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朔毒学杂志 4．1990 
Virolo~lc- Si-ic● 

370 

乙肝疫苗与小剂量干扰素、胸腺素联合应用 

对慢性乙肝抗病毒治疗效果的研究 

赵文彬 黄浦昌 王行钵 吴桃林 

周克捷 张秀惠 张元英 

(江苏省连云港市卫生防疫站，连云港 222003) 

林 克 泳 

(江苏省连蔷潜市簟头食品厂，连 云措 02P0o3) 

提 要 

本文用乙肝疫苗与小剂量干扰素等药物配伍治疗慢性乙肝及慢性病毒携带者，妊一十 

疗程后， 于扰素组 ．胎盘肽组 和乙肝疫 苗组 H8 sAg转朋率分别为13．7徭，5．9嘶和 O ； 

HBeAg转 换率分 别为 68．8 ，72．7 和 20 。表 明干扰素和免疫增强剂 配伍对乙肝病 毒 

复制有一定抑制 作用，促使 HBeAg转换，但对清除HBsAg无 效 

关t调：乙肝疫苗 d一干扰素 胸腺素 胎盘肽 乙肝病毒 

乙型病毒性肝炎(乙旰)及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迄今仍缺少确切的病原疗法。1976年 

Desmyter 及 G reenberg 等首次报道干扰素治疗乙肝的初步效果，国内熊开钓等 子 

1984年试用国产人 白细胞干扰 素治疗乙肝，认为干扰素是抗乙盱病毒 有希望的药物，但 

如何进一 步提高疗效是人们探索的新课题， 基于乙肝疫苗 (HB。Vae)注射后能诱导机 

体产生抗-HBs机理，我们试用HB-Vae与小剂量干扰素等药物配伍治疗慢性乙肝及慢性 

乙肝病毒 携带者，比较其抗病毒效果，结果报道如下。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前物 (疫苗 )来■ 

1． HB—v4c：批号8731—8，蛋白含量30gg，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产品。 

2． 人 白细胞d一干扰素：批 9881006，200O01~／ml，江荪省红十字血站生 产。 

3． 胸 腺素 ：批号880120，Smg／ml，泰州生化制药 厂。 

4． 胎 盘肤 ：批号 890202，2ml／支，南京军 区后 勤部军事医学 研究所。 

=、治疗对纛和分组 慢性 乙肝病人及慢性病 毒携带者， 诊断与分型按 1984年全 国病毒性 

肝炎南宁会议制 定的标准 ，年龄最小的 3岁，最大 的s6岁，其 中年龄在20岁～如 岁 的占90．29t(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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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男性35倒，女性16倒，以上治疗对象均为HBsAg．抗一HBc、HBeAg或抗-HBe持续阳性半年 

以上，HBsAg漓度 (除3人 )均在1：1024以上 (RPHA法 )，部分慢性乙肝患者伴有TTT或SGPT 

异常。 

分组 为便于治疗和观察效果， 我们按治疗对 象所在单位进行分组。 I组 (HB-Vac组 )：X 

广治疗对象i5人单纯采用乙肝疫苗注射，疫苗剂量30ttg／敬，拄0．i，3．5．7，9月上臂外埘三角 

肌注射计 6针jⅡ组 (胎盘肽组 )：Y广治疗对象l7人用HB—Vac配伍胎盘肽，该组对象按 I组方 

案注射 乙肝疫苗，于注射HB-Vac第 4针对加用胎盘肽 ，每 日一钎，注射 6针休息 i天，上臂内侧 

近腋 窝淋 巴结处皮下注射，36针为 一疗程。 Ⅲ组 (干扰素 组 )为在我站 门诊郝接受治疗的对 象，乙 

肝疫苗注射方寨同 I组，在乙肝疫苗注射第 4针后加用干扰素和胸腺素，干扰素每周 3针。隔 日一 

次肌注2oooo~／支，胸腺素每周2针，每敬肌注5mg／支·上述两药一十疗程为 3十月。 

三、考棱相标 

i． 捡铡项 目和方法：HB BAg采用RPHA法；抗一HB s用SPRIA法；抗一HBc，HBeAB、抗一HBe 

用ELISA{丧；TTT，SGPT为常规方法 上 述捡铡指标在疗程前、中、后均多次捡铡，本文以HB-Vac 

注射前及 6针HB-Vac注射后 3个 月的捡铡 结果作为本蒎疗效的考核捐标 。 

2． 疗效判断：(1)显效：HBsAg，HBeAg或抗一HBe阳性转为阴性，TTT，SGPT~常。(2)有 

效：HBsAg湔度有4倍以上下降，HBeAg阳性转胡或转抗一HBe~]3性 ．抗-HBe阳性转阴。(3)无效： 

HBsAg滴度 ．HBeAg(或抗-HBe)和TTT SGPT等指标 同治疗 前。 

结 果 

一

、 从三组治疗前后乙肝 2对半指标对比变化看 (表 1)，干扰素组22人中有 3 

人HB*Ag转阴 (13．7 )，HBeAg阳性16人有 l1人转阴或转抗一HBe阳性，占68．8 ， 

艟盘肽组 HBsAg转阴的有 1人，此例治疗前属于低滴度 HBsAg阳性携带者 (1：32)， 

HBeAg转阴或转抗-HBe阳性有 8人 (72． )，但有 2人治疗前抗一HBe阳性而在治疗 

后演变为HBeAg阳性 (表3)J单纯拄射HB·Vac无一人HBsAg转阴，HBeAg阳性的 5人 
}  

仅有】人 转阴。 

裹1 三蛆治疗莆后 乙肝 2对半指标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hep~tltls B mlrker s before and ~lter t ret1．m ent 

