质炎造成的死亡情况。除了脊髓灰质炎从 1920 年开始

才作为一种死因进行统计外，其他三种疾病均可获得 1903-1996 年的数据。 

我们将 20 岁之前因为死亡所损失的生命年量化为儿童的死亡负担。对于报

告的每一例死亡，采用多重填补法在各年龄组及其出生队列中随机指定一个年

龄。然后利用限制平均寿命生存分析方法来计算死因别死亡的疾病负担 12,13。这

种方法可在竞争风险框架内估计截断年龄前特定原因所致的寿命损失年。在分析

中，我们选择 20 岁作为截断年龄，因为绝大多数所研究疾病导致的死亡都发生

于该年龄之前。1903 年到 1975 年间的每一年出生队列的个体，我们都追踪到 20

岁。利用 Aalen-Johansen 估计器构建各种原因所致死亡的累积发生率曲线，并通

过曲线下面积计算相应每种原因导致的儿童期年龄别死亡率负担 12,13（欲了解更

多详情，请参阅附录 1;或浏览 http://links.lww.com/ede/b292，该网址提供了有关

数据准备和生存分析的更多信息）。 

2、疫苗接种覆盖率 

出生队列疫苗接种覆盖率数据来自荷兰卫生保健监察局（1949-1969 年）和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1970-1975 年）的各种官方报告 9。失访队列

的疫苗覆盖率（1953 年的白喉、百日咳、破伤风和 1960-1961 年的脊髓灰质炎）

则从相邻的出生队列采用线性插值法得到。只要数据允许，我们就使用年龄别的

国家疫苗接种覆盖率。在早期的大规模疫苗接种中（1962 年以前），疫苗接种的

登记并没有那么严格，而且每个儿童在多大年龄接种了多少疫苗也不清楚。在那

个时期，疫苗接种覆盖率是根据他们在 1 岁时、进入幼儿园或小学时候接种疫苗

的儿童人数确定。我们假定将这样计算出来的覆盖率能分别代表 3 月龄，4 岁和

6 岁年龄段的疫苗接种覆盖率。关于疫苗覆盖率，我们使用在其一生中至少接种

过一种疫苗的儿童的比例为指标，并且假定无论疫苗剂次是多少，疫苗对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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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率为 95%14-16。在附件处，我们也进行了敏感性分析，探讨这种假设对研究

结果的影响（详情见附图 8-11，http://links.lww.com/EDE/B292）。 

荷兰于 1953 年在人群中开始大规模接种白喉类毒素疫苗。然而，在 1953

年开始白喉疫苗接种项目之前，疫苗接种工作已经在开展，主要接种对象为 4-14

岁儿童 17。1954 年，白喉疫苗与百日咳和破伤风疫苗（DTP）联合使用。1957

年，对 1945 年以来出生的因为频繁战争而未接种脊髓灰质疫苗的人群进行补种。

1962 年，脊髓灰质炎疫苗与百白破疫苗联合使用（DTP-IPV），接种年龄为 3 月

龄、4 月龄、5 月龄和 11 月龄。从 1965 年开始，对 4 岁和 9 岁人群提供 DT-IPV

加强免疫。图 1 显示自 1945 年以来每个出生队列年龄的接种覆盖率（至少接种

一次疫苗的百分比）。在这些大规模接种项目中，每种疫苗接种的覆盖率均快速

增加，在接种项目实行十年内，疫苗覆盖率都达到 90%或更高 9。 

 

图 1. 荷兰 1948-1975 年按年龄和出生队列划分的疫苗接种覆盖率。图中所示，（A）白

喉；（B）百日咳；（C）脊髓灰质炎；（D）破伤风。疫苗接种覆盖率的定义为儿童一生中至

少接种一剂次该疫苗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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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型概述 

