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乙型肝炎病毒？ 

病毒是一种只能在活体细胞内复制的显微粒子。乙型肝炎病毒（简称 hep B 或者 HBV）能

感染肝脏让肝功能受损，这种病毒通过人体血液和体液传播。 

 

什么是肝炎？ 

肝脏上的任何炎症即为肝炎。以下几个因素都可以引发肝炎： 

 过度酗酒（肝功能受损 为常见的原因） 

 病毒感染（例如感染乙型肝炎病毒） 

 由身体自身免疫系统引起的自身免疫性肝炎 

 脂肪浸润 

 一些药物和化学物质引起的副作用 

 

乙型肝炎常见于哪里？ 

乙型肝炎是世界上传播范围 广的肝炎，常见于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中东、远东、南欧以

及非洲。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曾感染乙肝，约有 3 亿 5 千万人患有慢性乙型肝

炎（即当感染期长于六个月）。在欧洲，每年大约有超过 100 万人被感染。 

 

在英国，大约 350 人中即有 1 人可能患有慢性乙肝。在一些内陆城市，因为来自乙肝较为

流行的国家的人口比例较高，每 60 位怀孕女性里就有一位可能被感染。 

 

乙肝是怎样传播的？ 

乙肝病毒能通过血液或者接触血液进行传播，除此之外，乙肝病毒在唾液、精液和阴道液等

体液中也能找到。所以这些体液在被血液污染过之后，也极有可能成为感染源。另外，乙肝

病毒的痕迹也曾在汗水、泪水、母乳和尿液中被发现，但尚未有报告显示乙肝能通过这些途

径传播。 

 

乙肝病毒在粪便和呕吐物中也能找到，但除非它们明显被血液污染过，否则通过它们被感染

的机会极微。 

 

如果一位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血液通过你裂开的伤口、划痕或者被污染过的针头进入你的血液

循环系统，那么即使只是极少量的血液，你也可能被感染。乙肝病毒的传染性非常高，比艾

滋病病毒高出 50 至 100 倍。然而，检验是否感染乙肝病毒的测试非常简单，且现今也有一

种有效的疫苗能防止被感染。 

 

因为乙肝病毒能在体外存活一周以上，所以即使是一些沾有干枯血迹的物件也能让你有感染

的可能。 

 

性交 - 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风险极高 

拥有多个性伴侣、性生活频繁并且不使用保险套的人，有极高的风险感染乙肝病毒，因为在



不使用保险套或者齿科橡皮障的情况下与病毒携带者进行阴道性交、肛交还是口交，都有可

能感染到病毒。 

 

母婴传播 - 除非经过治疗否则风险极高 

英国自 2007 年四月起，对所有怀孕的女性提供乙肝病毒检测，母亲们能自由选择是否接受

测试。 

 

尚未出生的胎儿是不会被传染的，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婴儿有可能因为在产道中直接接触到

母亲的血液而感染病毒。这一传播过程被称为“母婴传播”，是全球 常见的传染途径。 

 

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携带乙肝病毒，或者你的医生告诉你你携带乙肝病毒，在大多数个案里，

只要婴儿在出生的时候注射了病毒抗体和接种疫苗，就能避免被病毒传染。但是除非是完整

接种了一个疗程的疫苗，否则你的孩子还是不能百分之百被保护。 

 

虽然在母乳里会找到少量的乙肝病毒，但是目前尚未有报告证明病毒能通过母乳喂养传播。

请注意保护好你的乳头避免开裂和流血，并且让你的孩子接受完整疗程的疫苗。 

 

药物注射（包括类固醇） - 如果你与他人共用针头、注射器等注射工具则风险极高 

如果你注射类固醇或者其他药物并与其他人共用注射工具，如针头、注射器、过滤器、勺子、

水、止血带和杯子等，则有极高的风险会被传染病毒。在这些器具上可能存留着足够让你感

染病毒的血量。 

 

如果你被诊断出感染乙肝病毒，为避免传染他人，你不应该与他人共用注射工具。 

 

旅游 - 没有接种疫苗的话危险程度为中到高 

在英国，多于 12%的乙肝病例是因患者曾到乙肝病毒较为流行的国家旅游或者工作所导致。

而其中大约有 40%的病例是因为无保护的性行为。 

 

