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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白细胞干扰素治疗带状疱疹疗效观察 

许卫平 张静芳 周忠福 

(总后第 一职工医院，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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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国外有用核苷类药物和干扰素治疗带状瘁疹取得一定效果 。我们对连续收治 
的33例病人应用干扰素治疗取得好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治 疗 对 象 及 方 法 

一

、 对象：本组3i例均为住院扁^。从l98丘年§月一l9B7年7珂应用干扰素治疗的20例与1986 
年3月以前用传统药物洽疗的13例作对照，其年龄及发病天数大致相等，最士78岁，最小40岁，均 

为中、老年患者。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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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 年龄 性别 ^院前超瘟旦 
>60岁 <B0岁 平均年龄(范围) 男 女 平均日数(范围) 舟 越 、

、  

治疗盈 10 l 0 60．55(42—78) -0 J 0 5．B 5(2—10) 

对照塑 B 58．15( o一7 ) 5 8 6．38(3—1 2) 

= 、方法：治疗组：干扰素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 )1．5xl0 u肌肉注射．每 日一次 ， 

10~14天为一 疗程 。 

对用组：隔 日肌注胸腺素 (smg)，聚肌胞 (2mg)，维生素BlilO00P~g。 

两组同时 口服维生素Bl，强的襁 (5--20rag／ 日，1—7天 )。局部湿敷。两组病人住院期间 

由专人观察体 征，逐 日记 录。 

结 果 与 讨 论 

从表 2可看出，治疗组的疤疹停发 日数 ，结痴及脱痂 日数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癌疹全 

部结痴日数及神经痛消退日数，治疗组较对照组几乎缩短一半(4．6天／8．23天及4．25天／ 

8．92天 )。 

水痘一带状癌疹病毒在成人引起带状疤疹 ，常因各种致细胞免疫功能低下的 因素使 

病毒活化而发病 。本组特点均为中 老年患者、sOT以上占50 ， 自然发展上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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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免疫功能减遇时期。对免疫功能低下并发带状疱疹病毒摩染的病人，近年主张用胸腺 

素和聚肌胞以提高细胞免疫功能及诱生干扰素 ， 取得一定效果 。 根据该病毒感染急性 

期病人的白细胞诱生干扰素效价显著低下 ，因而，我们试用外源性干扰素，发现治疗 

组疱疹停发日数及结痂日数均比对照组明显缩短，客观显示了干扰素的良好效果。 

用干扰素治疗带状疱疹国外曾有较多报道。Emod~(1975年)用干扰素 1～3×10 ， 

肌注治疗39侧，取得疱疹在24~48小时开始结痴的良好疗效“1，我们采用小剂量干扰素， 

取得l4例于用药后1～ 2天停发疱疹井开始结痂，仍有 6侧在 3天以后才结痴。本组还 

观察到，干扰素治疗组神经痛消退日数比对照组明显缩短 (p<0．05)，这表明干扰素有 

镶痛作用，这点值得深入研究。 

本组小剂量干扰素治疗带状疱疹，采用10~14天疗程，取得庖疹全部结痂 日数平均 

仅需 4．6天。干扰素肌注后其半衰期虽为 6～ 8小时，其抗病毒效果可持续数 日⋯，我 

们的结果表明，干扰素治疗本病的疗程可以减少一半(即5～ 7天)，病人的药费也可减 

少一半。本组干扰素使用安全，未见严重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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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reports on the observation of treatment with interferon in 33 

eases with herpes zoster caused by varieella—zoster virus， the patients with age 

range from 40 to 78(over sixty years old WaS 50 percent)divided into trent- 

me]it group with interferen and control group． Through treatment our finding 

that the effects in disappearance of pain
，
heal of herpes and shortening course 

of disease in interferon group is superior to the effects in control group
．
W e 

also discussed that antiviral theory of interferon and this drug must he used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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