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丙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丙肝）是一种严

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传染病。近年来，我

国丙肝报告病例数逐年上升。经血传播是丙

肝的主要传播途径，注射吸毒人群、既往有

偿采供血人群为易感染丙肝的人群。

丙肝的症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但发

展成肝硬化、肝癌的比例高于乙肝，对患者

的健康和生命危害极大。大多数丙肝病毒感

染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延误了诊断治

疗时机，甚至可能发展成为肝硬化、肝癌，

前  言



给家庭和社会都造成沉重的疾病负担。要预

防丙肝，必须了解和掌握相关的知识，从而

避免容易感染丙肝的行为。丙肝患者需尽早

诊断，并及时采取规范的治疗措施。希望这

本小册子能够帮助您了解丙肝防治的基本知

识，解答您的问题，帮助您建立健康的生活

方式，有效预防丙肝，保护您和家人的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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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您了解肝脏吗？

正常的肝脏位于右上腹部，是人体重要

的代谢器官。肝脏起着食物处理和化学工厂

的作用，营养物质经小肠黏膜吸收，由门静

脉血流进入肝脏，在肝脏进行加工处理，再

通过肝静脉进入心脏，输送到全身各处。肝

脏影响着血液、淋巴、胆汁、免疫系统功能

和营养物质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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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肝脏有哪些功能？

贮藏营养物质和能量，在身体需要的时	

候释放到血液中。

加工处理消化道吸收的药物，转化为机体

可以利用的形式。

净化血液，转化有毒物质。

制造胆汁，帮助消化。

合成和分解人体必需的蛋白质和复合物，

包括白蛋白、胆红素、酶类、凝血因子、

胆固醇和一些激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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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肝炎是怎么回事？

肝炎是肝细胞的炎症反应，可由很多因

素引起，包括病毒、细菌、寄生虫、酗酒、

药物和自身免疫等。通常人们所说的肝炎多

指病毒性肝炎。

4.什么是病毒性肝炎？

病毒性肝炎是指由各种肝炎病毒引起

的，以肝脏炎症反应和损伤为主要表现的感

染性疾病，具有传染性强、传播途径复杂、

流行面广泛、发病率较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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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病毒性肝炎有几种？

目前常见的有甲型、乙型、丙型、丁型

和戊型病毒性肝炎，这几种肝炎的传播途

径、病程、诊断、治疗和预防措施等都不尽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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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几种常见的病毒性肝炎有什么区别？

甲肝 乙肝 丙肝 丁肝 戊肝

病毒 HAV HBV HCV HDV HEV

传播
途径

粪口传播
通过污染
的食物、
水或不良
卫生习惯
传播

主要通过
母婴、血
液和性行
为传播

主要通过
血液、性
行为和母
婴传播

主要经血
液传播，
与乙肝病
毒联合或
重叠感染

粪口传播
通过污染
的食物、
水或不良
卫生习惯
传播

是否有疫
苗

有 有 无
乙肝疫苗
可以预防

已完成III
期临床试
验，正在
申请IV期
临床试验

慢性化 无 有 有 有 无 

重症
肝炎 

有 有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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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什么是丙肝病毒？

丙肝病毒（英文缩写HCV）属于黄病毒

科，呈球形，有包膜，含单链RNA基因组。

目前分为6个基因型及不同亚型，我国流行

的丙肝病毒主要是1b型，其次为1a型。丙肝

病毒存在于感染者的肝细胞和血液中，主要

在肝细胞中复制。丙肝病毒会使肝细胞受

损，部分死亡，并诱发炎症反应。

8.如何杀灭丙肝病毒？

丙肝病毒在体外环境中抵抗力弱。一般

化学消毒剂（如漂白粉）和煮沸都能够杀灭

丙肝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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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什么是丙肝？

丙肝是丙型病毒性肝炎的简称，是一种

由丙肝病毒(英文缩写HCV)引起的，导致肝脏

炎症坏死的传染病，对人的健康和生命危害

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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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丙肝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

丙肝病毒感染初期（2-12周）称为急

性期，感染者可无明显症状。只有少数人可

自行清除病毒而自愈，多数发展为慢性丙肝

（约为60%-85%）。

慢性丙肝是指感染丙肝病毒后半年以上

仍可查出丙肝病毒者，患者可无明显症状，

但病毒在肝细胞内复制，会持续破坏肝脏，

引起肝细胞炎症、坏死，进而发展为肝纤维

化和肝硬化。感染20年后，发展为肝硬化的

概率为10%-15%。肝硬化后发展为肝癌的

概率为每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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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丙肝在我国的流行情况是怎样的？

2008年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

示，我国自然人群丙肝病毒的感染率为

0.43%，据估计，我国目前约有760万丙肝

病毒感染者。近年来丙肝新报告病例数逐年

上升，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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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丙肝病毒通过哪些途径传播？

丙肝病毒主要通过血液、性接触和母婴

等方式传播，其中血液传播是丙肝最主要的

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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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丙肝病毒是怎么通过血液传播的？

