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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合并肝功能损害71例疗效观察 

刘恒超 ，李卫鹏 ，申 勇 ，胡永全 ，王明明 

[摘要]目的：探讨放射性” I治疗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合并肝功能损害的临床价值。方法：对 7l例甲亢合并肝功能损害 

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I治疗后甲状腺激素水平和肝功能各项指标均明显改善 ，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尸<0．05～P<0．01)。治疗后6个月，59例甲亢治愈，6l例肝功能完全恢复正常，l0例肝功能指标明显下降，5例出 

现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结论：” I是甲亢合并肝功能损害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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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 therapy on 71 cases of hyperthyroidism complicated with hepatic 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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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assess the effect of” I 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hyperthyroidism complicated with hepatic dysfunction． 

Methods：Clinical data of 7 1 eases of hyperthyroidism with liver damage were studied retrospectively．ResuLts：Serum levels of FT3， 

FTd，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kaline phosphatase，total bilirubin were obviously improved after ” I 

treatment(P<0．05 to P<0．01)．Of the 71 cases，the liver function of 61 turned normal and 10 showed significant efficacy after 6 

months．5 presented with hypothyroidism．Conclusions： I is safe and effective in treating hyperthyroidism complicated with hepatic 

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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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是临床常见的内分 

泌疾病，可累及全身多个器官，当累及肝脏时，可引 

起肝肿大、肝功能异常，甚至发生黄疸及肝硬化，称 

为甲亢合并肝功能损害。目前，放射性” 碘(” I)已 

成为甲亢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本研究对我科 71例 

甲亢合并肝功能损害患者的” I治疗效果进行回顾 

性分析，以评价” I治疗后甲亢性肝功能损害的恢 

复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科 2004～2008年收治的甲亢初 

诊患者71例，其中男 28例，女43例；年龄 17～73 

岁。病程4个月至 1 1年。 

1．2 甲亢合并肝功能损害诊断标准 (1)符合 

甲亢诊断标准 ；(2)肝功能检查符合下列一项及 

以上者：①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IJT)或天门冬氨酸 

转移酶(AST)升高超过正常上限2倍，②碱性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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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ALP)升高，③ 谷氨酰氨基转移酶(GGT)升高， 

④总胆红素(TBIL)和(或)直接胆红素(DBIL)升 

高，⑤血清白蛋白与球蛋白比值(A／G)下降；(3)肝 

肿大；(4)除外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病、酒精性肝 

病及其他肝胆疾病；(5)甲亢控制后，肝功能异常及 

肝肿大有所改善或恢复正常。 

1．3 方法 血清总甲状腺素(Tr )、总三碘甲腺原 

氨酸(TT )、游离甲状腺素(Fvr )、游离三碘甲腺原 

氨酸(FT )及促甲状腺素(TSH)采用放射免疫测定 

法检测，肝功能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I治 

疗采用单剂量口服法，剂量按下式计算 』： 

I M 

甲状腺24 h摄” I率 

甲状腺质量结合触诊及甲状腺扫描确定。每克甲状 

腺计划” I剂量为 1．85～4．44 MBq，根据年龄、病 

程、甲状腺质地大小及病情轻重等因素适当调整。 

伴黄疸及转氨酶明显升高者，均先行降酶、退黄等辅 

助治疗 1～2周后再用” I治疗。 

1．4 检测指标及疗效判断标准 治疗前及治疗后 

3、6、12个月分别测定甲状腺激素及肝功能，观察甲 

状腺功能及甲亢性肝损害的变化情况。甲亢治疗效 

果分为痊愈、好转、无效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4个 

等级 。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q检验与秩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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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71例甲亢合并肝功能损害患者中，ALT和(或) 

AST升 高 43 例 (60．6％)，ALP 升 高 57 例 

(80．3％)，TBIL／DBIL升高 9例(12．7％)，A／G倒 

置23例(32．4％)。 I治疗后 3个月，37例甲状腺 

功能恢复正常，31例甲状腺功能明显好转，3例发生 

563 

甲减；治疗后 6个月共 59例(83．1％)甲状腺功能 

恢复正常，5例(7．0％)出现甲减。随甲状腺激素水 

平的降低，在" I治疗后 6个月，61例(85．9％)肝功 

能各项指标完全恢复正常，1O例(14．1％)部分指标 

仍高于正常但较治疗前明显下降，与 I治疗前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P<0．O1)(见 

表 1、2)。 

表 1 ” I治疗前后甲状腺激素水平及肝功能指标变化比较(，z=71； ±s) 

q检验：与治疗前比较 P<0 O5， }P<O．Ol 

表2 71例甲亢合并肝功能损害患者” I治疗后 6个月疗效 

判定(n) 