如果需要前往乙肝高发国家，即使是前往你出生的国家，也强烈建议出发前先接种疫苗。因

为即使你在一个乙肝高发的国家出生，也不代表你能自然地不受感染。 

 

家庭与社交 - 假如没有接种疫苗的话中低风险 

握手、拥抱、共用毛巾杯子碗碟或者烹饪器具等是不会传播乙肝病毒的，病毒的传染率在朋

友与没有性接触的家人（如父母和孩子）中也非常低。但是，当家庭中第一个感染病毒的成

员是婴儿的话，传染的几率便会相对提高，因为婴儿缺乏处理自己血液和体液的能力。 

 

个人卫生用品如牙刷、剃刀、指甲钳、镊子、头发剪等 好不要与他人共用，因为这些工具

上也可能遗留有足够的血量能让你感染病毒。 

 

一些公共设施如厕所等要时刻保持干净，这对经期间的女性来说尤其重要。虽然乙肝病毒能

通过体液传播，但是尚未证明病毒能通过喷嚏和咳嗽传播。 

 

工作环境 - 在某些行业中风险为中等 

某些行业的工作能让在这个行业里工作的人有机会接触到他人带有乙肝病毒的体液，从而增



加了他们感染乙肝病毒的风险。如需了解哪些工作有这样的风险，请查看我们的乙肝完全手

册。 

 

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会让你增加感染病毒的风险，你应该马上接受乙肝疫苗接种。 

 

输血和医疗 - 在英国风险极低 

自 1972 年起，英国对所有献血进行乙肝病毒检测，这个检测范围在 1984 年被扩大至所有

血液制品，以便从源头上消灭病毒的传播。对定期献血或接受输血的人来说，在开始献血和

输血之前 好先接种乙肝疫苗。在一些献血没有被检测的国家，输血仍有可能会成为感染的

源头。 

 

在一些国家，医疗和牙科器具都没有被完全消毒，那么病毒也可通过这些器具传播。 

 

针灸、纹身和穿孔 - 在专业的店铺里风险极低 

如果使用未经消毒的器具，那么病毒也可能通过纹身、身体穿孔甚至针灸来穿播。保护自己

的 好方法就是确保使用的针头是一次性的，而且在开封之前是无菌包装的。 

 

如果你被确诊为乙肝，并且打算进行上述的行为，那么你应该告诉为你实施的技师，让他们

能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自己及其他人免受感染。 

 

如需更多的信息请查看我们的乙肝完全手册。如果你觉得你可能感染了乙肝病毒，请立刻

征询你的医生。 

 

多重感染 

多重感染是指患者在同一时间内感染了多种病毒。其他通过血液传播的病毒如艾滋和丙型肝

炎，都与乙型肝炎有着相似的传播途径，所以有许多人在感染乙肝病毒的同时也感染了其他

病毒。 

 

如果你被诊断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你也应该进行其它类型肝炎和艾滋的检测，因为感染一种

以上的病毒有可能影响治疗方案，稍有不当则会加速病毒对肝功能的损害。 

 

如想了解更多关于甲、丙、丁、戊型肝炎的信息，请查看我们的刊物。 

 

乙肝病征 

病毒进入你体内之后的一到六个月里你可能不会出现任何病征。这个时期被称为潜伏期。 

 

跟其他肝病一样，很多乙肝患者从来没出现过什么病征，正因如此，往往在他们意识到之前，

就已经将病毒传染他人。 

 

病征 

一些人可能只会出现轻微的病征，并觉得程度未严重到需要看医生。乙肝有很多病征，但是

应该注意不要将其中一些乙肝的病征与流感的混淆。 



 

有些病征会发展成严重的病征并且需要入院治疗，这些严重的症状包括： 

 腹泻 

 大便颜色减淡 

 尿液颜色加深 

 黄疸病，一般患者的眼白会变黄，在更严重的病例里患者的皮肤也会转黄（请参考

文章 后的名词解释）。 

 

100 位急性乙型肝炎的患者里，有一位可能会发展成急性肝功能衰竭（爆发性肝衰竭），因

此急性乙型肝炎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如果你出现严重呕吐、脱水或者意识不清的症状，应

该马上到 近的医院急诊部门里寻求紧急治疗。 

 

