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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28B基因型指导下个体化方案
与标准化抗病毒治疗慢性丙型肝炎疗效比较

谷斌

(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肝病科，湖南 郴州 423000)

【摘要】 目的 比较 IL28B 基因型指导下个体化方案与标准化抗病毒治疗慢性丙型肝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2012年3月至2014年9月期间收治的60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采用随机数表法

分为个体化治疗组和标准化治疗组，每组30例。治疗前均查HCV RNA基因分型和 IL28B基因分型，标准化治疗组

采取聚乙二醇干扰素(Peg-IFN) α-2a联合利巴韦林(RBV)治疗方案，治疗为48周，治疗期间查病毒载量；个体化治

疗组在 IL28B基因分型基础上调整治疗方法，对 IL28B基因非CC型的患者适当将疗程延长至72周。比较两组患

者的抗病毒疗效和治疗安全性。结果 个体化治疗组患者快速病毒学应答(RVR)、早期病毒学应答(EVR)、延迟病

毒学应答(DVR)、治疗结束时病毒学应答(ETVR)、持续病毒学应答(SVR)获得率略高于标准化治疗组，复发率略低

于标准化治疗组，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标准化治疗组中，HCV基因1型、非1型患者的SVR获得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 IL28基因分型CC型、非CC型患者的SVR获得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个体化治疗组中，HCV基因1型、非1型患者的SVR获得率比较以及 IL28基因CC型、非CC型患者的SVR获得率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个体化治疗组中HCV基因非1型、IL28基因非CC型患者的SVR获得率均明

显高于标准化治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过程中，标准化治疗组、个体化治疗组患者不良反应发

生率分别为30.0%和2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IL28B基因分型能够影响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的抗

病毒治疗效果，而宿主 IL28B基因指导下的个体化方案治疗疗效较标准方案突出，患者耐受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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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IL28B genotype-guided individualized regimen and

standardized antiviral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C.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

titis C, who admitted to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Chenzhou from March 2012 to September 2014,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standardized treatment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

ble method,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HCV RNA genotype and IL28B genotype were examined before the treat-

ment. The standardized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eginterferon (Peg-IFN) α-2a combined with ribavirin (RBV),

lasting for 48 weeks, and the viral load during the treatment was measured. The treatment method for the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group was adjusted on the basis of IL28B genotyping treatment, and the course of IL28B gene non-CC type pa-

tients was prolonged to 72 weeks. The antiviral efficacy and treatment safe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obtained rates of the rapid virological response (RVR), early virological response (EVR), delayed virologi-

cal response (DVR), end of treatment virological response (ETVR), sustained virological response (SVR) in the individu-

alized treatment group were sligh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tandardized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recurrence rate was

sligh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standardized treatment group,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btained rates of SVR between the HCV genotype 1 patients and

non-HCV genotype 1 patients in the standardized treatment group (P>0.05), but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b-

tained rates of SVR between the IL28 genotyping of CC and non-CC patients (P<0.05); In the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btained rates of SVR between HCV genotype 1 and non-HCV genotype

1, and between IL28 genotype CC patient and non-CC patients (P>0.05). The obtained rates of non-HCV genotype 1 pa-

tients and IL28 genotype 1 non-CC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tandardized treatment group (P<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standardized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group during the treatment (30.0% vs 20.0%, P>0.05). Conclusion Host IL28B

genotype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treatment efficacy of Peg-IFN combined with RBV antiviral individualized ther-

ap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C. It can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predictor of SVR before th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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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学者估计，全世界约有 1.7 亿丙肝病毒感

染者和 20亿乙肝病毒感染者，约占世界人口的 38%，

少量感染者能自动治愈，其他感染者会发展成慢性肝

病，极有可能发展成进行性肝纤维化，进而导致肝硬

化和肝癌的发生[1]。在中国，每100 000名女性和男性

中分别有 14.2 例和 37.9 例患者因慢性肝炎发展为肝

癌，且被诊断肝癌的患者平均年龄为55~59岁[2]。而慢

性丙型肝炎作为慢性肝炎的重要类型，亦是导致肝硬

化和肝癌的主要原因之一，慢性丙型肝炎的治疗将极

大降低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国际上治疗丙肝病

毒感染者的标准方案为聚乙二醇干扰素 (Peg-IFN)

