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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型肝炎感染是由病毒（感染生物体的一种小型病原）
引起并可能导致疾病和肝损伤的全球性健康问题。

•• 在本研究中，研究医生在长期感染基因型•1、2、3、•
4、5 或•6 丙型肝炎病毒且伴随代偿性肝硬化（肝脏瘢
痕化，但肝脏仍能行使功能）的患者中测试了一种由
glecaprevir 和•pibrentasvir 组成的药物。

•• 本研究于•2017 年•9 月至•2019 年•2 月在•2 个国家•
进行。

•• 共有•160 名成人患者参加了本研究，159 名患者完成了
本研究。

•• 患者每日一次与食物同时服用•3 片•100 毫克•glecaprevir 
和•40 毫克•pibrentasvir。

•• 共有•99.4% 感染基因型•1-6 丙型肝炎病毒的患者在完成
服用研究药物后•12 周时没有可检测到的丙型肝炎病毒。

•• 在服用研究药物期间，没有患者病毒重新出现。

•• 一名患者（0.6%）在完成服用研究药物后•12 周内病毒
重新出现。

•• 大约有一半发生副作用的患者经历了轻度事件，这是他
们最严重的事件。一名患者在完成服用研究药物后约•24
周在研究期间死亡。

•• 研究结果可能被研究人员用于进一步开发本药。如果您
参加了本研究，并希望查看您的结果，请联系您的研究
中心的医生或工作人员。

总体概述

一项旨在了解一种含有 glecaprevir 和 pibrentasvir 的药物如何有效和安全地治疗
长期感染基因型 1 至 6 丙型肝炎病毒且伴随代偿性肝硬化（肝脏瘢痕化，但肝脏仍
能行使功能）的亚洲成年患者的研究 (A study to learn how effective and safe a 
medicine containing glecaprevir and pibrentasvir works to treat Asian adult 
patients with long-lasting hepatitis C genotype 1 to 6 infection with compensated 
liver cirrhosis (scarring of the liver while the liver is still able to function) 



研究人员正在寻找更好的方法来治疗由丙型肝炎病毒引起的一种称为丙•
型肝炎的肝病。本研究中的医生选择了感染基因型（不同类型）1 至•6 丙
型肝炎病毒且伴随代偿性肝硬化（肝脏瘢痕化，但肝脏仍能行使功能）•
的亚洲患者。患者可能有或没有伴随另一种称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的病毒感染。在本研究之前，患者可能已经接受或未接受过•
丙型肝炎治疗。
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想了解•glecaprevir 和•pibrentasvir 在一起使用时
对患者有何益处。Glecaprevir 和•pibrentasvir 是两种可阻止丙型肝炎病
毒繁殖的药物。在一起使用时，这些药物可阻止六种主要基因型（基因型  
1、2、3、4、5 和•6）丙型肝炎病毒的中的任何一种。
研究人员将本研究计划作为一项3期、开放标签研究。3 期研究在大量患
有某种不良状况或疾病的患者中测试潜在的新治疗。这项研究是“开放标
签”研究，这意味着患者和研究医生都知道接受了哪种治疗。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服用联合药物后•12 周时患者血流中是否不再存
在丙型肝炎病毒。研究人员还检查了是否有不良副作用。本小结仅包括本
研究的结果，可能与其它研究结果不同。

1. 研究的一般信息
1.1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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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研究在何时何地进行？

本研究于•2017 年•9 月至•2019 年•2 月在中国和南韩进行：

中国
南韩



2. 本研究纳入了哪些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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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男性

50%
女性

共有•160 名患有长期丙型肝炎和代偿性肝硬化的•
亚洲成人患者参加了本研究。其中•159 例患者完•
成了研究，1例患者未完成。该患者因副作用退出
研究。

参加本研究的男性（50%）和女性（50%）数量相
同 。研究医生在本研究中仅选择成人。患者年龄范
围为•29 至•87 岁。没有患者感染•HIV。共有•110 例
患者（68.8% 患者）在本研究中首次接受丙型肝炎
治疗，而50例患者（31.3% 患者）先前接受过丙型
肝炎治疗。

