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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疱疹病毒在懷孕期間的 
感染及治療

柳營奇美醫院藥劑科藥師  劉純純、陳憲煜

摘要

單純疱疹病毒 (Herpes simplex virus；HSV)，是感染人類重要病原之一，臨床上

有許多的疾病都與此病毒感染息息相關，例如唇疱疹、角膜結膜炎、腦膜炎、生殖

器疱疹等疾病。母體如果經由胎盤感染到胎兒，會造成胎兒的死亡或流產，除此之

外也會引起胎兒長期性發展的異常、造成胎兒在子宮內生長異常或出生後引起嚴重

疾病。HSV-1 以及 HSV-2 在侵入表皮或真皮細胞內複製，不論有無臨床症狀，皆會

潛伏並感染感覺神經節。抗疱疹的藥物，包括 acyclovir 及其前驅物 valacyclovir，

famciclovir，而在此篇文章中將針對懷孕過程中抗病毒藥物的選擇以及安全性的治療

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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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疱疹病毒感染後約50%會造成胎兒中
樞神經系統疾病，30%以上的胎兒會死亡，
40%以上存活下來的新生兒會有嚴重神經方
面的疾病。近年來，經由生殖道造成新生兒

感染 HSV 而造成嚴重症狀在全球有逐漸上
升趨勢，每年大約有1.6億感染疱疹病毒案
例發生1。

感染分成三種形式：1. 局部性感染，
包括皮膚，眼睛及黏膜細胞等；2. 局部性中
樞神經感染；3. 廣泛性感染。約有30%感染 
HSV 的胎兒，屬於廣泛性感染，中樞神經受
到病毒感染的胎兒約4%造成死亡，存活下
來的胎兒大約20%會造成長期性神經方面的

疾病2。胎兒在子宮內感染 HSV，對胎兒的
影響包括皮膚、眼睛及神經方面的病變3，

因此如何治療孕婦在懷孕期間感染疱疹，便

成為一重要的議題。

貳、單純疱疹病毒 

一、單純疱疹病毒

單純疱疹為一種病毒傳染的疾病，其為

單純疱疹病毒所感染，HSV 以兩種形式分
布，HSV- 1 及 HSV-2。單純疱疹病毒為線性
雙股 DNA 病毒，病毒是由核心、衣殼、被
膜及外膜所組成。核心為雙股 DNA，由衣
殼蛋白質包裹，無外膜病毒直徑約為100 nm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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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單純疱疹病毒結構圖