α-2a 联合利巴韦林 (RBV) [3]，但不同丙型肝炎病毒

(HCV)基因型感染的患者获得的持续病毒学应答

(SVR)的情况存在明显差异。近期研究表明位于染色

体19的编码干扰素λ3的白细胞介素28B (IL28B)单核

苷酸多态性与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的Peg-IFN联合RBV

的治疗效果具有高度相关性[4]。鉴于此，临床已有学

者建议采取 IL28B基因型指导下的个体化治疗方案[5]，

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本文旨在比较

IL28B基因型指导下个体化方案与标准化抗病毒治疗

慢性丙型肝炎的临床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012

年 3 月至 2014 年 9 月期间收治的慢性丙型肝炎患者

60例，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个体化治疗组(n=30)和标

准化治疗组(n=30)。纳入标准：年龄≥16岁；影像学、

生物化学或血液学、组织学检查结果及临床表现诊

断均符合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推荐的《丙型肝炎

防治指南》(2004 年版)[6]中慢性丙型肝炎相关诊断标

准；临床病历与随访资料完整。排除标准：预估生存

时间<6 个月；其他肝炎病毒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

染(如自身免疫性肝病、脂肪性肝病嗜肝病毒感染)；

药物性或酒精性等因素所致肝功能异常、肝硬化；合

并脑、肺、心、肾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其他严重系统

疾病、血液和恶性肿瘤疾病；临床伴发食管胃底静脉

曲张破裂出血、腹水及肝性脑病等严重并发症；服用

治疗肝硬化药物如激素、保肝降酶药物；对 Peg-IFN

及 RBV 过敏或有使用禁忌证；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患者对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知情同意并

自愿参与。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与人口学特征比较

基线资料

女性[例(%)]

年龄(岁，x-±s)

受教育年限(年，x-±s)

职业性危害因素接触[例(%)]

吸烟史[例(%)]

饮酒史[例(%)]

基因分型(非1型)[例(%)]

IL28B分型(非CC型)[例(%)]

病毒性肝炎史[例(%)]

血液系统疾病史[例(%)]

家族肝炎史[例(%)]

个体化治疗组(n=30)

11 (36.7)

59.3±4.1

14.0±2.5

10 (33.3)

5 (16.7)

9 (30.0)

8 (26.7)

13 (43.3)

4 (13.3)

5 (16.7)

6 (20.0)

标准化治疗组(n=30)

13 (43.3)

58.7±5.3

13.6±3.2

9 (30.0)

8 (26.7)

8 (26.7)

5 (16.7)

15 (50.0)

7 (23.3)

3 (10.0)

4 (13.3)

χ2/t值
0.28

0.54

0.56

0.08

0.88

0.08

0.88

0.27

1.00

0.577

0.48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1.2 方法

1.2.1 基因分型检查 治疗前查HCV RNA基因

分型和治疗 0周、12周、24周、48周查病毒载量，采用

HCV分型特异性引物及荧光探针，采用一步法聚合酶

链式反应结合Taqman技术、自动病毒载量分析系统，

进行 HCV 1 型、非 1 型荧光 PCR 分型检查和 HCV

RNA 载量。同时，检测 IL28B 基因分型，针对 IL28B

基因的三个与干扰素抗HCV效果相关的单核苷酸多

态性 (SNP) rs8099917、rsl2979860、rsl2980275 设计特

异性引物，PCR 分别扩增含有三个 SNP 位点的 DNA

片段，然后通过电泳鉴定，通过分析测序结果获得

IL28B基因三个SNP位点的基因分型。

1.2.2 治疗方法 采取Peg-IFNa-2a联合RBV治

疗方案。其中标准化治疗组患者根据《病毒性肝炎防

治方案》[6]治疗标准进行，针对HCV RNA基因分型及

HCVRNA载量给予Peg-IFN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180 μg 腹部皮下注射，每周 1 次；按体质量给予 RBV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800~1 200 mg/d口服，治疗

