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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报 告 34侧 一HBe阳性慢性乙型肝炎 (CHB)， 占同期住院抗 -HBe阳性者的38啊。 

这些患者于 3— 9年内肝炎再擂动 2— 4敬， 累计 80次。肝炎再活动时的临床表现及肝 

功损害与同期 住院的 HBeAg阳性CHB相似，但抗一HBe阳性 CHB者肝硬化及肝瘾发生 比 

侧 显著高于HBeAg阳性者 (P<0。05)。血清 乙肝扁毒标志 (HBVM )检测发现，80次肝 

炎再岳动 中，38次 (47．5啊 )有 HBV活跃复制，提 示 HBV活跃复制是部分抗一HBe阳性 

CHB肝炎再 活动的根本原 因，另一部耍考虑是其它肝炎赢毒重叠感染曲结果 。 

美鹭词： 慢性肝炎 再活动 翟目 

乙型肝炎患者，当其血清 HBeAg阳性转换为抗一HBe阳性后， 往往提示病毒清除， 

并常伴随疾病缓解。观察表明，抗一HBe阳性CHB并非少见。为探讨抗-HBe阳性 CHB的 

临床特点，抗-HB,阳性的临床意义及抗一HBe阳性 CHB再活动的原因，分析研究了34例 

扛-HBe阳性CHB，现报告如下。 

对 象 与 方 法 

一

、 研究对象：为1988--1989年住皖的二次以上抗-HBe阳性 (每月检测一次 )CHB者．共 34 

例 ．病 程2。s一 13年。男30侧 ，女 4例 ，年龄19—64侧。慢活肝 (CAH)l5侧，慢迁肝 (CPH)5 

例 ，慢活肝伴肝硬化 (CAHc-LC)8例 ， 肝硬化 (Lo)6侧， 并发肝细胞癌 (Heo)4侧。 牺 床 

诊断符合1984年南宁会议讨论的标准，14例经肝穿病理学诊断。 

=、方法：门诊观察记录每月一次，包括症状厦体征，肝功能检查每月一敬，包括总胆红质 ， 

ALT，AST，血 清蛋 白等 ，HBVM每 2— 3个 月检测一次，必要时查 ‘B’超 ，蛋白电诛 ，AFP等。 

肝炎再活动住院期问每月查一次，每半月左右查肝功能一次，临床表现以病程记录为准。用RPHA 

法检测 HBsAg，ELISA法检测抗-HBs， 抗一HBo、 HBeAg及拭 IH Be． RIA法检测 HBV-DNA和 

D NA—P。 

199o年1明 28日收蓟，1991年 e月P1日修回。 

本文承蒙南京医学院贾辅忠教授指导与审闭，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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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一

、 抗一HBe阳性CHB者肝炎再活动时的临床特点 (表 1) 

裹 t 抗一HBe(+)cHB同辩住睫HBeAg(+)CH8 库比较 

Table 1
．

Clioi cal featu res eompated anti—HBe positive CHB with HBeAg po sitive CHB 

与HBeAg[~性cHB一样，抗一HBe阳性 CHB者也反复再活动。34例中， 2例在 9年 

内肝炎再活动 4次， 8例于 6年中再活动 3次，24例 3年内再活动 2次， 34例抗一HBe 

阳性CHB在观察中累计肝炎再活动8O次。 

抗一HBe阳性CHB肝炎再活动时的一般症状体征与 tfBeAg阳性 cHB者相似，但值得 

注意的是， 抗一HBe阳性者肝硬化发生率显著高于 HBeAg阳性者 (14／3~对 9／40，P< 

0．05)，并发HCC者 (经 B超、AFP等检测诊断 )亦高于HBeAg阳性者 (4／34对1／4o) 

而肝硬化及HCC是抗一HBe阳性CHB的主要死亡原因。 

肝功检查，抗一HBe阳性 CHB者黄疸发生率为68％ (SB17．357．ttmol／L，平均73．1 

±27．2)，ALT为5O一86Ou，AST为53—75Ou。 

二、抗-HBe阳性CHB者肝炎非活动期HBVM的检测 

抗一HBe阳性CHB者在肝炎非活动期间，伴一项以上HBVM阳性率为64％ (28／34)， 

其中伴HB sAg阳性者4l％ (~4／34)，HBsAg滴度为 1 t 8—32}伴抗-HBs阳性 4例，抗 
- HBs滴度为1 l 8 J伴抗-HBc阳性44％ (15／34)，抗一HBc谪度为1 t 1000}伴 HBeAg同 

时阳性 2例，所有病例肝炎非活动期HBV—DNA及DNA—P均阴性。 

三、抗-HBe阳性CHB者肝炎再活动期间 HBV复制标志检测及其与肝炎再活动的关 

系 (图 1) 

34例抗-HBe阳性 CHB者在8O敬肝炎再活动中，47．5 (3s／so)伴有 HBV旺盛复 

制，表现为抗一HBe转阴或未转阴的同时．一方面HBsAg呈几何滴度显著增高。34例中， 

8例在 16次肝炎再活动 (每例均再活动 2次 )时 HBsAg由非活 动期 的阴 性或低 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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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I鼓 吒麦再皤动与HBV复制关系 

图 1 抗一HBe(+)cHB者肝炎再活动与HBV复制关系示意图斜找示 

抗一HBe(+)；黑点示HBeAg(+) 