我们通过对比儿童实际死亡负担和预期死亡负担的差异，来评估疫苗接种计

划对预防死亡的总体效果。为了捕捉儿童死亡负担在疫苗接种前的总体趋势，我

们构建了反事实模型，该模型有两个组成部分：儿童全死因负担的指数递减率和

特定疾病对这一儿童全死因负担的贡献率。疾病负担指数递减部分是通过拟合一

个线性回归模型来模拟的，该模型是基于 1903 年-1940 年出生队列对未实行疫苗

接种项目的儿童全死因负担进行对数变换来建立的。我们通过计算年龄别和死因

别的死亡负担和儿童全死因疾病负担的比值，来单独计算了各年龄组具体病因导

致儿童全死因负担的贡献程度。我们假设在疫苗接种项目之前各年龄别死亡的贡

献程度是稳定的。（参见附件第 2 部分：http://links.lww.com/EDE/B292，图中显

示在疫苗接种计划之前，死因构成与年龄趋势无关）。为了反映不确定性，每种

疫苗可防疾病的年龄别疾病负担贡献则通过增加近期出生队列的抽样权重来重

新抽样计算。疾病负担指数递减率的分布特征是通过使用半参数再抽样方法计算

获得（残差再抽样）。（参见 eFigure 1：http://links. lww.com/EDE/B292，可以获

得建立反事实过程中使用到的参数分布）。 

我们外推该反事实模型到 1948 年至 1975 年的出生队列。从避免死亡负担的

角度来看，疫苗接种项目的总体效果被定义为观察到的儿童死亡负担和反事实模

型预计的儿童死亡负担的比值。在评估中纳入疫苗接种覆盖率和疫苗效果因素，

从而区分接种项目的直接作用和间接效果。疫苗接种的直接效果定义为因为疫苗

接种覆盖率和疫苗有效性(预期某个年龄别儿童接种疫苗的比例)而直接减少的

死亡负担。疫苗接种的间接效果定义为从避免的死亡负担中减去直接效果后所剩

的儿童死亡负担。下面的内容更详细地介绍了该模型。 

4、反事实模型 

我们是这样构建反事实模型的：首先预估大规模疫苗接种前儿童全死因负担

指数下降的速率为 r，以及在年龄 a 时病因 i 对儿童全死因负担的相对贡献度为

pi,a，并且假设该参数在疫苗接种项目实行前为常量（详见附录第 2 部

分.http://links.lww.com/EDE/B292）。接下来，我们用 c=0 表示反事实，用 c=1 表

示观察到的情况。设定 y0 为出生队列 t0 的儿童全死因负担，然后，计算每个出

生队列中第 t 出生年份特定年龄的反事实儿童死亡负担，公式如下： 

 

在疫苗接种项目实施前阶段（1903-1940 年），通过拟合线性回归模型及对数

转换来估算儿童全死因负担 y0 和下降速率 r（例如出生队列的截距和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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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半参数再抽样拔靴法（又称自助法）获得 y0 和 r 的分布。我们假设在反事实

模拟时相对贡献度 pi,a保持不变，并且在引入疫苗接种项目前（特定年龄病因的）

相对贡献度也不变。疫苗接种前每个出生队列的相对贡献度 pi,a 通过年龄别归因

于某病因 i 的儿童寿命损失年除以全死因寿命损失年进行估计。为了反映拟合的

不确定性，从疫苗接种前的出生队列中重新抽样，计算 pi,a，越近的出生队列权

重越大。这些出生队列的年份和对应的病因如下：1903-1930 年白喉，1903-1940

年百日咳，1920-1940 年脊髓灰质炎，1903-1940 年破伤风（我们排除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的数据）。 

5、疫苗接种项目的总体、直接和间接效果 

病因 i 在出生队列 t 追踪到年龄 τ 的疫苗接种项目的总体效果可定义为观察

到的死亡负担，
)(1

, tY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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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疫苗接种项目的间接效果时，我们认为所有疫苗对预防死亡的有效率为

95%。除了略微地增加或者减少评估的间接效果外，改变疫苗的有效率对于我们

的结果几乎没有定性或定量的影响。（参见图 8-10；http://links.lww.com/EDE /B2- 

92）。不确定性区间反映了从年龄组中随机选择单一年龄估算所固有的不确定性

（图 2 阴影部分），估算中还考虑疫苗接种前的重新抽样 Pi,a，自助重复抽样法的

r 和 y0，以构造 95%的不确定区间。所有的分析都在 R 语言的统计编程环境完成，

版本为 3.2.0（R 统计计算基础，维也纳，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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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果 

