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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合并上消化道出血与病人血脂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叶摇 云,张摇 爽,江摇 泳,黄摇 敏

[摘要]目的:研究肝硬化合并上消化道出血与病人血脂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5 例肝硬化病人一般资料,根据

病人有无合并上消化道出血分为观察组(肝硬化合并上消化道出血,82 例)和对照组(肝硬化,123 例)。 比较 2 组病人一般资

料和血脂水平[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鄄C)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鄄C)],并进行 ROC
曲线分析。 根据观察组病人上消化道出血量分为轻症组和重症组,分析血脂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2 组病人

TG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观察组病人 TC、LDL鄄C 和 HDL鄄C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 < 0. 01);联合诊断的

曲线下面积、敏感度和特异度均大于单一指标诊断,其中当 TC臆2. 69 mmol / L,HDL鄄C臆0. 98 mmol / L,LDL鄄C臆1. 61 mmol / L,
肝硬化病人发生上消化道出血的概率均会增加(P < 0. 01);2 组病人 TG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轻症组病

人 TC、LDL鄄C 和 HDL鄄C 水平均高于重症组(P < 0. 05 ~ P < 0. 01);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显示 TG 与疾病严重程度无相关性

(P >0. 05),TC、LDL鄄C 和 HDL鄄C 均与疾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关系(P < 0. 05)。 结论:肝硬化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病人血脂水平

显著降低,且均与出血严重程度呈负相关,可作为肝硬化病人上消化道出血发生的预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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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iver cirrhosis complicated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and blood lipid levels

YE Yun,ZHANG Shuang,JIANG Yong,HUANG Mi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The Third People忆s Hospital of Bengbu,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iver cirrhosis combined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and blood lipid
levels. Methods:The general data of 205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liver cirrhosis combined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82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liver cirrhosis,123
cases) according to with or without complicated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The general data and blood lipid levels[triglyceride
(TG),total cholesterol ( TC),low鄄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 LDL鄄C) and high鄄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鄄C)]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and the ROC cur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bdivided into the mild group
and severe group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lood lipid levels and disease
severity was analyzed. Results: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G level between two groups(P > 0. 05),but the levels of TC,
LDL鄄C and HDL鄄C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combined diagnosis were greater than those of the single index diagnosis. When TC臆2. 69 mmol / L,
HDL鄄C臆0. 98 mmol / L,LDL鄄C臆1. 61 mmol / L,the probability of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would
increase(P < 0. 01).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G level between two groups(P > 0. 05),but the levels of TC,LDL鄄C and
HDL鄄C in mil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severe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The results of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G level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disease severity(P > 0. 05),while the levels of TC,LDL鄄C and HDL鄄C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isease severity ( P < 0. 05 ). Conclusions: The blood lipid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complicated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significantly decrease,and all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bleeding,
which can be used as a predictive factor of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Key words] liver cirrhosis;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blood lipid level;correlation

摇 摇 肝硬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慢性肝 病,是各种肝脏疾病病情进展的晚期阶段[1]。 当病

人进入失代偿期时,肝功能恶化,对凝血酶原合成过

程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降低血小板功能以及凝血

功能,此时,病人进食粗糙食物或者饮酒等导致上消

化道大出血,会增加病人出血性休克的风险,对于病

人的治疗以及预后均存在不良影响[2 - 3]。 既往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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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4]针对肝硬化上消化道出血的危险因素进行分

析,发现肝功能评分、胃底静脉曲张等均是其危险因

素。 近年来,随着临床对于上消化道出血发病机制

的深入研究,发现血脂异常也参与一系列出血事件

的发生发展,其机制可能是血脂参与血管壁的形

成[5]。 但目前国内有关血脂水平与肝硬化合并上

消化道出血发生发展的关系尚未形成共识。 故本研

究通过比较肝硬化和肝硬化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病人

的血脂水平变化,旨在揭示上消化道出血与血脂水

平的关系,从而帮助临床医生了解消化道出血时血

管变化情况,为肝硬化病人预防消化道出血以及降

脂目标的制定提供建议。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0 月收治的 205 例肝硬化病人一般资料,
根据病人有无合并上消化道出血分为观察组(肝硬

化合并上消化道出血,82 例)和对照组(肝硬化,123
例)。 纳入标准:(1)符合肝硬化诊断指南[6],观察

组病人存在上消化道出血症状,且经胃镜检查证实

存在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2)病人临床资料完

整。 排除标准:(1)进食、消化性溃疡等其他原因引

起的消化道出血;(2)心源性肝硬化;(3)合并原发

性肝癌等其他恶性肿瘤;(4)甲状腺功能障碍;(5)
血液病。 2 组病人性别、年龄、收缩压、舒张压、既往

病史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见表 1),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 摇 收集所有病人一般临床信息,包括性

别、年龄、吸烟饮酒史、收缩压、舒张压等。 病人均予

以采集入院前 1 d 内或入院后静脉血 4 mL,离心分

离出血清。 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以酶法检测三

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鄄C)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鄄C)。

表 1摇 2 组病人一般资料比较(x 依 s)

