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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耍 

本文报道181侧CAH患者·分组采用干扰素 (1FN)与审药联台、 单--IFN、请热解 

毒中药及中西药综台四种方法进行治疗 治疗后肝功健复常率分别为 78．5 ，73．6 

54．5 、40,'4 
．}HBeAg醇转率分舞 为66．6和、73．3 、15．4奔，21．8 结果丧巩， 

联合治疗组及单--IFN冶疗组以疗效较佳，其中联合治疗组比滑热解毒中药组和审西药缘 ． 

台治疗组的疗效显著· 值分别<0．0s和<O．01I IFN组扳比中西药综合治疗组疗效佳 ．P 

<0．0s。结果提示联合治疗组的疗效优于中帮治疗缉·也忙于单一的IFN治疗组。 

关■■：治疗 慢性乙型活动性肝囊 干扰素 中药 

慢性 乙型肝炎是病毒与宿主阃免疫反应作用的结果。而干扰素(IFN)因具有抗病 

毒和竟疫调节作用，为当前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最值得研究及有前途的制剂⋯。但单独使 

用 I FN抬疗所有的乙型肝炎患者，显然不可能成功 ，需联合用药，方可提高疗效。 

目前联合用药多选用阿糖腺苷、无环鸟苷、强的松及胸腺放等Ⅲ】。 本文报道 IFN与中 

药联台应用治疗慢性乙型活动型肝炎 (CAH)的临床研究结果 

材 材 和 方 法 

一 ， ■舅盎摔 

181例CAH意者，其中，男性169例， 女性l2例^年赫 s一64岁，均暴住院Jj萱人。诊断符音垒 

国病毒肝炎南宁会议的标准。 

=、分组 

1． 联台治疗组 IFN与中药 (辨证方、6511、 6912及肝 3等倒剂 )联合治疗 系1988年1 

月～l989年 7月住院的28僻嘉人，疗程 3个月 

2． IFN组 应用单一的IFN~]荆治疗．~1988年~1989年7月住院曲l9侧病人，疗程同上。 

． 清热解毒中药组 应用本院自制的6511及6912等制荆， 单一治疗。 系1985~1988年住院 

的77例病人．疗程1．5十月，治疗 2个疗程 

本文于l口0啤 5月21日收到，l99睥 7月l0日馨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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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西药综台组。谤热解毒或活血化瘀中蓊加竟链氨基酸、胰岛素等西药综台治疗。系1985 

~ 1988年住院的57佣病人。疗程同上。 

三、^白蠢■千扰蠢 为本院生物工程研究室提供，用12~4000u／El，肌肉注射。肝 3注 

射液为本院药物研究室提供，系中药清热解毒剂型。用12--4ml／El，肌肉注射。 

四．曩囊疆 目 

1． 肝功能。BiL．TTT，GpT．AlO．EP辱2— 4周复壹一次o 

2． HBV标志。HBI▲g为RPHA，抗-HB|为RIA．抗-HBc、HBeAg． 挠一H舢及抗一HBc IgM 

为ELISA，辱 l～ 2月复童一次。 

五、一擅一■ 

1． 临床近期治疗 (菠露 )。盎袄体征瞻曼消失袁嵌复．肝功牲童正常 (BiL~lms／dl，GpT 

≤30a．TTT≤ 7)，2周后复童仍在此水平。 

2． 临床近期基本治疗 (基车复常 )。除TTT~8u外。 其他指标 同上， 2周后复童仍在此水 

平。 

结 果 

1． 备组治疗结果见表 1。结果表明，联宫治疗组的近期疗效佬予其它冶疗组，与 

清热解毒中药组及中西药综台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别，P值分别d0．05． <O．01；与 

IFN组相比疗效稍好，但无统计学意义。IFN组与清热解毒中药组相比，疗效差射不明 

显，比中西药综合治疗组疗效佳，P<0．05。 

囊1 鲁姐舯 蕾暴 
Tab 1． T：eatment reoulto of ●●0h Broup 

置常率墨置常+基本置常 奉 与联台谤疗组比 ● xIE4．980 P<O．05 ●奉 xj=日．75e P<O．01 
☆ 与干扰素殂 比 x{暑e．3 38 P<O．05 

2． 联台治疗组 治疗 前后 H'BeAg及 GPT变化情 况见表 2。 结果表明， 治疗后 

捌 As(一)的病啻I占GPT正常者的多数。 

毫2曛台治疗氲酱疗曹詹GPT置HBeA$~壹亿 
Teb 2． The Chlngel口f CPT ●_d HBeA$ in combined 

group of izterfe eon and Cblaeae dwu|~：b~(oxe 

-_d aJ"ter treatmeut 

事 其中 3稠治疗舸HBeA$(一J者，临床诊断为ĉ 缸悼早期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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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合治疗组及IFN治疗组治疗前后 HBV标志检测情况见表3。结果表明，治 

