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患有乙型肝炎

Simplified Chinese



感染乙型
肝炎的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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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是世界上最常见的肝脏 
感染

乙肝是一种严重和可能危及生命 
的肝脏感染。乙肝的病因是受到 
乙肝病毒 (HBV) 感染。

乙型肝炎（或乙肝）是一种严重 
的肝脏疾病，影响全世界上亿人。 

本小册子在此助您更好地了解乙

肝，学会如何管理乙肝。

什么是乙肝？欢迎

本小册子将探讨以下内容：

 •  慢性乙肝如何影响肝脏

 •  乙肝如何传播

 •  验血与接种

 •  如何治疗慢性乙肝

要了解更多的详细信息，请 
访问 HEPB.COM



6
个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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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有什么功能？如果我染上乙肝病毒， 
会发生什么？

第一次感染称为急性感染。

然而，如果感染乙型肝
炎超过 6 个月，则称为
慢性乙型肝炎。

肝脏是人体内不可或缺的重

要器官

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器官，有以下
功能：

大多数慢性乙肝患者没有症
状，感觉良好。然而：

 •  他们的肝脏可能已受到损伤

 •  他们仍可能传染其他人

将饮食转化为 
能量和营养素

抗击感染

去除血液中的 
有害化学物质

制造帮助消化 
食物的物质

一定要知道您的乙肝状况， 
这将有助您更好地了解如何 
关照您的肝脏。



慢性乙肝是导致亚裔
美国人患肝癌的首要
原因

慢性乙肝是导致肝癌
的主要原因，这是非
洲男性癌症死亡的首
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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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肝如何影响 
肝脏？

慢性乙肝可不知不觉造成损伤

慢性乙肝有时称为“无声的杀手”，
因为即使您不觉得生病，也可能正在
造成肝脏损伤，如：

如果不治疗，慢性乙肝患者中每 4 
位就有 1 位会发展为肝硬化和肝
癌等肝脏疾病。

发炎

纤维化

肝脏结疤

肝硬化

严重结疤可能影响 
肝脏功能

肝癌

慢性乙肝是肝癌的 
主要病因

如果您患有慢性乙肝，应咨询 
医生如何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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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如何传播？

乙肝不可能来自：

感染乙肝病毒的唯一途径是 
接触受感染的血液或体液  

乙肝可能来自：

•  您的母亲，如果她在您出生时患
有乙肝（感染乙肝的最常见途径
之一）

•  受伤、被咬或抓伤后血液受感染

•  性交时体液交流

•  与人共用未消毒的针头（包括未
消毒的纹身或刺身工具）

• 触摸     •  食物、水或空气

• 接吻     •  共用杯子和餐具

•  饮酒

了解乙肝如何传播可帮助您和 
您的家人预防感染。



人受到感染
2 百万
在美国有多达

欧洲
亚洲

非洲

中美洲

南美洲

加勒比

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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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了解慢性乙肝的风险 
因素

其他风险因素包括： 

 •  在美国出生的婴儿未接种疫苗，
而且父母出生在高风险国家

 •  曾前往乙肝高发国家

 •  出生时母亲患有乙肝

 •  接触受感染体液（血液、精液 
或阴道分泌物）

 •  曾与乙肝感染者发生无保护性 
行为

 •  曾用未消毒工具纹身或刺身

 •  曾与人共用未消毒针头

因为乙肝是一种常见的肝脏 
感染，许多人都有感染风险

•  每 3 位乙肝患者就有 2 人不知
道自己已感染

•  全世界约有 2.57 亿人受到感染

•  仅在 2015 年就约有 887,000 
人死于乙肝并发症，包括肝硬
化和肝癌

出生在红色阴影地区的人有
较高*感染乙肝的风险

* 较高风险：乙肝群体 ≥2%

我可能有感染风险吗？

了解这些风险可帮助您保护 
自己、家人和朋友预防乙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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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手臂静脉中 
抽取血液 

然后送去化验室
检查

做一个简单的验血就能知道您
是否患有慢性乙肝： 

验血结果会帮助告诉医生您是否患
有乙肝，或您是否已产生抗体。 

有三种可能的验血结果：

我如何知道自己是否
患有乙肝？

验血结果意味着什么？

从未患过乙肝，也没有
接种过疫苗。您应接种
疫苗。

您患有慢性乙肝。询问
医生您是否需要治疗。

接种过疫苗，或过去曾
患乙肝，但靠身体抵抗
力康复。鼓励您的亲人
做检查。

有风险

已感染

有抗体
掌控好自己的健康， 
去看医生做检查。



3 次
疫苗接种

系列

2 次
疫苗接种

系列

第 1 个月

第 2 个月

第 6 个月

第 1
针

第 2
针

第 3
针

询问您的医生哪种疫苗最适合您。

该疫苗的接种方式：

2 次注射（间隔一个月）或 3 次注
射，头两次间隔一个月，第三次在 
4 个月后。

一定要了解乙肝疫苗的事实

   疫苗对已患乙肝的人 
没有作用。

   接种不可能感染乙肝，
因为疫苗不含活病毒。

请记住，一定要接种所有疫苗，
才能防止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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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乙肝疫苗？

乙肝疫苗是预防乙肝感染的 
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如果未患乙肝且未曾接种疫

苗，应咨询医生接种疫苗， 
并鼓励您的朋友和家人也这 
样做。



您的医生可以确定您是否有资格接
受慢性乙肝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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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患有乙肝， 
我该怎么办？

慢性乙肝可以治疗吗？

即使您感觉良好，也不能忽视
乙肝

可让医生、家人和朋友协助管理您
的慢性乙肝。

照顾好自己会有很多益处，但是，
如果您患有慢性乙肝，自我照顾可
能不够。

如果诊断您患有慢性乙肝， 
医生可能会开抗病毒药物 

抗病毒治疗的目标是：

抗病毒药物可以是药丸，也可以 
是针剂。使用这些药物的患者需 
有医护提供者监控副作用。

减少体内 
病毒的数量  

减少肝脏发病
的风险，如肝
硬化、肝功能
衰竭和肝癌    

第一步是要找到一位您信赖的

医生，然后定期就诊，让医生

监控您的病情。

管理慢性乙肝的一个重要部分是 
咨询医生有关可能的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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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慢性乙肝，我应该 
牢记什么？

慢性乙肝是最常见的肝脏
感染，可导致严重的肝脏
疾病，如肝硬化和肝癌。

感染乙肝的唯一途径是通
过受感染血液或体液。事
实上，许多乙肝患者出生
时就已患病，因为他们的
母亲已受感染。

简单的验血即可查出您是 
否患有乙肝或已产生抗体。

如果您从未感染乙肝，
可接种疫苗加以预防。 

如果您患有慢性乙肝，
一定要定期去看医生。

您可能感觉健康，但 
仍然患病或有肝损伤 
的风险。 

现有的治疗方法可能 
有助于减少体内病毒 
的数量，可能减少肝 
脏发病的风险。

Gilead 致力于在社区进行乙肝知识的
普及和教育。



了解您的乙肝状况 
验血筛查，并告诉您的 
家人和朋友也做筛查。

如果您确诊没有患乙肝 
咨询医生接种疫苗，并 
鼓励您的亲人也这样做。

如果您确诊患有乙肝 
现有的治疗方法可以减 
少严重肝损伤的风险。 
定期去看医生，咨询可 
能的治疗选择。

了解更多乙肝知识是掌控 
肝脏健康的一个重要部分。

要了解更多的详细信息， 
请访问 HEP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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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掌控我的肝脏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