 

图 2 展示了实际观察到的儿童死亡负担，模型拟合的及反事实预期的儿童死

亡负担（疫苗接种项目未实施的状态）。我们的模型充分观察到了疫苗接种项目

前的儿童死亡负担。在大规模疫苗接种开始后，反事实预期和实际观察到的儿童

死亡负担迅速分离。对于百日咳（对于脊髓灰质炎程度较少），这种分离在大规

模疫苗接种前就已经在几个队列中出现。由于本研究分析基于出生队列，这种早

期的分离可能是由于疫苗接种对晚出生队列儿童的间接保护作用或由于一部分

儿童接种了疫苗但没有登记。这两个原因可能导致大规模疫苗接种开始前出现死

亡负担下降。 

 

图 2. 荷兰 1903-1975 年观察和估计每个存活儿童的死亡负担。图中所示为队列中 20 岁

之前，因（A）白喉、（B）百日咳、（C）脊髓灰质炎和（D）破伤风所导致的损失寿命年数，

其中包括观察值（实线）、拟合值（虚线）和预测值（点线，根据公式 1 计算所得）。另外，

各线条表示其对应的中位数，阴影部分是 95%不确定度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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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白喉、百日咳、脊髓灰质炎和破伤风疫苗接种项目的总体效果在大规模疫

苗接种开始后迅速上升，在 10 个出生队列中，每种接种可预防性疾病的总体有

效性效果达到近 100%（图 3）。 

 

图 3. 荷兰 1903-1975 年总体疫苗接种计划的有效性及接种覆盖率。图中所示为（A）

白喉、（B）百日咳、（C）小儿麻痹症和（D）破伤风。其中，线条表示接种计划之前（虚

线）和接种计划之后（实线）的总体疫苗接种项目效果的中位数，阴影部分是 95%不确定

度区间。总体疫苗接种项目效果是指，在未引入疫苗接种时，所消除的儿童疾病死亡负担与

预测值之比（根据公式 2 计算可得）。另外，虚线反映接种前儿童疾病死亡负担情况，将作

为对照组，并采用同样的计算方法。图中一岁儿童疫苗接种覆盖率用菱形符号表示，属于内

插数据点。在这里，我们假设疫苗能有效阻止 95%的死亡率。 

 

图 4 显示了疫苗接种接种项目对荷兰 1975 年以前出生队列的白喉、百日咳、

脊髓灰质炎和破伤风的直接和间接效果。白喉和百日咳主要表现为间接保护作

用，白喉在 1960 年的出生队列间接效果的最大值为 0.25（95%不确定区间

[UI]=0.24，0.25），百日咳组在 1951 年的出生队列估算间接效果最大，为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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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0.54，0.69）。随着时间的推移，接种疫苗的儿童比例增加，白喉和百日咳

的直接作用增加，间接作用减小。我们原来预计脊髓灰质炎组可以观察到间接效

果，但事实在大部分的出生队列中并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存在间接效果，不确定

区间很宽并且包含了 0。在破伤风组也没有观察到间接效果，由于破伤风并不是

一种传染病，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到了 1965 年的出生队列，几乎没有观察

到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和破伤风所导致的死亡负担，疫苗接种的间接效果

减小，作为直接效果的补充（公式 3）。因而，在所有 1965 年至 1975 年出生队

列中可以观察到小的正值效应。 

 

图 4. 荷兰 1948-1975 年疫苗接种项目的直接和间接效果。图中所示为（A）白喉、

（B）百日咳、（C）小儿麻痹症和（D）破伤风疫苗接种的直接效果（虚线）和间接效

果（实线）。而各线条表示其对应的中位数，阴影部分是 95%不确定区间。值得注意的

是，疫苗的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之和等于疫苗接种项目总体效果。同时，我们假设疫苗

