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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肝药之争揭开辅助用药利益链
1 亿慢性乙肝和丙肝病毒感染者，
有多达 700 万人患有肝硬化，
每年有 46 万肝癌新发病例，
酒精性肝病估计至少影响
6200 万人。作为肝病第一大国，以上各类患者在中国除了接受病因治疗外，还普遍地使用“保肝药”进行治疗。所有这
些，
支撑起了保肝药在中国每年百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规模。然而，
令人吃惊的是，
在国际公认的临床指南中，
根本就不存
在保肝药这一类别。在中国各级医院里被广泛使用的保肝药，
是一种
“中国特色”
的治疗方法。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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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患者吃保肝药甚至比抗结核药多

从 2018 年 2 月开始，林云在哈尔
滨胸科医院治疗肺结核。一年来，她
每天要吃下 41 颗药。由于大量服药，
出现了胃疼、关节痛、精神消沉、腹泻
等一系列副作用。在这个令人眼花缭
乱的服药方案中，有两种在世卫组织
（WHO）指南中从未出现的药物：
用于
保肝的水飞蓟宾胶囊与护肾的中成药
至灵胶囊。每天，她需要分别吃 6 颗
水飞蓟宾和 9 颗至灵胶囊。
从水飞蓟宾、
双环醇、
谷胱甘肽等
化学药，到益肝灵、保肝丸、葵花护肝
片等中成药，一大类被统称为“保肝
药”的药物，成为结核病治疗的“标
配”，贯穿整个疗程，部分患者服用的
保肝药数量甚至比抗结核药还要多。
然而，
WHO 结核病治疗指南并未
指出针对药物性肝损伤需要额外服
药。根据 WHO 发布的最新版《结核
病治疗指南》，
多数人能顺利完成抗结
核治疗，但少数人会出现不良反应。

其中，以抗结核药物所致的肝损伤最
为常见，但发生率在不同国家和区域
差异明显，如美国小于 1%，英国大约
为 4%，亚洲以印度最为严重，而中国
的这一数字大约为 2.55%。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药物性肝
病学组 2015 年发表的《药物性肝损伤
诊治指南》也指出，
在出现生化指标异
常的病人中，多数人能够表现出适应
性。也就是说，真正进展为严重肝损
伤的情况比较少见。
尽管如此，保肝药却成为中国结
核病治疗的“标配”，甚至以“专家共
识”的形式规定下来。在中华医学会
结核病学分会 2013 年发布的《抗结核
药所致药物性肝损伤诊断与处理专家
建议》里，
对于已出现肝损伤的结核病
人，
保肝治疗被频频提及。加入一种或
多种保肝药进行治疗或预防，
是中国肺
结核病治疗方案的固有内容，
即使在国
内顶尖的医院，
这也是普遍做法。

2 美国等国家并不使用保肝药物
“因为肺结核患者吃的抗菌药物
会造成药物性肝损害啊！
”
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的一位结核病医
生在解释为何要给患者服用保肝药时
说，
“服用保肝药，
一是预防肝损害，
二
是在肝损伤发生时，
用保肝药来治疗。
”
医生的这种说法传递到病人群体
中，
令保肝药深入人心。
“保肝药必须吃
啊，
因为抗结核药物是伤肝的，
不吃可
能会影响治疗。
”
在该医院，
一位结核病
患者语气肯定地说。
然而，哪怕是对于那少数潜在的
超敏性患者，多项研究也否定了保肝
药预防肝毒性的作用。北京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控制
中心等机构的学者，
追踪了中国 4000
多名结核病患者的治疗过程。其中，
2752 位病人预防性地使用保肝药，
结
果这些人出现肝毒性的比例为
2.4%。而剩下的 1552 位病人皆未使
用 保 肝 药 ，出 现 肝 毒 性 的 比 例 为
2.5%。两组数字相比，说明使用保肝
药并不能预防性地降低结核病治疗中
肝损的出现概率。这一结论于 2014

