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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理气方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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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疏肝理气方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效果。方法 回顾性选取大荔县医

院于2015年4月至2020年4月收治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60例，根据治疗方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30例。对

照组采用恩替卡韦治疗，观察组采用自拟疏肝理气方联合恩替卡韦治疗，两组均连续治疗6个月。比较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的中医症候积分、肝脾影像学指标、丙氨酸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HBeAg及淋巴细胞穿

孔素(PRF)、颗粒酶B (GrzB)阳性细胞率变化，并统计两组患者的乙型肝炎e抗原(HBeAg)血清应答率。结果 观察

组患者的的HBeAg血清总应答率为93.3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

组患者的中医症候积分为(4.78±0.81)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6.34±0.5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

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门静脉直径[(11.17±1.05) mm vs (12.85±1.23) mm]、脾静脉直径[(9.66±0.57) mm vs (10.13±

1.13) mm]、脾厚[(37.25±3.16) mm vs (41.17±3.23) mm]比较，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血清ALT [(41.25±8.33) U/L vs (54.85±12.24) U/L]、AST [(34.02±5.96) U/L vs (48.36±

6.89) U/L]、HBeAg [(321.69±85.17) s/co vs (472.25±124.02) s/co]水平比较，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而外周血淋巴细胞 PRF 阳性细胞率[(19.86±3.68)% vs (15.89±3.47)%]、GrzB 阳性细胞率[(34.12±

3.68)% vs (30.67±4.79)%]比较，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疏肝理气方联合恩

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可改善患者的肝功能，降低外周血淋巴细胞 PRF、GrzB 阳性细胞率，减轻症状，提高

HBeAg血清学应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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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hugan Liqi prescription combined with entecavir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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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Shugan Liqi prescription (recipe for soothing the liver and regu-

lating Qi) combined with entecavir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B.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

tis B admitted to Dali County Hospital from April 2015 to April 2020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treatment method,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entecavir,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elf-made Shugan Liqi prescription combined with entecavir.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6 months continuously. The TCM syndrome scores, liver and spleen imaging indicators, alanine

transferase (AL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hepatitis B e antigen (HBeAg), lymphocyte perforin (PRF), and

changes of granzyme B (GrzB)-positive cell rat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serum response rate of HBeAg was record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serum response rate of HBeA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3.33%,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3.33%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TCM syndrom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4.78±0.81) point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6.34±

0.57) poi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portal vein diameter, splenic vein diameter, splenic thick-

nes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11.17±1.05) mm vs
(12.85±1.23) mm; (9.66±0.57) mm vs (10.13±1.13) mm; (37.25±3.16) mm vs (41.17±3.23) mm. After treatment, serum

ALT, AST, HBeAg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LT, (41.25±8.33) U/L vs (54.85±12.24) U/L; AST, (34.02±5.96) U/L vs (48.36±6.89) U/L; HBeAg, (321.69±85.17) s/co

vs (472.25±124.02) s/co, while the PRF-positive cell rate of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s and the GrzB-positive cell rat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19.86±3.68)% vs (15.89±3.47)%; (34.12±3.68)% vs
(30.67±4.79)%. Conclusion Shugan Liqi prescription combined with entecavir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B

can improve the liver function of patients, reduce the rate of PRF- and GrzB-positive cells in peripheral blood lympho-

cytes, relieve symptoms, and increase the HBeAg serological response rate.

【Key words】 Shugan Liqi prescription; Entecavir; Chronic hepatitis B; Liver function; Hepatitis B e antigen

(HBeAg);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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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是由乙肝病毒感染所致的传染性

疾病，病毒感染后可引起机体免疫应答，诱导肝细胞

凋亡，可逐步进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细胞癌。

尽管乙肝疫苗已使用近30 年，但全球仍有超过4亿慢

性乙型肝炎患者[1]。目前西医临床多采用干扰素-α、
核苷类似物等药物抗乙肝病毒，抑制病毒复制、增殖，

延缓病情进展，但每年约有 100 万人死于慢性乙型肝

炎相关并发症[2]。中医学理论认为慢性乙型肝炎属于

“肝着”、“胁痛”、“黄疸”等范畴，其病机为正虚邪实，

正虚邪恋，其病位在肝，长期肝气郁结，使木旺乘土而致

脾气耗损。而脾失健运，湿雍木郁，又可累及于肝，加重

肝失疏泄，治则以疏肝理气、健脾化湿为法[3]。柴胡疏肝

散是中药理气剂之名方，主治肝气郁滞之证[4]。本研究

以此方化裁得到疏肝理气方，观察联合恩替卡韦治疗

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收集大荔县医院于 2015

年 4 月至 2020 年 4 月收治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60

例。纳入标准：(1)符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5]中

的标准，且经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B超或CT

检查确诊为慢性乙型肝炎；(2)中医辨证分型符合《慢

性乙型肝炎中医诊疗专家共识》[6]肝郁脾虚证的标准；

(3)年龄≥18岁、≤75岁；(4)均为初治患者，且6个月内

无相关药物治疗；(5)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伴

药物性肝炎、酒精性肝病等肝病者；(2)合并心脑血管、

肝肾功能不全及造血系统、内分泌系统疾病者；(3)过

敏体质；(4)合并精神疾病、恶性肿瘤者；(5)严重酗酒者；

(6)妊娠及哺乳期女性。根据治疗方法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每组 30 例。观察组患者中男性 16 例，女性 13

