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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牛胎肝提取物片联合参芪肝康胶囊对慢性乙型
肝炎患者纤维化指标及甲胎蛋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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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复方牛胎肝提取物片联合参芪肝康胶囊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纤维化指标及甲胎蛋白的影响。方法：纳入
102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51 例。对照组给予参芪肝康胶囊和常规的护肝治疗措施，治疗组在对照组
治疗基础上增加使用复方牛胎肝提取物片，观察 24 周。检测 2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纤维化指标及甲胎蛋白含量。结果：2 组治疗后
血清Ⅲ型前胶原 （PCⅢ）、透明质酸 （HA）、层粘连蛋白 （LN） 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组血清 PC
Ⅲ、HA、LN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P ＜ 0.01）。治疗 12 周后，治疗组甲胎蛋白明显升高，对照组仅轻微
升高，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治疗 24 周后，2 组甲胎蛋白恢复到治疗前水平，2 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P ＞ 0.05）。结论：复方牛胎肝提取物片联合参芪肝康胶囊能降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纤维化指标值，改善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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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pound Embryonic Bovine Liver Extract Tablets Combined with Shenqi
Gankang Capsule on Fibrosis Indexes and Alpha Fetal Protein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LIU Luxiang，WANG Shumin，YING Senbo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 erve the effect of com pound em bryonic bovine liver extract tablets com bined w ith Shenqi
Gankang caps ule on fibros is indexes and alpha fetal protein of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 Method： One hundred and tw o
cas es of patients w ith chronic hepatitis B w ere divided random ly into the treatm 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51 cas 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 as treated w ith Shenqi Gankang caps ule and conventional liver- protecting therapy，and the
treatm ent group w as given com pound em bryonic bovine liver extract tablets bas ed on treatm 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 ervation cours es las t for 24 w eeks . The level changes of fibros is indexes and alpha fetal protein w ere obs erv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 ent. Result： After treatm ent， the levels of Ⅲ procollagen (PC Ⅲ )， Hyaluronic Acid (HA)， Lam inin (LN) in the
treatm ent group w ere s ignificantly im proved (P < 0.05 com pared w ith thos 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of thos e
indexes in both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 ent w ere s ignificant(P < 0.05). After 12 w eeks of therapy，alpha fetal protein in
the treatm ent group w as increas ed obvious ly，nevertheles s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 as s lightly increas ed，the differences
betw een the tw o groups being s ignificant (P < 0.05). After 24 w eeks of treatm ent， alpha fetal protein in both groups w as
returned to the level before treatm ent. Conclusion：Com pound em bryonic bovine liver extract tablets com bined w ith Shenqi
Gankang caps ule can reduce fibros is indexes of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prom ote the protein s ynthes is ，im prove clinical
s ym ptom s .
Keywords： Chronic hepatitis B； Fibros is ； Com pound em bryonic bovine liver extract tablets ； Shenqi Gankang caps u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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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目前无特效治疗药物，属于难治性

有效方法是抑制病毒复制和控制肝纤维化。肝纤维化

病毒感染性疾病，延缓或阻止病情向肝硬化转变的最

是各种慢性疾病的共同病理通路，此过程为可逆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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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果一旦进入肝硬化阶段，病情即不可逆，如何

公司)，由当归、党参、水飞蓟、五味子、茵陈、黄

阻止肝纤维化成为该类疾病治疗的关键。国家批准上

芪、刺五加浸膏组成，每次 5 粒，每天 3 次，并采

市的抗肝纤维化药物复方牛胎肝提取物对肝纤维化病

取常规的护肝治疗措施：休息、清淡饮食和避免饮

情具有逆转作用，甲胎蛋白可以反映机体肝细胞的再

酒，促肝细胞生长素(80 ～120 m g/d，加入 250 m L

生和修复能力

生理盐水中静脉滴注)，果糖二磷酸钠(每次 5～10 g，

[1～3]

。本研究探讨复方牛胎肝提取物片

联合参芪肝康胶囊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纤维化指标及

每天 1～2 次，缓慢静脉滴注)。治疗 24 周。

甲胎蛋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2.2

1
1.1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增加使用复方牛

治疗组

胎肝提取物片(北京第一生物化学药业有限公司)，每

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

纳入 2013 年 3 月—2015 年 6 月在

次 2 片，每天 3 次，疗程为 24 周。

丽水市人民医院就诊的 102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3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51 例。对