能有效阻止 95%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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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从 1948 年到 1975 年的出生队列，由于白喉疫苗接种而避免的所有

儿童死亡负担中，14.9%（95%UI=12.3%，17.6%）是由于间接保护作用（图 4

和 e 图 2，http://links.lww.com/EDE/B292，显示了由于间接作用而避免的死亡负

担）。对于百日咳，32.1%（95%UI=31.3%，32.8%）由于间接保护作用。对于脊

髓灰质炎和破伤风，比例分别是-2.4% (UI = -16.7%，7.1%) 和 0.6% (UI = -17.9%, 

10.7%)。

http://links.lww.com/EDE/B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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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大规模接种白喉和百日咳疫苗，对降低儿童死亡负担具有

很强的间接效果，即疫苗的总效果明显高于直接效果。尤其在大规模接种疫苗的

初始阶段，疫苗接种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时，疫苗的效果主要来源于间接保护作用，

减少的 25%白喉死亡负担和 62%的百日咳死亡负担可归功于间接效果。研究结

果为疫苗接种初期的群体保护现象提供证据，这种现象在疫苗接种项目实施早

期，疫苗接种率（和直接效果）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时，保护效果最高。 

我们没有观察到接种疫苗对脊髓灰质炎有间接效果。出现这种未预期的结果

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观察到的死亡人数较少，或者脊髓灰质炎在疫苗接种前是一种

常规流行病，这些因素均会增加分析的不确定性。此外，1957 年开展的疫苗补

种活动将所有 15 岁及以下的儿童纳为疫苗接种对象，再加上脊髓灰质炎引起的

死亡年龄分布较宽，进一步增加了疫苗接种项目直接和间接效果估计区间的不确

定性。虽然我们评估了疫苗接种项目的总体效果（图 3），但所用的方法可能不

够灵敏，尚未发现疫苗接种对脊髓灰质炎的间接效果。在本研究中，我们系统收

集了长期死亡数据，并基于这些数据开展分析。然而，疫苗对脊髓灰质炎的间接

效果可能表现为发病率变化。同样，虽然我们在死亡数据中发现疫苗对白喉和百

日咳有间接效果，但在发病率数据中疫苗的间接效果可能比死亡更加明显。 

贲研究我们将破伤风这种不具传染性的疫苗可预防的疾病作为阴性对照，并

预期疫苗没有间接保护效果，结果也确实没有观察到间接效果。为进一步核实结

果，我们验证了疫苗接种项目实施前的总效果（公式 2），发现没有效果（图 3）。

如果模型拟合良好，疫苗效果在疫苗接种前期应该在 0 上下波动，而在大规模接

种项目实施后快速上升。在研究期间，我们核查到每种疫苗可防疾病的情况确实

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大范围传染病横扫欧洲时，可以观察到白喉

死亡负担下降 19）。基于此结果以及对破伤风疫苗接种的间接保护近似为零，提

高了研究方法的可信性。 

我们的评估方法可能存有局限性和潜在的偏倚。首先，我们估计的反事实情

景可能会由于未知的因素被高估，例如与疫苗接种无关但可以影响儿童死亡率的

因素，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大规模疫苗接种项目实施后抗生素使用增加。虽然在儿

童全死因死亡负担的指数下降模型中考虑到了抗生素的影响，但其影响还可能未

被充分考虑，这将导致疫苗的间接效果被高估。为了研究抗生素对我们结果的潜

在影响，我们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见附件第 3 部分，更详细的敏感性分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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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nks.lww.com/EDE/B292），在反事实情景下，我们假设抗生素以一个常数