例；年龄26~75岁，平均(52.96±11.83)岁；病程1.5~4年，

平均(2.42±0.42)年；体质量指数(23.29±1.83) kg/m2。对

照组患者中男性19例，女性11例；年龄26~73岁，平均

(53.42±11.77)岁；病程1.5~4年，平均(2.46±0.37)年；体质

量指数(23.36±1.78) kg/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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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恩替卡韦(正大

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5 mg，国药准字

H20120039)治疗，口服0.5 mg/次，1次/d。观察组患者

给予自拟疏肝理气方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恩替卡韦用

法用量同对照组。自拟疏肝理气方：柴胡 10 g、白芍

15 g、陈皮 10 g、川芎 10 g、香附 10 g、当归 15 g、党参

15 g、白术 15 g、茯苓 15 g、炙甘草 6 g。肝郁气滞者加

郁金、炒栀子；瘀血阻络者加丹参、桃仁；肝胆湿热者

加垂盆草、虎杖；阴虚火旺者加生地黄、南沙参。每日

1剂，水煎取汁400 mL，分2次早晚温服。两组均连续

治疗6个月。

1.3 观察指标和检测(评价)方法 (1)中医症候

积分：参考《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诊疗专家共识》[6]评价，

包括胁肋胀痛、腹胀便溏、纳呆食少、身倦乏力、情志

抑郁等，按照症状严重程度分别计为 0~3 分，分数越

高，症状越重；(2)超声检测：于治疗前、治疗 6个月后

采用超声检测患者门静脉直径、脾静脉直径、脾厚。

患者取平卧位，于空腹状态下检测。检测仪器：飞利

浦 IE33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2.5 MHz；

(3)实验室检查：于治疗前、治疗6个月后清晨抽取患者

空腹静脉血 3 mL，置于常规促凝管，以转速2 500 r/min

离心10 min，取血清采用美国 BECKMAN COULTER

Au58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贝克曼公司配套试剂检

测丙氨酸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

采用ELISA-ELM3000 酶标分析仪检测乙型肝炎 e抗

原(HBeAg)。另取一份静脉血标本置于 EDTA 抗凝

管，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淋巴细胞穿孔素(PRF)、颗粒

酶B (GrzB)阳性细胞率，检测仪器：美国 BD 公司C6

流式细胞仪。

1.4 应答标准疗程 结束后参考《慢性乙型肝炎

防治指南》[5]评价，评价指标为 HBeAg 血清学转换、

HBV-DNA阴转和ALT复常。(1)完全应答：经治疗，兼

备上述3项中的全部条件；(2)部分应答：经治疗，仅达

上述3项中的1~2项条件；(3)无应答：未达上述3项中

任何一项。总应答率=完全应答率+部分应答率。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处理，计量资

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应答情况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

患者的 HBeAg 血清总应答率为 93.33%，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 73.3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 2=4.320，P=

0.038<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中医症候积分比较 治

疗后，两组患者的中医症候积分逐渐下降，且观察组

中医症候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表1 两组患者的应答情况比较(例)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30

30

完全应答

10

17

部分应答

12

11

无应答

8

2

总应答率(%)

73.33

93.3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中医症候积分比较(x-±s，分)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治疗前

12.24±2.02

12.31±1.96

0.136

0.892

治疗后

6.34±0.57a

4.78±0.81a

8.627

0.00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中医症候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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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肝脾影像学改变比

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门静脉直径、脾静脉直径、脾

厚逐渐下降，且观察组下降较对照组更明显，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ALT、AST、HBeAg 水

平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ALT、AST、HBeAg逐渐

下降，且观察组患者下降较对照组更明显，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肝脾影像学改变比较(x-±s，mm)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治疗前

14.52±1.96

14.47±2.06

0.096

0.924

治疗后

12.85±1.23a

11.17±1.05a

5.690

0.000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门静脉直径

治疗前

11.17±1.45

11.06±1.76

0.264

0.793

治疗后

10.13±1.13a

9.66±0.57a

2.034

0.047

治疗前

44.63±5.17

43.92±6.58

0.465

0.644

治疗后

41.17±3.23a

37.25±3.16a

4.752

0.000

脾静脉直径 脾厚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ALT、AST、HBeAg水平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治疗前

185.63±67.14

190.05±65.37

0.258

0.797

治疗后

54.85±12.24a

41.25±8.33a

5.031

0.000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ALT (U/L)

治疗前

154.23±38.65

157.05±45.81

0.258

0.798

治疗后

48.36±6.89a

34.02±5.96a

8.622

0.000

治疗前

978.25±241.02

961.85±274.58

0.246

0.807

治疗后

472.25±124.02a

321.69±85.17a

5.481

0.000

AST (U/L) HBeAg (s/co)

