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型肝炎
肝脏是最大的固体内脏器官，位于胸腔
下面，腹部右上方。虽然肝脏的大小取决于
人的年龄、身体大小和形状、性别、以及病
况，但在大多数成年人当中，它的大小与足
球相若。
肝脏有许多重要功能。它充当血液的过
滤器。它代谢养分及其它物质，例如药物。
它贮存能量。它合成身体运作必不可少的蛋
白质，包括那些在我们出血时帮助血液凝结
的蛋白质。虽然肝脏是个再生性很强的器
官，能够自我修复，但它易受到许多不同来
源的损伤，包括病毒、毒素、遗传病、以及
甚至自身的免疫系统。

乙型肝炎
乙型肝炎是许多可损害肝脏的病毒之
一。它影响全球三亿五千多万人。接触到乙
型肝炎病毒之后，就会开始出现急性乙型肝
炎。虽然许多人接着会消灭这种病毒，并培
养出持久的免疫力，但有些人会受到持续的
感染(通常称为慢性乙型肝炎)。估计在加拿
大的人口当中有0.7至0.9%患了慢性乙型肝
炎。

传播乙型肝炎
乙型肝炎是通过以下途径传播的：血液
接触、与受感染的人发生不设防的性行为(在
精液和阴道分泌物里可找到这种病毒)、以
及可能在分娩时由患了乙型肝炎的母亲传给
新生婴儿。血液接触可能在以下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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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个人卫生用品(例如剃刀和牙刷)、共享
吸毒装备、以及接触裸露的伤口。虽然这种
病毒有时会存在于唾液里，但通过接触不是
可见带血的唾液传播这种病毒的危险性极其
低，而这种病毒也不会通过共享器皿、接
吻、拥抱、或其它一般的接触传播。

慢性乙型肝炎
如果在接触到病毒之时是新生婴儿，患
上慢性乙型肝炎的危险性相当高(除非在出生
时有接种疫苗)，但如果在接触到病毒之时是
成年人，危险性就很低。许多人只
会在接受例行筛查时或查探其它异
常化验结果的原因期间才得悉自
己感染了乙型肝炎。
人的免疫系统与这种病毒如
乙肝是通过血液
何相互作用，会因人而异，并会
接触传染的
随着时间过去而有不同。换言
之，有些人将接着患上可能持续
存在多年但几乎无损肝脏的慢性
乙型肝炎，而其他人则可能会肝脏
受损。在某些人当中，免疫系统攻击
受乙型肝炎感染的肝脏细胞，目的是要消灭
这种病毒，结果导致肝脏发炎和受刺激。要
识别出哪些人是有持续肝脏受损的危险，以
及必要时提供治疗，恰当监测受慢性乙型肝
炎影响的人是必须的。
虽然乙型肝炎不容易治愈，但现在有极
佳的治疗，也有清晰的策略，去防止和减少
并发症，以及避免这种病进一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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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查探

乙型肝炎感染经常是无声无息的。换句
话说，许多患了乙型肝炎的人都没有任何症
状，不过对于那些有症状的人来说，症状通
常是非特定的，例如轻微疲劳或腹部不适。
经过许多年，由乙型肝炎病毒造成的肝脏发
炎可能引致疤痕组织形成。如果是十分晚
期，肝脏的疤痕组织可能达到称为肝硬化的
水平。肝硬化是指肝脏的疤痕组织的一种特
定模式和程度。对于患了肝硬化的病人来
说，持续肝脏受损最终可能引致种种迹像和
症状，例如愈来愈疲累、腹部积水(腹水)、
食道或胃部的静脉出血(静脉曲张)、以及头
脑不清(脑病)。乙型肝炎可能使您有更大危
险患上肝癌。及早诊断出乙型肝炎感染、恰
当的监测、以及治疗(如病情需要)，将会防
止这种病的传播，并且减少出现并发症的机
会。