分组 男 女 年龄 / 岁 舒缩压 / mmHg 舒张压 / mmHg摇
既往病史

摇 高血压摇 摇 糖尿病摇 摇 冠心病摇
吸烟 饮酒

观察组 50 32 61. 32 依 8. 54 118. 46 依 19. 38 75. 84 依 12. 54 22 7 12 36 38

对照组 74 49 59. 42 依 10. 38 116. 57 依 17. 42 73. 61 依 11. 65 34 12 9 52 54

t 0. 01* 1. 37 0. 73 1. 30 0. 02* 0. 09* 2. 90* 0. 05* 0. 12*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字2 值

1. 3摇 观察指标摇 (1)比较 2 组病人一般临床信息;
(2)比较 2 组病人血脂水平;(3)采用 ROC 曲线分

析血脂水平对消化道出血的预测价值;(4)根据临

床症状、血流动力学特点以及失血程度等对肝硬化

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病人出血严重程度进行分组,其
中化验便潜血阳性、黑便,出血量估测 < 1 000 mL
为轻症组;数小时内估测出血总量 > 1 000 mL 或者

出现周围循环衰竭者为重症组[7]。 比较不同严重

程度病人血脂水平,并分析疾病严重程度与血脂水

平相关性。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Spearman 相关分

析,建立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血脂水平

对于肝硬化病人上消化道出血的预测价值。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血脂水平比较摇 2 组病人 TG 水平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观察组病人

TC、LDL鄄C 和 HDL鄄C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 < 0. 01)
(见表 2)。

表 2摇 2 组病人血脂水平比较(x 依 s;mmol / L)

分组 n TG TC LDL鄄C HDL鄄C

观察组 82 1. 10 依 0. 62 3. 02 依 1. 05 1. 51 依 0. 77 1. 01 依 0. 40

对照组 123 1. 02 依 0. 78 3. 71 依 1. 49 2. 03 依 1. 00 1. 20 依 0. 54

t — 0. 78 3. 63 3. 99 2. 73

P — >0. 05 < 0. 01 < 0. 01 < 0. 01

2. 2摇 血脂水平对肝硬化病人上消化道出血的预测

价值摇 联合诊断的曲线下面积、敏感度和特异度均

大于单一指标诊断,其中当 TC臆2. 69 mmol / L,
HDL鄄C臆0. 98 mmol / L,LDL鄄C臆1. 61 mmol / L 时,肝
硬化病人发生上消化道出血的概率均会增加(P <
0. 01)(见表 3 和图 1)。
2. 3摇 疾病严重程度与血脂水平的相关性摇 2 组病

人 TG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轻

症组病人 TC、LDL鄄C 和 HDL鄄C 水平均高于重症组

(P < 0. 05 ~ P < 0. 01) (见表 4)。 Spearman 相关性

分析显示 TG 与疾病严重程度无相关性( r = 0. 142,
P > 0. 05),TC、LDL鄄C 和 HDL鄄C 均与疾病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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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负相关 ( r = - 0. 295、 - 0. 337、 - 0. 249, P <
0. 05)。

表 3摇 血脂水平对肝硬化病人上消化道出血的预测价值

指标
曲线下

面积

截断值 /
(mmol / L)

敏感度 / %摇 特异度 / % SE P
渐近

95% CI

TG 0. 439 > 1. 27 71. 50 29. 30 0. 042 > 0. 05 0. 357 ~ 0. 521

TC 0. 650 臆2. 69 80. 50 39. 00 0. 039 < 0. 01 0. 574 ~ 0. 726

HDL鄄C 0. 610 臆0. 98 66. 70 53. 70 0. 040 < 0. 01 0. 532 ~ 0. 688

LDL鄄C 0. 666 臆1. 61 63. 40 64. 60 0. 038 < 0. 01 0. 591 ~ 0. 741

联合诊断 0. 697 — 77. 20 85. 40 0. 037 < 0. 01 0. 625 ~ 0.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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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摇 疾病严重程度与血脂水平的相关性(x 依 s;mmol / L)

分组 n TG TC LDL鄄C HDL鄄C

轻症组 61 1. 07 依 0. 60 3. 21 依 1. 08 1. 62 依 0. 83 1. 08 依 0. 41

重症组 21 1. 19 依 0. 68 2. 48 依 0. 98 1. 18 依 0. 61 0. 82 依 0. 37

t — 0. 76 2. 73 2. 23 2. 58

P — >0. 05 < 0. 01 < 0. 05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肝硬化是一种全球性常见病,晚期常出现包括

胃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感染、肝肾综合征等严重

并发症,其中以上消化道出血最为常见,临床表现以

大量呕血或黑便为主[8]。 上消化道出血的发生会

加重病人病情,对肝脏造成进一步的损伤,且易增加

失血性休克、肝性脑病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对病人

危害性较大,且具有预后差、致死率高等特点,是肝

硬化常见的致死原因。 高达 1 / 3 的肝硬化病人在其

病程发展中会发生上消化道出血,而国外 FOUAD
等[9]研究表明 1 / 4 的肝硬化上消化道出血病人在出

血早期即死亡。 因此,积极预防上消化道出血对改

善肝硬化病人预后,延长生存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血脂干预治疗的迅猛发展,证实降低胆

