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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用药安全实践与研究·

丙型肝炎合并淋巴瘤患者免疫化疗
和抗病毒治疗管理实践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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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例 29 岁男性丙型肝炎抗体阳性患者因无明显症状，且肝功能正常，未系统诊治。其后

患者因被诊断为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Ⅳ期接受免疫化疗，药物包括利妥昔单抗、依托泊苷、

环磷酰胺、表柔比星、长春新碱和甲泼尼松龙。免疫化疗有诱发丙型肝炎活动和导致肝损伤的风险，
需要为该患者选择抗丙型肝炎病毒的时机和合适的丙型肝炎直接抗病毒药物（DAA）。为此，我们成
立了专项课题组，通过复习相关指南和文献，查询利物浦大学药物相互作用网站并咨询相关专家，决
定在患者免疫化疗的同时，使用与免疫化疗药物相互作用风险最小的索磷布韦/雷迪帕韦方案治疗。
经 12 周 DAA 药物治疗，
患者丙型肝炎治愈，
未发生药物相互作用和严重肝毒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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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29⁃year⁃old male hepatitis C antibody⁃positive patient did not receive systematic
treatment because there was no obvious symptoms and his liver function was normal. Later, the patient was
diagnosed with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DLBCL) stage Ⅳ and received immunochemotherapy. The
drugs included rituximab, etoposide, cyclophosphamide, epirubicin, vincristine, and methylprednisolone.
Immunochemotherapy had the risk of inducing hepatitis C activity and causing liver injury, so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right timing and agents of direct acting antivirals (DAAs) for hepatitis C virus (HCV). Then
we built a special research team. By reviewing the relevant guidelines and literature, querying the drug inter⁃
action website of Liverpool University, and consulting relevant experts, it was decided to treat HCV while
immunochemotherapy with sofosbuvir/ledipasvir regimen, which had the least risk of drug⁃drug interactions
(DDIs) with his immunochemotherapy agents.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 hepatitis C was cured in the pa⁃
tient and there was no obvious DDIs and serious hepatotoxic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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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的

感染率约 2.8%，我国约有 1 000 万 HCV 感染者 。
［1］

慢性丙型肝炎不仅可引起肝硬化和肝癌，还与非

霍 奇 金 淋 巴 瘤 ，特 别 是 弥 漫 性 大 B 细 胞 淋 巴 瘤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DLBCL）的 发 生 相

关［2］。近年来，多种治疗丙型肝炎的直接抗病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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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direct acting antivirals，DAA）先后上市，使丙型

［1］
（2019 年版）》
抗病毒治疗指征，拟行 DAA 治疗。

性的新时代。但在我国，DAA 类药物 2017 年以后

而 DAA 可能与免疫化疗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增加

肝炎的治疗进入全口服、短疗程、高疗效和高安全
才陆续上市，检索中国知网和万方医学等国内数据
库，截至 2020 年 10 月，未发现合并 DLBCL 患者在
抗肿瘤化疗同时进行 DAA 治疗的报道。因此，对

于 DLBCL 患者免疫化疗同时抗 HCV 治疗的经验不
足。2020 年 9 月，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收治 1 例

但是由于患者正在进行 R⁃ECHOP 方案免疫化疗，
药物毒性或降低疗效，如何把握 DAA 治疗时机和
选择治疗方案，
课题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2
2.1

DAA 治疗时机和方案的选择
治疗时机的选择

临床医师对本例患者开始 DAA 治疗的时机进

DLBCL 合并丙型肝炎的患者，为了积累治疗经验，

行了文献复习和讨论。HCV 感染与 DLBCL 的发生

成的专项课题组，对该例患者的治疗时机和 DAA

时才发现存在 HCV 感染［2］。在聚乙二醇化干扰素

提高患者用药安全性，我们成立了由医师和药师组
方案的选择进行研究，最终在肿瘤免疫化疗同时成
功完成了丙型肝炎的治疗。现报道如下。
1

病例报告及治疗中面临的问题

患者男，29 岁，因发现 HCV 感染及脾门部占位

10 个月余，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就诊于北京地坛医

有明显的相关性，
但相当比例的患者是在诊断DLBCL

联合利巴韦林（pegylated interferon/ribavirin，PR）方

案治疗丙型肝炎的时代，由于不良反应较多、疗程

较长，抗 HCV 与抗肿瘤治疗间的相互影响和安全
性问题一直是困扰临床的难题。

HCV 感染的 DLBCL 患者抗肿瘤治疗期间出现

院肝病中心门诊。患者于 2019 年 11 月体检发现抗

肝损伤和丙型肝炎活动的风险较高。Ennishi 等［3］

状，且肝功能正常，未系统诊治。2020 年 6 月，患者

患者肝毒性和预后的研究结果显示，HCV 阳性患

HCV 阳性，腹部超声示脾门部占位。因无明显症
因腹部疼痛就诊于北京潞河医院，经腹腔肿块穿刺
活检确诊为 DLBCL Ⅳ⁃B 期（生发中心起源，淋巴瘤
国际预后评分 3 分，累及胰腺体尾部、脾脏下部、结

