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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肝脏免疫学血清检测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诊断中的临床意义遥 方法 按照不同疾病分类袁选

取 2017 年 6 月至 2019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40 例 PBC 患者为研究组袁 另选择慢性病毒性肝炎 40 例为对照组袁所
选患者均做血清免疫学及肝功能检测袁并对所选患者的肝纤四项尧血清免疫球蛋白等临床意义进行分析遥 结果
研究组 PBC 患者的平均年龄尧性别及并发症与对照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经血清免疫学原发性

胆汁性肝硬化及肝功能指标情况分析袁研究组的 ALT尧IgM尧郁-c尧HA尧PC芋明显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P约0.05冤曰而 AST尧IgA尧IgG尧LN 两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结论 探讨肝脏免疫学血清检测在 PBC
鉴别诊断中的临床意义袁对患者早期风险评估及预后诊断有着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袁值得进一步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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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XU Xin ZHU Minzhi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Changzhou Third People忆s Hospital in Jiangsu Province, Changzhou 21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erum hepatic immunological detection in the diagnosis of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PBC). Methods Patients with PBC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7 to July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group (n=40), while patients with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n=40)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disease classifications. Serum immunological and hepatic function detection were performed in
all selected patients, and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four indexes of hepatic fibrosis and serum immunoglobulin,etc.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average age, gender and complications of PBC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none of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After the pa鄄

tients忆serum immunological detections were performed and the hepatic function indexes were analyzed, ALT, IgM, 郁-c,

HA and PC芋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ST, IgA, IgG and L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eanwhile,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erum hepatic immunological detection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BC, which has vital clinical refer鄄
ence value for early risk assessment and prognosis diagnosis of patients and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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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渊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袁

以临床症状及血清中出现特异的自身抗体为依据对

病因尚未明确袁一般认为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遥 其

识不足袁临床上经常被误诊而延误了治疗遥 患者就诊

PBC冤是一种累及肝脏小胆管的慢性非化脓性炎症遥其
[1]

发病机制与免疫尧环境尧遗传易感性尧感染和化学物质

等因素有关袁其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袁目前已知它可
表现为无任何症状的征象袁或表现为慢性或急性发
作袁也可表现为爆发性发作 遥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
[2]

临床表现为疲劳和肌肉酸痛袁急性黄疸性需与急性病
毒性肝炎鉴别袁可通过检测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来鉴

别袁前者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明显升高 遥 临床上一般
[3]

银

通讯作者

自身免疫性肝病进行分型遥 由于过去人们对该病的认
时多已形成肝硬化及其并发症袁因此早诊断尧早治疗
至关重要袁过去认为 PBC 发病率低袁主要是诊断手段
不足袁 随着国内外对此病的研究和诊断技术的提高袁
PBC 患者的检出比例逐渐升高袁特别是对于原因不明

的持续肝功能异常的黄疸患者进行自身抗体和肝抗
原自身抗体检测袁可以提高本病的诊断率遥 因其诊断
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均达到 90%耀95%袁使得本病的确
诊率增加遥 根据诊断标准袁如患者高滴度阳性且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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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临床表现和生化异常袁则不需行肝穿刺活检即

可作出 PBC 的诊断遥 因此本文选取我院收治的PBC
患者袁研究肝脏免疫学血清检测在 PBC 诊断中的临床
意义袁现报道如下遥

原蛋白渊PC芋冤尧郁型胶原渊郁-C冤和层黏连蛋白渊LN冤遥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量

资料用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 t 检验袁计数资料用[n渊%冤]表
示袁采用 字2 检验袁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 2017 年 6 月至 2019 年 7 月 80 例我

院收治的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及慢性病毒性肝炎患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肝纤四项比较
经过测定患者肝功能及肝纤四项情况分析袁研究

者为研究对象遥 按照不同疾病分类袁选取 40 例 PBC

组的 ALT尧HA尧PC芋尧郁-C 明显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

对照组袁分组依据免疫学血清检测不同的疾病袁突出

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患者为研究组袁另选择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 40 例为
对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临床意义遥 纳入标准 [4]院

淤符合第 9 版消化内科教材 PBC 诊断标准曰于所有

患者无其他合并症曰盂无传染病史遥 排除标准院淤有精
神疾病者曰于不积极配合治疗者曰盂严重心肾疾病尧严
重感染疾病及肿瘤患者遥 两组患者的平均年龄尧病程尧
性别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见表 1遥

研究组
对照组
t/字2 值
P值

2.2 两组患者免疫球蛋白比较

经过患者免疫球蛋白定量分析袁研究组 IgM 明显

高于对照组袁两组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
而两组 IgG尧IgA 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3遥

表 3 两组患者的免疫球蛋白测定分析比较渊x依s袁g/L冤

n

研究组

40
40

平均年龄渊x依s袁年冤 性别渊男/女冤 病程渊x依s袁年冤
43.71依10.71

8/32

3.70依0.70

1.833

2.653

42.06依10.62

10/30

0.107

0.071

1.632

2.00依0.60
0.057

1.2 方法

1.2.1 肝功能检测方法 所有病例入院后均行肝功能
检查袁患者在入院第 2 天清晨空腹从肘部取静脉血

4 mL袁使用日本 HITACHI 7600-120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袁采用富士胶片和光纯耀渊上海冤化学有限公司试剂

