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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人血清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用于自身免疫性肝炎的诊断及预后判断
的可行性,旨在为自身免疫性肝炎(autoimmune hepatitis, AIH)患者的临床诊疗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6 年 8 月 1

日—2019 年 8 月 1 日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确诊的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及健康体检者的血液标本,根据比色
法检测患病组及健康对照组的血清总 SOD 水平,并收集两组的肝功能、血清免疫球蛋白 G 等相关临床数据。 所有
AIH 患者入院后均参照治疗标准予以规范化治疗并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参照标准评估预后情况。 结果

( 1) 血

清总 SOD 在 AIH 组的表达低于健康对照组,AIH 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2) AIH 患者
血清总 SOD 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红素、碱性磷酸酶、γ 谷氨酰转肽酶、免疫球蛋白 G 呈
负相关(P<0. 01)。 (3) 血清总 SOD 检测对 AIH 的诊断有价值。 灵敏度为 78. 85%,特异度为 83. 64%,Youden 指数
为 0. 625。 (4) 血清总 SOD 检测对 AIH 预后判断有意义。 AIH 患者中,疾病恶化风险因 SOD 降低这一暴露因素而
增加。 SOD 水平高于 115 U / mL 的 AIH 患者预后良好,反之预后不良。 结论

血清总 SOD 可能对 AIH 的诊断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并有望成为 AIH 预后判断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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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um total superoxide dismutase level in patients with
autoimmune hepatitis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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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serum levels of total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in patients

with autoimmune hepatitis( AIH)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Fifty-two patients with AIH

diagnosed in Shanghai Tenth Peoples Hospital between August 2016 and August 2019 and 55 healthy

subject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Serum total SOD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colorimetry, and clinical
data and laboratory testing resul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llected. The values of serum total SOD
levels in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AIH were analyzed. Results

Serum total SOD level in the AIH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 P < 0. 05) . Serum total SOD level in AIH
patient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LT, AST, total bilirubin, alkaline phosphatase, γ-glutam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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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eptidase, and IgG( P<0. 01) .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of serum total SOD in diagnosis of
AIH was 0. 89, 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Youden index were 78. 85%, 83. 64%, and 0. 625

respectively. The prognosis of AIH patients with reduced SOD level ( < 115 U / ml ) had poorer
prognosis. Conclusion

Serum total SOD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AIH are lower than healthy subjects,

which may be of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iagnosis of AIH and is expected to be one of the
prognostic indicators for AIH.
【 Key words】 hepatitis; autoimmunity; superoxide dismutase; diagnosis; prognosis
自身免疫性肝炎 ( autoimmune hepatitis, AIH)

是一种病因不明、由免疫介导、累及肝脏实质的特发
性疾病。 AIH 的临床特征为反复转氨酶异常、高免

组: 选取符合上述指标的 52 例 AIH 患者,年龄 20 ~

80 岁;男性 7 例,女性 45 例。 收集的指标包括患者
的确诊时的血清 SOD、IgG 水平,患者入院后均参照

疫球蛋白 G( immunoglobulin G, IgG) 和 / 或 γ 球蛋

治疗标准治疗,并常规予以疏胆利肝治疗,对症处理

。 自身

3 个月随访 1 次,检测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a-

6) ,其分布呈全球性,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但临床

(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 IgG 水 平, 以 判

白血症,血清自身抗体阳性等。 组织学上以肝小叶
界面炎及汇管区浆细胞浸润为主要特征

[1]

免疫性肝炎多见于女性,男女发病比例约为 1 ∶ ( 4 ~

研究表明大部分患者年龄大于 40 岁。 AIH 的亚分
类是基于现有的自身抗体谱

[1]

,目前检测到的主要

自身抗原没有一种是肝脏特异性的,只有极少数是疾
病特异性的

[2]

,因此自身抗体不能单独用于诊断该

病。 AIH 目前尚没有特异性的诊断标志物,是参照国
际自身免疫性肝炎诊断计分标准进行诊断

[3]

。

AIH 以缓慢起病,症状轻重不一,轻者可无任何
不适症状,重者除上腹部不适、黄疸等症状外可合并
有腹水、肝性脑病。 严重的 AIH 患者在未经治疗的

并发症如腹水、消化道出血等。 以上患者疗程中每
nine aminotransfease, ALT) 或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断病情。 治疗维持至 AST 或 ALT、IgG 水平降至正
常值。 (2) 健康对照组( NC 组) : 收集 2016 年 8 月

1 日—2019 年 8 月 1 日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

院体检中心体检的正常人血检生化资料 55 例,女性 46

例,男性 9 例,年龄 20 ~ 80 岁,其年龄性别与 AIH 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血清 SOD 水平在正常范围
(129~216 U / mL),且标本采集 1 年后未发现 AIH。

