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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比夫定与恩替卡韦在非霍奇金淋巴瘤合并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患者化疗中的抗病毒作用研究

苏智祥,张燕军,刘爱琴,王云梅,陈文娟

[摘要]目的:对比观察替比夫定及恩替卡韦在非霍奇金淋巴瘤(NHL)合并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患者化疗期间抗病毒作

用及不良反应。 方法:NHL 合并 HBV 感染患者 50 例,化疗前 HBV DNA 水平 2 伊 103 ~ 2 伊 104 IU / mL,6 周期环磷酰胺、多柔比

星、长春新碱及强的松方案化疗同时服用替比夫定 600 mg / d 或恩替卡韦 500 mg / d 抗病毒治疗,对 2 种抗病毒药物间 HBV 再

激活、病毒突破相关性肝炎突发、原发性无应答、肝衰竭、不良反应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服用替比夫定或恩替卡韦均

有轻微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2 组患者均无原发性无应答与肝衰竭发生;2 周期化疗及 4 周期化疗后 2 组

HBV 再激活率及肝炎突发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6 周期化疗后,服用替比夫定组 HBV 再激活率为 28. 0% ,肝炎

突发率为 32. 0% ,服用恩替卡韦组 HBV 再激活率为 4. 0% ,肝炎突发率为 8. 0% ,2 组肝炎突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NHL 合并 HBV 感染化疗前 HBV DNA 水平 2 伊 103 ~ 2 伊 104 IU / mL 的患者,口服替比夫定及恩替卡韦对预防原

发性无应答及肝衰竭都有很好的效果,并且都有较好的药物安全性,但多次化疗后恩替卡韦比替比夫定有更低的肝炎突

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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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antiviral effects between telbivudine and entecavirin in the chemotherapy
of patients with non鄄Hodgkin lymphoma complicated with HBV infection

SU Zhi鄄xiang,ZHANG Yan鄄jun,LIU Ai鄄qin,WANG Yun鄄mei,CHEN Wen鄄juan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Shanxi Provincial Tumor Hospital,Xi忆an Shanxi 71006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antiviral effects and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elbivudine and entecavirin in the chemotherapy
of patients with non鄄Hodgkin lymphoma(NHL) complicated with hepatitis B virus(HBV) infection. Methods:The levels of HBV DNA
in 50 patients with NHL complicated with HBV were from 2 伊 103 to 2 伊 104 IU / mL before chemotherapy.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ytoxan,hydroxyrubicin,oncovin and prednisone(CHOP) combined with telbivudine(600 mg / d) or entecavir(500 mg / d) for 6 cycles.
The rates of reactivation of HBV replication,virological breakthrough related鄄hepatitis flare,primary drug nonresponse,liver failure and
adverse reaction between 2 kinds of antiviral drugs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Mild adverse events in two groups were found,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primary drug nonresponse and liver failure in two groups were not
fou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reactivation of HBV replication and hepatitis flare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2 and 4 cycles of chemotherapy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After 6 cycles of chemotherapy, the incidences of reactivation of HBV replication and
hepatitis flare in the patients treated with telbivudine and entecavir were 28. 0% & 32. 0% and 4. 0% & 8. 0%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of the incidence of hepatitis flare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The effects of
telbivudine and entecavir in preventing liver failure and primary drug nonresponse in NHL complicated with HBV patients with 2 伊 103

to 2 伊 104 IU / mL of HBV DNA before treatment are good and safe. The hepatitis flare rate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telbivudine is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entecav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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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 年 来, 非 霍 奇 金 淋 巴 瘤 ( non鄄Hodgkin
lymphoma,NHL)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淋巴瘤

合并有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

患者也较多,尤其是 NHL 患者,占 12% ~ 30% ,明

显高于一般人群的 7% [1 - 3]。 免疫抑制剂或者化疗

可以使 20% ~50%的 NHL 合并 HBV 携带患者出现

HBV 感染再激活[4]。 HBV 再激活不仅会增加患者

的肝炎发病率及相关病死率,而且可能导致针对淋

巴瘤的有效治疗中断,从而间接影响患者的生存率

及预后。 本文就近年我科 NHL 合并 HBV 感染在化

疗同时给予替比夫定或恩替卡韦抗病毒治疗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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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顾,对 2 种药物的疗效及不良反应进行比较。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回顾 2010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0
月我科收治的 NHL 合并 HBV 感染患者 50 例,其中

