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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epatic amyloidosis in Chinese patients.
METHODS: Relevant data for Chinese patients
with hepatic amyloidosis diagnosed from 1981
to 2012 were retrieved from a Chinese biomedical database and analyzed.
RESULTS: Major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hepatic amyloidosis were unspecific, including
fatigue, abdominal distension, anorexia and
weight loss. Hepatomegaly (95.5%), splenomegaly (34.8%) and shifting dullness (42.4%) were
common in physical examination. Laboratory
tests often revealed apparently elevated serum
alkaline phosphatase (662.94 U/L ± 620.86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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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 and glutamyltranspeptidase (687.34 U/L
± 873.91 U/L; 71.2%). Approximately 76.2% of
patients had either a serum or urine monoclonal protein. Liver biopsy is the golden standard
for the diagnosis of this disease. The Congo red
staining was often positive. Amyloid deposition
was mainly located in the sinusoid and interstitium (54.8%). The misdiagnosis rate was 45.5%.
The major cause of death was multiple organic
failure.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hepatic amyloidosis often show no specific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r laboratory and imaging features, which results in a high misdiagnosis rate. When a patient
has hepatomegaly and elevated alkaline phosphatase and glutamyltranspeptidase, hepatic
amyloidosis should be considered even if other
liver function parameters are almost normal.
Liver biopsy has been suggested to be the only
means to confirm the diagnosis.

■背景资料

肝淀粉样变性临
床误诊率高, 其原
因主要是对肝淀
粉样变性的认识
不足, 肝淀粉样变
性临床表现错综
复杂, 临床特点及
影像学检查缺乏
特异性, 少数情况
只浸润单一器官.
早期诊断治疗有
助于延长患者生
存期.

© 2013 Baishideng.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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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中国人肝淀粉样变性的临床特点,
提高临床诊断率.
方法: 在中国医学文献数据库(CNKI)中检索
1981-2012年中国人肝淀粉样变性临床资料并
进行回顾性分析.
■同行评议者

结果: 临床表现主要为乏力、腹胀、纳
差、消瘦等非特异性症状. 体格检查中肝大
(95.5%), 脾大(34.8%), 移动性浊音(42.4%)多
发. 实验室检查中碱性磷酸酶明显升高, 平均
662.94 U/L±620.86 U/L(80.3%), 谷氨酰转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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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淀粉样变性的
发病机制尚不十
分明确, 每种类
型的肝淀粉样变
性发病机制均不
相同. 认为年龄
与肝淀粉样纤维
形成有关, 存在
一个与年龄相关
的触发点, 一旦
发病则进展迅速.
性别与肝淀粉样
变性无明显关系.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3年5月8日

第21卷

第13期

酶升高, 平均687.34 U/L±873.91U/L (71.2%).
轻链检测阳性率为76.2%. 活检病理检查是唯
一确诊手段, 刚果红染色阳性, 淀粉样物质沉
积主要部位在窦状隙和间质(54.8%). 66例患
者中, 误诊率达45.5%, 死亡原因主要是心、
肝、肾多脏器功能衰竭.

库、万方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结论: 肝淀粉样变性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缺
乏特异性, 临床误诊率高. 肝脏明显肿大伴碱
性磷酸酶、谷氨酰转肽酶明显升高, 其他肝功
指标轻度异常时, 应考虑肝淀粉样变性, 及时
肝活检可以避免误诊.

(3)经活检病理证实为肝淀粉样变性; (4)对重复

© 2013年版权归Baishideng所有.

例资料交代不清楚.

关键词: 肝脏; 淀粉样变性; 误诊; 活检

病分类、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确诊方法、误

核心提示: 肝淀粉样变性通常表现不明原因的体
重减轻、早饱、右上腹饱胀, 肝脏明显肿大、碱
性磷酸酶升高. 电子计算机体层摄影(computer
tomography)、核磁共振成像(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等影像学检查无特异性改变.
肝淀粉样变性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缺乏特异性,
临床误诊率高. 应注意同肝硬化、肝癌等疾病的
鉴别. 病理检查为肝淀粉样变性确诊的唯一依据.
肝脏明显肿大伴碱性磷酸酶、谷氨酰转肽酶明
显升高, 其他肝功指标轻度异常时, 应考虑肝淀
粉样变性, 及时肝活检可以避免误诊.
王慧慧, 田字彬, 丁雪丽, 荆雪, 孔心娟, 张翠萍, 魏良洲, 赵清喜. 中