固醇水平能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的心血管

事件发生率、手术率和死亡率[10]。 肝硬化因肝脏实

质性病变难以逆转,在治疗上基本以降脂保肝等对

症治疗为主。 但关于降脂目标的争议较多,过度降

脂治疗会导致肝肾损害、出血倾向、副反应严重等。
肝脏是脂质和脂蛋白代谢的中心,已有多位学者研

究发现肝硬化程度与血脂水平变化密切相关[11 - 12]。
但目前关于肝硬化上消化道出血与血脂水平关系的

研究较为少见。 本研究中显示 2 组病人 TG 水平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观察组病人 TC、LDL鄄C 和

HDL鄄C 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提示肝硬化病人上

消化道出血的发生与血脂异常存在一定的关系。 笔

者推测在消化道出血这一应激状态下,机体本身的

消耗和利用会增加,各种细胞抑制的作用以及氧化

供能,脂代谢作为机体的三大代谢之一,也参与其

中。 即当机体血脂代谢异常时,可能会损伤动脉血

管内皮,血小板聚集到损伤处,促进动脉内膜和中层

的细胞繁殖,形成粥样斑块,进而导致血管腔狭窄,
阻塞血流的正常流动,从而导致消化道出血[13]。 TC
作为合成动脉管壁的重要成分之一,其高水平有利

于维持血管结构完整性,水平偏低则会导致大动脉

管壁更薄,降低血管的弹性和任性,在血管发生病变

时更容易出血。 LDL 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脂

蛋白,刘广彬等[14] 研究显示 LDL 氧化后可导致血

管内皮细胞坏死,破坏内皮细胞保护屏障,从而降低

动脉壁的抵抗力;同时 LDL 氧化后还会对机体产生

刺激,从而促使动脉壁内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激发

免疫反应,导致动脉壁受损。 但 LDL 具体如何参与

消化道出血仍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来证实。 HDL鄄C
主要来源于肝细胞和小肠细胞,故肝脏组织的病变,
会降低卵磷脂胆固醇脂酰转移酶的合成能力,从而

导致 HDL鄄C 水平的降低。 既往 CHENG 等[15] 研究

也表明肝硬化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病人 HDL鄄C 水平

明显降低,本研究结果与之相一致。 其原因可能是

出血导致肝硬化病人饮食改变,从而影响 HDL鄄C 水

平;同时出血也会影响肝脏的血液灌注,进一步影响

肝脏分泌 HDL鄄C 水平。 TG 是人体含量最多的脂

类,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 高境

蔚等[16]研究显示肝硬化并消化道出血病人 TG 水平

明显降低,与本研究略有不同,推测其原因可能与病

人个体性差异、对照组的选择等因素有关,故仍有待

于后续对结果做进一步论证。
本研究通过 ROC 曲线对血脂水平预测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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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上消化道出血发生的价值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当 TC臆2. 69 mmol / L,HDL鄄C臆0. 98 mmol / L,LDL鄄C
臆1. 61 mmol / L 时,肝硬化病人发生上消化道出血

的概率均会增加,提示 TC、LDL鄄C 和 HDL鄄C 均对肝

硬化病人上消化道出血的发生具有一定的预测价

值,阮晓霞[5]研究也显示 TC 可作为上消化道出血

的预测指标,且 TC 水平 < 4. 145 mmol / L 时,上消化

道出血风险增加。 提示 TC、LDL鄄C 和 HDL鄄C 均可

作为肝硬化病人上消化出血的辅助预测因子。 考虑

到单一指标的检测受影响因素较多,本研究还进一

步分析了血脂指标联合诊断价值,这也是本研究的

创新之处,结果显示联合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更高,故
在实际诊疗中,应结合多个血脂指标进行联合诊断。
本研究还对肝硬化病人上消化道出血症状的严重程

度进行分组,进一步探讨血脂水平对出血严重程度

的影响,结果显示 2 组病人 TG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但轻症组病人 TC、LDL鄄C 和 HDL鄄C 水平

均显著高于重症组;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显示 TG
与疾病严重程度无相关性,TC、LDL鄄C 和 HDL鄄C 均

与疾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笔者推测其原因可能与

消化道出血的发生与血脂异常相互影响有关,LDL鄄
C、HDL鄄C 和 TC 的水平的降低会对血管壁造成损

伤,导致出血更为严重;而出血量的增加,会进一步

损伤机体肝脏功能,导致 LDL鄄C、HDL鄄C 水平明显

降低。
综上所述,肝硬化并上消化道出血病人血脂水

平显著降低,且均与出血严重程度呈负相关,可作为

肝硬化病人上消化道出血发生的预测因子。 但本研

究仍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回顾性研究未能动态观

察血脂在病人住院期间的变化情况,且对病人入院

前是否服用降脂药物以及病人的服药种类、剂量等

情况记录不详;同时影响肝硬化消化道出血的因素

较多,未能一一研究,故仍需要大量的前瞻性研究以

及基础研究来证实肝硬化上消化道出血病人血脂水

平的变化以及 TC、LDL鄄C 和 HDL鄄C 参与消化道出

血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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