刚确诊患上乙型肝炎的患者，必须去见
具备这方面的专门知识的医护人员，这是很
重要的。医护人员可能是护士、家庭医生、
或专科医生(肝病学家或肠胃病学家)，他将
会进行初步查探，以确定血液里有多少乙型
肝炎病毒拷贝(病毒载量)、感染到了哪个阶
段、潜在疾病是什么程度或哪一期，并且排
除其它可能并存的肝病。这些数据大部分都
可以通过身体检查、验血、以及腹部造影(通
常是超声波)取得。
肝脏活组织检查 - 涉及用针采集肝组织样
本给医生在显微镜下进行检视 - 可有助确定
病毒造成的发炎有多严重，以及有多少疤痕
组织存在(如有的话)。分期是确定肝脏的疤
痕组织数量(纤维化)的程序，而在过去肝脏
活组织检查是唯一被使用的方法。没有疤痕
组织的正常肝脏是0期。肝脏的疤痕组织数
量增加，再加上其模式的改变，会令其分级
上升到较高期数。1期是疤痕组织最少，而4
期就是肝硬化。虽然活组织检查是一项安全
的医疗程序，但它具入侵性，因此有一定风
险，包括复原期间出血和疼痛。肝脏活组织
检查除了具入侵性之外，还有其它缺点，其
中一个是它只会在巨大器官的十分细小部分
采集样本，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所显示出的
损坏程度可能会与存在于肝脏其它部分的不
同。

诊断和筛查
现在可用来诊断乙型肝炎的血液检查有
多种，这些血液检查结合起来可有助确定某
人是否感染了乙型肝炎病毒，以及他的免疫
系统有什么反应。
具有一或多种上述危险因素的人，以及
孕妇和肝酵素检验有异常情况的人，应接受
乙型肝炎的筛查。在世界许多地方，乙型肝
炎颇为常见，生于那些地方的人(包括但不限
于亚洲、非洲、南太平洋群岛、中东大部分
地区、东欧、以及中南美洲)应该接受检测。
如认为自己可能有患上乙型肝炎的危险，要
与医护人员商谈。

消化系统
膈膜

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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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纤维化的无创方法
肝脏活组织检查一直是肝病的分期的最
高标准，并且对许多病人来说仍是一个理想
的选择。然而，医护人员愈来愈多使用有效
的方法来确定肝脏纤维化的程度。在新兴的
其它分期方法当中，以下是在加拿大最常用
的。
FibroScan®是一种用来评估肝脏纤维
化程度的无创方法。它是一种技术，用来量
度肝脏的僵硬度，而这是与肝脏纤维化的程
度有密切关系。这种扫描涉及把探针放置(无
痛的)在皮肤表面，而这只要几分钟就可完
成。采集样本的范围是典型肝脏活组织检查
所见到的大约一百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项医疗程序会得出可靠的读数。加拿大各
地多间中心设有FibroScan®。
FibroTest及APRI
(AST/血小板比值
(AST-to-Platelet Ratio Index)) 属无创方法，
倚赖以验血为基础的计算来量度肝脏纤维化
的程度。医疗保险可能不会支付FibroTest的
费用，因此接受检查的人需自付费用。AP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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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用以普通验血为基础的简单方程式计算
出来的。
无论用什么方法来估计纤维化，要确保
所取得的资料在作出治疗决定方面是有用
的，专家解读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尤其是
在乙型肝炎方面，肝脏活组织检查可能仍会
提供有关疾病活动的宝贵数据，而这是无创
方法不能做到的。医护人员能够确定哪些检
验最适合您的情况。

处理
并非每个乙型肝炎患者都需要立即用药
物治疗。然而，由于这种病毒的活动以及它
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可能随着时间过
去而改变，人人都应该接受定期监测。有些
人需要治疗，有些人需要监测是否患上肝
癌，而所有人都应该接受长期跟进。

酒精
酗酒可能使乙型肝炎患者有更大危险会
病情恶化和患上肝癌。虽然安全酒量不容易
界定，并且因人而异，但每天喝不多过1至2
杯(1杯是指5盎司葡萄酒、1.5盎司烈酒、或
355毫升啤酒)，以及不是每天都喝，是个合
理的目标。患了较晚期肝病的人可能需要更
进一步减少喝酒，或甚至戒酒。要与医护人
员商讨这个问题。

其它疾病
需要用会影响免疫系统的药物(例如癌症
的化疗)来治疗的疾病，也可能影响病毒感
染者的乙型肝炎活动。开始进行这些治疗之
前知道某人的乙型肝炎状况是很重要的，这
样可对乙型肝炎进行密切监测或(在某些情况
下)治疗。

药物
现在乙型肝炎的治疗方法可十分有效地
阻止这种病毒造成的损害及控制病毒载量。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药物能够刺激免疫系
统制造抗体对付这种病毒，而这也可能会有
助控制这种病毒的活动。有证据显示长期治
疗(数年)可导致肝脏疤痕组织有改善(逆转)。
治疗也可能会减低某些人患肝癌的危险。
乙型肝炎的治疗方法分两大类：干扰素
和口服核苷/核苷酸类似物。

