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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长效干扰素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引发的精神心理异常及干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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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长效干扰素（PegIFN）治疗慢性乙型肝炎（CHB）引发的精神心理异常发生率，
评估艾司西酞普兰和阿普唑仑干
预对PegIFN所致抑郁和焦虑症状的疗效。方法 165例接受PegIFN治疗的CHB患者，
治疗12周后，
使用抑郁筛查量表（PHQ-9）
和焦虑筛查量表（GAD-7）对其进行精神心理学评估；
对筛选出的中重度抑郁和中重度焦虑的患者，
采用艾司西酞普兰或阿普唑
仑干预，
分别于干预用药后第 2、
4、
8 周随访抑郁和焦虑症状的缓解程度，
评估艾司西酞普兰和阿普唑仑分别对抑郁和焦虑的治
疗效果。结果 经量表检出并由精神科医师确认，
37 例为中重度抑郁，
发生率为 22.4%；
31 例为中重度焦虑，
发生率为 18.8%；
其
中，
合并中重度抑郁和中重度焦虑的有17 例，
发生率为10.3%。艾司西酞普兰对抑郁和焦虑均有较好疗效（P=0.000），
阿普唑仑
对焦虑效果显著（P=0.001），
但对抑郁效果不明显（P=0.904）；
在焦虑的改善方面，
阿普唑仑比艾司西酞普兰疗效要好（t=-3.198,
P=0.010）。结论 PegIFN引发的抑郁和焦虑症状在我国 CHB患者中发生率较高，
应注意精神心理异常的评估；
及时使用艾司西
酞普兰或者阿普唑仑对PegIFN引发的抑郁和焦虑症状有较好的疗效；
同时可明显提高患者接受PegIFN治疗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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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caused by pegylated interferon α (PegIFN-α)
treatment for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and assess the efficacy of intervention with escitalopram and alprazolam. Methods A
total of 165 CHB patients receiving PegIFN-α-based treatment for 12 weeks were assessed for moderate to sever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using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 and 7-item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 (GAD-7)]. The
patients identified to have moderate to sever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reated with escitalopram or alprazolam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s was assessed at the 2nd, 4th and 8th weeks of the treatments. Results In the 165
patients receiving PegIFN-α treatment, 51 patients developed moderate to severe psychiatric symptoms, incuding 37 (22.4%)
with depression, 31 (18.8% ) with anxiety, and 17 (10.3% ) with both. Th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as both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y intervention with escitalopram (P=0.000); alprazolam was effective for anxiety (P=0.001) but did not
produce obvious effects on depression (P=0.904). Nevertheless, alprazolam had a much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 than
escitalopram on anxiety in these patients (t=-3.198, P=0.010).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re common in CHB
patients receiving PegIFN-α treatment. Th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can be ameliorated by intervention with
escitalopram and alprazolam, respectively.
Keywords: pegylated interferon; chronic hepatitis B; psychiatric symptoms; medical intervention

