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堡堕堑堑堂盘查！！！！笙！旦笙！！鲞笙！塑堡垒！璺！里丛生里！！！！丛！丝！！壁Ｑ！！塑！：！！！堕！：！

·２８６·

·临床流行病学·
１例初治肺结核患者抗结核组合药物
间歇疗法肝损害的调查

７８

黄丽华耿文奎张静林定文董方周丽莎
【摘要】

董乙蓉张雪文

目的调查抗结核药物对合并ＨＢＶ感染的结核病患者肝功能损害的特点，补充和完善

实施ＤＯＴｓ策略的内容。方法研究采用历史性队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４年６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０
月住院治疗的７８１例初治结核病患者病历资料，分为ＨＢｓＡｇ（＋）组和ＨＢｓＡｇ（－）组。结果７８１例调
查对象肝功能损害率为２０．７４％。其中ＨＢｓＡｇ（＋）组１２１例（７４．６９％），ＨＢｓＡｇ（－）组４１例（２５．３１％），经统
计学分析，ＨＢｓＡｇ（＋）组发生肝损害率、ＡＬＴ、ＡＳＴ平均值ＥＬＨＢｓＡｇ（一）组高；ＨＢｓＡｇ（＋）组最早出现肝
功能损害为治疗的第７天，ＨＢｓＡｇ（一）组最早出现肝功能损害为治疗的第１６天，ＨＢｓＡｇ（＋）组的平均时
间Ｉ：ｔＩ－ｔＢｓＡｇ（一）组早１８．０９ ｄ；ＨＢｓＡｇ（＋）ｔ＿．ｊｔ肝功能恢复的平均时问为５７．０２ ｄ，ＨＢｓＡｇ（一）组为２７．５６ ｄ，
ＨＢｓＡｇ（＋）组比ＨＢｓＡｇ（一）组晚２９．４６ ｄ。结论合并ＨＢＶ感染的结核病患者抗结核药物肝损害发生

率高于未合并ＨＢＶ感染的患者；ＨＢＶ感染程度越严重，肝损害发生率越高，且发生时间提早，损害程
度严重。
【关键词】结核；抗结核药物；乙型肝炎病毒；肝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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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仍是严重危害全球人群健康的公共卫生

病例，并是否能够遵循ＤＯＴｓ策略治疗原则，是保证

问题之一。在结核病控制中，能否及时发现和确诊

结核病控制效果的两个关键因素。为此我们开展了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３．０２１

合并ＨＢＶ感染的结核病患者抗结核药物组合间歇

基金项目：世行贷款巧蹇围赠款中国结核病控制项目

疗法肝损害的调查，研究结核与ＨＢＶ双重感染患者

作者单位：５３００２８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黄丽

抗结核化疗中药物性肝损害的发生及特点，不仅对

华）；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耿文奎、林定文）；南宁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张静）；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院（董方、周丽莎、董乙蓉、
张雪文）

临床治疗有指导意义，也为今后结核病控制工作和
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中华流行病学杂２００９年３月第３０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本研究为历史性队列研究，选取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３

·２８７·

病治疗专科医院和２家大型综合医院为调查单位，回
顾性调查并收集２００４年６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符合观察
对象纳入标准的１００～１５０份初治患者病例资料。

有住院部、治疗规范、各项检查完备的４家结核病治

３．研究对象分组：

疗专科医院（北海市结核病防治所、柳州市龙潭医

（１）ＨＢｓＡｇ（＋）组：乙肝患者、ＨＢＶ携带者或恢

院、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桂林市第三人民医院）和２

复期患者共３３８例（４３．２８％）为观察组；其中ＨＢｓＡｇ

家大型综合医院（解放军第三。三医院、广西医科大

（＋）患者１１０例，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ｂ（＋）或ＨＢｅＡｇ

学第一附属医院）为调查单位，回顾性调查并收集

（＋）或ＨＢｃＡｂ（＋）患者９６例，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ｂ

２００４年６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符合观察对象纳入标准

（＋）、ＨＢｃＡｂ（＋）患者８１例，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

的结核病病例７８１例，分为ＨＢｓＡｇ（＋）组和ＨＢｓＡｇ

（＋）、ＨＢｃＡｂ（－＋－）患者５１例。

（一）组，观察其肝功能发生损害的人数、时间、程度、
治疗结果等相关资料，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调查

（２）ＨＢｓＡｇ（一）组：未感染ＨＢＶ、主动免疫或感
染后已恢复者（ＨＢｓＡｂ或／和ＨＢｅＡｂ阳性者）共４４３

员现场查阅结核病患者病历资料，按照设计的调查

例（５６．７２％）为对照组，为内对照，即为同一观察单位

表格收集所需的数据资料。观察起止时间为治疗开

的非ＨＢＶ感染患者。

始至治疗结束或结帐ｍ院。现场调查同时进行质量
控制，剔除不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例。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所有病例符合肺结核诊

