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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酒精性脂肪

性肝 病 （ＮＡＦＬＤ）

是指除外乙醇和其

他明确损肝因素所

致的、以弥漫性肝细胞大泡性脂肪变为主要特征的

临床病理综合征。ＮＡＦＬＤ的患病率近年来快速增

长，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第一大肝病，在我国亦

有望成为慢性肝病的首要病因，构成日益严峻的公

共卫生问题。ＮＡＦＬＤ的发生发展与内分泌代谢紊

乱密切相关，深入揭示ＮＡＦＬＤ与内分泌代谢紊乱

疾病的相互关系，可为ＮＡＦＬＤ的防治提供更多思

路。本文就近年来ＮＡＦＬＤ与内分泌代谢紊乱疾病

相互关系的研究进展作一概述。

１　犖犃犉犔犇与糖尿病

ＮＡＦＬＤ与糖尿病相互关系的研究已受到较为

广泛的关注，无论是１型还是２型糖尿病，均被认为

与ＮＡＦＬＤ密切相关。ＮＡＦＬＤ与糖尿病两者互为

因果、相互作用，加速双方的发生发展［１］。一方面，

糖尿病是ＮＡＦＬＤ发生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糖尿

病人群ＮＡＦＬＤ患病率显著升高，其中１型糖尿病

人群的ＮＡＦＬＤ患病率为４４．４％
［２］，２型糖尿病人

群的ＮＡＦＬＤ患病率更是高达５６．９％～６９．４％
［３，４］。

伴有糖尿病的ＮＡＦＬＤ患者的肝脏组织学改变、肥

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代谢紊乱严重程度显著高

于不伴有糖尿病的 ＮＡＦＬＤ 患者
［５］。另一方面，

ＮＡＦＬＤ的存在可预测糖尿病的发生。Ｓｈｉｂａｔａ

等［６］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ＮＡＦＬＤ人群

的２型糖尿病发病率显著高于对照人群。Ｓｕｎｇ

等［７］对１１０９１人的５年随访结果也显示，ＮＡＦＬＤ

是２型糖尿病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ＮＡＦＬＤ与糖

尿病相互关系的研究为ＮＡＦＬＤ的治疗提供了新思

路。已有多个研究证实，二甲双胍、吡格列酮等糖

尿病治疗药物对ＮＡＦＬＤ的治疗有积极作用
［１］。

２　犖犃犉犔犇与高尿酸血症

尿酸是机体嘌呤代谢的终末产物，主要在肝脏

中产生，经肾脏排泄。血清尿酸水平升高与高血压

病、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关系密切。笔者所在课题

组前期通过系列研究揭示了血清尿酸水平变化与

ＮＡＦＬＤ之间的联系。一项样本量为８９２５人的横

断面研究［８］发现，ＮＡＦＬＤ人群的血清尿酸水平明

显高于对照人群，高尿酸血症人群的ＮＡＦＬＤ患病

率显著高于非高尿酸血症人群，且ＮＡＦＬＤ的患病

率随血清尿酸水平上升而增高；多因素回归分析显

示，高尿酸血症与 ＮＡＦＬＤ发病的危险因素有关。

高尿酸血症与ＮＡＦＬＤ的密切联系相继在美国、日

本、韩国人群中得到证实［９１１］。笔者随之进行的前

瞻性研究结果显示，ＮＡＦＬＤ发病率随着基线尿酸

水平上升而增高。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分析
［１２］显示，

血清尿酸水平升高可显著增加 ＮＡＦＬＤ的发病风

险，且ＮＡＦＬＤ的发病风险与基线尿酸水平正相关。

进一步的动物实验［１３］结果显示，采用别嘌呤醇联合

苯溴马隆降尿酸治疗，能显著降低ＮＡＦＬＤ模型动

物血清胆固醇水平，并减轻肝脏脂变程度。以上研

究从三个不同角度证实高尿酸血症与ＮＡＦＬＤ之间

存在密切联系，至于尿酸干预对ＮＡＦＬＤ的治疗是

否有积极作用，尚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９２１·



国际消化病杂志　２０１２年６月　第３２卷　第３期　ＩｎｔＪＤｉｇＤｉｓ，Ｊｕｎｅ２５，２０１２，Ｖｏｌ．３２，Ｎｏ．３

３　犖犃犉犔犇与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甲状腺素是调节机体生长发育和能量代谢的

重要激素，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常见于肥胖人群。

ＮＡＦＬＤ与甲状腺功能的关系尚未完全明确。本课

题组［１４］前期对８７８例甲状腺功能正常的６５岁以上

的老年人群调查发现，ＮＡＦＬＤ患者的血清ＦＴ４水

平显著低于对照人群（１１．１２±１．４３ｐｍｏｌ／Ｌ∶

１１．５８±１．４７ｐｍｏｌ／Ｌ，犘＜０．００１），ＮＡＦＬＤ患病率

与ＦＴ４水平负相关；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ＦＴ４水平

与ＮＡＦＬＤ患病风险密切相关（犗犚＝０．８５，９５％犆犐：

０．７４０．９７）。最近韩国Ｃｈｕｎｇ等
［１５］对２３２４例亚临

床甲状腺功能减低症患者与年龄、性别配对的２３２４

例正常对照人群比较发现，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低

症人 群 ＮＡＦＬＤ 患 病 率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人 群

（３０．２％∶１９．５％，犘＜０．００１）；亚组分析显示，亚

临床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的严重程度与ＮＡＦＬＤ患病

率及血清ＡＬＴ水平正相关；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低症与ＮＡＦＬＤ患病风险显著

相关 （犗犚＝１．３８，９５％犆犐：１．１７１．６２）。美 国

Ｐａｇａｄａｌａ等
［１６］对２４６例经肝穿证实的 ＮＡＦＬＤ患

者与４３０例年龄、性别、种族、体重指数（ＢＭＩ）配对

的对照人群比较发现，ＮＡＦＬＤ患者的甲状腺功能

减低症患病率显著高于对照人群；亚组分析显示，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ＮＡＳＨ）患者的甲状腺功能减