注· 有 2̂ 在治疗后演 变为HBcAg FB性一 

’包括转抗_HBe阳性者· 一 

三组HBsAg治疗后滴度下降和E系统转换情况，从表 2可见 HB*Ag阳性者虽 

经不同药物治疗后，仍有64．7～73．3 以上的人未见滴度下降或转阴。干扰紊组HBeAg 

转阴率 (31．3 )高于其他两组 (表3)，但经统计学处理 KBeAg阳性转换率，胎盘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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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明显高于 HB·Vae(x =3．88，p<0．O5)，而干扰素 组与乙胖 疫苗组 无差 异 ( 。 

3．70，p>0．05)，可能与观察例数较少有关 

裹2 浩，宁后 BBsA~■童下障转喇情况 (啊 ) 

T=b．2 Chanse s of HBsAg t Jtez'e after treLtment 

裹 治疗后 ItBeA$．抗一HBe转攮情况 (嘶 ) 

Teb． 3 Ch=nse s of HBeA8， eutl。HB。 e~ter tfe=$~eDt 

HBeAg转换 I，ⅡI x =3．88，P<O．05； 1，Ⅲ X =3．7o’P<0·0j 

皿、Ⅲ ； X = 0．3l-P>0．O5． 

三、依据疗效判断标准，三个组显效、有效、无效分别为表 4中所列数字，干扰素 

组和胎盘肽组总有效率分别为54．5 和47．1 ，高于乙肝疫苗组的26·7 ，但经统计学 

处理均无显著性差异。 

采 4 三组前柳治疗后抗宿毒疗效 (啊 ) 

Teh．4 Effi cl eys in tlare E 0up 8 after tre attmeat 

显 效 Ⅱ，Ⅲ： X --0．6 3， P>0．0 ： I，Ⅲ：x =2．2-P>O．05 

有效韶显鼓： 1，Ⅱ；x =1．d，P>0．05；皿、Ⅲ；x =0．2，P>O．05 

I Ⅲ I X = 2．8-P> 0．05． 

四、 不良反映。三组治疗对象在接受治疗期间均未见异常反应发生。 

讨 论 

乙忏疫苗已成为全球人类预防乙型肝炎的有效手段，国内外亦有人试图利用乙旰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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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注射人体后能刺激机体产生抗一HBs的性能，而作为治疗慢性乙肝和慢性病毒携带者配 

伍药物 ，期望能开创一条治疗乙肝的新途径。 我们为增强药物 对乙肝病毒疗 效， 以 

HB—Vae与抗病毒复制药物 (干扰素 )， 免疫增强剂 (胸腺素、胎盘肽 )组成二个配伍 

进行乙肝治疗 。经一个疗程 3个月治疗后，对乙肝病毒复制指标之一 HBeAg阳性指标的 

转换，干扰素组和胎盘肽组分别达68．8％和72．7 。据Hoofnagle 对 HBeAg阳性 I～ 

6．5年观察，每年自然转阴仅 25 ，与本文己肝疫苗组的2O 相近，表明此方案的乙肝 

疫苗剂量尚不能够刺激机体免疫系统而有效地抑制HBV复制。 Ⅱ组的治疗效果，实为干 

扰素等药物对HBV复制的抑制作用。 Ⅲ组虽然HBeAg转换率达72．7％，但该组有 2例病 

人治疗前为抗一HBe阳性，治疗后复查为 HBeAg阳性，似乎说明胎盘肽在某些病例不能 

阻止HBV从非复制状态转化为复制状态。 

三组治疗结果对 HBsAg转阴均不理想，即使干扰素组和胎盘肽组也只有 13．6 和 

5．9 ，此数据与 自然阴转率相似 】，表明机体一旦携带 HBsAg， 即使用疫苗加抗病毒 

复制剂和免疫增强剂等药物对清除HBsAg仍无效。 

在乙肝疫苗注射过程中，有11人于注射第3、4针疫苗后在HBsAg阳性的同时检出低 

滴度的抗 一HBs(S／N值在 2．1～6．3)，但再次检测 (2～3个月后 )即 巳消失。 此种抗 
一 HBs低滴度的出现和消失，可能说明所用疫苗的剂量尚不足以将机体 内HBaAg清除并 

维持较长时间的抗 -HBs，亦或机体巳形成较强的免疫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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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paper chronic hepatitis B end its ~iras carriers were t 。。t。d wjt 

HB Vaccine and small doses of interferon and thymosin． After OUe course of 

interferon group． placenta peptldc group and HB—Vaccine gr。up, the g ti 。 

口ercentaga of HBsAg were 13．7 ，5．9 and 0H，reapectlvely·The cba ge5 

ol HBeAg ware 68．8％，72．7 and 20％， respeclively． The results sh。 ed 

that combln8tioⅡ of interferoⅡ and im munologic stim ulant can control the rap。 

licatlon of Hepatiti s B Virus． and impel HBeAg to change, buf c4“ not。J。。 

away HBsAg． 

Key w ordsI HB—Vaccine 口一interferon Thymosin Placenta pep‘jd。 

Hepatlti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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