长效干扰素（PegIFN）作为一线抗病毒药物之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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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优势在于抑制/降解病毒的同时还可增强机体的细胞
免疫功能，产生免疫控制，形成双重机制的抗病毒作
用。但 PegIFN 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较多不良反应，
包括
流感样症候群、
不同程度的白细胞减少、
不同程度的精
［1-2］
神心理异常等 。其中，
常见的精神心理症状有抑郁、
焦虑、烦躁、易激惹、睡眠障碍、注意力下降、意志力下
降、
性功能障碍等［1］。这些精神心理异常引起的主诉常
常困扰基层医院感染病科的医患双方：
既影响患者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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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质量，又降低患者对 PegIFN 治疗的依从性，迫使其
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药物减量或过早停药［3-4］，从而导
致 PegIFN 治疗失败。既往 PegIFN 所致的精神心理
异常的评估涉及复杂的量表评估、精神心理科转诊，
患者接受程度低；干预治疗涉及到精神类药物的应
用，感染病科医师常不熟悉。虽然国外有 PegIFN 治
疗前给予精神药物预防性干预的报道［5-8］，但国内对
CHB 患者 PegIFN 治疗中出现的抑郁、焦虑进行测
评、干预和随访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我们近年来与
精神心理科合作，在临床实践中采用简洁的 PHQ-9
量表和 GAD-7 量表进行精神心理异常测评，用艾司
西酞普兰或阿普唑仑处理 PegIFN 治疗过程中出现的
抑郁和焦虑症状，同时比较分析两种干预药物的疗
效，
取得了满意的结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病例选择
病例均为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2014年
1 月~2016 年 6 月收治的 CHB 患者。所有 CHB 患者的
诊断均符合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与感染病学分会联
合制订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0版)标准［9］。纳
入标准：
诊断为 CHB 患者；
年龄在 18~65 岁之间；
接受
PegIFN 治疗，
治疗前经评估无抑郁或焦虑等精神心理
异常，
自愿参加本研究，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具备基本的
阅读和认知能力，
能够接受精神心理异常的问卷调查。
排除标准：
其他肝炎病毒重叠感染；
合并自身免疫性肝
病或遗传代谢性肝病等；
既往有精神疾病史；
未能控制
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妊娠；
失代偿期肝硬化；
其他不适合
本研究的情况。本研究共纳入 165 名患者，其中男性
107 例（64.8%），
女性 58 例（35.2%）。年龄为 21~56 岁，
年龄（32.7±7.0）岁。
1.2 治疗方法
CHB患者均接受PegIFN（PegIFN α-2a）治疗，
疗程
48 周，随访 24 周。药物剂量和用法：Peg-IFNα-2a（派
罗欣，罗氏公司）180 μg 或者 135μg（体质量≥60 kg 时
180 μg，
<60 kg时135 μg），
皮下注射，
每周１次。
1.3 量表和评估标准
本研究使用的 PHQ-9 量表和 GAD-7 量表是由美
国精神医学会（APA）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
册》第 5 版（DSM-5）推荐的量化评估标准，
2013 年 5 月
发布，
随后由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向全国推广。这两
个量表内容简洁，
可操作性强，
经国内外研究验证具有
［10-12］
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PHQ-9 抑郁量表为 4 级评分，
其中 0~4 分：
没有抑郁；
5~9 分：
轻度抑郁；
10~14 分：
中
度抑郁；
15~27 分：
重度抑郁。GAD-7 焦虑量表为 4 级
评分，其中 0~4 分：没有焦虑；
5~9 分：
轻微焦虑；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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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中度焦虑；
15~21分：
重度焦虑。
1.4 研究方法
在使用 PegIFN 治疗 12 周时对 165 例 CHB 患者按
时（±1 周）进行 PHQ-9 量表和 GAD-7 量表问卷调查。
调查者经过系统培训，
采用统一指导语。两个量表均由
受试对象在自愿及不受影响的环境下自行填写。在开
始评定前，
先由调查人员把总的评分方法和要求向受试
对象交代清楚，
然后让其做出独立的自我评定。评定的
时间范围是
“最近两个星期”
的实际感觉。评定结束时，
由患者本人和临床医生逐一核对，
凡有漏评或者重复评
定的，均提醒患者再考虑评定，以免影响分析的准确
性。从 165 例患者中筛选出有中重度抑郁或中重度焦
虑症状的患者，
均经过精神科医生确认，
之后进入干预
研究队列。单纯中重度抑郁患者使用艾司西酞普兰进
行干预，
单纯中重度焦虑患者使用阿普唑仑干预，
合并
中重度抑郁和中重度焦虑的患者根据其患者意愿选择
艾司西酞普兰或者阿普唑仑进行干预。
1.5 艾司西酞普兰和阿普唑仑干预治疗方法及疗效评估
对于需要使用艾司西酞普兰和阿普唑仑控制抑郁
和焦虑症状的患者，
记录其开始用药的时间，
艾司西酞
普兰用法为10 mg/d，
连续用药8周，
随访期间若评分正
常则巩固治疗2周后停药，
停药4周后再次测评；
阿普唑
仑初始剂量为0.4 mg/d，
然后根据患者的病情调整剂量
至 0.8~2.4 mg/d，疗程和随访测评与艾司西酞普兰相
同。疗效测评使用PHQ-9量表和GAD-7量表进行测评，
比较艾司西酞普兰和阿普唑仑治疗2 周，
4 周，
8 周以及
停药4周后PHQ-9量表和GAD-7量表评分的变化情况。
1.6 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21.0统计软件包对所有数据
进行处理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组内不同
时间点测得的评分差异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组间相
同时间点测得的评分差异采用配对t检验，
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基线特征
患者的一般资料，
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和生化、
病
毒学及其他临床资料见表 1。纳入本研究的 165 例
CHB病人中，
51例出现了中重度抑郁或焦虑症状，
需要
药物干预，
为干预组（精神药物干预组），
其余病例为对
照组。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基线特征，
发现男性是
PegIFN治疗过程中发生中重度抑郁或焦虑的影响因素
（P<0.05），
而年龄、
肝硬化、
ALT、
AST、
ALB、
TBIL、
Log
HBV DNA的基线水平在两组中无统计学差异（P<0.05）。
2.2 抑郁、
焦虑症状的发生率
在 PegIFN 治疗第 12 周时对 165 名患者同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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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接受PegIFN治疗的CHB患者基线情况