男 36 例,女 14 例,年龄(46. 3 依 12. 6)岁。 具体入选

标准:(1)病理组织学及免疫组织化学明确诊断为

NHL;(2)化疗前行乙型肝炎系列 5 项检查示:乙型

肝炎表面抗原 ( HBsAg) 阳性,乙型肝炎 E 抗原

(HBeAg) 或乙型肝炎 E 抗体阳性,乙型肝炎核心抗

体阳性;(3)影像学检查无淋巴瘤肝脏侵犯及肝硬

化;(4)定量检测 HBV DNA 2 伊 103 ~ 2 伊 104 IU /
mL;(5)化疗前未开始抗 HBV 治疗;(6)肝功能检

查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白蛋白

及总胆红素均正常。
1. 2摇 治疗方法摇 50 例 NHL 合并 HBV 感染患者均

接受了 6 周期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及强的

松(CHOP)方案化疗。 化疗同时给予还原型谷胱甘

肽或硫普罗宁保肝治疗。 所有患者从第一次化疗开

始持续口服抗病毒药物,其中 25 例患者服用替比

夫定片 600 mg / d,另 25 例患者服用恩替卡韦片

500 mg / d,均每天口服 1 片。 如出现病毒突破相关

性肝炎突发则暂停化疗,肝功能好转后继续化疗。
1. 3摇 检测指标摇 所有患者每周期化疗第 15 天检测

乙型肝炎系列 5 项、凝血功能、HBV DNA 定量及肌

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每个周期化疗前 1 天

及化疗第 15 天检测肝功能。 每个周期化疗前 1 天

如发现肝功能异常及时检测 HBV DNA 定量、乙型

肝炎系列 5 项及凝血功能。
1. 4摇 诊断标准摇 HBV 再激活标准:HBV DNA 超过

基线水平 10 倍或 HBeAg 阴性患者血清 HBeAg 转

阳。 病毒突破相关性肝炎突发标准:血清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水平上升 > 5 倍正常值上限和 /或总胆红

素 > 2 倍正常值上限。 原发性无应答标准:核苷

(酸)类似物治疗 12 周,HBV DNA 较基线下降幅度

< 1 log 10 IU / mL。 肝衰竭主要诊断标准:(1)有腹水

或其他门静脉高压表现;(2)肝性脑病(C 型);(3)
血清总胆红素 > 51. 3 滋mol / L,白蛋白 < 30 g / L;(4)
凝血功能障碍,凝血酶原活动度臆40% 。 药物不良

反应标准:替比夫定片和恩替卡韦片最常见的导致

停药的不良事件为 CK 升高。 在临床实验中将替比

夫定及恩替卡韦相关 CK 水平升高分为 4 个级别:1
级为(3 ~ < 5) 伊正常值上限;2 级为(5 ~ < 7) 伊 正

常值上限;3 级为(7 ~ < 10) 伊 正常值上限;4 级为

逸10 伊正常值上限。 在临床药物研究中 CK 轻度升

高(1 ~ 2 级)的原因尚不明确且无临床意义,不需停

药,而临床研究中 CK 3 ~ 4 级的升高定义为临床不

良事件,应予以关注。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患者治疗不同周期 HBV 再激活发生率比

较摇 2 组患者在第 2 周期化疗后均无 HBV 再激活

发生;第 4 周期化疗后服用替比夫定片组 HBV 再激

活率为 8. 0% (2 / 25),而服用恩替卡韦片组无 HBV
再激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字2 = 0. 52,P > 0. 05);
第 6 周期化疗后服用替比夫定片组 HBV 再激活率

为 28. 0% (7 / 25),而服用恩替卡韦片组 HBV 再

激活率为 4. 0% (1 / 2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字2 =
3. 72,P > 0. 05)。
2. 2摇 2 组患者治疗不同周期肝炎突发率比较摇 2 组

患者在第 2 周期化疗后均无病毒突破相关性肝炎突

发;第 4 周期化疗后服用替比夫定片组肝炎突发率

为 8. 0% (2 / 25),服用恩替卡韦片组肝炎突发率为

4. 0% (1 / 2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字2 = 0. 00,P >
0. 05);第 6 周期化疗后服用替比夫定片组肝炎突发

率为 32. 0% (8 / 25),服用恩替卡韦片组出现肝炎突

发率为 8. 0% (2 / 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字2 =
4. 50,P < 0. 05)。
2. 3摇 2 组患者治疗不同周期不良反应比较摇 2 组患

者第 2 周期化疗后服用替比夫定片组及服用恩替卡

韦片组 CK 轻度升高发生率均为 4. 0% (1 / 25);第 4
周期化疗后服用替比夫定片组 CK 轻度升高发生率

为 4. 0% (1 / 25),服用恩替卡韦片组 CK 轻度升高

发生率为 8. 0% (2 / 2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字2 =
0. 00,P > 0. 05);第 6 周期化疗后 2 组 CK 轻度升高

