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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毒性乙肝合并精神分裂症患者肝功能、脂代谢及肝脏超声的改变

马小勇 、 王　芳 、 谢　梅 、 赵　媛 、 房　荣

【摘要】目的　探讨慢性病毒性乙肝合并精神分裂症患者肝功能、脂代谢及肝脏超声的改变。方

法　以 2015 年 2 月～2017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36 例慢性病毒性乙肝合并精神分裂症患者（设为研究

组）、同期于我院治疗的 30 例单纯慢性病毒性乙肝患者（设为对照组）为对象，2 组对象入院后均

行常规生化及超声检查，比较 2 组肝功能［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

素（TBiL）］、脂代谢［甘油三酯（TG）、血清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C）、高密度脂蛋白

（HDLC）］及肝脏超声变化。结果　研究组 ALT、AST、TBiL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均 P< 0.05）；且研究组 TG、TC、LDLC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高，而 HDLC 较对照组明显低，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此外肝脏超声变化结果显示研究组肝脏边缘钝化、肝脏实质回声不均匀、

肝右叶最大斜径增大的概率较对照组明显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结论　慢性病毒

性乙肝合并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明显的肝功能下降、脂代谢紊乱以及肝脏超声变化，可能是因为精

神分裂症可加剧慢性病毒性乙肝病情进展及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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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liver function，lipid metabolism and liver ultrasound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B complicated with schizophrenia　MA Xiaoyong，WANG Fang，XIE Mei，et al. Yan’an People’s Hospital in 
Shaanxi Province，Yan’an 71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liver function，lipid metabolism and liver ultrasound in pa-

tients with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B complicated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36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B complicated with schizophren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during February 2015 to January 2017 were as the 

study group and 3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B only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over the same 

period were as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study. Routine biochemical and ultrasonic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admission. The liver function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total 

bilirubin（TBiL）］，indexes of lipid metabolism ［triglyceride（TG），serum total cholesterol（TC），low-density lipo-

protein（LDLC），high-density lipoprotein（HDLC）］ and changes of liver ultrasound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levels of ALT，AST and TBiL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s of TG，TC and LDL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while HDLC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study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changes of liver ultrasound showed that the prob-

abilities of liver edge passivation，liver parenchyma with inhomogeneous echo and the largest oblique diameter of right 

liver lobe increasing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B complicated with schizophrenia have significant hepatic dysfunction，lipid me-

tabolism disorders and liver ultrasound changes，and schizophrenia may exacerbate the progression of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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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属于临床常见传染性疾病，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肝脏是甲状腺激素代谢的重要器

官，而甲状腺激素的异常表达常致使患者出现焦虑、

抑郁以及记忆损害等一系列精神症状［1］，既往文献

报告就指出慢性病毒性乙肝患者合并精神分裂症的

概率较普通人群高［2］。据流行病学数据显示精神分

裂症发病率约占住院精神障碍患者一半，且精神分

裂症患者感染乙肝病毒的概率更高，早期文献报道

也指出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较为

常见［3］；近期有研究指出乙肝病毒可通过脂肪代谢异

常致使慢性肝脏损伤，导致患者肝功能下降，而积

极观察肝脏超声改变对评估患者肝功能变化有着重

要临床意义［4］，然而目前临床有关慢性病毒性乙肝

合并精神分裂症患者肝功能、脂代谢及肝脏超声的

改变的相关研究较少涉及，为此笔者于本文展开临

床对照性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取得我院医学伦理机构审核批准，选取 2015
年 2 月～2017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36 例慢性病毒性乙

肝合并精神分裂症患者设为研究组、同期于我院治

疗的 30 例单纯慢性病毒性乙肝患者设为对照组。纳

入标准：1）符合《国际疾病分类》（ICD-10）［5］有关精

神分裂症诊断标准；2）经乙肝五项检查确诊为慢性

病毒性乙肝；3）符合赫尔辛基宣言，自愿签署相关

知情同意书；4）纳入研究前 2 周未接受精神分裂症

和慢性病毒性乙肝药物治疗。排除标准：1）合并严

重心脑血管疾病；2）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3）合并

内分性疾病、血液及恶性肿瘤等疾病；4）纳入研究

前合并严重肝功能障碍。研究组 36 例 , 男、女各 16、

20 例，年龄 36～58 岁，平均年龄（48.79±4.57）岁，

病程 4～12 个月，平均病程（8.75±2.41）个月；对照

组 30 例，男、女各 12、18 例，年龄 35～60 岁，平

均年龄（49.01±4.49）岁，病程 5～12 个月，平均病

程（9.02±2.38）个月。2 组患者上述基线资料相较

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①标本采集：所有纳入研究患者血标本采集

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相关标准，采用

IMMULITE2000 化学发光分析仪上进行分析，每天

随行质控，质控数据控制在 2SD。②肝功能测定：采

用型号为 Olymeas AU600 的全自动生化仪测定 ALT、

AST、TBiL。③脂代谢指标测定：采用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Olymeas AU600）测定 2 组 TG、TC、LDLC、

HDLC 变化。④肝脏超声检查：检查前禁食，取患者

平卧位和左右侧卧位，选用频率为 2-5MHz 的探头

进行探测，超声检查仪器由美国 GE 公司提供，型号

为 GELOGIQP6，检查操作都由本院同一名经验丰富

的医师进行。

1.3　指标观察

① 2 组研究对象肝功能指标比较。② 2 组研究

对象脂代谢指标表达水平比较。③ 2 组研究对象肝

脏超声变化的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

选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9.0 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