1. 2

研究方法

按生化检验需求,嘱患者采血前一日晚 10 点后

情况下,确诊后半年内的病死率高达 40%。 因此,及

禁食禁水,采血当天清晨 7 点抽取空腹血 5 mL,存

情进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设计了本项前瞻性研

测血清总 SOD 活性,以活性 129 ~ 216 U / mL 为参考

时诊断并评估预后,尽早给予规范化治疗,对于延缓病
究,对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在
AIH 诊断和预后中的意义加以探索。
1
1. 1

于 EDTA 抗凝管中,离心收集血清。 应用比色法检
指标,低于下限值 129 U / mL 为阳性。

1. 3

统计学处理

本试验数据采用 SPSS 19. 0 统计软件处理,性

资料与方法

别均衡性比较、SOD 与预后分析采用 χ 2 检验;年龄

研究对象

均衡性比较、AIH 组与健康对照组临床资料比较、

收集 2016 年 8 月 1 日—2019 年 8 月 1 日在同

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确诊的自身免疫性肝炎

52 例,55 例健康对照病例来自于同期在该医院体检
中心的健康体检者。

纳入及治疗标准参照 2008 年国际自身免疫性

肝炎小组提出的 AIH 简化诊断积分系统诊断;治疗

AIH 组和健康对照组 SOD 水平比较采用 t 检验;对
AIH 组血清 SOD 水平与 AIH 患者临床指标进行相
关性分析;血清 SOD 检测对 AIH 的诊断价值使用
ROC 曲线判断,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方案参照 2015 年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中华医学

2. 1

表的《 自身免疫性肝炎诊断和治疗共识》 。

组 55 例( 男性 9 例,女性 46 例) ,组间患者性别、年

会消化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共同发
纳入对 象 的 资 料 收 集 及 分 组 如 下。 ( 1) A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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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均衡性比较
AIH 组 52 例( 男性 7 例,女性 45 例) ,健康对照

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有可比性,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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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病例组与对照组的人口学对比
Tab. 1 Demographic comparison between cas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参数
男
女
年龄 / 岁

2. 2

Tab. 2

AIH 组( n = 52)

NC 组( n = 55)

χ2 / t

P

7(13. 5%)

9(16. 4%)

0. 177

0. 674

ALT / (U·L-1 )

-0. 238

0. 813

总胆红素/ (μmol·L-1 )

45(86. 5%)

51. 98±8. 23

46(83. 6%)

52. 35±7. 65

两组临床资料比较
两组 研 究 对 象 的 资 料 比 较, AIH 组 患 者 的

ALT、AST、总胆红素、碱性磷酸酶、γ 谷氨酸转肽
酶、血清 IgG 较健康对照组均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P<0. 05) ,见表 2。

2. 3

两组 SOD 水平比较

血清总 SOD 在 AIH 组的表达低于健康对照组

( t = - 9. 363,P<0. 05) ,AIH 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Fig. 1

2. 5

表 2 病例组与对照组临床资料对比
Comparison of clinical data between cas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 x±s)
AIH 组

参数

AST / (U·L )

-1

碱性磷酸酶/ (U·L )
(U·L-1 )

IgG / (g·L-1 )

2. 4

t

P

166. 6±95. 27 18. 90±7. 00 11. 157 <0. 001

-1

γ 谷氨酸转肽酶/

NC 组

155. 3±86. 95 21. 16±6. 68 11. 099 <0. 001
39. 97±44. 21 10. 37±4. 14

4. 808

<0. 001

170. 1±40. 98 81. 05±17. 10 14. 521 <0. 001
143. 2±68. 31 27. 66±10. 08 12. 080 <0. 001
30. 32±7. 66 11. 55±2. 48 16. 855 <0. 001

AIH 组血清 SOD 水平与 AIH 患者临床指标

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 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 AIH 患者血清总
SOD 与 ALT、AST、总胆红素、碱性磷酸酶、γ-谷氨酰

转肽酶、IgG 呈负相关(P<0. 01),r 值分别为 -0. 745、
-0. 741、-0. 481、-0. 564、-0. 682、-0. 568,见图 1。

图 1 AIH 组血清 SOD 与各临床指标相关性线性分析
Linear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SOD and clinical indexes in AIH group