3.1

照 组 男 24 例 ， 女 27 例 ； 年 龄 17 ～63 岁 ， 平 均

乙型肝炎纤维化指标，包括血清Ⅲ型前胶原(PCⅢ)、

(38.63±7.83)岁。治疗组男 23 例，女 28 例；年龄

透明质酸(HA)、层粘蛋白(LN)，试剂盒购自于上海恒

18～62 岁，平均(38.84 ±7.79)岁。2 组性别、年龄

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采用胶体金法检测甲胎蛋白含

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具有

量，试剂盒购自于上海岚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比性。

3.2

1.2

纳入标准

符合 2005 年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4

慢性乙型肝炎诊断标准；患者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4.1

排除标准

急性肝炎、恶性肿瘤、肝硬化、代

采用放射免疫分析试剂盒检测慢性

统计学方法

临床数据使用 SPSS19.0 软件处

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会与感染病学分会制订的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中
1.3

观察指标

治疗结果
2 组治疗前后慢性乙型肝炎纤维化指标 比 较

见表 1。治疗前，2 组 PCⅢ、HA、LN 比较，差异均

谢性疾病患者；近 6 月有抗纤维化药物使用史的患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2 组 PCⅢ、HA、

者；甲、丙、丁和戊型肝炎病毒感染患者；合并心、

LN 均 较 治 疗 前 下 降 ，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 ＜

肝、肾等重要器官器质性病变的患者。

0.05)；治疗组 PCⅢ、HA、LN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

2
2.1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

治疗方法
对照组

给予参芪肝康胶囊(西安兆兴制药有限
表1

组

别

2 组治疗前后慢性乙型肝炎纤维化指标比较(x±s，n=51)

PCⅢ

ng/mL

HA

L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299.84±42.53

240.64±33.1 8

327.16±63.85

283.38±50.63

1 96.83±49.28

1 62.39±33.07

治疗组

297.85±43.28

203.53±29.74

330.52±62.53

230.42±43.74

1 94.63±50.06

1 50.74±29.95

t值

0.23

5.95

0.27

5.65

0.22

1.86

P值

0.41

0.00

0.39

0.00

0.41

0.03

4.2

2 组治疗前后甲胎蛋白比较

见表 2。治疗前，

表2

2 组治疗前后甲胎蛋白比较(x±s，n=51)

2 组甲胎蛋白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 12 周后，治疗组甲胎蛋白明显升高，对照组仅轻

对照组

43.73±1 1 .63

50.52±1 4.52

43.96±1 0.74

治疗组

微升高，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
疗 24 周后，2 组甲胎蛋白恢复到治疗前水平，2 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5

讨论

治疗前

治疗 1 2 周后

ng/mL

组 别

治疗 24 周后

42.95±1 2.04

1 37.74±27.46

43.39±1 1 .06

t值

0.33

20.05

0.26

P值

0.37

0.00

0.40

胞外基质产生和降解失衡是导致肝纤维化发生最主要

目前认为，抑制乙型肝炎病毒的增殖和肝纤维化

的病理过程，肝纤维化患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肝脏内

进程是改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病情最有效的方法。细

弥漫性的、过量的细胞外基质沉积，该过程是一个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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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甲胎蛋白恢复到治疗前水平，主要是因为复方

复方牛胎肝提取物片是一种天然提取物，含有维

牛胎肝提取物片中的多肽成分早期可促进肝细胞的物

生素 B12、维生素 B1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1、肝细

质代谢过程，激活肝细胞的自我再生能力，自我修复

胞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等物质，是一组功

过程得到启动，新生幼稚肝细胞分泌的甲胎蛋白含量

能信号肽，彼此间相互调节对机体的生物学效应发挥

增加。同时临床医生对甲胎蛋白含量升高应密切观

协同作用，在肝纤维化细胞因子网络中发挥重要的调

察，以防慢性肝炎演变成肝癌。

节作用 。复方牛胎肝提取物片能抑制肿瘤坏死因

综上所述，复方牛胎肝提取物片联合参芪肝康胶

子、转化生长因子等促纤维化因子的合成和分泌，对

囊能降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纤维化指标值，改善临

肝内星状细胞的增殖具有抑制作用，使细胞外基质的

床症状，值得临床合理选用。

[5]

合成受阻，胶原蛋白的合成降低，使纤维化过程受到
抑制[6]；肝细胞生长因子能抑制肝细胞的凋亡，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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