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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重叠戊型肝炎感染40例临床分析 

汪传富。姜春林 

[摘要]目的：观察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重叠戊型肝炎病毒感染的临床特点及戊型肝炎病毒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影响。方法： 

对40例慢性乙型肝炎病毒重叠戊型肝炎病毒感染组患者与40例单纯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组患者的临床特点进行对照分 

析。结果：2组总胆红素、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凝血酶原活动度、血白蛋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P<0．O1)；重叠感染组 HBeAg阴转率、HBV—DNA阳性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重叠戊型 

肝炎病毒感染可使病情急性加重并形成重症化，但戊型肝炎病毒对乙型肝炎病毒复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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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E super-infection：a report of 40 cases 

WANG Chuan-fu，JIANG Chun-lin 

(Department ofInfection，Wuhe People S Hospital，Wuhe Anhui 2333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E overlap—infection，and the 

influence of hepatitis E virus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M ethods：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40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overlapped with hepatitis E super infection and 40 patients with pure chronic hepatitis B infection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The total bilirubin，alanin amino transferase，the aspartic acid amino transferase，the zymoplasm original activity and the blood 

albumin of the two groups differed significantly(P<0．05一P<0．01)；the negative rate of HBeAg and the positive rate of HBV—DNA of 

the super infec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Conclusions：The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E overlap infection may resulted in acute aggravation and critical illness，but hepatitis E virus has certain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duplication of hepatitis B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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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hepatic B virus，HBV)与其他各 

型肝炎病毒之间没有交叉免疫，仍可重叠感染其他 

嗜肝病毒。我国慢性 HBV感染发病率呈上升趋 

势 J，而 且慢 性 HBV 感染 重叠 戊 型肝 炎病 毒 

(hepatic E virus，HEV)感染临床多见。为探讨慢性 

HBV感染重叠 HEV感染的临床特点及重叠 HEV 

感染是否对 HBV标志物产生影响，笔者回顾2005 

年 2月至2010年 1月40例 HBV重叠 HEV感染患 

者和4O例单纯 HBV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 

对比研究，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慢性 HBV重叠 HEV感染(重叠 

组)患者40例，男28例，女 12例；年龄36～60岁。 

慢性 HBV感染(单纯组)患者40例，男30例，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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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38—60岁。排除合并其他肝炎病毒、酒精 

性、药物性、中毒性、自身免疫性肝病。诊断符合 

2000年《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标准 J。入院前 

6个月和住院过程中均未应用过干扰素和核苷类似 

物等抗病毒药物。2组年龄、性别以及发病后入院 

时间具有可比性。 

1．2 血 清中 HBV及 HEV标志物的检 测 用 

ELISA法检测乙肝五项标志物、抗一HEV IgM，试剂 

由上海科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用 PCR法检测 

HBV—DNA，检验灵敏度为 1 000 copy／ml，试剂由深 

圳健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用 日本 日立公司 

703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胆红素 

(TBIL)、白蛋白(ALB)。 

1．3 主要观察指标 包括肝功能、HBV-DNA定量、 

凝血酶原活动度(PTA)等。HBV—DNA拷贝数>l X 

10 copy／ml为阳性。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或 t )检验和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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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生化指标比较 重叠组患者与单纯组患者血 

清 TBIL、ALT、AST、ALB、PTA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一P<0．01)(见表 1)。 

表 1 2组患者血清生化指标比较(／7, =40； ±s) 

示t 值 

2．2 血清病毒标志物比较 重叠组患者HBeAg和 

HBV．DNA阳性率低于单纯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和 P<0．01)(见表 2)。 

表2 2组患者血清病毒标志物阳性率比较(／7, =40；n) 