肠左半、脾内转移）。根据淋巴瘤细胞免疫组化检
查结果，患者于 6 月 29 日起接受 R⁃CHOP 方案（利

妥昔单抗、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地塞米
松）免疫化疗 4 个周期。2020 年 9 月 9 日，4 个周期
治疗结束，疗效评价为部分缓解。拟于 10 月 13 日

行 R⁃ECHOP 方案（利妥昔单抗、依托泊苷、环磷酰

胺、表柔比星、长春新碱、甲泼尼松龙）继续治疗。
因患者抗 HCV 阳性，考虑其 DLBCL 可能与 HCV 感

染有关，且免疫化疗可能诱发丙型肝炎活动，增加
肝损伤风险，北京潞河医院医师推荐该患者来北京
地坛医院诊治。患者既往有左前臂骨折手术史、扁
桃体摘除术史，无输血史，当前未应用其他药物；
有
吸烟史，
目前已戒；
否认食物及药物过敏史。

门诊体检：体温 36.4 ℃，心率 80 次/min，呼吸

20 次/min，血压 130/80 mmHg（1 mmHg=0.133 kPa）。
皮肤巩膜无黄染，颈部、腋窝及腹股沟可触及多个

肿大淋巴结，最大约 2 cm×2 cm，心肺检查无异常，
肝脏肋下未及，脾脏肋下可触及 4 cm，腹腔移动性

浊音阴性。实验室检查：HCV RNA 1.1×107 IU/ml，
HCV 基因分型 1b 型，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阴性，
血常规、肝功能及血生化指标均在正常范围。诊断

为慢性丙型肝炎，符合我国《丙型肝炎防治指南

一项含利妥昔单抗化疗方案治疗 HCV 感染 DLBCL

者治疗后 3~4 级肝毒性的发生率明显高于 HCV 阴

性患者［27%（36/131）比3%（13/422），
危险比=14.72，
95% 置 信 区 间 ：6.37~34.03，P<0.001］；HCV 阳 性
患者接受免疫化疗 1 个月后 HCV RNA 水平从治

疗前 1 001 kIU/ml 升高到 3 187 kIU/ml（P=0.006）。
Haggag 等［4］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利妥昔单抗

治疗的 DLBCL 患者中，HCV 阳性者治疗期间肝炎
发作比例明显高于 HCV 阴性者［40.0%（14/35）比
9.3%（9/97），P<0.001］，35 例 HCV 阳性者中 11 例

（34.2%）被证实为 HCV 再激活。

抗病毒治疗可改善 HCV 感染 DLBCL 患者的预

后。La Mura 等［5］进行的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显
示，接受 PR 方案抗病毒治疗的 HCV 阳性非霍奇金
淋巴瘤患者（25 例）和未抗病毒治疗患者（44 例）的

5 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 76% 和 55%，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37）；
25 例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中 8 例

（32%）达 到 持 续 病 毒 学 应 答（sustained virological

response，SVR）者 5 年内无一例复发，而 17 例未达
到 SVR 的患者中 5 例（29%）复发，说明清除 HCV 有

助于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并降低患者肿瘤复发的风险。
Hosry 等［6］一项研究显示，HCV 感染的 DLBCL 患者

中早期（诊断 DLBCL 前）抗病毒经治者（26 例）与从

未经过治疗的患者（40 例）相比总生存期明显延长

［39（26~56）个月比 16（6~41）个月，P=0.02］，说明
抗 HCV 治疗可提高患者的总体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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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PR 方案相比，DAA 的疗效更佳且不良反应