盒检测丙氨酸转移酶渊ALT冤尧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渊AST冤等肝功能指标 遥
[5]

1.2.2 免疫学血清指标检测方法 所有血液样本在患者

清晨空腹从肘部取静脉血 4 mL袁3000 r/min 离心 10 min

后取上层血清保留-70益环境中保存 遥 使用日立
[6]

LABOSPECT 008 AS 全自动生化仪袁采用芬兰 Orion

公司试剂盒检测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尧IgA尧IgM遥 使用
新产业 Maglumi 2000 Plus 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袁

采用配套试剂盒检测血清透明质酸渊HA冤尧芋型前胶

IgG

n

组别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而两组 AST尧LN 比较袁差异无

对照组
t值

40
40

IgA

IgM

14.24依3.40

2.65依0.69

4.08依1.05

1.702

1.857

2.170

13.62依4.37
0.093

P值

2.42依0.57
0.067

1.52依0.73
0.033

3 讨论
自身免疫性肝病是由自身免疫反应引起的袁以肝
胆损伤为主的非病毒感染的一组肝脏疾病据其临床
表现尧生化指标及组织病理学特点袁可简单分为以肝
炎为主型的自身免疫性肝炎袁以胆系损害为主型的原

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和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袁其中以 PSC
和 AIH 较为多见遥

ALT 和 AST 是肝组织中含量最高的酶袁大部分

存在于肝细胞的细胞质中遥 当肝细胞受损或肝细胞膜
通透性增加时袁肝细胞内的谷丙转氨酶进入人体血液
循环袁引起血清酶活性增高遥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主
要病变为肝细胞广泛纤维化袁肝细胞破坏程度明显降

低袁ALT尧AST 活性正常或略有升高 [7]遥 由于血浆凝血
因子主要在肝脏合成袁凝血功能紊乱也是肝脏疾病的

一个主要表现袁病情严重者常出现不同程度的出血[8]遥

HA尧PC芋尧郁-C 水平可以反映慢性肝炎肝脏病理损

表 2 两组患者肝功能和肝纤四项测定分析比较渊x依s冤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120

n

40
40

ALT渊U/L冤

AST渊U/L冤

郁-C渊ng/L冤

LN渊ng/mL冤

20.83依5.19

5.52依1.13

148.87依10.42

65.65依12.19

41.51依10.32

2.499

1.427

2.342

75.26依8.27
0.015

60.72依10.37
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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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HA渊ng/mL冤

PC芋渊ng/mL冤

59.64依5.08

26.37依3.02

7.18依2.05

125.07依12.16

1.730

3.012

0.088

0.003

41.09依3.05
3.197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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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活 检 病理 分 期的 关 系 及进展 期 PBC 危 险 因 素 的

害的程度袁是确定的可靠性指数慢性肝炎肝纤维化患

Logistic 回归分析[J].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袁2019袁28

者袁与肝病患者肝组织的炎症活动程度呈正相关袁HA
是反映肝纤维化比较敏感的指标袁也可以反映炎症的

程度袁PC芋反映肝纤维储蓄更敏感遥目前被认为 PC芋

[3]

酶水平可以反映肝脏的活跃增生纤维袁急性肝炎中也

[4]

前胶原蛋白分泌到细胞外的后被削减的氨基端肽袁肽
可以升高遥 检测血清 PC垣可以很好的指示早期肝纤维
样误差的动态观察 袁其水平反映肝纤维化活性和肝
损伤程度遥 在这项研究中袁郁-C 与肝纤维化阶段具有

本文研究显示袁HA尧PC芋尧郁-C 对于肝脏纤维化

是一个可靠的指标袁联合检测 HA尧PC芋尧郁-C 含量
可以帮助诊断慢性肝病尧肝纤维化袁可以作为一个可

[5]

[6]

[7]

度的升高袁其升高程度通常和肝实质损伤的严重程度

[8]

相关袁IgM 的大量升高可能提示预后不良[12]袁PBC 患者

联合测定血清免疫球蛋白袁可以作为鉴别诊断和病情

进展观察的有效指标遥 与本研究相似袁研究组 PBC 患
者的平均年龄尧性别及并发症与对照组比较袁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经过测定患者血清免疫学及

肝功能指标情况分析袁研究组的 ALT尧IgM尧郁-C尧HA尧
PC芋明显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
而 AST尧IgA尧IgG 尧LN 两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P>0.05冤遥

本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遥 首先袁本研究为对照

研究袁并非随机对照实验袁未设置盲法袁因此仍存在一
定的偏倚风险遥 其次袁本研究为单中心临床研究袁纳入
的样本量较少袁仍需后续加大样本量并进行多中心临
床研究遥 最后袁本研究的临床随访时间较短袁仍需临床
长期随访观察[13-15]遥

综上所述袁探讨 PBC 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和肝

纤四项变化及临床意义袁对患者早期风险评估及预后
诊断有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袁值得进一步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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