Tab.1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ients receiving PegIFN
treatment
Characteristics

Control group
(n=114)

Intervention
group (n=51)

Gender
64 (56.1%)

43 (84.3%)*

Age (year, Mean±SD)

28.8±5.3

33.2±5.9

Compensated cirrhosis (n,%)

10 (8.8%)

4 (7.8%)

ALT (U/L, Mean±SD)

68.5±16.3

82.4±18.2

AST (U/L, Mean±SD)

46.2±10.4

50.7±12.2

ALB (g/L, Mean±SD)

45.5±4.0

42.6±3.6

Tbil (μmol/L, Mean±SD)

13.3±4.2

14.2±3.9

5.6±0.9

5.9±0.5

Male (%)

Log HBVDNA (Mean±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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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L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S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LB, albumin. Tbil, total bilirubin.

PHQ-9量表和GAD-7量表进行精神心理异常测评。37
例患者由精神科医师判断为中重度抑郁，发生率为

22.4%；31 例为中重度焦虑，发生率为 18.8%；其中，合
并中重度抑郁和中重度焦虑的患者有 17 例，发生率
为 10.3%。
2.3 艾司西酞普兰对抑郁以及阿普唑仑对焦虑的干预
效果
单纯中重度抑郁的患者（n=20）在使用艾司西酞普
兰治疗后，
PHQ-9量表评分在第2、
4、
8周时都在逐渐下
降，
即症状得到改善，
说明从第2周开始即起药效，
治疗
前后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单纯中重度焦虑的患
者（n=14）在使用阿普唑仑治疗后，
GAD-7 量表评分也
从第 2 周开始逐渐下降，
与治疗前相比有统计学意义。
干预治疗8周后，
我们根据量表得分趋于正常而给患者
停药，并于停药 4 周后再次测评，发现得分没有上升
（PHQ-9评分：
5.5±1.8；
GAD-7评分：
5.2±1.4），
提示患者
经过干预治疗恢复正常后，
停药后其抑郁和焦虑症状也
没有复发。表 2 显示艾司西酞普兰对抑郁以及阿普唑
仑对焦虑均有效。

表2 接受PegIFN治疗的CHB患者基线及药物干预后第2、
4、
8周PHQ-9及GAD-7评分
Tab.2 PHQ-9 and GAD-7 scores in PegIFN-treated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Mean±SD)
Beginning