病毒潛伏在三叉神經根和頸上神經節

內。HSV-1 可經口腔、呼吸道和破損皮膚等

多種途徑侵入人體，主要是顏面部疱疹4。

HSV-2 主因性行為傳播，生殖器接觸而感

染，常潛伏在神經節內，表現為生殖器疱疹 

。動物實驗發現，HSV 感染速度相當快，從

皮膚粘膜接種到神經節內的神經細胞，偵測

到病毒感染，需2天時間5。

二、流行病學

初次感染大多無臨床症狀表現，僅有少

數 (約1-10%) 可以出現臨床症狀。主要見於免

疫功能低下的嬰幼兒或嚴重營養不良或有其它

感染的兒童，而成人罕見。初次感染症狀消退

後，病毒可持續潛伏於體內，正常人中約有半

數以上為 HSV 的攜帶者，每當帶原者人體免

疫力低下時，如感冒，胃腸功能紊亂、月經、

妊娠、過度疲勞、情緒或壓力等因素均會使體

內潛伏的HSV被激發而再發病4。

HSV 廣泛分布在全球各地。主要是通

過分泌物及親密的接觸而感染。在經濟發展

較差的社會，病毒感染常發生在兒童期，而

在經濟條件較好的環境中，病毒感染常延遲

至青春期5。

三、對 HSV 的免疫反應

在正常的免疫反應中，HSV 感染會引

發非專一性以及專一性的免疫反應。

1 .非專一性免疫反應，會引發 α和 
β-interferons 去刺激巨噬細胞並且活化殺手
細胞。

2.專一性免疫反應會產生抗體，對抗病
毒表面的醣蛋白，而且也會產生T細胞細胞
性免疫反應。但是在懷孕過程中免疫反應是

被抑制的，因此會促成 HSV 的感染，增加
感染後疾病的嚴重度6。

四、懷孕期間感染疱疹病毒的重要性

（一）初次感染

初次感染常伴隨黏膜疼痛、局部紅腫、

產生水泡。症狀會在感染後2-14天發生或者
是感染後10-12天出現在陰道、會陰或子宮
頸。也會有類似感冒，包括有發燒、頭痛和

情緒低落的現象。

HSV 感染後會傳送到神經節，成熟病
毒粒子會通過突觸並且散佈到器官。另一部

分病毒會潛伏，當面臨刺激，可以再次被引

發並產生臨床上的疾病。在懷孕期間初次感

染生殖道疱疹病毒，會引起許多的疾病 (如
表一)7，此外，也會引起其他嚴重疾病包括

有肝炎、腦炎及產後子宮內膜炎。對胎兒而

言，會造成胎兒致死率增加8。

表一  子宮內及新生兒感染疱疹病毒

子宮內感染

． 皮膚有水泡或疤痕。
． 眼睛傷害：脈絡膜網膜炎，小眼畸形，
白內障。

． 神經方面：小頭畸形，顱內鈣化，癲
癇， 腦軟化症。

新生兒感染

． 皮膚、眼睛或黏膜組織的感染。
． 中樞神經的感染
． 全身性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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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發性感染

感染 HSV-2 的患者再發生率比較 HSV-
1 高，幾乎100%感染過 HSV-2 的女性都會
有再度發生的情形，尤其是在感染後8-10年
內。會造成生殖道局部區域腐爛，病毒於再

復發的生殖道散佈；此外，患者再復發時不

一定會有症狀出現，但病毒也會散佈在生殖

道並經由性行為傳染給其他未受感染的人。

在傳染過程中，初次感染的危險性較再發性

感染高 (圖二)9。

圖二 孕婦懷孕期間感染生殖道疱疹對胎

兒及新生兒之影響

（三）新生兒 HSV

新生兒有5%會感染 HSV，並會導致新
生兒死亡或者會造成神經方面的殘疾8。其中

大約有50%是在懷孕過程中於子宮內感染，
這些患者90%檢測出與 HSV-2 感染有關，但
是不論是 HSV-1 或者是 HSV-2 都會造成先
天上的疾病10。在懷孕的過程中，最危險的

期間是在懷孕的前20周在子宮內感染 HSV，
會導致流產、死胎以及先天上的異常。診斷

標準可以在嬰兒出生的前48小時進行診斷，
確定病毒感染情形11。其餘40-45%的患者是
在通過產道時感染，由新生兒眼睛、鼻咽和

頭部的傷口感染。約5-10%的感染是在生產
過後，其中有超過90%是因為與帶原者或疾

病急性期的病人接觸而被感染，或者是經由

非生殖道感染，包括與唇疱疹的病人親吻、

手指 (疱疹性膿性指頭炎)12或乳房 (經由授乳
的過程中)13接觸。 

參、懷孕過程中抗病毒藥物的選擇及安全性

抗  HSV 藥物包括有  acyclovir  以及
其前驅物 valacyclovir 和其他核苷酸類似
物 famciclovir，penciclovir，sorivudine、
brivudine。這裡只有針對抑制 HSV 的藥物 
acyclovir、valacyclovir、famciclovir 作分析
及探討。

一、Acyclovir (Zovirax) 

是常見抗疱疹病毒藥物，一種核苷酸

類似物具有針對 HSV 感染的細胞具有高度
的選擇性，acyclovir 可以經由腺嘧啶激酶
磷酸化進而轉換為 acyclovir-triphosphate 的
衍生物，在體內會取代去氧鳥糞嘌呤苷三

磷酸 (deoxyguanosine triphosphate)，由於 
acyclovir-triphosphate 缺乏 DNA 鏈延長作用
的3'hydroxyl group，使得病毒 DNA 無法延
長及合成，而達到抗疱疹病毒複製的效果。

Acyclovir 的製劑形式包括：有局部使用的軟
膏、口服和針劑。感染疱疹病毒的孕婦建議

用藥劑量於表二，外用劑一般用於皮膚感染

HSV 局部塗擦。新生兒如果在出生後便檢測
出感染 HSV，給予體重每公斤 acyclovir 10-
15 mg 每8個小時給一次，最少10天，治療療
程能夠越快開始越好。

Acyclovir  一般使用於沒有懷孕的病
人，表現出高達96%的抑制活性，可以有效
減少病毒的擴散。當使用 acyclovir 於孕婦
時，acyclovir 會通過胎盤，但是卻不會蓄積
在胎兒體內，會經由胎兒的腎臟排出。在哺

乳過程中，acyclovir 會釋放到乳汁中，但它
並不因此產生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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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alacyclovir (Valtrex)

[2-(2 amino-1,6-dihydro-6-oxo-9H-
purine-9yl-methothy) ethyl ester ，L-valinate 
hydrochloride,Valtrex] 為 L-valylester 的 
acyclovir，是 acyclovir 的前驅藥物，此藥物
是經由口服投與，腸胃道吸收良好，會由肝