４．观察方法和指标：查阅病历诊断结果和临床表
现，记录肝功能和“两对半”检查结果，主要观察指标
为ＡＬＴ和ＡＳＴ值（均采用赖氏法，正常值为４０

Ｕ／Ｌ

断和治疗指南（２００１年订）制定的诊断标准…，为首

以下）。根据临床判断，将ＡＬＴ和／或ＡＳＴ＞２×正

次进行抗结核组合间歇疗法；②病例服药前均检查

常上限（ｕＬＮ）视为肝功能损害。统计分析两组肝

肝功能指标［包括创ＬＴ、ＡＳＴ、总胆红素（ＴＢ）、直接

损害发生率、肝损害发生时间。

胆红素（ＤＢ）］正常；③定期（至少每月一次）肝功能

５．质量控制：为保证调杏数据真实可靠，尽量减

检查；④入院前进行乙型肝炎（乙肝）“两对半”检查；

少误差，质量控制贯穿研究的全部过程，包括调查人

⑤所有观察对象治疗近期未使用过损害肝脏的药

员培训、预调查、现场调查、数据资料整理和分析

物；⑥调查对象均采取标准的抗痨方案，按照《中国

等。数据录入时，为保证数据输入的完整性和准确

结核病防治工作指南》的要求。目前国家结核病防

性，实行一人录入另一人复查。

治规划对初、复治涂阳肺结核病患者采用的是ＷＨＯ

６．统计学分析：数据整理汇总主要应用Ｅｃｘｅｌ

推荐的６～８个月标准短程化疗方案，并使用国家统

２００３软件，数据分析应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 １１．０。肝

一提供的组合包装板式免费抗结核药。即初治涂阳

功能实验室测得值情况以ｉ±ｓ表示；率的检验用Ｍ

患者以２ＨＲＺＳ（或Ｅ）／４ＨＲ方案抗结核治疗；初治涂

检验和￡检验，计量资料用ｔ检验。

阴患者以２ＨＲＺ／４ＨＲ方案抗结核治疗。

结

２．样本量计算和抽样方法：根据文献［２－６］估

果

计合并ＨＢＶ感染的结核病患者肝损害率约为３０％，

１．患者一般情况：７８１例结核病患者中，男５７９

非合并ＨＢＶ感染的患者为２３％。本研究按照非匹

例，女２０２例；年龄最大８５岁，最小１８岁，平均４７．２６

配病例数与对照数相等设计估计样本含量，计算公

岁；体重３２～８９蚝，平均５１．１７ ｋｇ；职业分布：农民

式［７］：Ｎ＝２ｐ－石（Ｕ。＋ｕｐ）／（ｐ。－－ｐ。）２’式中Ｐ，、ｐｏ分别为研

４２９例、工人５７例、干部１５例、教师１４例、学生３５例、

究对象中观察组和对照组的估计暴露率，Ⅳ为研究

离／退休人员２８例、打工者９例、个体商人３２例、司机

所需要的样本数。观察组为３０％，Ｐ。＝ｏ．３，对照组为

１１例、无业人员１５１例；民族分布：汉族３６７例，壮族

２３％，ｐｏ＝０．２３，设显著性水平０【＝Ｏ．０５（双侧），把握

４０３例，侗族和苗族各２例，仫佬族１例，水族和瑶族

度ｌ—ｐ＝０．９０，石＝Ｏ．２６５石＝１一声＝０．７３５，查表得

各３例；全部为初治病例；痰涂片抗酸杆菌阳性（涂

Ｕ。＝１．９６，Ｕ。＝１．２８２；计算Ⅳ＝１９９，暴露组与对照组

阳）２３７例，痰涂片抗酸杆菌阴性（涂阴）５２０例，无痰

各需至少１９９人。

未查２４例；痰结核分枝杆菌培养阳性９５例，阴性３１９

广西结核病防治机构共有１０３家（９８家县级以

例，未做痰培养３６７例；平均住院天数为２７．５９ ｄ；观

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５家结核病专科医院）。选

察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取有住院部、治疗规范、各项检查完备的４家结核

（ＪＰ＞Ｏ．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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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７８１例结核病患者ＨＢｓＡｇ（＋）（观察组）与ＨＢｓＡｇ（一）
（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ＨＢｓＡｇ（＋）ＨＢｓＡｇ（一）
男性例数
１９４
２７

