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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对肝硬化患者血清二胺氧化酶及内毒素水平的影响
李新荣，饶惠平，刘军

(中山市南朗医院消化内科，广东 中山 528451)

【摘要】 目的 探讨益生菌对肝硬化患者血清二胺氧化酶(DAO)及内毒素(ET)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5年6月至2017年6月中山市南朗医院消化科收治的80例肝硬化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每组40例。对照组予以谷氨酰胺常规治疗，观察组给予谷氨酰胺联合益生菌治疗，两组均治疗14 d，治

疗前后比较两组患者肝功能、肠道菌群菌落数、肠黏膜通透性相关指标以及细胞免疫功能指标的差异。结果 与

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Child-Pugh评分及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

总胆红素(TBil)水平较低，肠道双歧杆菌、肠球菌、乳杆菌菌落数较高，酵母样真菌菌落数较低，血清DAO、ET、D-乳

酸(D-lac)水平较低，血CD3+、CD4+T淋巴细胞、CD4+/CD8+水平较高，上述各项指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益生菌能有效改善肝硬化患者的肝功能，调节肠道菌群，降低血清DAO、ET、D-lac水平，降低肠道通

透性，提高细胞免疫功能，有利于肠道黏膜微生物屏障、机械屏障及免疫屏障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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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robiotics on serum diamine oxidase and endotoxin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LI Xin-rong, RAO
Hui-ping, LIU Ju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Zhongshan Nanlang Hospital, Zhongshan 528451,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robiotics on serum diamine oxidase (DAO) and endotoxin

(ET)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treated in Department of Gastroen-

terology, Zhongshan Nanlang Hospital from June 2015 to June 2017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glutamine treatment, and the experiment group received probiotics combined

with glutamine. The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14 days. The levels of liver function, intestinal microflora count, related

indexes of intestinal mucosal permeability and difference of cellular immune function index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Child-Pugh score and serum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and total bilirubin (TBi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

trol group (P<0.05). The number of intestinal bifidobacteria, enterococcus and lactobacillu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mber of yeast-like fungi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evels of serum DAO, ET and D-lactic aci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

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evels of blood CD3+, CD4+T lymphocyte and CD4+/CD8+ in the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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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cirrhosis)是一种常见的由病毒性肝炎、酒

精中毒、营养障碍、胆汁淤积等原因引起的慢性进行性

弥漫性肝损伤，以广泛肝细胞坏死、肝脏弥漫性肝硬化、

肝小叶结构破坏、假小叶形成，肝脏整体变形、变硬为主

要病理变化[1]。肝硬化好发于 35~50岁男性。资料显

示，全球肝硬化的平均发病率约为 17.1/10万，其中约

30%由肝炎病毒引起[2-3]。我国为病毒性肝炎的高发国

家，肝硬化发病率也因此较高，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

该病[4]，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给患者生命健康造成

严重威胁。有研究认为，肠黏膜屏障功能障碍在肝硬

化进展为失代偿期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5]，能够引起

肝性脑病、感染性休克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引起患者

死亡。目前临床上主要以肠内营养支持、微生态制

剂、窄谱抗生素选择性肠道脱污染、三叶因子胃肠动

力药、促黏膜修复药、免疫疗法等干预措施保护肠黏

膜屏障功能[6]。益生菌属于微生态制剂，有改善肠道

菌群，维持肠黏膜微生态平衡的作用，可以促进肠黏

膜屏障修复。本研究旨在探讨益生菌对肝硬化患者

血清二胺氧化酶(DAO)及内毒素(ET)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中山市南朗医院消化内科

消化内科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治疗且符合

以下纳入标准的肝硬化患者80例为研究对象，根据随

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40例。对照组患

者中男性26例，女性14例；年龄35~70岁，平均(56.85±

10.17)岁；酒精性肝硬化 6例，乙型肝炎肝硬化 29例，

乙型肝炎合并酒精性肝硬化 3例，原发性胆汁性肝硬

化 2 例；肝功能 Child-Pugh 分级中 A 级 10 例，B 级 18

例，C级 12例。观察组患者中男性 25例，女性 15例；

年龄 41~63岁，平均(56.29±10.73)岁；酒精性肝硬化 7

例，乙型肝炎肝硬化 27例，乙型肝炎合并酒精性肝硬

化 4例，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2例；肝功能Child-Pugh

分级中，A级11例，B级16例，C级13例。两组患者的

性别、年龄、病因分类、肝功能Child-Pugh分级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

性。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或家属

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病例选择 (1)纳入标准：①年龄 35~70岁；

②符合《肝硬化中西医结合诊疗共识》中关于肝硬化

的诊断标准[7]，经生化检查、腹部彩超超、CT等检查确

诊。(2)排除标准：①胃肠手术史患者；②近1个月内接

受抗生素、微生态制剂治疗的患者；③合并消化道出

血、肝性脑病、严重感染等严重并发症者；④合并恶性

肿瘤的患者；⑤严重肝功能衰竭患者；⑥合并其他原

因导致的慢性腹泻、吸收不良等症状者；⑦患有精神

疾病或不能配合治疗的患者。

1.3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保肝、利尿、口

服乳果糖、营养支持等常规对症治疗。对照组患者给

予复方谷氨酰胺肠溶胶囊 0.4 g，tid，口服。观察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予以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0.42 g，tid，