年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肠胃病学与
肝病学》上。
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与社会
医学系讲师詹尼佛·弗林同时兼任
WHO 高级顾问，
曾参与过海地、
秘鲁、
南非等多个国家的结核病治疗项目。
她指出，
在美国及她所去过的国家，
并
不使用保肝药物。
另一方面，保肝的费用对不少肝
病患者来说负担沉重，一些病人花在
保肝药上的钱比抗结核药物的费用还
多。
“我每个月的抗结核药才花 200 多
块钱，保肝药就要 900 多元，”一位网
友说，
“保肝药给我的印象就是贵”
。
尽管每次复查肝功指标都正常，
林云最初一直遵医嘱按时吃保肝药。
直到治疗 9 个多月后的一天，她开始
怀疑保肝药的必要性，加上胃肠无法
承受这么大剂量的药物，就悄悄将保
肝药从每天三次改为两次，现在她每
天只吃一次，
肝功指标依旧稳定。
不过，
在临床医生对保肝药普遍持
支持态度的影响下，
绝大多数结核病患
者对保肝药的效果未曾有过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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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指南的推荐让保肝药深入人心

用一位肝病医生的话说，保肝药
是一类“让人听了名字就忍不住想买
的药物”。在中国，吃保肝药的并非
只有肺结核患者，病毒性肝炎（如甲
肝、乙肝、丙肝）、
酒精性肝病、
自身免
疫性肝病等也会引起肝损害。还有一
些长期喝酒或熬夜的人也在网上咨
询：
“我要不要吃点养肝护肝的药？
”
获得各种指南与共识的提名和
推荐，是保肝药推广的一种重要方
式。2011 年，
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专家
蔡晧东在博客上写道，一天，接连两
位国企医药代表找到她，请她给病人
开点保肝药。对此，她回答说，中国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中没有这
些药，她不会开。后来，一位医药代
表拿着 2014 年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
分会部分专家所写的《肝脏炎症及其
防治专家共识》再次找到她，她回应
道：
“你们还真有本事，那就找写指南
的医生开药去吧！”这篇专家共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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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介绍了所有保肝药的种类和疗
效，并给出推荐意见，比如其中一条
是：对于肝脏炎症，无论是否存在有
效的病因疗法，均应考虑实施抗炎保
肝治疗。
在国内 2005 年与 2010 年的两
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中，也提
到甘草酸制剂、水飞蓟素与双环醇等
保肝药有不同程度的抗炎、抗氧化、
保护肝细胞膜及细胞器等作用，可以
改善肝脏生化学指标；但推荐级别是
Ⅱ-2和Ⅱ-3，
也就是缺乏随机对照试
验的强证据。而在 2015 年的第三版
指南中，
则彻底没有了保肝药的影子。
一位了解该最新版指南修订的
专业人士透露，当时负责修订指南的
部分专家提出从指南中删去保肝药，
却经受了巨大的压力。他指出，这类
缺乏可靠证据证明其疗效的保肝药，
仍极力寻求官方指南的“推荐”或“提
名”
，
乃是受商业利益驱使。

揭开各类辅助用药的冰山一角

四川省某三甲医院肝病科医生
方一帆感到，最近几年，他所在的医
院开出的保肝药越来越少了。事实
上，保肝药是中国近年来大力整饬的
各类辅助用药的冰山一角，这类药物
也被业界称为
“万金油”
。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贺滨解释说，所谓辅助用
药，就是那些“安全无效”的药，国家
从没政策文件或法律法规去明确它
的定义。北京积水潭医院药剂科韩
爽等人 2016 年在《中国药学杂志》上
撰文指出，
“安全无效”的药品花费最
多，
已成为中国特有的奇怪现象。
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是，很多现
在被贴上辅助用药标签的药品都是
在 2006 年之前审批的，包括许多保
肝药。1998 年~2006 年，
中国药品审
评审批还未建立科学规范的体系，在
发展扶持医药产业、解决“缺医少药”
问题及腐败等多种历史因素作用下，
不但仿制药审批十分宽松，媒体报道
的所谓“一年批一万个‘新药’”的情
况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现在再去甄别哪个药造假，没有
人说得清楚。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
肝病专家表示：
“ 以前中国（药物审
批）门槛低，多数保肝药放到现在估
计都没办法准入。我们的问题是，只
有进入，
没有退出机制。
”
2018 年年末，
国家卫健委明确将
制定全国辅助用药目录并定期调整；
2019 年 7 月 1 日，
《第一批国家重点
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公布，收录
了神经节苷脂、奥拉西坦等 20 个品
种，对其使用情况进行重点监控。保
肝药未位列其中。不过国家卫健委
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
研究人员表示，未来目录调整“有进
有出”应是常态，接下来肯定还要发
布第二批、
第三批目录。
多位专家表示，其实保肝药只是
冰山一角，国内在用药方面还存在着
很多类似的问题，比如保肾药、升白
片（用于升高白细胞）、中药注射剂等
等。从长远来看，建立起严格的上市
药物再评价与退出机制才是根本的
解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