急性和慢性乙型肝炎有什么不同？ 

乙肝病毒能引发急性或慢性肝炎。 

 

 急性疾病是指疾病突然爆发，但只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少于六个月）。急性乙型

肝炎患者的病情在几周内就会好转，但是想要完全恢复的话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

间，他们在这段时间里依然会感到疲倦和精神不振。另外还有一些患者会在他们意

识到自己被感染之前就已经康复。 

 如果是病情持续六个月以上，甚至终生不能康复的疾病，则被定性为慢性疾病。有

时候病征会反复出现。成年急性乙型肝炎的患者里，每十个人便有一人（约 5%至

10%）可能发展为慢性乙肝。在儿童患者里这个几率提高至 95%。很多人是在小时

候便感染了乙肝病毒，但是他们可能一直毫无察觉，直至病毒导致了并发症才知道。

感染病毒的时候年纪越小，发展为慢性肝炎的几率便越高。 

 

如需了解更多的信息请查看我们的乙肝完全手册。 

检测乙肝病毒 

乙肝病毒能通过监测血液中自身免疫系统产生的抗体对抗病毒所产生的蛋白质被检测出来。

这个测试在家庭医生处、医院门诊、或者生殖泌尿科门诊都有提供。 

 

测试的结果可能需要等待数个星期才能出来，在这段时间里，你应该采取保护措施，预防将

病毒传染他人。 

 

如需更多的信息请查看我们的乙肝完全手册。 

 

评估肝功能损害 

肝功能检查（LFTs） 

LFTs 会检测血液中由肝脏制造的化学物质，如果检测数值出现任何异常，则说明肝脏可能

出现问题。这个检查也可用于鉴定病变的原因。如有需要，可以进行更详细的检查以确定病

因。 

 

超声波扫描 



超声波扫描是一种常规检查手段，同样的技术也应用于检查未出生的胎儿。扫描通常会在医

院的 X光部门或门诊部进行，整个过程大约需要 10 至 15 分钟，非常安全和无痛苦。 

 

肝脏活检 

活检过程中，一小块的肝脏组织将通过一根中空的细小针头从肝脏里取出，用以研究。 

 

活检的结果将会根据肝脏发炎和受损害的程度被分级。 

 

如果想了解每一种测试的详尽信息，请参考我们的手册《肝病检测释疑》。 

 

硬化 

乙肝病毒对肝脏长时间的持续损害能让肝脏硬化，出现不规则的肿块（即结核），变得伤痕

累累，不再平滑。其结果就是肝脏的愈合细胞被耗尽，并可能引发致命的完全肝功能衰竭。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进行肝脏移植手术。 

 

你可能不会出现任何病征，直至你的肝硬化已较为严重。 

 

肝癌 

肝硬化或者是慢性乙肝能增加你患上初期肝癌（HCC）的几率，每一年，100 个慢性乙型

肝炎的患者里就有 3 到 5 人发展成肝癌。 

 

如果你是乙肝患者并被确诊有肝硬化，那么你每半年到一年就应该进行一次超声波扫描和血

液测试，以监控你肝脏的状况，越早发现肿瘤的存在，治愈的机会就越高。 

 

如果你是乙肝患者，那么同时感染丙型肝炎病毒（HCV）或艾滋病毒（HIV）、酗酒和过度

抽烟都会增加肝脏硬化的危险。 

 

乙肝病毒能增加肝癌的几率，建议四十岁以上的乙肝患者接受相关测试以便病情能被及早发

现。你的医生应就这方面的的问题与你进行讨论。如需了解更多肝癌方面的信息，请查看

我们的《肝癌》手册。 

 

肝脏移植手术 

肝脏移植手术对于一些有肝硬化并导致严重并发症的患者来说是一种选择。虽然这是一个大

型手术，但是 89%接受肝脏移植手术的患者在一年后依然在世，86%的在两年之后依然在

世。 

 

需要注意的是，新移植的肝脏仍有可能被乙肝病毒感染并引发严重的后果，但是这一结果可

能在几年后才会出现。 

 

治疗乙型肝炎 

急性乙型肝炎 

大多数急性乙肝患者并不需要治疗，一般在六个月之内他们的身体能自行康复并把病毒从身



体里清除出去。这表示他们不再是病毒感染者，且他们血液里会产生抗体，让他们不再被乙

肝病毒传染（既对乙肝病毒免疫）。 

 