3. 研究了哪些药物？
本研究中的药物是两种研究药物•glecaprevir 和•pibrentasvir 的组合。下图显示了本研究的组织方式。

第 12 或 16 周* PT 第 24 周第 1 天
治疗期 后治疗期

glecaprevir - 300毫克
pibrentasvir - 120毫克

关键：PT = 后治疗，GT = 基因型
*经历治疗的 GT3 感染患者的 16 周

研究分为两部分：治疗期和后治疗期。研究开始时，研究医生选择了符合所有计划研究要求的患者。

所有患者均接受了•12 周或•16 周的•glecaprevir 和•pibrentasvir 联合研究药物。治疗持续时间取决于丙型
肝炎基因型和既往丙型肝炎治疗史。患者每日一次与食物同时服用•3 片•100 毫克•glecaprevir 和•40 毫克•
pibrentasvir。
在后治疗期间，研究医生再次联系接受研究药物的患者，并在最后一剂药物后进行了24周的检测。采集
血液样本以检测血液中是否存在丙型肝炎病毒的迹象，并查看丙型肝炎病毒是否改变为对研究药物具有
耐药性。



4. 副作用有哪些？
副作用是在研究期间发生的不良医疗事件。它们可能是或可能不是由研究中的治疗引起。
如果副作用导致死亡，是危及生命的，使患者入医院，将患者长期住院或导致长期残疾，则副作用是严•
重的。
相关副作用是至少可能与研究药物相关的副作用。
约•3.1% 的患者（5 名患者）出现严重副作用。1 例患者（0.6%的患者）出现了可能与研究药物相关的严
重副作用。
1例患者（0.6% 的患者）因被认为与研究药物无关的副作用停止服用研究药物。1 例患者在研究期间完成
服用研究药物后大约•24 周死于被认为与研究药物无关的胃肠道出血。
下表显示患者在研究中出现的相关严重副作用的信息，以及导致患者停用研究药物的相关副作用和导致死
亡的相关副作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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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 
n=160 例患者

出现相关严重副作用的患者人数 1（0.6% 的患者）

严重副作用 胃肠道出血

因相关副作用而停用研究药物的患者人数 0（0.0% 的患者）

出现导致死亡的相关副作用的患者人数 0（0.0% 的患者）

约•55% 的患者（88 名患者）出现副作用。出现可能与研究药物相关的副作用的患者总数为•11.3%（18 
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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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 
n=160 例患者

出现至少一种相关副作用的患者人数 18（11.3% 的患者）

在2名或更多患者中出现的最常见的副作用

血胆红素升高（称为胆红素的一种血液成分水平较高） 3（1.9% 的患者）

贫血（红细胞计数低） 2（1.3% 的患者）

腹泻 2（1.3% 的患者）

消化不良（不消化） 2（1.3% 的患者）

胃肠胀气（排气） 2（1.3% 的患者）

下表显示了本研究中最常见的相关副作用（至少发生在•2 名患者中）的信息。最常见的相关副作用是血
胆红素升高（称为胆红素的一种血液成分水平较高）。

5. 本研究的总体结果是什么？
本研究按计划完成。共有•99.4% 感染基因型•1-6 丙型肝炎病毒的患者在完成服用研究药物后•12 周时没
有可检测到的丙型肝炎病毒。在服用研究药物期间，没有患者病毒重新出现。一名患者（0.6%）在完成
服用研究药物后•12 周内病毒重新出现。大约有一半发生副作用的患者经历了轻度事件，这是他们最严重
的事件。一名患者在完成服用研究药物后约•24 周在研究期间死亡。

6. 本研究如何帮助患者和研究人员？
本研究结果显示，使用•glecaprevir/pibrentasvir 联合药物治疗基因型 （1-6） 丙型肝炎病毒的收益大于
风险。本研究的发现可能会用于其它研究，以了解研究药物是否对患者有帮助。
本小结仅显示本研究的结果，可能与其它研究结果不同。患者应就其个体治疗的进一步问题咨询他们的
医生和/或研究医生，并且不应根据单项研究的结果对其治疗进行变更。•

7. 是否有未来研究的任何计划？
未来研究可能包括本研究中使用的药物。



8. 谁申办了本研究？ 
本研究由•AbbVie 申办。本小结由患者权益维护小组对可读性进行了审查。

9. 我可以在哪里找到有关本研究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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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标题 一项旨在评估ABT-493/ABT-530对未接受治疗和接受过治疗的感染基因型（GT）1 至•GT6 丙型肝
炎病毒且伴随代偿性肝硬化的伴或不伴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合并感染的亚洲成年患者的疗效和安全
性的开放标签研究 （VOYAGE-2）

研究方案编号 M15-593

ClinicalTrials.gov NCT03235349
https://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3222583?term=NCT03222583&rank=1

研究申办方 全球医疗服务，AbbVie•
电话：+1 800-633-9110•
电子邮箱： abbvieclinicaltrials@abbvie.com

2020 年•1 月•1 日。本文件包含截至文件定稿时的已知事实。

AbbVie 要感谢所有参加者及其家人为使这项研究
成为可能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临床研究参加者帮助推进科
学发展！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