2 weeks

4 weeks

8 weeks

F

P

Depression

11.9±2.0

10.2±1.8

8.3±1.4

5.7±1.6

36.736

0.000

Anxiety

13.4±2.8

10.6±2.4

8.2±2.0

5.2±1.6

21.440

0.000

Category

2.4 艾司西酞普兰和阿普唑仑对抑郁和焦虑的疗效比较
合并中重度抑郁和中重度焦虑的 17 例患者中，
根
据患者个人意愿选择艾司西酞普兰或者阿普唑仑进行
干预，
最终进入艾司西酞普兰组（A 组）有 10 人，
进入阿
普唑仑组（B组）有7人。使用药物干预后两组的抑郁和
焦虑症状改善情况如图1所示。
使用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后，
A组患者的PHQ-9评分
和GAD-7评分均从第2周开始有明显下降，
治疗前后有
统 计 学 意 义（PHQ-9：F=11.133，P=0.000；GAD-7：F=
11.281，P=0.000）。使用阿普唑仑治疗后，B 组患者
GAD-7 评分较治疗前有显著下降（F=9.352，
P=0.001），
但 PHQ-9 评分下降不明显，
与治疗前比较无统计学差
异（F=0.186，
P=0.904）。说明艾司西酞普兰对抑郁和焦
虑均有较好疗效，
阿普唑仑对焦虑效果显著，
但对抑郁
效果不明显。比较A、
B两组在焦虑方面的改善情况，
通
过分析两组治疗前和治疗后8周评分的下降幅度，
发现
B 组患者评分下降幅度更大一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198，
P=0.010），
即焦虑症状改善更明显。

长效干扰素在治疗CHB患者中，
若适应证选择得当，
常
可获得 HBeAg/HBeAb 转化率高，
临床治愈率（HBsAg
［13-14］
消失或血清学转化）高的明显优势
。随着近年来国

3 讨论
由于具有抗病毒和免疫控制双重机制的治疗作用，

内外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将HBsAg的消失或血清学
转化列为理想的治疗目标［15］，
长效干扰素治疗人数逐渐
增多。既往长效干扰素较复杂的不良反应，
特别是抑郁

16
14
12

Scores

10
8
6
4
2

Depression in group A
Anxiety in group A
Depression in group B
Anxiety in group B

0
0

2

4

8

Time after treatment (week)

