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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酸二铵联合恩替卡韦对慢性乙型肝炎合并
肝硬化患者肝纤维化指标及氧化应激指标的影响
余 希
莫金英
瞿志军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感染科，广东深圳 518116
[ 摘要 ] 目的 探讨甘草酸二铵联合恩替卡韦对慢性乙型肝炎合并肝硬化患者肝纤维化指标及氧化应激指标
的影响。 方法 从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5 月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感染科收治的慢性乙型肝炎合并肝硬化
患者中选取 80 例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40 例，对照组采用恩替卡韦治疗，观察组采用甘草
酸二铵联合恩替卡韦治疗，对两组治疗效果、肝纤维化指标及氧化应激指标进行观察。 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
有效率为 95.00%，较对照组 75.00%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治疗前透明质酸（HA）、层粘
连蛋白（LN）、IV 型胶原（IV-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治疗后上述肝纤维化指标明显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治疗前丙二醛（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一氧化氮
（NO）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治疗后上述氧化应激指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 结论 甘草酸二铵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合并肝硬化效果满意，可缓解肝纤维
化状态，调节氧化应激水平，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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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ammonium glycyrrhizinate combined with entecavir
on liver fibrosis and oxidative stres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and cirrh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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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ammonium glycyrrhizinate combined with entecavir on liver
fibrosis and oxidative stres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and cirrhosi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7 to May
2018，80 case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and cirrhosis admitted in department of infection of Longgang central hospital
of Shenzhen were selected，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entecavir，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diammonium glycyrrhizinate combined with entecavir.The therapeutic effects，liver fibrosis markers and oxidative
stress indicator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00%，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75.00%)，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05).The hyaluronic acid（HA），laminin (LN) and type Ⅳ collagen( Ⅳ -C)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P ＞ 0.05).After treatment，the
liver fibrosis indicato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05).The malondialdehyde(MDA)，superoxide dismutase(SOD)
and nitric oxide(NO)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P ＞ 0.05).
After treatment，the oxidative stress indicato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05). Conclusion Diammonium
glycyrrhizinate combined with entecavir is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B with cirrhosis，can
alleviate the state of liver fibrosis and regulate the level of oxidative stress，worth of promoting.
[Key words] Chronic hepatitis B；Liver cirrhosis；Diammonium glycyrrhizinate；Entecavir；Fibrosis；Oxidative stress

慢性乙型肝炎是乙肝病毒感染所导致的传染

症之一，若未及时控制病情进展，可最终形成肝癌，

性疾病，加上患者免疫功能失调，导致乙肝病毒无

威胁患者生命。目前，临床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合并

法被抑制、清除，炎性反应持续损伤肝细胞，最终导

肝硬化主要通过抗病毒、抗纤维化治疗控制病情发

致肝硬化 [1]。肝硬化是慢性乙型肝炎的常见并发

展。本研究为探讨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合并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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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方法，将甘草酸二铵联合恩替卡韦用于治疗

与 HBsAg 未转阴，肝功能指标无明显变化 [3]。（2）

中，旨在探讨对肝纤维化指标及氧化应激指标的影

分别在治疗前后抽取空腹静脉血 5mL，室温条件下

响，现报道如下。

以 3000r/min 离心 10min，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1 资料与方法

丙二醛（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一氧化氮

1.1

（NO）等氧化应激指标，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透明

一般资料

质酸（HA）、层粘连蛋白（LN）、IV 型胶原（IV-C）等

从 2017 年 1 月 ～ 2018 年 5 月 深 圳 市 龙 岗 中
心医院感染科收治的慢性乙型肝炎合并肝硬化患

肝纤维化指标。

者中选取 80 例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22.0 版对数据予以统计

各 40 例。观察组男 23 例，女 17 例，年龄 41 ～ 73 岁，
平均（55.2±4.0）岁。对照组男 22 例，
女 18 例，
年龄

学处理，计量资料以（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

40 ～ 71 岁，平均（55.1±4.1）岁。两组一般资料比

资料以 [n（%）] 表示，采用 χ2 检验，P ＜ 0.05 为差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纳入标准：符合慢性乙型肝炎合并肝硬化诊

结果

2.1

断标准 [2]；18 ～ 80 岁；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医院伦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治疗显效 26 例，有效 12 例，无效 2 例，

理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合并其他肝病患者；伴
有心脑血管疾病、血液系统疾病者；恶性肿瘤患者；