3 讨论 

目前国内外对慢性乙型肝炎或者乙型肝炎肝硬 

化基础上重叠急性戊型肝炎感染后是否导致原有病 

情加重及 HBV—DNA水平是否受到抑制等方面，意 

见尚不一致。我们研究发现，慢性 HBV重叠 HEV 

感染后会导致患者原有病情加重，肝功能损害严重， 

临床上表现为转氨酶、胆红素水平增高，凝血功能、 

合成 ALB能力下降等，肝组织炎症程度高，恢复慢， 

预后差，这与国内外文献 I4 研究结果一致，提示在 

HBV感染的基础上重叠 HEV感染后病情有重症化 

倾向。 

在肝功能不良情况下，重叠感染 HEV进一步引 

起肝细胞的广泛损害，使胆红素不能脂化和障碍分 

泌，肝内毛细胆管损害加剧，引起胆红素排泄严重障 

碍，诱发急慢性重型肝炎的发生。这可能与细胞免 

疫引起肝细胞损伤有关 J。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感 

染 HEV后，HEV可能通过病毒直接破坏及诱发免 

疫反应造成肝细胞损伤，而且患者肝细胞内单核／巨 

』里旦翌g 皇 ：垒巳至 Q 兰2 2 ： 鱼： ： 
／  

噬细胞、库普弗细胞等大量增生、活跃，使血清肿瘤 

坏死因子一仅、白细胞介素_l5水平增加，从而使患者 

病情加重 J。姜天俊等 也报道，重叠 HEV感染 

是慢性乙型肝炎重症化的一个重要诱因。重叠感染 

使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病情迅速恶化，造成原有肝脏 

炎症再次活跃和扩散，肝细胞炎性坏死和再生反复 

发生，导致多种严重并发症 的形成。然而，庞增 

等 8 发现，慢性 HBV重叠 HEV感染发生慢性重症 

肝炎后的病死率低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提示重叠 

感染后发生重肝存活率相对较高，对临床治疗具有 

积极的指导作用。HEV与其他肝炎病毒一样，重叠 

感染是引起慢性乙型肝炎病情加重的原因之一，应 

引起高度重视。 

庞增等 报道，HEV在 HBeAg阴性组的重叠 

感染率为56％，而在HBeAg阳性组为20％，我们的 

研究结果与之一致，重叠组血清 HBeAg的阳性率明 

显低于单纯组，Anti—HBe的阳性率高于单纯组，而 

HBV—DNA阳性率降低，提示前 c区变异病毒更容 

易重叠 HEV感染。HBV重叠 HEV感染后，HBV的 

复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估计从HEV感染潜伏 

期开始就发生作用，这与国内一些研究 。。相似。 

另外Amarapurkar等  ̈发现 HBeAg抗原阴转的老 

年乙型肝炎患者容易感染 HEV。其原因可能主要 

是机体的免疫机能低下或对 HBV产生免疫耐受所 

致。其机制可能有：重叠感染过程中，HBV．DNA和 

HEV-RNA相互竞争合成所需核苷酸，进 而影 响 

HBV．DNA的合成 ；重叠感染后机体产生细胞毒 

T淋巴细胞 (TCL)，从而抑制 HBV．DNA复制。而 

TCL不能有效清除 HBV．DNA致使 HBV感染长期 

持续存在 。其次，重叠感染后2种病毒相互干扰 

和抑制，可能使 HBV基因突变，亦可能影响 HBV— 

DNA的复制水平，今后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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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阿托品化时间对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 

中间综合征发生率和病死率的影响 

袁兆春，安小峰，牛 军，强 浩，刘 佳，崔惠康 

·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探讨延长阿托品化时间对有机磷农药中毒(AOPP)患者中间综合征(intermermediate myasthenic syndrome，IMS)发 

生率及病死率的影响。方法：759例急性 AOPP患者中传统治疗(A组)378例，阿托品和盐酸戊乙奎醚联合治疗(B组)381 

例。结杲：A组发生IMS 27例，病死9例；B组发生 IMS 12例，病死2例。B组 IMS发生率明显低于A组(P<0．05)，但2组 

IMS病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早期应用阿托品，快速阿托品化，盐酸戊乙奎醚维持用量，间断阿托品 

应用，维持阿托品化状态96 h以上，病程中常规应用复能剂，营养支持对症等可明显降低AOPP患者 IMS的发生率。 

[关键词]农药／中毒；中间综合征；阿托品；戊乙奎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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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间 综 合 征 (intermermediate myasthenic 

syndrome，IMS)由 Senanayaka等 1987年首先报道， 

是指在有机磷农药中毒(AOPP)急性期胆碱能危象 

消失后1—4天左右，出现以呼吸肌、脑神经运动支 

所支配的肌肉以及肢体近端肌肉无力为特征的临床 

表现 j5墙。IMS的发病率各家报道有显著差距，目 

前较认可的是7．6％ 一13．8％_2-3]。IMS的病死率 

较高，达19％，有报道 更高者达60％以上。近些 

年 IMS发病率在增加 ，病死率在降低，这可能与人 

们对 IMS认识的增加、抢救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抢 

救药物盐酸戊 乙奎醚的应用有很大关系。2003～ 

2009年，我院收治759例AOPP患者，现就阿托品化 

时间对AOPP并发IMS发生率及病死率的影响作一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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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AOPP患者 759例，均为 口服，诊 

断符合文献[5]标准。(1)2003—2006年住院378 

例为 A组，男 174例，女 204例；年龄26．5～48．5 

岁；口服农药量44．3-75．7 ml；维持阿托品时间48 h； 

(2)2007～2009年住院381例为 B组，男 194例，女 

187例；年龄 l7～80岁；口服农药量 57．7～90．3 

ml；维持阿托品时间96 h。2组患者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A组人院后均给予洗 胃，阿托品、 

胆碱酯酶(ChE)复能剂应用，吸氧，预防感染，维持 

水电解质、酸碱平衡，视情况适量输血，保护重要器 

官，预防应激，营养支持等。出现血氧饱和度急剧下 

降，呼吸停止等IMS表现，立即气管插管，呼吸机辅 

助呼吸，如短时间无法脱机，及时气管切开。患者中 

毒症状消失和全血 ChE活性恢复至 60％或以上停 

药观察 ，停药 12～24 h如 ChE活性仍保持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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