或指数下降速率不断增大的模式来减少死亡负担。分析表明我们的研究结果对抗

生素的影响很敏感，特别是当它们通过指数增加模式来影响死亡负担。然而，即

使在中等程度抗生素影响情况下，我们也观察到百日咳和白喉疫苗接种的间接效

果。随着抗生素的影响增加，疫苗的效果会迅速下降。尽管我们的结果受到因抗

生素使用导致死亡率下降的潜在影响（以及其他除了免疫接种的预防措施也有影

响），但如果它们的影响有限，间接效果仍然很明显，在疫苗接种覆盖率较低的

情况下，更加明显。 

第二点，本研究中，我们假设疫苗可预防疾病对于总体死亡负担的贡献保持

不变。这对于大多数疫苗可防疾病来说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因为他们在免疫项目

实施前期对于死亡的贡献较小而相对稳定 9。另一方面，预期某个特定死因别死

亡负担的下降速率与全死亡因负担下降速率是否相似也会影响此假设的可靠性。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测试了在免疫项目施行前死亡是否有特定年龄趋势（请

看 eAppendix 第二段 http://links.lww.com/EDE/B292），结果没有发现存在显著性

的趋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死亡是否有特定年龄趋势可能会受若干不确定性因

素影响。我们假设所有疫苗针对的传染病对反事实情景的贡献不变是合理的，这

会允许我们简化全死因负担下降模型，并且无需去构建疾病别模型。 

第三，我们假设在大规模接种疫苗开始后，疫苗接种项目实施前的疾病负担

会呈现指数下降。整个 20 世纪，除荷兰之外，许多发达国家（儿童）的死亡率

也呈指数下降 20。在我们关注的时间范围内，即大规模疫苗接种实施后的时间段，

反事实预期中的死亡负担趋势变化与接种计划前的趋势变化不太可能有很大的

差异，因为接种项目实施前死亡率的变化趋势一直保持稳定。 

另一个使结果产生偏倚的因素是疫苗接种率登记的不确定性。疫苗接种率登

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善，并且从 1962 年起可以获得详细的记录。在大规

模疫苗接种的早期，疫苗接种登记通常不完整，在全国大规模疫苗接种实施前，

存在很多接种疫苗却没有登记的情况，导致获得的疫苗接种率可能要低于实际接

种率 17。此外，多少儿童接种了疫苗却没有登记及其所属于哪个出生队列的信息

缺失，同时，一部分儿童在疫苗接种前已经发生自然感染，这都会影响到疫苗效

果评估。另一方面，在疫苗大规模接种后的早期阶段，我们假设疫苗保护效果为

95%且保持不变可能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发现疫苗效果降低的同时间接效果却

略微增加，而疫苗效果增加的同时间接效果在轻微降低（图 8-11，网址

http://links.lww.com/EDE/B292）。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我们很难确定疫

苗接种覆盖率、扩大免疫接种比例和我们估计的间接效果是否存在偏倚以及朝哪

个方向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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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大规模人群探究荷兰疫苗接种项目对降低死亡负担的直接或间

接效果。疫苗的间接保护效果是传染病流行中普遍现象 7。然而，对早期实施的

疫苗接种项目，缺少疫苗间接保护效果并与直接保护效果比较的定量评估，基于

大规模人群监测的疫苗效果评估尤其缺乏 21。其他关于人群疫苗效果的研究则集

中于当代疫苗，例如 C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22-24，多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
25,26，轮状病毒疫苗 27,28，B 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 29,30 和流感疫苗 31。我们的

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 即采用已有的数据对过去疫苗接种项目的直接或间接效

果进行定量评估。 

今后的研究应关注疫苗接种项目对减少发病(包括住院或报告数据)的效果。

这对于脊髓灰质炎等疾病尤为重要，因为使用死亡率数据可能无法很好地估计这

些疫苗接种项目的效果，因为这些疾病的负担很大部分是长期后遗症造成的。或

者，可以用本研究方法去分析其他国家的死亡数据，来加以验证。此外，因为疫

苗接种覆盖率有很大的地理差异，这种空间异质性在研究中应给予考虑 32。同时，

通过比较高疫苗覆盖率和低疫苗覆盖率地区疫苗接种的间接效果，可为疫苗接种

策略的调整提供进一步数据支持。 

我们的分析表明，尽管使用死亡数据进行分析，在疫苗接种项目实施早期疫

苗对白喉和百日咳的间接保护效果仍很明显。这表明，为更好地了解疫苗接种项

目的影响及监测疫苗的效果，应同时考虑到疫苗接种的直接和间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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