总有效率为 95.00%；对照组治疗显效 17 例，有效

严重免疫系统疾病；精神疾病者；近期服用免疫抑

13 例，无效 10 例，总有效率 75.00%，两组比较差异

制剂者；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

有统计学意义（χ2=6.274，P ＜ 0.05）。

1.2

2.2

方法

两组治疗前后肝纤维化指标比较
两组治疗前的肝纤维化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

对照组患者给予恩替卡韦分散片（正大天晴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H20100019）治疗，
0.5mg/ 次，

学意义（P ＞ 0.05）
，观察组治疗后肝纤维化指标与

1 次 /d，口 服。 观 察 组 在 对 照 组 基 础 上 加 甘 草 酸

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二铵肠溶胶囊（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

两组治疗前后氧化应激指标比较
两组治疗前的氧化应激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H20040628）150mg，3 次 /d，口 服。 两 组 均 治 疗 1
年后观察效果。

意义（P ＞ 0.05）
，
观察组治疗后氧化应激指标明显优

1.3

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
见表 2。

观察指标
（1）疗效评估。显效：HBV DNA 与 HBsAg 转阴，

3

讨论

肝功能指标基本或完全恢复正常；有效：HBV DNA

乙肝病毒（HBV）感染是全球流行范围最广的

与 HBsAg 转阴，肝功能指标改善；无效：HBV DNA

传染性疾病，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因乙肝病毒感染后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纤维化指标比较（x ± s，ng/mL）

表1
组别

n

HA
治疗前

治疗后

LN
t

P

治疗前

IV-C
t

治疗后

P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观察组 40 248.36±32.65 102.02±14.51 25.904 0.000 138.41±10.28 65.02±6.31 38.481 0.000

105.36±8.24 72.51±4.11 22.563 0.000

对照组 40 248.19±32.44 133.09±18.47 19.501 0.000 138.29±10.44 88.54±8.51 23.361 0.000

105.08±8.61 91.01±6.59 8.207 0.000

t

0.023

8.366

0.051

14.041

0.148

15.065

P

0.981

0.000

0.958

0.000

0.882

0.000

表2

两组治疗前后氧化应激反应指标比较（x ± s）

SOD（U/mL）

MDA（nmol/L）

NO（μmol/L）

组别

n

观察组

40 84.11±14.02 121.25±18.45 10.137 0.000 14.58±2.36 7.44±2.01 14.567 0.000

55.69±10.24 22.64±4.12 18.937 0.000

对照组

40 84.08±14.47 98.45±16.02

55.47±10.21 38.51±6.08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治疗前

治疗后

4.210 0.000 14.71±2.69 9.88±2.47

t
8.365

P
0.000

治疗前

治疗后

t

0.009

5.901

0.229

4.846

0.096

13.666

P

0.992

0.000

0.818

0.000

0.923

0.000

t

P

9.02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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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肝细胞损伤，而 HBV 持续复制会持续加重乙

一步加重肝纤维化形成 [14]。本研究对两组治疗后

型肝炎病情进展，肝细胞逐渐变性、坏死，导致肝纤

氧化应激反应指标进行比较，发现观察组治疗后氧

维化不断加重，最终产生肝实质硬化 。目前，临床

化应激指标水平优于对照组，表明甘草酸二铵联合

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合并肝硬化的目标是最大限度

恩替卡韦能纠正机体氧化与抗氧化平衡，可能与甘

抑制、清除 HBV 感染，阻止病情进展，减轻肝细胞

草酸二铵联合恩替卡韦能降低肝细胞炎性因子表

坏死及纤维化 。

达、改善机体内环境，对免疫功能起到一定调节作

[4]

[5]

恩替卡韦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合并肝硬化的
首选药物，属强效选择性鸟嘌呤核苷类似物，可直

用等相关，可间接作用于氧化应激反应调节，减轻
氧化应激损伤 [15]。

接作用于 HBV DNA 复制的各个阶段，进而对 HBV

综合上述，甘草酸二铵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

DNA 复制起到抑制作用，以达到显著抗乙型肝炎病

乙型肝炎合并肝硬化效果满意，也能增强抗肝纤维

毒活性的效果 。已有研究表明，恩替卡韦不仅对

化效果，调节氧化应激反应，值得推广。

[6]

野生株有显著抑制效果，对 YMDD 变异株也有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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