毒品通过血液传播，目前主要见于静脉

注射毒品者。由于静脉注射毒品者常共

用针具，极易造成相互感染。在某些地

区，因静脉注射毒品导致的丙肝病毒传

播占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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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被丙肝病毒污染的血液或血制品可

能感染丙肝病毒。

使用被丙肝病毒污染、且未经严格消毒的

医疗和美容器械可能感染丙肝病毒。

与别人共用剃须刀和牙刷、文身和穿耳

孔等行为都可能造成出血，是潜在的经

血感染丙肝病毒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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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丙肝病毒是怎么通过性行为传播的？

丙肝病毒有可能通过性行为传播，传播

概率约为4%-6%。与丙肝患者发生无保护

的性行为，有可能被传染。如有艾滋病、性

病、生殖器破损或者肛交时造成肛门黏膜破

损，则感染几率更大。有多性伴性行为者感

染丙肝病毒的危险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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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怀孕妇女会将丙肝病毒传给孩子吗？

丙肝可以通过母婴途径传播，传播概率

约为5%-10%。丙肝病毒可通过胎盘或者分

娩过程感染新生儿。建议感染了丙肝的妇女

在治愈前应尽量避免怀孕。如在怀孕后查出

感染了丙肝病毒，应及时咨询专科医生，必

要时可对婴儿进行丙肝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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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母乳喂养会造成丙肝传播吗？

目前没有证据证实母乳喂养可以传播丙

肝，但乳头有破损时，要尽量避免母乳喂养。

17.工作和日常生活接触会不会传染丙肝？

工作和日常生活接触，如握手、拥抱、

礼节性接吻、共

用餐具和水杯、

共用劳动工具、

办公用品、钱币

和其它无皮肤破

损或血液暴露的接触一

般不会传播丙肝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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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和丙肝患者一起吃饭会不会传染丙肝？

不会，因为丙肝病毒不通过消化道传播。

19.咳嗽、打喷嚏会不会传播丙肝?

不会。因为丙肝病毒不通过呼

吸道传播。

20.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丙肝？

目前没有证据证实丙肝可以通

过蚊虫叮咬传播，也没有发现因蚊虫叮咬感

染丙肝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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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哪些行为容易传播丙肝？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

接受过输血、器官移植等手术；

口、眼、鼻黏膜或破损皮肤接触受丙肝

病毒污染的血液；

使用被丙肝病毒污染的针头穿刺；

长期接受血液透析；

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医疗器械进行有创

操作，如牙科治疗、内镜检查等；

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器具进行文身和穿

耳孔等。

与别人共用剃须刀、牙刷；

多性伴性行为，并且不使用安全套；

男男性行为，并且不使用安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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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为什么吸毒者容易感染丙肝病毒？

吸毒人群容易得丙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共用注射器注射毒品。吸毒者最初为口鼻吸入

毒品，但随着吸毒时间的延长，绝大多数吸毒

者最后都转为注射毒品。吸毒者毒瘾发作时顾

不上消毒注射器，甚至与他人共用注射器注射

毒品。共用注射器注射毒品可导致丙肝及艾滋

病、乙肝、梅毒等多种疾病的传播。

23.有预防丙肝的疫苗吗？

目前还没有研制出能够有效预防丙肝的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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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怎么做才能预防丙肝？

拒绝毒品，不共用针具注射毒品。

倡导无偿献血，杜绝非法采、供血。

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

品。

不与别人共用注射器、针具或其他文

身、穿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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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别人共用剃须刀、牙刷。

遵守性道德，保持单一性伴侣，正确使

用安全套。

感染丙肝病毒的妇女在治愈前应尽量避

免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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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丙肝有哪些症状？

急性和慢性丙肝患者的症状都不明显，

很多患者可无症状地发展数年，往往在偶然

的情况下才检查出了丙肝，如常规检查和体

检时，或输血、手术前的常规检查时。

慢性丙肝患者有时会有不同程度的乏力

感，较重时可影响患者的工作和日常生活。

还可能会有右上腹不适和沉重感。其他的症

状还可能有恶心或关节痛，黄疸很少发生。

但是，有无症状或者症状是否明显与肝脏的

病变程度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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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什么情况下应考虑去做丙肝检查？

因为丙肝症状并不明显，肝脏的病变程

度与症状不一致，等到出现明显症状时已经

发展到疾病的晚期，延误治疗时机，也会影

响治疗效果。因此，有下列情况应考虑到医

院做丙肝检查：

曾接受过输血、器官移植或其他手术；

与他人共用过注射器；

长期接受血液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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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器具进行过文

身、穿耳孔等；

曾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医疗器械进行有

创操作，如牙科治疗、内镜检查等；

曾与丙肝病毒感染者发生性行为，且没

有使用安全套；

有多性伴或男男性行为，且没有使用安

全套；

怀孕前或怀孕期间感染了丙肝病毒的妇

女所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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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应该到哪里去做丙肝检查？

一般各地传染病院、综合性医院肝病专

科门诊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都可以做丙肝检

测。主动寻求咨询和检测可以尽早诊断、及

时治疗丙肝，使受检者（特别是感染者）得

到心理支持和预防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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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丙肝的检查包括哪些？