干扰素
干扰素是一系列的蛋白质，由身体细胞
释出，帮助击退病毒感染。在某些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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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干扰素可有效控制乙型肝炎感染。干扰
素α-2b (Intron A®) 是在治疗乙型肝炎方面最
先广泛应用的干扰素。目前，聚乙二醇干扰
素α-2b (Pegasys ®) 代表了对乙型肝炎基于
干扰素治疗的标准护理，它是以每周皮下注
射一次的方式施用。使用聚乙二醇干扰素的
标准治疗期是介乎24至48周，期间这种药会
改变病人的免疫系统与乙型肝炎病毒相互作
用的方式。
基于干扰素的治疗的主要好处是它施用
一段有限时间。这或会避免了需要长期服
药，并且对那些也许想避免长期
服药的育龄妇女可能尤其有用。
乙肝病毒
从病人的角度来说，在考虑
基于干扰素的治疗时，最主要的
考虑往往是相关的副作用和施用
方法。以注射的方式来施药虽然
是容易和安全的，但对于许多病
人来说，它常常不是首选的用药
法。病人应该与主诊医生商讨，
干扰素是否合适的治疗选择。

口服抗病毒剂
口服抗病毒剂是与乙型肝炎
病毒的重要成分相似的治疗方法
(通常称为核苷/核苷酸类似物)。
施用这些药物让它们可融入这种
病毒的新增拷贝里。然而，它们合并之后，
会干扰复制的过程，那么病毒就不能复制。
目前在应用中的核苷/核苷酸类似物有
多种，它们在化学结构、药效、以及乙型肝
炎病毒对其影响产生抵抗力的能力等方面均
不同。最新及最有效力的药剂是思替卡韦
(Baraclude®)和泰诺福韦(Viread®)。在某些
情况下有用的其它药剂包括拉米夫定(Heptovir®)、阿德福韦(Hepsera®)、以及喜必福
(Sebivo®)。这些药物全部都以药片形式面
世，并且是口服的，每天一次。
除了十分有效之外，口服核苷/核苷酸类
似物还有其它优点：容易施用和副作用轻微
或甚少。偶尔，病人可能会恶心和反胃。有
些药剂会有影响肾脏功能的危险；因此必须
进行恰当的监测。这些药物与干扰素的其中
一种主要分别是使用口服核苷/核苷酸类似物
的治疗通常是长期的(数年)。
请向医生咨询，您的口服抗病毒药物是
否设有费用报销计划；另外可浏览信息中
心(网址www.badgut.org)，取得更多英文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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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和肝癌
某些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会有较大危险患
上肝癌(通常称为肝细胞癌)。识别出哪些人
有最大危险患上肝癌是很重要的，这样医疗
专业人员就可以采取措施，恰当地监测病人
和及早侦测出疾病。
幸运的是，如发现得早，有许多有效的
治疗方法可用。某些病人每隔六个月接受定
期腹部超声波造影一次，以筛查是否患上肝
癌，这可能会是有好处的。然而，并非每个
乙型肝炎患者都需要定期接受超声波监察，
病人应该与医护人员商量。

Gastrointestinal Society(肠胃协会)
855 West 12th Avenue
Vancouver, BC V5Z 1M9
www.badgut.org

慈善团体注册号码：817065352RR0001

乙型肝炎疫苗
乙型肝炎疫苗(例如也可防止甲型肝炎
的Twinrix®)是一种保护人不会染上这种病
毒的有效方法。如前所述，如果在接触到病
毒之时是新生婴儿，患上慢性乙型肝炎的危
险性相当高，但如果在接触到病毒之时是成
年人，危险性就很低；因此，使用疫苗来防
止乙型肝炎传播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在宝宝
出生时给他接种疫苗。那些从未接种过疫苗
并且属高危的人也可能会从接种疫苗之中得
益，病人应该与医护人员商量。

前景
乙型肝炎的将来会怎样，在于对医护人
员和公众的教育，这样，专业人员能够对该
病有更好的识别，并能更好地照顾许多这样
的患者。有些乙型肝炎患者需要治疗，有些
就需要监测是否患上肝癌，而所有人都应该
接受长期跟进。我们希望，对乙型肝炎治疗
选择的研究，以及对有关该病知识的持续关
注，将会在未来的岁月产生出以下的结果：
·· 找出新方法，以帮助优化对个体病例的
治疗，
·· 更清楚了解综合疗法在乙型肝炎治疗中
所扮演的角色，
·· 更新和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 统一、普及的新生婴儿接种乙型肝炎疫
苗，以及
·· 完善的手法去识别出哪些人会从肝癌筛
查之中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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