口服，两组均连续治疗14 d，治疗过程中密切关注病情

变化。

1.4 观察指标

1.4.1 肝功能评价 分别采用肝功能Child-Pugh

分级标准[8]对患者的肝功能进行评价，分值为5~15分，

得分越高，提示患者肝功能损伤越严重；分别于清晨

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5 mL，采用AllegraX-15R离心机

(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3 000 r/min 离心 10 min 获

得血清，采用TBA-40FR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本东芝

公司)检测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AST)、总胆红素(TBil)水平。

1.4.2 肠道菌群检测 采集患者的新鲜粪便0.5 g，

采用VITEK-AMS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Biomerieux

公司，法国)对各种细菌菌落数进行测定，

1.4.3 肠黏膜通透性相关指标及免疫功能检

测 采 用 Model550 全自动多功能酶标仪 ( 美国

BIO-RAD公司)，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

清DAO、ET、D-乳酸(D-lac)水平，试剂盒为美国BIO-

TANG公司产品。采用CytoFLEX流式细胞仪(美国贝

克曼库尔特公司)，检测血中CD3+、CD4+、CD8+T淋巴

细胞，并计算CD4+/CD8+比值。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样本均

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Child-Pugh 评分及血

清 ALT、AST、TBil 水平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Child-Pugh评分及血清ALT、AST、TBil水平均较治疗

前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的Child-Pugh评分及血清ALT、AST、TBil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1。

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robiotic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liver function, regulate intestinal flora, decrease serum DAO, ET, D-lac levels, reduce intestinal permeability,

and improve cellular immun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It is beneficial to the recovery of intestinal mucosal mi-

crobial barrier, mechanical barrier and immune barrier function.

【Key words】 Probiotics; Cirrhosis; Double amine oxidase (DAO); Endotoxin (ET)

··1356



Hainan Med J, May 2018, Vol. 29, No. 10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Child-Pugh评分及血清ALT、AST、TBil水平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40

40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Child-Pugh评分

9.74±1.28

7.22±0.83

10.447

0.000

9.61±1.19

6.14±0.75a

15.602

0.000

ALT (U/L)

56.68±7.11

35.57±4.65

15.715

0.000

56.85±7.63

21.49±2.99a

27.290

0.000

AST (U/L)

78.73±8.37

48.45±5.79

18.817

0.000

79.02±8.05

35.66±4.23a

30.156

0.000

TBil (μmol/L)

39.47±4.85

28.56±3.48

11.559

0.0000

39.82±4.36

20.47±2.54a

24.253

0.000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肠道双歧杆菌、肠球

菌、乳杆菌、酵母样真菌菌落数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

者的肠道双歧杆菌、肠球菌、乳杆菌菌落数均较治疗

前明显增加，酵母样真菌菌落数明显降低，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肠道双歧

杆菌、肠球菌、乳杆菌菌落数明显高于对照组，酵母样

真菌菌落数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 DAO、ET、D-lac

水平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清DAO、ET、D-lac

水平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的血清DAO、ET、D-lac水平明显低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中CD3+、CD4+、CD8+

T淋巴细胞、CD4+/CD8+水平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

者血 CD3+、CD4+T 淋巴细胞、CD4+/CD8+水平明显升

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血

中CD8+T淋巴细胞水平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P>0.05)；治疗后，对照组患者血 CD3 +、CD4 +、

CD8+T淋巴细胞、CD4+/CD8+水平与治疗前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

CD3+、CD4+T淋巴细胞、CD4+/CD8+水平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3 讨 论

肝硬化为多种慢性肝病的晚期病变，近年来随着

乙肝疫苗接种的推广，乙型肝炎性肝硬化发生率稍有

下降，但酒精性肝硬化所占比例提高，使得肝硬化仍

处于较高的发病水平。肝硬化包括代偿期和失代偿

期，代偿期患者如果治疗及时可使病情可趋于稳定；

失代偿期患者则常出现肝性脑病、上消化道出血、继

发感染、癌变等严重并发症[9]，危及患者生命。因此，

采用有效干预手段防止肝硬化向失代偿期转化尤为

重要。由于人体内有肠-肝轴存在，肝硬化发生后会

一定程度上引起肠黏膜屏障功能减弱[10]，而肠黏膜屏

障功能障碍不仅能促进肝硬化向失代偿期转化，还是

诱发肝性脑病、严重感染等的主要原因，形成恶性循

环。肠黏膜屏障包括微生物屏障、机械屏障、免疫屏

障和化学屏障四个方面，益生菌属于微生态制剂，有

利于肠道微生物屏障的恢复，是改善肠道屏障功能的

治疗措施之一，也对常见并发症有预防作用[11]。

本研究采用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对观察组患

者进行治疗，该药物为长型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和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肠道双歧杆菌、肠球菌、乳杆菌、酵母样真