Figure 1．Svhematie diagram eorrelatian between HBV Pliĉ tj。n 4Ⅱd 

hepatitis retetivatton of 4ntj·HBe po sitive CHB 

·n‘i-HBe(+)； HBeAg(-t-】 

(1-8—32)上升为l t 256以上J另一方面 HBoAg再度转阳性。34例中，6例在l8次肝炎 

再活动时HBoAg由阴性转为 阳性j此外，HBV-DNA及DNA-P再转阳性。34例中，7例在 

13次肝炎再活动时HBV-DNA及 DNA-P由阴性转为阳性 (算中 5次伴 HBeAg转阳性及 

HBsAg滴度显著升高， 4次伴HBeAg转阳性， 4次伴HBsAg滴度显著升高 )，所有病毒 

复制标志都在病情缓解后又转阴性。 

讨 论 

每年HBeAg自然转阴率约儿一20％”】，部分病人在HBeAg转阴后出现抗-HBe阳性， 

同时常常伴HBV-DNA及DNA-P转阴，并意味着慢性肝炎在临床、生化及组织学方面的 

缓解。刘健虎 】、加登康洋等 经病理研究证明HBeAg转阴或转换成抗-HBe能促进肝 

组织病理学的改善，使病变趋向静止，组织学修复。然而，林直谅等⋯报告 117例血清 

抗一HBe阳性 HBV感染者，经病理学检查诊断为 CHB 55例，Le31例。本文报告34例抗一 

HBe阳性CHB，占同期住院-HBe阳性者的38％ (34／97)，足以说抗-HBe阳性 CHB也较 

常见。 

临床观察表明，抗一HBe阳性CHB最终发展为旰硬化及HCC者较多，林直谅等 有类 

似结果报告。Lok及Fattovieh等 以组织学证实，合并HDV感染的CHB演变为CAH和 L 

的比例显著高于单纯CHB者。我们未能作HDV检谢，故不能肯定其原因。由于合并Lc的 

HBV感染者发生HCC的危险性 5倍于无Lc者，故不难理解抗-HBe阳性 HCC发生率高于 

HBeAg阳性者。抗一HBe阳性CHB与同期住院的HBeAg阳性CHB比较，其肝炎活动时的症 

状、体征及生化改变相似，但发生机理不同，HBeAg阳性的 CHB，肝组织损伤主要由细 

胞毒 T细胞 (Tc)引起，当 HBeAg转换为抗一HBe阳性后，旰组织损伤主要与抗体依赖 

淋巴细胞毒性 (ADCC)免疫反应有关”】。 

正象HBeA g阳性cHB一 样，抗-HBe阳性CHB反复活动是一常见而重要的现象，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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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肝炎活动的原 因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但迄今还不完全清楚的问题。 

结果表明，抗一HBe阳性 CHB者肝炎非活动期的HBVM检出率为 54 ，且不是复制 

标志，而肝炎再活动时47．5％伴有HBV活跃复制。林直谅等⋯检测的55倒抗一HBe阳性 

CHB中，抗一HBe~2 。同时HBeAg~H性者23例，HBV—DNA阳性率为 34．7％。奥野忠雄⋯ 

对21例抗一HBe阳性cHB观察 3年以上，结果 9例 (43％ )HBV-DNA及DNA—P重新出现 

伴肝炎再活动。 因此，HBeAg转阴并转为抗-HBe并不一定意味着 CHB永久性缓解。抗 
一

砌}e阳性CHB者HBV—DNA阳性率达26．4—63．6％ 。)，而表达 HBeAg的肝细胞是致敏 

淋巴细胞的攻击对象[1”， 所以 HBV活跃复制是这部分患者反复肝炎活动的根本原因。 

近年， 日本学者 “” 用ELISA法检测肝病患者血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一HCV)，结 

果，HBV感染后肝 癌及肝硬化者抗-HCV阳性率分别达 15．8 和 10．6％，并从10例抗一 

HBe阳性CHB中检出 3例抗一HCV阳性。另外，作者观察到 4例抗一HBe阳性者肝炎再活 

动时检测到抗HAV—IgM阳性，而无HBV复制标志，故抗一HBe阳性CHB，在没有 HBV活 

跃复制标志时，其肝炎再活动要考虑其它病毒，~NHAV，HCV及HDV的重叠感染 ，还需 

注意药物对肝脏的毒性作用及与HBV感染无关的短暂、亚临床的人体免疫系统功能紊乱 

所致的抗-HBe阳性CHB的肝炎再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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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inical Study on Anti—HBe Positive 

Chronic Hepatitis B 

W u guo Xiang et al 

(Chang Zkou No．3 Hospitat~Changzhou,21 3001) 

W e introduce 34 口atients with anti-HBe Positive chronic hepatiti B (CH 

B)．They accounted for 38％ of all anti-HBe positive patients in the period 

of the same time．There are 2-4 times reactivation in the period of 3—9 years 

(added up 80 times)． During their reactivation of hepatits the clinical man- 

ifestation and degree of injured liver functicn a re similar to HBeAg positive 

patients in the same period． However， the ratio of occurlng cirrhosis and 

heDat0carciⅡ0ma of anti—HBe positive CHB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HBeAg positive CHB(P< 0．05)．Among serum hepatitis B virus marks detected in 

80 times of reactivation．there are HBV active replication in 38 times(47．5 )． 

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HBV active replication is a radical cause of the anti 

HBe positive CHB reactivation．The other cases should he considered a日 over- 

lapping infection of other type hepatitis virus． 

Key w ords anti—HBe Chronic hepatitis B reac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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