疗程为48周。个体化治疗组患者根据2011年欧洲肝

脏研究学会年会(EASL)《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管理指

南》[7]治疗标准进行，同标准化治疗组查HCVRNA基

因分型和治疗0周、4周、12周、24周、48周查病毒载量

病毒载量，Peg-IFN、RBV治疗剂量同标准化治疗组，

但对 IL28B 基因分型为非 CC 型的患者若 24 周 HCV

RNA 未转阴，则疗程延长至 72 周。本研究检测设备

均由长沙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提供。

1.3 抗病毒疗效判定 抗病毒治疗中 4 周、12

周、24 周、48 周及治疗结束后 24 周检测 HCV-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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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快速病毒学应答(RVR)：治疗4周时HCV RNA为阴

性 ，即 HCVRNA<15 IU/mL；② 早 期 病 毒 学 应 答

(EVR)：治疗 12 周时为阴性，即 HCVRNA<15 IU/mL；

③无效应答(NVR)：治疗 12周后HCV RNA水平较基

线下降<2 log；④延迟病毒学应答(DVR)：治疗12周后

获得部分早期病毒学应答 (pEVR)，且治疗 24 周后

HCV RNA为阴性；⑤治疗结束时病毒学应答(ETVR)：

治疗结束时 HCV RNA 为阴性；⑥持续病毒学应答

(SVR)：治疗结束且停药 24周随访时，HCV RNA为阴

性；⑦复发：治疗结束时HCV RNA<15 IU/mL，但停药

后HCV RNA≥15 IU/mL(阳性)。

1.4 治疗安全性评价 检测指标包括临床试验

期间观察到的不良事件或不良反应和严重不良事件

或不良反应、实验室检查及生命体征的异常改变。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分

析和处理研究数据，计数资料采取例(%)表示，组间比

较进行χ2检验，当理论频数<5时行连续校正χ2检验；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进行 t 检
验。均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抗病毒疗效比较 个体化治疗

组患者的RVR、EVR、DVR、ETVR、SVR获得率略高于

标准化治疗组，复发率略低于标准化治疗组，但两组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的抗病毒疗效比较[例（%）]

组别

个体化治疗组

标准化治疗组

χ2值

P值

例数

30

30

RVR

6 (20.0)

4 (13.3)

0.48

>0.05

EVR

17 (56.7)

15 (50.0)

0.27

>0.05

DVR

21 (70.0)

20 (66.7)

0.08

>0.05

ETVR

24 (80.0)

20 (66.7)

1.36

>0.05

SVR

28 (93.3)

25 (83.3)

1.46

>0.05

复发

4 (13.3)

7 (23.3)

1.00

>0.05

2.2 不同病毒和宿主基因型的 SVR 获得率比

较 ①标准化治疗组中，HCV基因1型、非1型患者的

SVR获得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个体化

治疗组中，HCV基因1型、非1型患者的SVR获得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标准化治疗组中，

IL28基因分型CC型、非CC型患者的SVR获得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个体化治疗组中，IL28基

因CC型、非CC型患者的SVR获得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③个体化治疗组中HCV基因非1型、

IL28基因非CC型患者的SVR获得率均明显高于标准

化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和表4。

2.3 安全性评价 在治疗过程中，标准化治疗

组、个体化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30.00%

(9/30)、20.00% (6/3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72，P>

0.05)，主要表现为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计数降低、贫血、

血小板计数降低、皮疹，两组均未出现因严重不良反

应而终止治疗者。

3 讨 论

尽管2011年直接抗病毒药物(DAA)相继被美国和

欧盟批准上市，美国和欧洲的治疗指南推荐针对基因1

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采用DAA联合Peg-IFN、RBV方

案治疗，但由于售卖范围以及价格高昂等的限制，目前

DAA并未在中国上市。中国推荐的标准治疗方案仍是

Peg-IFN、RBV，然而一直未获得理想的SVR[8]。因此，

对调整标准方案中两种药物的剂量或延长治疗时间

等的探索及如何获得更好的SVR应答率一直是我国

临床研究的重点之一。研究发现，慢性丙型肝炎患者

的治疗效果受病毒基因型HCV RNA和 IL28B多态性

的影响[9]。而基于患者 HCV RNA 或 IL28B 多态性的

个体化治疗逐渐成为慢性丙型肝炎新的治疗方向。

郭凤霞等[10]认为，通过检测丙型肝炎 IL28B基因型和

HCV基因型以指导临床抗病毒治疗，可达到对标准方

案治疗疗效的预测，故其近期报道结果显示广东地区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 IL28B基因 rs8099917、rsl2979860、