2.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外周血淋巴细胞PRF、

GrzB阳性细胞率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外周血淋

巴细胞PRF、GrzB阳性细胞率逐渐上升，且观察组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3 讨论

中医学理论认为，肝主疏泄，性喜条达而恶抑郁；

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慢性乙型肝

炎多因肝气郁结、外感湿热疫毒所致。郁怒伤肝，使

肝失调达，横乘脾土，日久耗损脾气。脾失健运则气

血生化乏源，使肝血不足，失于荣养[7]。《金匮要略》认

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8]。柴胡疏肝散

方出自《医学统旨》，具有疏肝理气、活血止痛之功效，

临床常将其应用于慢性肝炎、慢性胃炎、肋间神经痛

等证属肝气郁滞者[9]。

本研究以柴胡疏肝散为基础进行化裁，得到疏肝

理气方，方中柴胡为君，功擅疏肝解郁，使“木郁达

之”。川芎、香附共为臣药，川芎行气活血、香附理气

疏肝，二药相伍可助君药解肝经郁滞。佐以白芍、甘

草养血柔肝、缓急止痛，防柴胡升散之性耗伤阴血；陈

皮理气行滞、健脾消食；当归活血化瘀、养血和营；党

参补中益气、白术、茯苓健脾除湿，三药相伍，功擅补

益后天之本。甘草兼为使药，调和药性[10-11]。肝郁气

滞者加郁金、炒栀子以疏肝解郁；瘀血阻络者加丹参、

桃仁以活血祛瘀；肝胆湿热者加垂盆草、虎杖以清热

解毒；阴虚火旺者加生地黄、南沙参滋阴降火。诸药

合用，共奏疏肝理气、健脾化湿之功效[12-13]。

本研究以总应答率、中医症候积分以及血清

ALT、AST、HBeAg作为指标评估两组治疗效果，发现

疏肝理气方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可更好

地改善肝功能，减轻不适症状和体征，提高HBeAg血

清学应答率。这是由于疏肝理气方中柴胡所含的柴

胡皂苷可通过调节机体免疫力功能、抗炎、抑制生物

膜脂质过氧化反应而减轻肝细胞损伤程度。补脾类

中药党参、茯苓、白术所含的多糖类成分可增强机体

特异和非特异免疫，并具有抗氧化、保肝、抗炎、抗病

毒等药理作用。茯苓多糖还能诱发Tc细胞和NK细胞

活性、减轻肝组织病理损伤，并具有体外抗 HBV 作

用。活血化瘀类中药丹参、桃仁、当归可改善肝脏局

部微循环、减轻脂质过氧化损伤而保护肝细胞。柴

胡、郁金、川芎、香附、炒栀子、垂盆草、虎杖等中药具

有一定的抗病毒作用。甘草所含的β-甘草酸、甘氨酸

等成分具有抗炎、保肝降酶、调节免疫、抗病毒等药理

作用[14-16]。

肝脾影像学指标门静脉直径可间接反映肝脏血

流动力学状况，脾静脉直径、脾厚可间接反映脾脏血

流动力学变化。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损伤、肝硬化等

病理改变可导致脾脏功能亢进、脾肿大[17]。本研究采

用腹部超声检查治疗前后两组门静脉直径、脾静脉直

表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外周血淋巴细胞PRF、GrzB阳性细胞率比

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治疗前

14.02±3.32

13.97±3.56

0.056

0.955

治疗后

15.89±3.47a

19.86±3.68a

4.299

<0.05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PRF

治疗前

28.45±5.38

28.35±5.06

0.074

0.941

治疗后

30.67±4.79a

34.12±3.68a

3.128

0.003

Gr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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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脾厚的变化，发现疏肝理气方联合恩替卡韦治疗

慢性乙型肝炎可更好地改善肝脏血流动力学，可有效

保护肝脏，避免脾肿大。这与疏肝理气方通过抗病

毒、改善微循环、抗氧化、调节免疫等多种途径发挥肝

细胞保护作用有关。

外周血淋巴细胞PRF是由大颗粒淋巴细胞、活化

的Tc细胞释放的细胞溶素，其杀伤作用比NK细胞的

细胞毒因子更快，可在靶细胞膜迅速形成孔洞 [18]。

GrzB是细胞毒淋巴细胞、NK细胞释放的细胞浆颗粒，

可与靶细胞表面受体结合而使细胞穿孔[19]。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可能通过 PRF、GrzB途径杀伤肝细胞，在

病毒性肝炎肝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20]。本研究通过检

测外周血淋巴细胞PRF、GrzB阳性细胞率发现，疏肝

理气方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可通过降低

外周血淋巴细胞 PRF、GrzB 阳性细胞率而保护肝细

胞，这是其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重要机制之一。

综上所述，疏肝理气方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

型肝炎可改善肝功能，降低外周血淋巴细胞 PRF、

GrzB 阳性细胞率，减轻症状，提高 HBeAg 血清学应

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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