慢性乙型肝炎 

慢性乙肝患者通常需要通过治疗以抑制病毒在体内复制，阻止病毒继续对肝脏造成伤害。 

 

你的专科医生会根据你的检测结果、年龄以及健康状况来制定 合适的治疗方案。 

 

不是所有患者都需要马上进行治疗。如果你血液里病毒的载量相对较低且肝脏也没有受到什

么损害，一般只需进行定期检测，一旦发现病情开始加重，则需要开始进行治疗。你应该就

具体的治疗方案与你的医生进行讨论。 

 

如需了解更多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及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请查看我们的乙肝完全手册。 

 

怀孕与乙肝治疗 

在开始治疗乙肝之前，你应该先与医生讨论你未来的家庭规划。如果你打算在现在或者在不

久的将来怀孕，那么你很有可能会被建议把治疗延迟至生产之后。 

 

因为干扰素对胎儿是有害的，所以在服用干扰素期间注意避孕非常重要。如果你在这期间怀

孕了，应尽快征询医生以便调整治疗方案。 

 

我应该如何预防乙肝？ 

乙肝能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另外，通过注射一种名叫“免疫球蛋白”的抗体也能得到暂时

性的保护。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由肝炎导致死亡的病例里有 85%原本是可以通过

接种疫苗避免的。另外，了解简单的安全措施也能帮助防止乙肝病毒传播。 

 

接种疫苗 

乙肝疫苗是一种经过处理的药物，里面含有部分“不活跃”的乙肝病毒，也就是说它不具致

病性。疫苗进入体内后会让身体产生免疫反应以保护身体免受乙肝病毒感染。 

 

疫苗通常注射在手臂上，完成一个疗程的疫苗需要注射三次，那些因各种原因持续受病毒威

胁的人可以在五年后再打一次加强针。 

 

什么人应该接种乙肝疫苗？ 

关于乙肝疫苗，英国政府执行“有选择性”的政策，即政府建议下列被列为乙肝病毒传播的

高危人群接种乙肝疫苗： 

 婴儿，其母亲是病毒携带者 

 病毒携带者亲近的家人和朋友，如伴侣、孩子与邻居等 

 定期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的患者，肾功能衰竭的患者和照顾他们的人 

 慢性肝病患者 

 前往乙肝较为流行的国家旅游的人 

 接受药物注射的人（IDUs） 

 性工作者（包括男性和女性） 



 频繁变换性伴侣或进行男男性行为的人 

 因工作原因而遭受病毒威胁的人，如护士、医生、监狱看守、牙医、护工和研究室

工作人员 

 与有严重学习障碍的人在同一屋下生活和工作的人 

 囚犯 

 家庭成员里有被收养的孩子来自乙肝流行国家 

 感染了其他由血液传播的病毒，如甲、丙、丁、戊型肝炎病毒和艾滋病病毒，并有

多重感染风险的人 

 

有患病风险的人可以在他们的家庭医生处、旅游健康门诊和泌尿生殖门诊接种疫苗。如果你

是因为医疗原因需接种疫苗，NHS 能免费给你提供疫苗接种，但如果你是因旅游或工作的

原因，家庭医生可能会对你收费或者指导你找私人门诊。 

 

如果你是因为工作环境的原因而需要接种疫苗，你的老板有义务帮你安排疫苗接种并支付所

需费用。 

 

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HBIG） 

HBIG 是一种抗体注射剂，在遭受病毒威胁的 48 小时之内注射的话能给你提供快速的短期保

护，直到你的身体能对乙肝疫苗有所反应并自行产生抗体。 

 

因其有效期短（三至六个月）而且价格昂贵，HBIG 并没有被广泛应用。那些长期遭受病毒

威胁的人应该接种疫苗来避免乙肝病毒的传播。 

 

如需了解更多注射乙肝疫苗方面的信息，如合适的时间安排和注射 HBIG 等请查看我们的乙

肝完全手册。 

 