发生率均为 8. 0% (2 / 25)。 2 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均

未出现 CK 升高相关症状及 CK 升高相关不良事件,
也无相关肾功损害。 2 组患者治疗第 12 周后均无

原发性无应答发生,2 组患者在第 2、4 和 6 周期化

疗后均无肝衰竭发生。

3摇 讨论

摇 摇 恶性淋巴瘤属于我国常见肿瘤之一,化疗仍是

治疗 NHL 的主要方法,CHOP 化疗方案目前作为

NHL 的一线方案治疗仍被广泛应用。 我国是世界

上乙型肝炎中高流行地区,HBsAg 阳性的淋巴瘤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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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化疗后出现 HBV 再激活的概率为 20% ~
55% ,为其他恶性肿瘤的 2 ~ 3 倍[5],也有 NHL 合并

有慢性乙型肝炎因化疗导致 HBV 再激活并出现肝

功能衰竭而死亡的报道[6],因此近几年 NHL 合并

HBV 感染化疗后 HBV 再激活临床问题受到人们的

高度重视。
HBV 复制加速和机体免疫清除功能障碍是促

使乙型肝炎病情进展的两个基本因素。 化疗一般可

以使机体的免疫清除功能明显减低,而 CHOP 化疗

方案中因含有蒽环和糖皮质激素类药物而使机体的

免疫清除功能减低更加明显,YEO 等[7] 报道淋巴瘤

是 HBV 激活的危险因子,蒽环类药物通过剂量相关

的方式可以在体外刺激 HepG2. 215 细胞分泌 HBV
DNA,糖皮质激素不仅具有溶解淋巴细胞的作用,而
且可以降低 B 淋巴细胞和 T 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
CHOU 等[8]研究发现糖皮质激素在体外也可直接促

进 HBV 基因组复制,另外 CHENG 等[9] 发现含有皮

质激素的化疗组较不含激素的化疗组在开始化疗后

9 个月 HBV 再激活的累积发生率显著升高,相应郁
度肝损伤的发生率也显著增加。 因此如果要阻止淋

巴瘤患者化疗时乙型肝炎病情的发展,化疗同时就

需要抗病毒治疗以抑制 HBV 复制的速度。
乙型肝炎患者一般从抑制病毒复制、HBeAg 血

清转换率、耐药发生率、不良反应、药物价格等方面

来选择药物。 对 HBV DNA 抑制作用更强的核苷酸

药物对 HBeAg 血清转换率也较高,并且耐药发生率

更低,因此对 HBeAg 阳性或 HBV DNA 定量比较高

的患者应当优先选择抑制病毒作用更强的药物。
《淋巴瘤合并 HBV 感染患者管理中国专家共识》抗
病毒预防用药建议基线 HBV DNA逸2 伊 103 IU / mL
患者,有条件者应尽可能选用高效、低耐药的抗病毒

药物恩替卡韦,也可选用拉米夫定或替比夫定[10]。
众多研究[11 - 13]证明,NHL 合并有 HBsAg 阳性患者

化疗同时给予拉米夫定或恩替卡韦抗病毒治疗,抗
病毒治疗前 HBV DNA < 2 伊 102 IU / mL 的患者服用

拉米夫定或恩替卡韦均有较好疗效,对于 HBV
DNA >2 伊 102 IU / mL 患者,恩替卡韦比拉米夫定因

有更低的病毒学突破率及肝炎突发率而更有优势。
但是对于恩替卡韦或替比夫定这两种药物疗效及不

良反应比较者鲜见统计学报道。
本文回顾了我科近 4 年来 50 例 NHL 合并 HBV

感染患者,病毒定量比较高(HBV DNA 2 伊103 ~ 2 伊
104 IU / mL),在 CHOP 方案化疗同时服用恩替卡韦

片或替比夫定片抗病毒治疗,2 组均未出现肝衰竭

及原发性无应答,并且药物都有较高的安全性,因此

认为该两种药物抗病毒治疗相对都比较理想。 随着

化疗疗程的增加,2 组 HBV 再激活及肝炎突发发生

率也逐渐增高,但恩替卡韦片在预防 HBV 肝炎突发

方面优于替比夫定片,因此对于较高 HBV 复制的

NHL 患者我们认为化疗同时首先选择服用恩替卡

韦片抗病毒治疗。 对 NHL 合并 HBV 感染有时需要

更长疗程化疗(超过 6 周期)的患者及 CHOP 方案

联合利妥昔单抗注射液治疗的患者,化疗同时的抗

病毒治疗药物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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