血清 SOD 水平对 AIH 的诊断价值
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 receiver operating charo-

uteristic, ROC) 曲线分析,血清总 SOD 曲线下面积
为 0. 89,与 ROC 曲线下面积 = 0. 5 比较有统计学意

2. 6

血清 SOD 检测对 AIH 预后判断的意义
本研究选取了临床表现、肝功能、球蛋白水平作

为预后判断的依据,对 52 例 AIH 患者治疗前后的
上述指标进行了对比。 观察应答的时间点为患者经

义,说明其有诊断价值,见图 2。

规范化治疗出院后第 6 个月末。 对不同 SOD 水平

常的有 11 例,55 例健康对照中 SOD 降低的有 9 例,

统计学意义,见表 3。 OR 值为 10. 88,提示疾病恶化

52 例 AIH 患者中 SOD 降低的有 41 例,SOD 正

SOD 正常的 有 46 例, 算 得 灵 敏 度 ( 真 阳 性 率) 为

患者的预后情况进行 χ 2 检验,结果显示 P<0. 05,有
风险因 ROC 降低这一暴露因素而增加。 AIH 患者

78. 85%,特异度( 真阴性率) 为 83. 64%,Youden 指

中,预后良好( 缓解) 和预后不良( 未缓解) 两类人群

价值。

指数显示最大值为 0. 903。

数为 0. 625,说明该诊断试验真实性可,有临床应用

SOD 的 Cut-off 值结果为 115 U / mL,此时 You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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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常的不典型患者存在漏诊的可能,或许可以通
过其他相关血清学指标协助临床诊断。
同时,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临床表现变化多,病
情发展较隐匿,医院应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从而有
效评估其病情状况。 自身免疫性肝炎的治疗效果优
于其他自身免疫性肝病,研究发现,有 80% 的早期
AIH 患者单纯使用糖皮质激素或联合硫唑嘌呤就能
缓解,部分患者对治疗的持续反应可能出现纤维化
的消退。 因此,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在确诊后,及时
的预后判断对其早期治疗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
图2

血清 SOD 水平对 AIH 的诊断价值的 ROC 曲线
Tab. 2 ROC curve of serum SOD level
in the diagnosis of AIH
表 3 AIH 患者治疗后预后情况分析
Tab. 3 Analysis of prognosis of AIH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组别

缓解

SOD 正常

9

SOD 降低

12

未缓解
( 去除死亡)
2

27

死亡

生存率

0

100%

2

95%

讨

判断预后的方法,理想的预后判断方式应操作简便、
安全、价格低廉及具有良好的患者依从性。
氧化应激是指机体内来自分子氧的游离基或细
胞内活性氧类(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过度
产生和( 或) 抗氧化防御功能减弱,引起两者之间平

χ2

P

9. 948

0. 002

完全缓解的判断标准中,生化缓解参照 2015 年中华医学会肝病
学分会等共同发表的《 自身免疫性肝炎诊断和治疗共识》 ,临床上可
行的完全缓解的生化标准为 ALT / AST、IgG、胆红素和球蛋白水平恢
复正常;另,临床表现缓解的标准为腹胀、纳差、黄疸等症状消失

3

前,仍没有一种可广泛应用于 AIH 患者确诊后早期

论

衡严重破坏,造成组织细胞损伤的一种状态。 氧化
应激在 AIH 进展中的作用已有相关研究。 在慢性
病毒性肝炎 [8]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9-10] 和酒精性
肝病 [11] 中已观察到氧化应激。 炎症和脂质过氧化
产物如丙二醛或 4 羟基壬烯醛( 或其加合物) 产生
的 ROS 可直接激活肝星状细胞分化成肌成纤维细
胞 [12-13] ,导致纤维化和肝硬化。

SOD 是一种具有特定生物催化功能,首次从牛

AIH 的诊断分型是根据目前的自身抗体谱进行

红细胞中得到的一种含铜蛋白。 1969 年,Mccord 和

的。 AIH 中检测到的主要自身抗原都不是肝脏特异

发生 歧 化 反 应, 因 而 将 其 命 名 为 超 氧 化 物 歧 化

性的,只有极少数是疾病特异性的 [4] ,因此不能用

Fridovich 发现此蛋白能够使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于诊断。 AIH 血清自身抗体主要为抗核抗体( anti-

酶 [14] 。 SOD 是人体内唯一以自由基为底物进行歧

nuclear antibody, ANA) 、抗平滑肌抗体( anti smooth

态呈负相关,兼具抑制氧化应激、减轻炎症的功能。

muscle antibody, ASMA) 等,由于上述自身抗体特
异性差,因此某种自身抗体阳性并不能确诊 AIH。
1993 年 IAIHG 制订了 AIH 的诊断积分系统及描述
性诊断标准,并于 1999 年进行了更新 [5] 。 为了在临
床实践中推广应用,2008 年 IAIHG 提出了新的 AIH