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 

如果你怀疑或者知道自己患上乙肝，你必须减少传染他人的机会。 

 清洁你的切口、划痕和裂开的伤口，并贴上防水的创口贴 

 使用家用漂白剂清除地上和物品上的血迹 

 不要与别人共用牙刷、剃刀、剪刀、镊子或其他个人物品 

 确保注射药物的工具是无菌的，且不要与他人共用工具。 

 在任何情况下，进行性行为时必须使用保险套 

 不要去献血、捐精或登记为器官捐赠者 

 

需重点考虑的问题 

我应该告诉谁？ 

如果你被确诊为乙肝，你应该通知所有亲近的家庭成员，例如你的伴侣或孩子，以便他们能

尽早进行检测和接种疫苗。你必须花时间了解病毒的传播途径，以明白还有什么人需知道这

件事，例如你的室友或者前任性伴侣等。 

 

还有谁我应该通知？ 

如果你正在进行医疗、看牙医、纹身、进行身体穿孔和针灸，你应该将病情告诉你的医生或



技师，让他们能采取保护措施来保护他们自己和避免其他人受感染。 

 

法律上来说，你没有义务将病情告诉你的雇主，但你必须保证工作的时候你自己和同事的健

康不会受到威胁。这是你的法律责任。病毒的威胁程度在不同行业里各不相同的，如果将病

情告诉雇主，就意味着可以避免你的同事被传染。如果你决定将病情告诉你的雇主，他们会

被强制对这一消息保密，在没有取得你的同意前不能散播出去。 

 

我能跟谁说？ 

把你的忧虑告诉一位专业人士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他们可以是医生、健康顾问、辅导顾问或

者药物辅导工作者。另外，一些医院的门诊护士也接受过专业训练，以帮助病人应付肝炎及

其病征。此外，你还可以拨打英国肝脏信托会的求助热线（0800 652 7330）获取建议，或

者联系我们在全国各地的帮助小组（各个帮助小组的详细联系方式能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 

 

保密 

大多数的药物机构和生殖泌尿门诊都能提供保密的检测服务，此外你的家庭医生也能为你提

供检测服务。假如你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你进行检测的门诊会把结果发给你的家庭医生，方

便他们提供进一步的治疗和帮助。 

 

法律规定任何医生在确诊出病毒性肝炎之后必须将信息在保密的情况下报告给当地的公共

健康医生，因为他们有义务阻止病毒的传播。这些公共健康医生将执行 严格的保密条例，

全国的数据会在匿名的情况下被公布，用以监控和预防病毒的传播。 

 

如何照顾你自己 

如果你是乙肝患者，为避免自身免疫力的下降让你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如支气管炎和肺

炎等，你应该接受一年一次的流感疫苗和一次性的肺炎球菌疫苗。 

 

饮食 

乙肝病人不需要遵循特殊的饮食规定，有些人甚至完全不需要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但是，

保持一个良好均衡的饮食习惯对保持身体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方法就是经常吃富

含蛋白质（如肉类、鱼类和豆类）、淀粉（如面包、土豆和米饭）和维他命（水果和蔬菜）

的低热量食物。下列的方法也对保持身体健康很有帮助： 

 多吃水果和蔬菜，以五份一天为目标 

 避免吃过咸的食物 

 多吃高纤维的食物，如糙米、全麦面包和通心粉 

 少吃高脂肪的食物以避免刺激消化系统 

 少吃胆固醇高的食物 

 

正受病征困扰或有肝硬化的患者可能需要更多相关的指引。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均衡饮食

和其他饮食方面的信息，请查看我们的《饮食与肝病》刊物。 

 

慢性肝炎患者不建议因某些原因（如宗教原因）进行禁食。 

 

酒精与烟草 



身体里的酒精是通过肝脏来处理的，所以对肝病患者来说，喝酒可能是一种危险的行为。慢

性乙肝患者应尽量避免喝酒，因为酒精能加速肝脏的损坏并且影响治疗效果。 

 

吸烟对每个人来说就是有害的。肝病患者总体来说对病毒的抵抗力更弱身体状况更差，所以

不建议肝病患者吸烟或吸二手烟。 

 

如果你是烟民，可以向你的医生征询如何戒烟或减少吸烟量。 

 

运动 

运动能帮助你保持健康的体重。健康部门建议成人每天应进行 少半小时的轻度运动，以保

持身体暖和及略微喘气为 好。你可以一次运动半小时，或者分成多次每次为十分钟进行。

假如你身体超重，你的运动量可能需要从每天 30 分钟增至 45 到 90 分钟来帮助你减重。 

 