菌菌落数比较(x-±s，IgCFU/g)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40

40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双歧杆菌

8.97±1.21

9.08±1.27

0.397

0.696

8.89±1.15

13.97±1.56a

16.578

0.000

肠球菌

7.37±1.05

7.83±1.12

1.895

0.073

7.15±1.02

9.01±0.83a

8.946

0.000

乳杆菌

8.85±1.24

9.15±1.26

1.073

0.297

8.91±1.17

12.07±1.03a

12.821

0.000

酵母样真菌

4.17±0.52

3.98±0.55

1.588

0.129

4.08±0.49

2.23±0.27a

20.914

0.000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DAO、ET、D-lac水平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40

40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DAO (U/mL)

25.47±3.38

21.53±2.17

6.204

0.000

25.77±3.41

18.65±2.53a

10.605

0.000

ET (Eu/mL)

0.29±0.04

0.21±0.03

10.119

0.000

0.30±0.03

0.14±0.02a

28.066

0.000

D-lac (mg/L)

15.45±2.05

10.04±1.34

13.971

0.000

15.61±2.14

5.37±0.74a

28.602

0.000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5。

表 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CD3+、CD4+、CD8+T淋巴细胞、CD4+/CD8+

水平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40

40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CD3+ (%)

60.64±5.47

61.36±4.21

0.660

0.517

60.28±5.15

65.85±4.33a

5.236

0.000

CD4+ (%)

31.28±3.59

32.18±2.86

1.240

0.230

31.09±3.64

38.67±3.28a

9.784

0.000

CD8+ (%)

25.68±3.06

24.77±3.06

1.330

0.199

25.29±3.11

24.38±3.32

1.265

0.221

CD4+/CD8+

1.22±0.16

1.28±0.14

1.785

0.090

1.23±0.15

1.59±0.21a

8.823

0.000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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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肠球菌活菌，这些细菌均为肠道生理性细菌，能够

直接补充正常肠道益生菌，紧密粘附于肠黏膜上皮细

胞形成生物屏障，为机体提供必要营养物质，还能竞

争性的抑制致病菌生长，调节肠道菌群。此外，其代

谢产生的乳酸、醋酸等物质还能酸化肠道，降低肝硬

化过程中产生的血氨等碱性有害代谢产物的含量，减

轻相关损伤[12-13]。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与对照组

比较，观察组肠道双歧杆菌、肠球菌、乳杆菌菌落数较

高，酵母样真菌菌落数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明益生菌确实能调节肝硬化患者肠道菌群，

促进正常有益菌群生长，抑制其他菌群生长，从而对

肠黏膜微生物屏障起到保护作用。肝功能方面，观察

组患者Child-Pugh评分及血清ALT、AST、TBil水平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益

生菌能有效减轻肝脏损伤程度，改善患者肝脏功能，

有利于延缓病情发展，改善患者预后。

肠黏膜机械屏障由黏膜上皮细胞以及细胞间紧

密连接等构成，其生理基础是肠黏膜的完整性，正常

情况下只允许少量水溶性物质通过，而肝硬化能导致

肠黏膜通透性增加，发生功能障碍。DAO、ET、D-lac

均为评价肠道通透性变化及屏障功能损伤状态的常

用指标。DAO属于一种细胞内酶，活性较高，主要分

布于小肠黏膜上层绒毛中，生理情况下血中含量较

少，肠黏膜细胞损伤可导致DAO被释放入血，使得血

液中DAO含量增加；ET为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壁内脂

多糖成分，肝硬化引起的肠道菌群紊乱，导致细菌大

量繁殖，释放过多ET，并通过受损的肠黏膜进入血液

循环，血液中含量可用于判断病情程度[14]；D-lac也与

细菌大量增殖有关，其为肠内细菌无氧酵解产物，血

液含量也与屏障功能损伤程度相关，但准确性较

DAO、ET稍差。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与对照组比

较，观察组患者血清DAO、ET、D-lac水平较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益生菌能降低肠黏膜通透

性，修复受损的肠黏膜机械屏障。

肠相关淋巴组织和弥散免疫细胞组成了肠黏膜

免疫屏障的结构基础，正常情况下，能够分泌大量细

胞因子和免疫球蛋白，限制肠道病原体入侵，防止相

关感染的发生，该作用与正常肠道菌群对免疫细胞的

激活有关。肝硬化发生后肠道菌群紊乱，肠道黏膜损

伤，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免疫屏障功能受损。本研

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中CD3+、CD4+T淋

巴细胞、CD4+/CD8+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表明益生菌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细胞

免疫功能。该作用可能与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正常菌

群激活机体免疫细胞，使得肠黏膜免疫屏障功能恢复有

关，这与郭梅等[15]的研究结果相类似。

综上所述，益生菌能有效改善肝硬化患者的肝功

能，调节肠道菌群，降低血清DAO、ET、D-lac水平，降

低肠道通透性，提高细胞免疫功能，有利于肠道黏膜

微生物屏障、免疫屏障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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