简化诊断积分系统。 简化诊断积分系统分为自身抗
体、肝组织学改变、血清 IgG 水平及排除病毒性肝炎
等 4 个部分,共计 8 分,每个组最高计 2 分。 积分达

化反应的酶,是自由基的清除剂,它与自由基代谢状
其基因多态性已被证实与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肝
纤维化程度有关 [15] 。 由于 AIH 患者体内自由基大
量增多,SOD 清除自由基而被大量消耗,血清 SOD

异常的检出往往早于临床症状的出现,它的发生发
展与机体氧化应激有关。 本研究拟探讨血清 SOD
与 AIH 诊断及预后的关系,阐明 AIH 患者检测血清
SOD 的临床意义以更好地应用于临床工作。
本研究结果显示,AIH 组血清总 SOD 水平显著

6 分者为“ 可能” 的 AIH;积分不低于 7 分者即可确

降低,AIH 组血清总 SOD 值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差异

究结果显示,使用简化积分系统确诊自身免疫性肝

肝病患者存在 SOD 活性下降或含量减低[4,9,15-16] ,本

诊 AIH

[6]

。 我国一项慢性肝病患者的多中心临床研

炎,灵敏度可达 90%,特异度可达 95% [7] 。 但简化
积分系统对自身抗体滴度低或血清 IgG 水平较低甚
· 486·

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国外已有相关文献报道,
研究进一步在 AIH 患者中得到了证实。 本研究发
现,AIH 患者血清总 SOD 较健康对照组低,提示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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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 的降低可能与 AIH 的发生有关。 SOD 是一种

算了 AIH 患 者 中 预 后 良 好 和 预 后 不 良 两 类 人 群

具有特殊功能的生物酶,它能有效催化氧自由基并

SOD 值的 Cut-off 值,结果为 115。 因此,根据本实

生成 O 2 和 H 2 O 2 ,进而防止超氧离子造成的细胞损
伤。 抗氧化体系失衡或氧自由基产生过多时将导致
多种疾病发生

[17-22]

。 病理情况下,体内自由基产生

验结果,认为 SOD 水平高于 115 U / mL 的 AIH 患者
预后良好,反之预后不良。 其机制可能为自由基生
成和清除之间的不平衡引起氧化应激,从而增加氧

过量,机体需要消耗更多的 SOD 来清除氧自由基以

化产物的形成,减少或耗尽内源性抗氧化保护机制。

保护组织免受损伤。 AIH 的发生发展与机体抗氧化

高反应性的自由基可通过磷脂膜过氧化和蛋白质、

功能障碍有关,免疫损伤常导致患者体内自由基激

DNA 氧化损伤细胞, 由此可能导致疾病的恶性转

增,并且肝功能低下导致 SOD 生成减少或功能低

化 [23] 。 基于这些发现,我们有理由认为氧化应激水

下,SOD 异常往往早于临床症状的发生,故在实际

平的升高可通过诱导凋亡通路促进 AIH 的炎症反应

临床工作中,血清 SOD 活性检测有望作为辅助检测

和肝损伤。 低 SOD 水平和肝纤维化之间可能通过氧

AIH 的手段。 本研究根据 ROC 曲线分析, 血清总

化应激途径存在潜在联系。 了解这一复杂途径也可

SOD 曲线下面积为 0. 89,有诊断价值。 算得灵敏度

78. 85%,特异度 83. 64%,Youden 指数为 0. 625,说明

能为补充抗氧化剂这一治疗干预手段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表明,血清 SOD 的降低可能参与了 AIH

该诊断试验有临床应用价值,血清 SOD 检测可能对

的发病,在临床实际工作中,作为一项可操作性强和

AIH 的诊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可与其他相关检查

准确性高的实验室检查,血清 SOD 检测有望作为辅

一起,对 AIH 起辅助的诊断作用。

助检测的手段,用于 AIH 的早期诊断及预后判断。

通过收集 AIH 患者的相关临床指标并进一步
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AIH 患者血清总 SOD
与 ALT、AST、总胆红素、碱性磷酸酶、γ 谷氨酰转
肽酶、IgG 呈 负 相 关 ( P < 0. 01) 。 在 临 床 诊 疗 过 程
中,AIH 患者的肝功能及 IgG 水平常被用来进行病
情评估。 选择性 IgG 升高是 AIH 最为突出的血清
免疫学特点,通常为正常水平的 1. 5 倍以上。 血清
IgG 水平可反映肝内炎症活动程度,该指标不仅有
助于 AIH 诊断, 对 于 评 估 病 情 也 具 有 重 要 参 考 价
值。 Pearson 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患者血清 SOD 与
肝功能及 IgG 水平呈负相关,其具体原因和机制仍
未明确,但这为 AIH 的病情评估提供了新思路。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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