女性例数

１８５

１０５

平均年龄（岁）

３６．５４±１１．３４

３７．８１４－９．６７

平均体莺（ｋｇ）

４１．７０±ｌＯ．２９

４０．５０４－９．８９

家族结核病史例数
既往肝病史例数

１７

２３

７

１４

但肝脾肿大和其他表现较ＨＢｓＡｇ（一）患者少（表４）。
表４两组结核病患者中发生肝损害的临床表现比较

组别例数雩蟹黄疸
ＨＢｓＡｇ（＋）１２１

．旦．Ｂｓ垒墨！二２

兰１

嚣笑

麦耋其他

６６（５４．５５）３８（３１．４１）３（２．４８）１１（９．０９）３（２．４８）

１３１１ １：！１ ２

１１ １１：！１２ １１坚！：！：！ｉ！！：：！盟！！！：！垄

６．肝损害发生时间与恢复时间：肝损害在１个
月内出现者ＨＢｓＡｇ（＋）组与ＨＢｓＡｇ（一）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２＝１１．４６９８，Ｐ＜Ｏ．０５）；ＨＢｓＡｇ
２．肝损害率：７８１例调查对象共发生１６２例肝损

（＋）患者出现肝功能损害的平均时间比ＨＢｓＡｇ（一）

害（２０．７４％）。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配＝

患者早１８．０９ ｄ；ＨＢｓＡｇ（＋）患者肝功能损害恢复的

５３．３１５１，Ｐ＜０．０５），ＨＢｓＡｇ（＋）组发生肝损害率

平均时间比ＨＢｓＡｇ（一）患者晚２９．４６ ｄ（表５、６）。

（３５．８０％，１２１／３３８）大于ＨＢｓＡｇ（一）组（９．３１％，４１／

表５两组结核病患者中肝损害ｆｆ｛现时问例数比较

４４３），ＲＲ＝３．８４。说明合并ＨＢＶ感染在结核病患者
化疗中导致肝损害的危险是未感染者的３．８４倍。
３．ＨＢＶ不同感染时期与肝损害发生率：本研究
中同个数集进行３个独立假设检验，采用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
校正，检验显著水平为Ｏ．０１７。按“两对半”检测结果
分为４组。Ａ组：ＨＢｓＡｇ（＋）１１５例，肝损害率

表６两组结核病患者巾肝功能损害和恢复时间比较

１７．３９％；Ｂ组：ＨＢｓＡｇ、ＨＢｃＡｂ（＋）或ＨＢｅＡｇ（＋）９５

例，肝损害率３４．７４％；Ｃ组：ＨＢｓＡｇ、ＨＢｃＡｂ、ＨＢｅＡｂ
（＋）７９例，肝损害率５５．７０％；Ｄ组：ＨＢｓＡｇ、ＨＢｃＡｂ、
ＨＢｅＡｇ（＋）４９例，肝损害率４８．９８％。Ａ组与Ｂ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８．２９５５，Ｐ＜０．０１７）；Ａ组

讨

论

与Ｃ＋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１９．１２８７，

１．合并ＨＢＶ感染的结核病患者肝损害率高。

Ｐ＜０．０１７）；Ｂ组与ｃ＋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ｃ２－－－－－６．８５００，Ｐ＜０．０１７）；Ｃ组与Ｄ组比较，差异无

国内外报道ＨＢｓＡｇ（＋）的结核病患者肝损害率在
３０％～５０％之间乜剖。本研究结果说明结核病患者抗

统计学意义（￡＝０．２４０７，Ｐ＞０．０１７）。

结核化疗过程中ＨＢｓＡｇ（＋）组发生的肝损害率大

４．肝损害程度：ＨＢｓＡｇ（＋）组与ＨＢｓＡｇ（一）组
ＡＬＴ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３６．４３７３，Ｐ＜

于ＨＢｓＡｇ（一）组，ＨＢＶ感染是在抗结核化疗中发生
肝损害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
２．ＨＢＶ感染程度越严重肝损害发生率越高。

ｏ．０５）；ＨＢｓＡｇ（＋）组与ＨＢｓＡｇ（一）组ＡＳＴ值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４０．６２６９，Ｐ＜０．０５）；同时经

抗结核治疗中肝损害发生率与ＨＢＶ感染程度密切

抗结核治疗后ＨＢｓＡｇ（＋）组ＡＬＴ升高幅度大，高至

相关，“三阳”比“二阳”或者“一阳”患者肝损害程度

６００

Ｕ／Ｌ者明显多于ＨＢｓＡｇ（一）组（表２、３）。

表２两组结核病患者中肝损害的舡ｒ、ＡＳＴ
检测值（ｉ±ｓ）比较

要高ｂ，“引。调查结果与大多数报道的结果一致，也
与某些学者提出的“肝功能变化与用药前肝脏病理
损害程度大致成正比”相吻合。
３．合并ＨＢＶ感染的结核病患者肝损害程度
重。ＨＢｓＡｇ（＋）组ＡＬＴ、ＡＳＴ检测数值与ＨＢｓＡｇ
（一）组比较，两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合并