检查丙肝主要是通过验血，常用检测方

法有：

丙肝病毒抗体（抗-HCV）检测：是一种

最基础的检测，常作为筛查，检测结果

阳性需要进一步做丙肝病毒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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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肝病毒核酸（HCV	 RNA）检测：该检

测不仅可以知道体内是否有丙肝病毒存

在，还可以测定病毒的含量，为判断病

情和治疗效果提供依据。该指标阳性即

可确诊丙肝病毒感染。如果只是丙肝病

毒抗体阳性，丙肝病毒核酸阴性，表示

以前感染过丙肝病毒，现在已经康复。

其他辅助检查：血清转氨酶、血清胆红

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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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丙肝是如何诊断的？

血液检查丙肝病毒核酸（HCV-RNA）阳

性者就可以确诊。

30.什么是急、慢性丙肝？ 

感染丙肝病毒半年以内为丙肝急性期，

可表现为乏力，食欲不振等。化验检查抗丙

肝病毒抗体（抗-HCV）阳性，丙肝病毒核

酸（HCV	 RNA）阳性，可有转氨酶、胆红素

升高。

病程超过半年，丙肝病毒核酸（HCV	

RNA）仍为阳性者，即可诊断为慢性丙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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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检查出得了丙肝该怎么办？

一旦确诊丙肝，应该立即到正规医院治

疗，听从专科医生的指导，进行规范治疗。

切忌自行购药服药，或轻信虚假广告。

32.丙肝能治愈吗？ 

丙肝患者只要在正规医疗机构的专业医

师指导下，及早进行治疗，规范用药，大部

分丙肝是可以治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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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丙肝治愈的标准是什么？ 

患者的转氨酶恢复正常，血液中丙肝病

毒核酸（HCV-RNA）转阴，持续3年以上即

为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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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丙肝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目前丙肝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干扰素联合

利巴韦林治疗，疗程根据患者的不同病毒基

因型通常分为24周和48周，或者更长。丙肝

抗病毒治疗的目的是彻底清除或持续抑制体

内的丙肝病毒，从而改善或减轻肝脏损伤，

阻止进展为肝硬化、肝衰竭或肝癌，并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

35.丙肝如果不及时治疗，会有什么后 
   果？ 

如果不及时治疗，约60%-85%的丙肝

病毒感染者会发展为慢性肝炎，并进而导致

肝硬化，甚至有可能发展为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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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丙肝药物治疗会有不良反应吗？

接受丙肝治疗后，很少的患者会发生不

良反应。常见的不良反应为感冒样症状（发

热、寒战、头疼和肌肉疼）、胃肠道症状

（胃口不好，呕吐和腹泻）。随着对药物的

耐受，这些症状一般会在几周内消失。出现

不良反应后，一定要找医生咨询，听从医生

的指导，同时一定要坚持服药，不能自行停

药或放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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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感染了丙肝后担心别人会歧视，怎么 
   办？ 

大多数人对丙肝并不十分了解，因此，

感染了丙肝担心别人疏远甚至排斥自己是很

正常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接触不会传染丙

肝，所以感染者不需要告诉每一个人自己的

病情。可以向值得信任、并会给予支持与鼓

励的人诉说病情和丙肝的传播方式，以获得

情感与心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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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丙肝患者如何面对可能的抑郁情绪？

丙肝属于慢性病，由于疾病的长时间折

磨，很多患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负性情绪，

表现为烦躁易怒、失落孤独、悲观厌世等

等。

丙肝患者及家属首先应该提高对抑郁障

碍的认识。在接受丙肝治疗的同时，积极关

注患者精神健康状态，并及时向医师咨询。

如果被确诊为抑郁障碍，也不必惊慌，在医

生的指导下，积极进行治疗和随访，控制抑

郁症状，争取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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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丙肝患者的生活要注意哪些问题？

绝对不能喝酒，因为酒精会加速肝硬化发

展，应禁喝各种酒类饮品，包括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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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治疗丙肝的药物外，应该尽量减少

服用其他药物，减轻肝脏的负担。

适当休息，避免重体力劳动。

注意营养，但食物宜清淡少油腻，多吃新

鲜蔬菜和水果，适当增加豆制品类食物。

保持心情舒畅，增加交流与沟通。多与家

人、朋友聊天沟通，减少烦恼和郁闷。

适当增加户外活动，呼吸新鲜空气，增

进身心愉悦。

要定期复查。

出现身体不适或病情变化及时与医生沟

通，按照医生的意见处理。

使用保肝/降酶药或保健品之前要咨询

专业医生。



3636

40.公众应该怎样对待丙肝患者？

公众应该正确、科学认识丙肝，理解、

关心和帮助丙肝患者，减少社会歧视。

加强丙肝防治健康教育，提高全民对丙肝

的认知水平，遏制丙肝的蔓延和传播。

丙肝患者是疾病的受害者，应该得到全

社会的理解、关心和帮助。

丙肝的防治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

支持，预防丙肝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倡导有利于丙肝防治的社会环境，为我

国人民健康、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提供

坚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