3 讨论 

甲亢是一种器官特异性 自身免疫甲状腺疾病。 

肝脏是甲状腺激素代谢的重要组织，故甲亢性肝损 

害临床较为常见，有学者 报道其发生率为46％ ～ 

88％，主要与甲亢患者的年龄、病程及病情严重程度 

等因素有关，多见于甲亢年龄大、病程长且病情较重 

又长期未得到合理治疗的病例。甲亢合并肝功能损 

害的原因较为复杂，多数学者l6 认为可能与下列 

因素有关：(1)长期高负荷的甲状腺激素转化代谢， 

可增加肝脏负担并可能直接对肝功能产生毒性作 

用。(2)过量的甲状腺激素使机体代谢增高，组织 

耗氧量增加，但肝脏血流并未相应增加，使肝脏相对 

缺血缺氧和营养不良，同时可促进肝细胞膜上 Na - 

K ．ATP酶及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反应，引起 自由基 

对肝细胞的损伤。(3)甲状腺激素可抑制肝脏中葡 

萄糖醛酸转移酶，使胆红素和葡萄糖醛酸结合障碍， 

影响胆红素从胆汁中排泄，导致血清胆红素升高。 

(4)甲亢合并肝功能损害时，肝脏合成甲状腺结合 

球蛋白减少，导致 FT 、FT 增加，加重了肝功能损 

害。(5)甲亢可伴有 自身免疫性肝细胞损害，当合 

并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时可伴有持续性胆汁淤积。 

当甲亢并发感染、心力衰竭或休克等时，可进一步加 

重肝功能损害。 

甲亢合并肝功能损害的临床表现主要为厌食 、 

乏力、腹泻、上腹部不适等，严重时可出现黄疸、肝脾 

肿大、肝区压痛及肝功能明显异常。肝功能生化指 

标异常以AIJT和 ALP升高多见 J，当肝细胞损害 

出现肝 内胆汁淤积时可导致 GGT、TBIL和(或) 

DBIL不同程度的升高。本研究显示仅 29．6％(21／ 

71)甲亢合并肝功能损害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消化 

系统症状，而大多数患者(70．4％)无明显肝功能损 

害的特征性临床表现，仅表现为部分肝功能生化指 

标的异常，与甲亢性心脏病、周期性麻痹等其他甲亢 

并发症不同，尤其老年患者症状极不典型，临床容易 

误诊或漏诊。 

甲亢合并肝功能损害的严重程度和预后与甲亢 

的病程关系密切，病程越长肝功能损害越严重，且治 

疗后肝功能恢复情况越差。因此，甲亢合并肝功能 

损害应尽早明确诊断，及时有效治疗，其治疗原则是 

以控制甲亢为主，同时辅以适当的护肝治疗，甲亢治 

愈后，甲状腺激素对肝脏的毒性作用逐渐终止，肝功 

能多可恢复正常 ⋯̈。目前临床治疗 甲亢的方法主 

要是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和放射性 I治疗，外科手 

术现已少用。抗甲状腺药物尽管应用普遍，但其疗 

程长、起效慢、复发率高，不利于迅速控制甲亢  ̈， 

且抗甲状腺药物本身对肝功能有损(下转第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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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的表现；当患者出现上述症状而原因不明时，应 

想到 HCP的可能；病理检查是确诊的重要依据，但 

临床做脑膜活检难度很大，我们认为，根据 MRI增 

强硬脑膜明显增厚、强化等典型的影像学改变即可 

作出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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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63页)害作用，丙硫氧嘧啶引起的肝损害主 

要表现为转氨酶升高，而甲巯咪唑所致肝损害以肝 

内淤胆为主，主要表现为胆红素升高  ̈，故对于甲 

亢合并肝功能损害患者应慎用。放射性” I治疗具 

有安全、简便 、疗效迅速、复发率低等优点，其不良反 

应主要是晚发甲减。本组 71例均采用” I治疗，治 

疗后6个月甲亢的治愈率为 83．1％，甲亢性肝损害 

的治愈率为 85．9％，10例肝功能未恢复正常但较治 

疗前明显好转 ，患者在  ̈I治疗后均未发现肝功能 

损害进一步加重，与赵德善等 。。研究结果一致。 

甲亢合并肝功能损害通常预后良好，除少数伴 

有心力衰竭、严重感染、甲亢危象等并发症的重症患 

者外，多数患者可于 I治疗后6个月内甲亢和甲亢 

性肝损害均恢复正常。甲亢时甲状腺摄” I远高于 

甲状腺以外的其他组织，肝脏吸收的” I剂量很少， 

且肝脏本身对辐射并不敏感，” I在肝脏的停留时 

间也不长，一般不会引起明显的肝细胞辐射损伤。 

本组 71例患者B。I治疗后 6个月仅 5例(7％)出现 

甲减，且经甲状腺片替代治疗后可维持 甲状腺功能 

基本正常。目前认为甲减可能是甲亢自然病程的一 

部分，其出现并不是严重的消极后果 ，尤其对于重症 

甲亢患者，甲减比持续甲亢状态更为可取  ̈。综上 

所述，放射性” I治疗能在短时间内治愈甲亢及其 

伴发的肝功能损害，可作为甲亢合并肝功能损害的 

首选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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