择的难点在于如何避免药物相互作用（drug⁃drug

患者在进行免疫化疗的同时进行 DAA 治疗，结果

者免疫化疗 R⁃ECHOP 方案中的药物逐一在利物浦

发生率更低。Persico等 报道20例HCV阳性DLBCL

interaction，DDI）对患者的影响。将上述药物与患

显示，接受与未接受 DAA 治疗的患者免疫化疗期

大学药物相互作用网站（http：
//www.hep⁃druginterac

［7］

间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相当，但 1 年无病生存率显著
优 于 未 接 受 DAA 治 疗 的 历 史 对 照 患 者（95% 比
67.1%，P=0.036）。Merli 等 对意大利和法国 23 个
［8］

医疗中心 47 例 HCV 感染的 DLBCL 患者在抗肿瘤

tions.org/）进行查询，除未检索到表柔比星外，其他
药物间DDI的结果见表1，
其中SOF/LDV与R⁃ECHOP
方案 DDI 的风险最小。

在欧美一些国家的研究中，DLBCL 化疗方案

治疗同时（9 例）或序贯（38 例）DAA 治疗的回顾性

多使用多柔比星［8⁃10］，而表柔比星与 SOF/LDV 及其

患者抗病毒疗效相当，DAA 耐受性均良好，但免疫

药师联系了利物浦大学药物相互作用网站的相关

分析结果显示，免疫化疗同时或序贯 DAA 治疗的

化疗同时 DAA 治疗的患者治疗期间肝损伤发生风

险低于免疫化疗后序贯 DAA 治疗的患者［12.5（1/8）
比 61.0%（23/38），
P=0.02］。

经过文献复习，课题组得出初步结论：HCV 感

染的淋巴瘤患者抗病毒治疗可改善其肿瘤的预后，
而免疫化疗同时进行 DAA 治疗是安全有效的并可
能降低抗肿瘤治疗期间肝损伤发生的风险，因此决
定对本例患者在免疫化疗的同时进行 DAA 治疗。
2.2

治疗方案的选择

临床药师查阅资料并与医师共同讨论后由医

师决定选择何种 DAA 药物。对 HCV 感染的 DLBCL

患者，DAA 治疗方案的选择多参照一般 HCV 感染

患者的治疗方案，根据 HCV 基因型及肝脏疾病情

他 DAA 间的 DDI 尚不明确。为此，课题组的临床

专家，共同分析了表柔比星在体内的代谢途径及与
DAA 可能的相互作用。表柔比星主要通过尿苷二
磷 酸 葡 萄 糖 醛 酸 转 移 酶 2B7（uridine diphosphate

glucuronosyltransferase 2B7，UGT2B7）经 葡 萄 糖 醛
酸化代谢，还可能经细胞色素 P450 酶（cytochrome

P450，CYP450）羟 化 代 谢 ，部 分 可 能 经 P 糖 蛋 白

（P⁃glycoprotein，
P⁃gp）途径转运［11］。OBV/PTV/r+DSV

中的利托那韦可能上调 UGT2B7 从而降低表柔比
星血药浓度，不建议同时使用；其他 DAA 可能有抑

制 P⁃gp 的作用，
从而有导致表柔比星血药浓度轻微
上调的风险（潜在相互作用），建议在治疗中注意表
柔比星不良反应的监测。
此外，患者免疫化疗期间还可能合并应用多种

况决定 。本例患者感染的 HCV 为 1b 型。根据我

辅助治疗药物，需要考虑 DAA 与化疗常用辅助治

始患者的 DAA 方案包括索磷布韦/维帕他韦（sofos⁃

网站中查询，苯海拉明和奥美拉唑均经 CYP450 代

［1］

国指南 ，可用于无肝硬化基因 1b 型 HCV 感染初
［1］

buvir/velpatasvir，SOF/VEL）、索 磷 布 韦/雷 迪 帕 韦

（sofosbuvir/ledipasvir，SOF/LDV）、格拉瑞韦/艾尔巴
韦（grazoprevir/elbasvir，GZR/EBR）、格卡瑞韦/哌伦
他韦（glecaprevir/pibrentasvir，GLE/PIB）、奥比他韦/

帕立瑞韦/利托那韦+达塞布韦（ombitasvir/paritapre⁃

vir/ritonavir+dasabuvir，OBV/PTV/r+DSV）。 方 案 选
表1

疗药物间的 DDI。经在利物浦大学药物相互作用
谢，地塞米松是 CYP3A4 的底物，在上述 5 种 DAA

中只有 SOF/LDV 既不是 CYP450 的底物，也不会抑

制/诱导 CYP450 酶系，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 DDI。
由于患者化疗过程中需预防使用奥美拉唑缓解胃
肠道反应，而 SOF/LDV 制剂口服吸收需要胃液酸
性 pH 值环境，临床药师建议将 SOF/LDV 的服用时