维普数据库等公开发表的中文文献, 并辅以文
献追溯和手工检索的方法, 对相关的参考文献
严格按照文献纳入、排除标准来筛选. 文献纳
入标准: (1)有关肝淀粉样变性的个案报道; (2)患
者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等临床资料详尽;
报道的文献, 选择其中最为详尽的报道文献进
行分析. 文献排除标准: (1)临床特点分析及回顾
性研究, 无具体病例资料; (2)其他器官淀粉样变
性, 或未经病理证实合并肝淀粉样变性者; (3)病
1.2 方法 对肝淀粉样变性患者的一般资料、疾
诊情况、治疗及预后各方面进行回顾性分析.
统计学处理 采用S P S S17.0统计软件进行
处理,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 计量资料采用
mean±SD表示.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收集符合标准的文献原文, 统计共
64例, 我院消化科确诊2例, 共66例. 其中男41例,
女25例, 年龄15-76岁, 平均51.1岁.
2.2 分类 原发性64例, 均未发现自身免疫病、慢
性感染、恶性肿瘤或其他相关伴随病证据, 无
家族遗传病史. 继发性2例, 继发于多发性骨髓

国人肝淀粉样变性的临床特点.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3; 21(13):

瘤, 其中1例行高锰酸钾试验.

1261-1265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1/1261.

2.3 临床表现 最常见的主诉症状依次为: 乏力

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1.i13.1261

(69.7%), 腹胀(69.7%), 纳差(56.1%), 体质量下降
(47.0%), 双下肢水肿(30.3%)(表1). 66例肝淀粉

0 引言

样性患者, 除肝、脾受累外, 还同时有肾脏、心

淀粉样变性是多种原因引起的一组临床症候群,

脏及皮肤等受累的表现. 以上受累脏器中, 以肾

其特点为特异性糖蛋白纤维即淀粉样物质在细

脏受累最多, 占53.0%. 心脏其次, 占34.8%(表2).

胞外组织中沉积, 可以沉积在局部或全身多器官,

肝大63例(95.5%), 脾大23例(34.8%).

病程可呈良性或恶性. 淀粉样物质侵犯肝脏, 沉

2.4 实验室检查 白蛋白降低者占54.5%, 平均

积于肝细胞之间或网状纤维支架时称为肝淀粉

25.31 g/L±5.80 g/L. 碱性磷酸酶升高者占80.3%,

样变性. 肝脏是淀粉样变性最常侵犯的部位之一.

平均662.94 U/L±620.86 U/L; 谷氨酰转肽酶升

肝淀粉样变性误诊率高, 原因主要为临床表现缺

高者占71.2%, 平均687.34 U/L±873.91 U/L; 天

乏特异性, 且临床医师对其认识不足, 延误诊治.

冬氨酸转氨酶升高者占54.5%, 平均115.53 U/L

本文收集了国内64例确诊肝淀粉样变性的个案

±85.31 U/L; 丙氨酸转氨酶升高者占27.3%, 平

[1-15]

报道

, 结合我院消化科确诊的2例肝淀粉样变

性, 对其临床特点进行分析, 以指导早期诊断.

均142.07 U/L±158.21 U/L; 总胆红素升高者占
47.0%, 平均127.62 μmol/L±175.66 μmol/L, 其
中61.3%以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 尿蛋白阳性者

1 材料和方法

占63.6%. 15例记录24 h尿蛋白结果, 平均4.96

1.1 材料 以“肝淀粉样变”或“淀粉样变性”

g/24 h±6.47 g/24 h. 28例血红蛋白降低, 其中

为主题词, 检索在中国知网(C N K I)全文数据

男19例, 平均67.70 g/L±32.15 g/L; 女9例,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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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6例肝淀粉样变性患者临床表现

n

主要临床表现

表 2

发生率(%)

一般表现

■应用要点

66例肝淀粉样变性患者受累部位

受累部位

n

肾脏

35

乏力

46/66

69.7

心脏

23

体质量下降

31/66

47.0

皮肤

5

骨髓

4

累及肝脏表现
腹胀

46/66

69.7

胃肠

3

纳差

37/66

56.1

胰腺

2

皮肤巩膜黄染

13/66

19.7

X因子缺乏

2

腹痛

13/66

19.7

眼外肌

1

恶心

7/66

10.6

肺

1

上腹包块

7/66

10.6

子宫

1

尿黄

6/66

9.1

肾上腺

1

血管

1

累及其他脏器表现
双下肢水肿

20/66

30.3

尿少

11/66

16.7

6/66

9.1

心悸、气促

国内有关肝淀粉
样变性的文献多
为个案报道或小
样本临床特点分
析,此文针对国内
确诊肝淀粉样变
性的个案报道, 进
行回顾性研究, 对
指导临床医师进
一步了解肝淀粉
样变性的临床特
点有重要意义.