疗后 HBV标志变化的情况两组相似，变化明显的是 HBeAg的仞转，其次是抗一HBe向 

阳转。 

囊j． 囊合啬疗量夏EFN蛆洁 曹后HBV暮宣】l|一憎毽 
Td  S． De*ee*ioa of HBV m- ë la the eombiaed 

Er口ⅡP of in*erferoa and Chlnele df 暑。， ·1d 

in*e rferon groap before tad after treatmeat 

讨 论 

文献报道小剂量的IFN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可获得良好的疗效[‘”)。本研究采用小 

剂量 IFN及 IFN与中药联合应用治疗 CAH，亦获得了相似的疗效。 

IFN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病人的疗效。 越来越得到证实【日)。 在 I FN治疗翔间所有患 

者的2 5'-寡腺苷酸酶(2 5．_AS)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 DNA-多聚酶下降㈣， 

IFN治疗后 HBeAg转阴者 比仍然阳性者的2 5 AS高的多 。 这是由于 IFN诱导细胞 

内的 2 5 。AS的产生，2～5一AS通过桉酸内切酶降解病毒的 RNA， 抑制病毒复制的结 

果 ’。本文中的181例 CAH病人应用四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其疗效及 HBeAg阴转率见 

表 1。IFN联台治疗组及单一 IFN治疗组的疗效比其她二个治疗组好， HBeA8阴转率 

也比其她二组高， 这说明 IFN治疗慢性 乙型肝炎主要通过抑制病毒复制， 达到抗病毒 

作用，而收到较好的治疗效果。 

我们对联台治疗组的病例，分析其治疗前后 HBeAg及 GPT的变化，发现这两者之 

间的变化没有直接的关系，治疗后 HBeAg阳性者 GPT也有正常的， 同样 HBeAg阴性 

的病倒也有 GPT异常的。但HBeAg阴性占GPT正常者的多数。HBeAg阳性：是HB 复 

制的血清指标之一，经 IFN治疗后，对于慢性 HBV感染抗病毒有效者，伴随着肝脏和 

血中 HBV复制的抑制，进而减轻肝脏炎症“”，使 GPT下降，并逐步恢复正常。 

中医认为，慢性肝炎是由于湿热邪毒侵犯人体，毒热案邪留恋，久之秆气郁积，气 

机不畅，血行瘀阻，气滞血瘀。因而多采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等中药治疗，常能获得 

较好的疗效 1|3。如能在此基础上加用适宜的抗病毒药， 可望提高疗效。 表 1中的结果 

表明，中药治疗组的 HBeAg阴转率，都明显低于 IFN及联台治疗组。而联台治疗组的 

疗效却明显高于清热 解毒组和中西药综合组， 与之相比差别显著，P值分别<O．05和 

<O．01。IFN组仅比中西药综合组疗效佳， P<0．05(联合组<0．01)。 综上所述，联 

合治疗组的疗效优于单一的中药治疗组， 也优于单一的IFN组。 本研究中联合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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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疗效与单一IFN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病倒的数有关。研究结果表明，IFN 

与中药联合应用治疗 CAH，可提高疗效，效果更为理想t“】。 

联合治疗组与单一的IFN治疗后，HBV标志的检潮结果相似，说明选用 IFN治疗 

慢挂肝炎是适宜的[|】。经治疗后，HBV标志变化最明显的是HBeAg的阴转，其次是抗 
。 HBe的阴转。其余的指标变化不明显，可能与疗程及观察时间有关 

联合治疗组中，发现 3倒治疗前 HBeAg阴性的病倒， 肝功能改善不明显，这些病 

人的II缶床诊断均为 CAH伴早期肝硬化，这类病人的血清中可能存在HBV DNA，故也需 

要 IFN的治疗 l。 对于这类病人的疗程、IFN的用量及使用方法，还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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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Combined Treatment 

of Interferon and Chinese drugs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Active Hepatitis B 

Lei Zhou-yun Ot且】 

(302 Hospital of PLA·Beljing 1000 39)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report the therapeutic evaluation of 181 patients 

with chronic active hepstltis(CAH )， who were treated with interferon and 

Chinese drugs(Group I)，~nterferon(Grour II)，heat—clearing and detoxi- 

lying Chinese drugs (Group III)，Chinese and western drugs (Group IV )． 

I~eeuperative rate of liver function after treatment WaS 78．5 ， 73．6 ， 

54．5％．1 40．4％ respectively；Negative conversion rate of HBeAg WaS 66．6％ 

73．3％。15．1 ，21．8％ respectively．The results show that Group 1 and 11 
aro outherapeutie， among them， the therapeutic effectiveness of Group I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Group III， IV (p<O．05， p<O．01)，the 

curative effect of Group II i8 hotter than that of Group IV (p<O．05)．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mhined t reatment of interferon and Chinese drugs 

10 patients with CAH be more eutherapeutie， compared with Chinese drugs or 

interferon only． 

Key W ordsI Treatment Chronle active hepatitis Interferon 

Chinese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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