直接抗病毒药物与本例患者淋巴瘤治疗药物相互作用的查询和咨询结果

Tab 1 The results of query and consultation for drug⁃drug interaction between direct acting antivirals and
SOF/VEL

drugs for lymphoma in the patient

SOF/LDV

GZR/EBR

利妥昔单抗

无相互作用

无相互作用

无相互作用

依托泊苷

无相互作用

无相互作用

环磷酰胺

无相互作用

无相互作用

表柔比星

a

OBV/PTV/r+DSV

GLE/PIB

无相互作用

无相互作用

无相互作用

潜在相互作用

无相互作用

无相互作用

潜在相互作用

无相互作用

潜在相互作用

潜在相互作用

潜在相互作用

不建议共用

潜在相互作用

长春新碱

潜在相互作用

无相互作用

潜在相互作用

潜在相互作用

不建议共用

甲泼尼松龙

无相互作用

无相互作用

无相互作用

潜在相互作用

无相互作用

注： SOF：索磷布韦；VEL：维帕他韦；LDV：来地帕韦；GZR：格拉瑞韦；EBR：艾尔巴韦；OBV：奥比他韦；PTV：帕立瑞韦；r：利托那韦；

a
DSV：
达塞布韦；
GLE：
格卡瑞韦；
PIB：
哌伦他韦；
：
与利物浦大学药物相互作用网站的相关专家咨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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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固定为晚饭后服用，并与该患者的化疗主管医师
和护士提前沟通，使 SOF/LDV 服用时间与奥美拉

唑输注时间间隔至少 4 h，
以保证 SOF/LDV 的疗效。
课题组对本例患者的免疫化疗和 DAA 间 DDI

切监测下进行治疗。
利益冲突
[1]

SOF/LDV 方案治疗 HCV 感染。嘱患者在当地医院
继续进行免疫化疗，同时服用 SOF/LDV 每日 1 片治

疗 12 周；期间按化疗要求监测血常规和肝、肾功
治疗后进行 HCV 相关检测。
3

治疗结局

11 月 16 日，患者结束第 2 个周期的 R⁃EPOCH

免疫化疗，开始接受 SOF/LDV 治疗。11 月 20 日血

常规检查示白细胞计数 1.55×10 /L，中性粒细胞计
9

[2]

[3]

数 0.20×109/L；血小板计数 88×109/L，提示 3 级骨髓

抑制，判断与免疫化疗有关，给予粒细胞刺激因子
等对症处理后恢复。11 月 26 日，18F⁃脱氧葡萄糖正
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示 DLBCL 部分缓

[4]

解，仅脾内尚存在多发病灶，但病灶大小及葡萄糖
代 谢 水 平 均 较 前 减 低 。 12 月 2 日 至 27 日 继 续

R⁃EPOCH 方案治疗 2 个周期，治疗期间除一直服用
SOF/LDV 外，其他辅助用药包括苯海拉明、地塞米
松、碳酸氢钠、奥美拉唑、还原型谷胱甘肽、托烷
司琼和粒细胞刺激因子。治疗期间仅出现 1~2 级

[5]

[6]

恶心，
未见其他不良反应，
肝功能指标未见异常。4个

周期 R⁃EPOCH 免疫化疗结束后，暂未进行抗肿瘤
治疗。2021 年 2 月 7 日，患者完成 12 周 SOF/LDV

治疗来院复诊，血液中未检测到 HCV RNA；停药
12 周再次复查HCV RNA仍阴性，
达到丙型肝炎SVR
疗效。
4

[7]

[8]

体会

本例患者在免疫化疗的同时成功完成了 DAA

治疗，是临床医师和药师良好合作的结果，为我国

HCV 感染 DLBCL 患者的抗 HCV 治疗积累了经验。

[9]

对于 HCV 感染的淋巴瘤患者，建议成立由肝病科、

[10]

行管理；
考虑到及早清除病毒可降低免疫化疗中肝
损伤风险并改善患者的整体生存情况，建议尽早给

[11]

血液科与临床药学多学科组成的团队对其治疗进

予 DAA 治疗；建议根据免疫化疗药物和 DAA 间
DDI 的风险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案；对于现有 DDI 数

据库中无相互作用数据且必须使用的药物，可通过

对药物代谢途径的分析来评估 DDI 的风险，并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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