臟代謝而產生活性，valacyclovir 有較長的
半衰期優於 acyclovir，藥物投與次數較少，
此外，藥物生體可用率是 acyclovir 的 3-5 
倍，然而由於 valacyclovir 較貴，因此減少 
valacyclovir 在臨床上的使用，孕婦臨床經驗
也較 acyclovir 來的少。Valacyclovir 的作用
機轉與 acyclovir 並無不同，但是就藥物選擇
上仍以 acyclovir 為主要首選藥物。

三、Famciclovir以及 Penciclovir

F a m c i c l o v i r  [ 9 - ( 4  h y d r o x y - 3 -
hydroxymethylbut l-yl) guanine; Famvir]，
Famciclovir 也是前驅藥物，在體內轉換成 
penciclovir。Famiclovir 就像 valacyclovir 一
樣，比  acyclovir 的生體可用率更好，約
77%，可經由 deacetylation 和 oxidation 快速
被轉換成活性的產物，投與藥物的頻率低，

其副作用頭痛及噁心感是常見的併發症，但

是並沒有文獻顯示 famciclovir 可以直接使用
在孕婦身上，因此不建議用於孕婦。

抗病毒藥物通過胎盤是經由正向擴散

進入胎盤，用於孕婦感染生殖道  HSV：
acyclovir、valacyclovir，這些藥物的孕婦用
藥級數都為B級，沒有證據顯示對懷孕3個月
的胎兒會產生畸胎，但是 acyclovir 投與後，
會造成其他的併發症，包括腎臟缺損及嗜中

性白血球減少症的毒性。因此藥物投與，必

須視孕婦及胎兒的狀況投與，當其治療的益

處大於對胎兒的危險時便可考慮使用藥物，

特別是懷孕後期出現初次感染 HSV 或者是
在懷孕初期有嚴重再復發感染。

抑制病毒的整個藥物投與與懷孕的週期

有關，文獻中建議，投與必須在懷孕後的第

36周開始投與直到生產後，可以減少病毒再
復發性以及減少病毒在分娩過程中感染到胎

兒。母體服用 acyclovir 時，藥物到達胎兒中
的血中濃度很低，藥物的分子量大小是決定

的關鍵14 (表三)。因為研究上有其限制，包
括數量，實驗對象以及實驗設計上每個胎兒

的不同 (包括血液，腎臟和肝臟代謝上的差
異等因素) 仍需進一步做探討。

肆、結論

懷孕過程中感染 HSV，會造成胎盤出
現發炎以及多發性阻塞，許多傷害也可能是

因為胎盤內環境產生改變，長期下造成胎兒

神經方面的併發症。

新生兒疱疹是胎兒經過產道時接觸傷口

而得到感染，建議母親進行剖腹生產，可以

減少胎兒經過產道直接感染，並於產後對胎

兒投與藥物，以及監測是否產生其他嚴重的

併發症。胎兒給予藥物仍然是以 acyclovir 及 
valacyclovir，因無完整胎兒使用 famciclovir 
的文獻資料，還是不建議使用此藥物。

表二  藥物使用

初次感染

生殖道疱疹
口服 治療期

Acyclovir 5×200 mg 10 days
Valacyclovir 2×500 mg 10 days
再次感染生殖道疱疹

Acyclovir 5×200 mg 5 days
Valacyclovir 2×500 mg 5 days
生殖道疱疹治療　

Acyclovir 3×400 mg 持續

Valacyclovir 2×250 mg 從第36周到
分娩為止

新生兒疱疹 靜脈輸注

Acyclovir  3×10－15 mg/kg 14－21 days

抑制新生兒再次感染所發生的皮膚性疱疹

Acyclovir 口服：2－3×300 mg/m2 從數周到數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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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藥物比較

藥物 生體可用率
半衰期

(小時)
排出器官

Acyclovir 15-30% 3 藥物原型由腎臟排出
Valacyclovir 55% (of acyclovir) 3 腎臟
Famciclovir 77% 3 轉換為 penciclovir 由腎臟

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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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V Infection and Treatment 
During Pregnancy

Chun-Chun Liu, Hsien-Yu Chen

Department of Pharmacy, Chi Mei Medical Center, Liouying

Abstract

Herpes simplex virus (HSV)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thogen in human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many clinical diseases, such as cold sores, keratoconjunctivitis, meningitis, 
genital herpes and so on. A fetus being infected with HSV through the placenta by an infected 
mother could be fetal and causing a miscarriage. In addition, it also causes fetal abnormalitie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omb or severe neonatal diseases after the birth. HSV-
1 and HSV-2 would infect ganglion and root in it whether there ar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r not when they invade the epidermal or dermal cells. Anti-herpes virus agents include 
acyclovir and its prodrugs, valacyclovir and famciclovir.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selection 
and safety of those anti-viral agents during pregnan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