图1 艾司西酞普兰和阿普唑仑对抑郁和焦虑症状的疗
效比较
Fig.1 Efficacy of escitalopram and alprazolam in
relieving depression and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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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焦虑等精神心理异常的特点、
测评、
认定和处理，
常使
［16］
感染病科医师觉得棘手 。既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增
加了医疗风险，
也降低了患者对长效干扰素治疗的依从
性［17-18］。针对这一特殊问题，
我们建立了接受长效干扰
素治疗CHB患者的随访队列，
与精神心理科密切合作，
在国内率先同时使用简洁的PHQ-9量表和GAD-7量表
对接受PegIFN治疗的CHB患者进行精神心理评估，
解
决了患者精神心理异常及早发现、
准确评估、
及时治疗
的难题。通过对 165 例接受 PegIFN 治疗的 CHB 患者
进行精神心理评估，
发现中重度抑郁的患者有37例，
发
生率为 22.4%；中重度焦虑的患者有 31 例，发生率为
18.8%；其中，合并中重度抑郁和中重度焦虑的有 17
例。这与国外Pavlovic等［19］的研究报道结果基本相似。
艾司西酞普兰是西酞普兰的左旋对映体，
体内对
5-HT 再摄取的抑制作用较后者高 5~7 倍，
是抗抑郁治
疗的主力药物之一；
阿普唑仑属短效地西泮类，
抗焦虑
作用比地西泮高 10 倍，
是精神心理科用于抗焦虑的常
用药物。两种药物均具有用量小，
副作用轻微，
不影响
日常工作，
易于为非精神心理科的医师掌握使用、
易于
［20-22］
被患者接受等特点 。我们在与精神心理科医师多次
讨论后，
将两个药物用于控制PegIFN治疗CHB患者引
发的精神心理异常的干预，
结果证实艾司西酞普兰或阿
普唑仑对干扰素引起的抑郁或焦虑症状疗效好，
安全性
高。这些结果为临床上常规评估使用PegIFN的患者的
精神心理异常及其程度，
并对安全、
有效地使用艾司西
酞普兰或阿普唑仑控制这些异常提供了临床数据和依
据。国内尚未见类似报道。为评估艾司西酞普兰对抑
郁以及阿普唑仑对焦虑的干预效果，
我们对出现单纯中
重度抑郁的患者使用艾司西酞普兰干预后，
发现PHQ-9
评分逐渐下降，
即病人的抑郁症状得到改善。单纯中重
度焦虑的患者在使用阿普唑仑治疗后，
GAD-7 评分亦
逐渐下降。干预治疗 8 周后，量表得分恢复正常的患
者，
巩固治疗2周后，
可根据其意愿停药，
并积极调节情
绪。于停药 4 周后再次测评，
发现得分没有上升，
提示
患者经过干预治疗恢复正常，
停药后抑郁和焦虑症状没
有复发，
说明艾司西酞普兰对抑郁以及阿普唑仑对焦虑
均有较好疗效。在队列随访中证实疗效良好，
停药后辅
以心理、
行为指导，
未见复发。对轻度抑郁和焦虑，
我们
主要提供心理、
行为指导，
鼓励每天参加半小时以上的
文体活动，均在 4~12 周内得到明显缓解；这些结果提
示：与精神科诊断的抑郁症或焦虑症患者有所不同,
PegIFN治疗引起的精神心理异常是属于一过性的。适
时使用艾司西酞普兰干预抑郁症状或者阿普唑仑干预
焦虑症状都能在短期内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
从而明显
提高患者对PegIFN治疗的依从性。
我们通过分析合并中重度抑郁和焦虑症状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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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结果来比较艾司西酞普兰和阿普唑仑对抑郁和焦
虑的疗效，
发现A组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的评分都有明显
下降，
说明艾司西酞普兰对抑郁和焦虑均有较好疗效。
Jiang 等［23］的研究表明，
艾司西酞普兰对伴有焦虑症状
的重度抑郁障碍患者具有明显疗效和良好的耐受性，
这
［24］
与我们的结论一致。同样，
齐明华等 研究认为，
艾司
西酞普兰对长效干扰素治疗引发的抑郁症状、
焦虑症状
和敌对症状等均有明显的治疗效果。此外，
我们发现B
组患者焦虑的评分下降也比较明显，
但抑郁评分前后差
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阿普唑仑对焦虑症状疗效显
著，
但对抑郁症状疗效不明显。我们针对艾司西酞普兰
和阿普唑仑在焦虑症状的改善情况进行对比，
发现阿普
［25］
唑仑比艾司西酞普兰疗效要好。李涛等 研究显示，
艾
司西酞普兰和阿普唑仑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都具有良
好的效果，
但其只对两组间的有效率进行了比较，
而我
们的研究中通过计算患者在干预前以及干预第 8 周评
分下降的幅度来比较两个药物的疗效，
发现阿普唑仑治
疗焦虑评分下降的幅度更大一些（t=-3.198，
P=0.010），
即阿普唑仑治疗焦虑症状的疗效比艾司西酞普兰要好。
综上所述，
对CHB患者由PegIFN诱发的精神心理
症状调查显示，
中重度抑郁和中重度焦虑的发生率较高
（分别为 22.4%和 18.8%）；
对中重度抑郁和中重度焦虑
的药物干预研究表明，
艾司西酞普兰对抑郁和焦虑均有
较好疗效，
阿普唑仑对焦虑效果显著，
但对抑郁效果尚
不明显；
在焦虑改善方面，
阿普唑仑比艾司西酞普兰疗
效要好。因此，
在长效干扰素治疗过程中应定期对患者
的精神状况进行监测，
采用简洁的 PHQ-9 抑郁量表和
GAD-7焦虑量表可以及时发现接受长效干扰素治疗的
CHB 患者的精神心理异常，
适当的药物干预有良好疗
效，
值得多中心大样本深入研究后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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