找到一种你喜欢的运动能增加你对运动的兴趣，例如可以尝试步行、游泳、骑自行车或跳舞。

如果你超重了，可以向你的医生征询如何健康地减重，避免忽然节食和体重暴跌，因为这个

方法很少有效，体重也不能长久维持。且这种方法也增加了患上营养不良和胆结石的风险，

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每周减掉的体重应在 0.5 公斤到 1 公斤之间（即 1 到 2 磅）才是安

全的。 

 

辅助疗法和替代药物 

有些肝病患者会在常规治疗之外使用辅助疗法，让他们感觉更好以及更好地应对治疗。为了

保证你使用的辅助治疗不会影响你的主要治疗，你应该跟你的医生讨论你使用的任何辅助疗

法。 

 

为了避免你的主要治疗与辅助治疗发生冲突，你可能需要将你的病情告知你的治疗师，让他

们能跟你的医生联系，和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防止病毒传播。 

 

一些疗法比如针灸等，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因为这些疗法可能会增加病毒传播的机会。当接

受针灸的时候，请尝试选择一所是英国针灸委员会（BAcC）成员的，因为施展针灸的技师

必须接受过相当于学士学位程度的专业培训，并遵守安全手册。在治疗开始之前，确定你即

将躺上去的家具表面铺满厕纸、毛巾或者床单，同时保证所有使用到的工具在没被使用之前，

都是存封在无菌包装里，等你在场的时候才拆开。等治疗结束之后确保所有的工具都会立刻

被处理。 

 

许多辅助疗法和替代药物都表示能缓解肝病病征，但这其中很多在体内都是由肝脏处理的，

所以对肝病患者来说也有可能是有毒的，另外还有一些甚至能对肝功能造成损害，令你的病

情加重。 

 

这其中很多产品都不能被分类成“药”，所以他们的生产不需要获得许可，也就是说在服用

这些产品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服用了多少活性成分以及他们纯度的高低。因为传统中草药的

生产过程无需像医疗用药一样经过严格的监管，所以制药商无需通过大型试验来证明产品的

效果。 

 



谨慎地对待一些草药品的广告是一个明智的决定，特别是那些发布在网上的草药品广告，因

为这些往往会给人虚假的希望。在使用这些草药品之前 好先与你的医生讨论。 

 

名词解释 

抗体 

一种身体制造的免疫球蛋白（蛋白质），是身体对入侵物质（抗原）的抵御反应。 

 

抗原 

一种入侵物质，可能是病毒的一部分。你的身体免疫系统会通过制造抗体来阻止抗原的入侵。 

 

爆发性肝炎 

一种罕见且严重致命的急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病情会突然急速恶化，伴随着严重黄疸病、胃

肿胀、脑病、肝组织严重受损、出血、肾功能衰竭和昏迷等病征。 

 

免疫球蛋白（lg） 

一种能在体液和细胞组织里找到的大型蛋白质，能被当作抗体使用，抵制入侵生命体（如细

菌和病毒）并消灭他们。 

 

炎症 

这是你身体的免疫系统对感染的第一反应。通常发热、肿胀、疼痛和触痛都表明了有炎症。 

 

黄疸病 

病征包括眼白颜色转黄，甚至更严重的时候连皮肤也开始转黄。这是由于血液里一种叫胆红

素的黄色色素在堆积而引起的。因为人体的日常废物一般都由肝脏通过胆汁处理，出现黄疸

病通常表明了肝脏可能出现问题，但黄疸病也有可能是由其他原因导致的。 

 

血清转换 

血液测试的结果从阴性转为阳性，展示出体内抗体（蛋白质）对乙肝病毒的防御反应。通过

血清转换，抗体的出现让测试的结果呈阳性。 

 

疫苗 

疫苗含有经过处理的抗原，能刺激身体产生抗体来对抗某种疾病（抗原物质）。疫苗分为两

种，一种是减毒活疫苗，一种是灭活疫苗，这两种疫苗都不会引发疾病。疫苗接种之后会令

身体产生免疫反应，从而保护你免受病毒感染。 

 

病毒载量 

指血液里的病毒含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