和处理，计数资料采取率（n，％）表示，组间对比应

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x±s）表示，应用 t 检验，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标准。

2　结果

2.1　两组研究对象肝功能指标比较 

研究组 ALT、AST、TBiL 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明

显高，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表1　2组研究对象肝功能指标比较（x±s）

组别 ALT（U/L） AST（U/L） TBiL（μmol/L）

研究组（n=36） 291.40±122.96① 206.10±180.76① 21.12±12.20①

对照组（n=30） 118.00±68.26 117.20±102.01 15.30±9.30

t值 6.885 2.393 2.295

P值 ＜0.05 ＜0.05 ＜0.05

注：治疗后与对照组相较，均①P<0.05。

2.2　两组研究对象脂代谢指标比较 

研究组 TG、TC、LDLC 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明显

高，而 HDLC 较对照组明显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研究对象肝脏超声变化的比较 

肝 脏 超 声 变 化 结 果 显 示 研 究 组 肝 脏 边 缘 钝

化、肝脏实质回声不均匀、肝右叶最大斜径增大的

发生率均较对照组明显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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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慢性病毒性乙肝属于全球范围内常见多发流行

性疾病，据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约有 100 万

人死于感染乙肝病毒后引发的肝功能衰竭、肝硬化

及肝细胞癌等有关，已成为人类死亡的重要病因之

一。肝脏可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及脂肪转变为糖

原储存于肝内，一旦血糖减少，其可将糖原分解为

葡萄糖继而释放入血液中，此外肝脏还是甲状腺激

素代谢的重要器官，甲状腺激素异常表达是引发患

者焦虑、抑郁及精神分裂症等的重要因素，而乙肝

患者肝脏代谢功能下降，因而慢性乙肝病理和生理

研究的逐步深入，慢性病毒性乙肝患者较普通热存

在较高风险的精神分裂症发病概率［6，7］。

慢性病毒性乙肝合并精神分裂症已成为全球范

围内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疾患，其已引起了广大临

床医师的高度重视。现阶段临床对其慢性病毒性乙

肝合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尚缺乏行之有效的药

物方案，因而积极探寻患者病情变化对指导合理干

预措施有着重要临床意义［8］。肝功能、脂代谢及肝

脏超声变化是评估慢性病毒性乙肝患者病情变化的

重要指标［9］，为进一步明确慢性病毒性乙肝合并精

神分裂症患者病情变化，笔者于本文展开临床对照

性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慢性病毒性乙肝合

并精神分裂症患者组）ALT、AST、TBiL 表达水平较

对照组明显高，并且研究组 TG、TC、LDLC 表达水

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而 HDLC 较对照组明显低，此

外肝脏超声变化结果显示研究组肝脏边缘钝化、肝

脏实质回声不均匀、肝右叶最大斜径增大的发生率

均较对照组明显高，研究结果初步证实了慢性病毒

性乙肝合并精神分裂症患者普遍存在肝功能降低、

脂代谢紊乱及肝脏边缘钝化、肝脏实质回声不均

匀、肝右叶最大斜径增大的现象，与既往文献报告

相符［10］。慢性病毒性乙肝及精神分裂症均属于两种

慢性疾病，慢性病毒性乙肝患者大多存在肝功能下

降状况，而合并精神分裂症后其病情存在加重现象，

主要是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易反复发作，疾病

迁延不愈，脂肪细胞的胰岛素功能降低，易引发进

行性脂肪蓄积，致使脂代谢指标 TG、TC、LDLC、

HDLC 异常表达，早期相关研究就证实精神分裂症患

者合并代谢综合征的概率较正常人群明显高，并且

长期使用抗精神分裂症药物易引起患者血糖、血脂

等变化［11］。肝脏超声变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肝脏

的病理改变，也是临床医师评估肝脏慢性损害程度

的重要依据，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常合并代谢综合

征，加剧慢性病毒性乙肝病毒感染，致使肝脏反复

出现炎症坏死及修复，造成肝内血管间歇缩小，肝

窦毛细血管以及静脉周围出现纤维化改变，而随着

肝脏纤维化及瘢痕形成增多等，门静脉系统出现阻

塞性充血，并最终导致肝内循环发生障碍，因而合

并精神分裂症的慢性病毒性乙肝患者肝脏边缘钝化、

肝脏实质回声不均匀、肝右叶最大斜径增大的概率

显著高于单纯慢性病毒性乙肝患者［12，13］。

综上，慢性病毒性乙肝合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肝功能障碍、脂代谢紊乱及肝脏超声的病理性改变

均较单纯慢性病毒性乙肝患者更明显，临床工作中

表2　2组研究对象脂代谢指标比较（x±s）

组别 TG（mmol/L） TC（mmol/L） LDLC（mmol/L） HDLC（mmol/L）

研究组（n=36） 2.60±1.16① 4.85±1.09① 21.12±2.20① 0.90±0.16①

对照组（n=30） 1.20±0.86 3.00±0.81 16.30±1.30 1.22±0.30

t值 5.472 7.690 10.555 5.561

P值 ＜0.05 ＜0.05 ＜0.05 ＜0.05

注：治疗后与对照组相较，均①P<0.05。

表3　2组研究对象肝脏超声变化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肝脏边缘钝 肝脏实质回声不均匀 肝右叶最大斜径增大（＞14cm）

研究组 36 34（94.44）① 32（88.89）① 28（77.78）①

对照组 30 23（76.67） 20（66.67） 15（50.00）

χ2 - 4.391 4.835 5.561

P值 - ＜0.05 ＜0.05 ＜0.05

注：治疗后与对照组相较，均①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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