低症患病率显著高于单纯性脂肪肝患者。以上研

究显示，ＮＡＦＬＤ与甲状腺功能异常存在密切联系，

进一步明确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及分子机制，有望

为ＮＡＦＬＤ的防治提供更多思路。

４　犖犃犉犔犇与生长激素缺乏症

生长激素是由腺垂体分泌的调节纵向生长的

重要蛋白激素。新近研究显示，生长激素水平缺乏

与ＮＡＦＬＤ相关。Ｉｃｈｉｋａｗａ等
［１７］２００３年的一组病

例分析发现，１３例存在生长激素缺乏症的成年发病

的垂体前叶激素缺乏症患者中，有７例（５３．８％）伴

有ＮＡＦＬＤ。Ｈｏｎｇ等
［１８］的队列研究结果显示，生

长激素缺乏的垂体功能减退症患者存在中心性肥

胖、胰岛素抵抗、血脂紊乱等代谢综合征的特征，该

组病例的ＮＡＦＬＤ患病率高达７０．６％，且生长激素

水平与 ＮＡＦＬＤ严重程度负相关。Ｉｃｈｉｋａｗａ等
［１９］

的研究也发现，生长激素水平与ＮＡＦＬＤ肝脏脂肪

变性程度负相关。在普通人群中，生长激素水平与

ＮＡＦＬＤ的关系目前尚未完全明确。本课题组新近

开展的一项样本量为７１４６人的横断面研究结果显

示，ＮＡＦＬＤ组的血清生长激素水平显著低于对照

人群，生长激素水平较低人群的ＮＡＦＬＤ和代谢综

合征患病率显著高于生长激素水平较高的人群；多

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生长激素水

平与 ＮＡＦＬＤ 患病风险显著相关（犗犚＝０．６５１，

９５％犆犐：０．５７４０．７３８）。基于生长激素替代治疗能

显著改善代谢综合征及相关代谢紊乱［２０］，它或许也

可成为治疗ＮＡＦＬＤ的新方法。

５　犖犃犉犔犇与多囊卵巢综合征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ＣＯＳ）是一种生殖功能障碍

与糖代谢异常并存的内分泌紊乱综合征，其发病机

制与胰岛素抵抗有关。新近多项研究显示ＰＣＯＳ

与ＮＡＦＬＤ密切相关。Ｓｅｔｊｉ等
［２１］最早通过对２００

例ＰＣＯＳ患者的回顾性研究发现，ＰＣＯＳ患者常伴

有谷丙转氨酶（ＡＬＴ）水平增高，同时在６例患者的

肝脏活检标本中均发现ＮＡＳＨ 伴不同程度的纤维

化；进一步研究发现，ＰＣＯＳ伴 ＮＡＳＨ 患者具有高

密度脂蛋白（ＨＤＬ）降低及三酰甘油、空腹血糖和

ＡＬＴ增高的表现，提示ＰＣＯＳ患者有可能存在严

重的肝脏疾病。ＧａｍｂａｒｉｎＧｅｌｗａｎ等
［２２］的回顾性

研究发现，５５％的ＰＣＯＳ患者伴有 ＮＡＦＬＤ，远远

高于正常人群的 ＮＡＦＬＤ患病率。Ｃｅｒｄａ等
［２３］的

队列研究结果也显示，ＰＣＯＳ患者的 ＮＡＦＬＤ患病

率为４１．５％，且 伴 有 ＮＡＦＬＤ 的 ＰＣＯＳ患 者 的

ＨＯＭＡ指数和腰臀比值显著高于不伴有 ＮＡＦＬＤ

的ＰＣＯＳ患者。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Ｇｒｏｂｅ等
［２４］报道，ＰＣＯＳ

患者的ＮＡＦＬＤ患病率为４７．２％，不伴ＮＡＦＬＤ的

ＰＣＯＳ患者 的 血 清 雌 二 醇 水 平 显 著 高 于 伴 有

ＮＡＦＬＤ的ＰＣＯＳ患者，提示雌二醇水平变化与

ＮＡＦＬＤ患病风险有关。以上研究显示ＰＣＯＳ与

ＮＡＦＬＤ密切相关，且ＰＣＯＳ的存在提示存在进展

阶段的ＮＡＦＬＤ，提示早期对ＰＣＯＳ患者进行肝脏

疾病 筛 查，具有 重要 的临床 价值。ＮＡＦＬＤ 与

ＰＣＯＳ相互联系的机制与胰岛素抵抗有关，但具体

分子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６　总结

ＮＡＦＬＤ的发生发展是多因素参与及多步骤的

复杂过程，内分泌代谢紊乱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已有研究揭示ＮＡＦＬＤ与糖尿病、高尿酸血症、

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生长激素缺乏症、ＰＣＯＳ等内分

泌代谢紊乱疾病之间的密切联系，进一步认识

ＮＡＦＬＤ与上述疾病之间的因果联系及具体的分子

机制，可望为ＮＡＦＬＤ的防治提供更多新思路。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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