表３两组结核病患者中发生肝损害（ＡＬＴ检测）的例数比较

ＨＢＶ感染的结核病患者抗结核药物对肝脏损害的
程度比单纯结核病患者的要高。ＨＢｓＡｇ（＋）组经抗
结核治疗后ＡＬＴ升高幅度大，高至６００ Ｕ／Ｌ者明显
多于ＨＢｓＡｇ（一）组，也说明ＨＢｓＡｇ（＋）组肝脏病理

５．临床表现：肝损害患者中，ＨＢｓＡｇ（＋）患者出

损害更重。由此，当结核病患者出现厌食、忌油、恶

现消化道、黄疸和变态反应均比ＨＢｓＡｇ（一）患者多，

心、呕吐和发热等症状时，切勿片面理解为抗结核药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３月第３０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３

物引起的胃肠道反应或结核热。
４．合并ＨＢＶ感染的结核病患者消化道、黄疸等

·２８９·

权衡利弊，决定抗痨药物的取舍，如有进行性肝损害
或出现黄疸则需立即停药，对症治疗。

临床表现多见。调查发现，ＨＢｓＡｇ（＋）患者出现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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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带Ｕ·
北京市房山区医务人员吸烟状况及控烟知识、态度、行为调查
郭艳梅张福全燕海英王化金
为了解北京市房山区医务人员的吸烟状况及控烟能力，

所，９０．４％的人认为医务人员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宣传吸烟的

为降低医务人员吸烟率及医疗机构更好地开展戒烟服务提

危害及戒烟知识，８０．０％的人认为医务人员不吸烟会对整个

供依据，北京市房山区卫生局、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社会控烟工作产生示范和榜样作用。２６．５％的医务人员能

２００６年６月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对区内４所医院的６４８名医务

根据吸烟者的情况为其制定戒烟计划，３３．８％医务人员能劝

人员进行问卷调查。

阻周围人不要吸烟，７１．８％的医务人员能在日常诊疗过程中

１．吸烟率：房山区医务人员吸烟率为１８．５％（１２０／６４８），

提醒吸烟患者戒烟。吸烟的医务人员与从不吸烟的医务人

现吸烟率为１７．３％（１１２／６４８）。男性吸烟率为５４．５％，显著高

员提醒患者戒烟的行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１８．８３，Ｐ＜

于女性（１．５％）（ｆ＝３１６．７３，Ｐ＜Ｏ．０１）；其中以２５～３５岁年龄

０．０１）。

组吸烟率最高。

４．分析：房山Ⅸ医务人员的吸烟率为１８．５％，现吸炯率

２．吸烟场所：主要在办公章（４０．５％），其次是医院内露

为１７．３％，均高于北京市医务人员的总体水平（１６．７％、

天场所（２２．３％）、卫生间（１５．５％）和医院吸烟区（１１．５％）。

１４．９％）。现吸烟者中以男性、临床一线的中青年医生为主；

有３１．８％的医务人员经常或偶尔在患者面前吸烟。

大多数医务人员在医院内很多场所吸烟，有近三分之一的医

３．控烟知识、态度、行为：多数医务人员知道吸烟易导致

务人员当着患者的面吸烟，说明房山区医务人员的吸烟状况

肺癌（９４．５％）和气管炎（８１．ｏ％），但对吸烟易导致其他疾病

比较严重，且对吸烟有害健康的知识掌握的不全面。因此，

的知晓率比较低，分别为冠心病（４８．６％）、高血压（４３．２％）、

应加强在医疗机构中的控烟工作。由于多数医务人员没有

脑血管病（４１．８％）、胃癌（１７．６％）、糖尿病（１１．６％）。有６．３％

接受过戒烟方面的培训，导致控烟专业知识知晓率较低，控

的人知晓４种戒烟方法、２．６％的人知晓所有尼古丁戒断症

烟行为能力不高。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在医疗机构中有计

状、１７．１％的人知晓戒烟３个月后肺功能改善情况、４６．３％的

划地举办控烟系列培训，不仅能提高医务人员的控烟能力，

人知晓尼古丁替代品。７２．２％的人认为医院应是个无炯场

也为医疗机构在对社会人群开展控烟服务奠定良好基础。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３．０２２
作者单位：１０２４８８北京市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９—２３）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