rsl2980275位点分别以TT、CC、AA为主，而对于HCV

1 型患者，rsl2979860 位点的基因型可以作为治疗前

SVR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陈新月等[11]的研究通过在

治疗前检测 IL28B基因型并进行疗程和剂量的调整，

绝大部分(91.0%)患者可获得 EVR，而通过 EVR 分组

对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的疗效较为理想。

2009年美国杜克大学人类基因组变异中心的一

项调查研究发现，慢性丙型肝炎患者 IL28BSN与HCV

清除呈显著相关[12]。罗旗等[13]的相关实验研究了44例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治疗后12周的 IL28B变化，发现达

表3 不同基因型病毒患者不同治疗方法的SVR比较[例(%)]

HCV基因

1型

非1型

χ2值

P值

例数

25

5

SVR

21 (84.0)

4 (80.0)

0.19

>0.05

例数

22

8

SVR

20 (90.9)

8 (100.0)

0.78

>0.05

标准化治疗组 个体化治疗组

表4 不同宿主基因型患者不同治疗方法的SVR比较[例(%)]

IL28基因分型

CC型

非CC型

χ2值

P值

例数

15

15

SVR

15 (100.0)

10 (66.7)

6.00

<0.05

例数

17

13

SVR

17 (100.0)

12 (92.3)

0.02

>0.05

标准化治疗组 个体化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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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VR 的患者比未达到 EVR 的患者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证实 IL28B细胞因子在抗HCV治疗

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研究以 60例慢性丙型肝

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均给予 Peg-IFNa-2a联合RBV治

疗，治疗前检测患者 IL28B基因和HCV基因型，且个

体化治疗组患者根据 IL28B基因分型及病毒应答情况

不同给予不同的疗程，结果显示，个体化治疗组RVR、

EVR、DVR、ETVR、SVR获得率略高于标准化治疗组，

复发率略低于标准化治疗组，但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提示治疗前进行 IL28B检测以指

导治疗对改善病毒应答情况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当

患者获得SVR后对肝组织学的改善十分重要。同时，

标准化治疗组HCV基因1型、非1型患者的SVR获得

率比较，以及个体化治疗组HCV基因1型、非1型患者

的SVR获得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

示HCV基因分型对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效

果的影响不显著；标准化治疗组 IL28基因分型CC型

患者的SVR获得率为100.0%，非CC型患者的SVR获

得率仅为 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个体

化治疗组 IL28 基因分型 CC 型、非 CC 型患者的 SVR

获得率为100.0%、92.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提示 IL28B基因对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标准化抗病毒治

疗效果有一定的影响。与廖祥伟等[14]的报道类似，该

实验结果发现，IL28B基因可显著影响慢性丙型肝炎

患者治疗期间SVR获得率。此外，本研究个体化治疗

组中HCV基因非 1型、IL28基因非CC型患者的SVR

获得率均明显高于标准化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提示宿主 IL28B基因指导下的Peg-IFN联合

RBV抗病毒个体化方案治疗慢性丙型肝炎疗效更显

著。周明琴等[15]的近期相关性分析明确证实了 IL28B

为影响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标准化治疗应答的重要因

素，其中 rs8099917 基因 TT 型是获得 SVR 的有利因

素。周双男等[16]指出，受体 IL28B rs12979860位点CC

基因型多态性丙型肝炎复发抗病毒治疗及预后存在

有利影响，与本研究观点一致。

此外，在治疗过程中，标准化治疗组、个体化治疗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30.0%、20.0%，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且反应均较轻，多数患者不需要调整

用药，少量患者经过适量降低Peg-IFN剂量后临床得

到很好的控制，本研究中不良反应发生率及表现(白细

胞/中性粒细胞计数降低、贫血、血小板计数降低、皮

疹)与同类研究类似[17]，但未见严重不良反应发生，表

明患者对个体化治疗方案有较好的耐受性。

综上所述，IL28B基因分型能够影响慢性丙型肝炎

患者的抗病毒治疗效果，而宿主 IL28B基因指导下的个

体化方案治疗疗效较标准方案突出，患者耐受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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