病到死亡, 平均时间仅7.7 mo. 其中4例因出院
后未复诊, 死亡原因不详. 2例患者行肝移植, 均

85.54 g/L±18.02 g/L. 分别有15例患者出现白细
胞、血小板增多. PT延长者占18.2%. 平均19.33
s±5.21 s. 共有23例血沉增快, 其中男15例, 平均
64.73 mm/h±27.07 mm/h, 女8例, 平均51.88 mm/
h±38.72 mm/h. 25例患者行血脂检查, 发现18例
血脂升高, 阳性率为75.0%. 21例患者通过免疫
电泳, 尿本周蛋白或血、尿轻链定量等进行轻
链检测, 有16例为阳性, 阳性率为76.2%, 5例行
尿本周蛋白检测为阴性(表3).
2.5 其他辅助检查 骨髓穿刺: 29名患者行骨穿
检查, 其中2例提示多发性骨髓瘤, 另有浆细胞
增多者9例; B超和电子计算机体层摄影(computer
tomography, CT)等影像学检查: 缺乏特异性, 多

数提示肝、脾体积增大, 性质不明.
2.6 确诊方法 组织病理检查是确诊的依据. 66例

死于移植术后继发肺部感染. 余14例死亡原因
主要是肾衰、心衰、肝衰等致多脏器功能衰竭,
占42.9%, 其他死亡原因还包括消化系出血、失
血性休克、肺部感染以及胆道感染致感染性休
克等.
3 讨论
肝淀粉样变性发病率很低, 仅为0.7%[16]. 发病年
龄>40岁, 男多于女[17]. 本文66例肝淀粉样变性患
者平均年龄为51.1岁, 男女之比为1.64∶1, 与文献
报道相符.
66例肝淀粉样变性患者中, 64例均未发现自
身免疫病、慢性感染或其他伴随病, 无家族遗
传史, 考虑为原发性可能性大. 2例经骨髓穿刺
证实继发于多发性骨髓瘤. 原发性及继发于多

患者均通过肝穿、手术取大体标本活检或尸检,

发性骨髓瘤的淀粉样变性属A L型淀粉样变性,

刚果红染色阳性, 最后确诊为肝淀粉样变性. 淀

与浆细胞过度增生有关, 蛋白前体为单克隆免

粉样物质沉积部位以窦状隙和间质为主者23例,

疫球蛋白轻链. 前体蛋白异常折叠, 形成一种高

占54.8%, 广泛沉积于小叶及汇管区者13例, 占

度异常的纤维构型, 并自动聚集成原纤维. 前体

30.9%, 以血管壁为主者6例, 占14.3%, 其余24例

蛋白能形成淀粉样原纤维在部分实验中已得到

未详细描述沉积部位.

证实[18]. 原纤维为不溶性, 沉积于不同组织及细

2.7 误诊情况 66例患者中, 30例曾被误诊, 误

胞外, 破坏了正常组织结构, 既剥夺细胞的生存

诊率达45.5%. 其中, 误诊为肝硬化者12例, 占

空间又削弱器官的功能, 同时淀粉样纤维有一

40.0%, 误诊为原发性肝癌者5例, 占16.7%. 其他

定的细胞毒性, 能促进细胞凋亡[19], 形成不同组

误诊为脂肪肝、慢性肝炎、布加氏综合征、慢

织器官的淀粉样变性和临床表现.

性肾炎和缩窄性心包炎等.

肝淀粉样变性多合并其他器官受累, 肾脏

2.8 治疗和预后 66例肝淀粉样变病患者, 虽然经

受累最常见, 表现为肾病综合征、肾功能下降;

细胞毒性药物、对症支持、肝移植等多种治疗,

其次为心脏受累, 表现为充血性心衰、心律失

但预后欠佳. 能追踪到的死亡患者有20例, 从起

常等. 肝淀粉样变性临床症状多为非特异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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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题贴近临
床实践, 有一定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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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肾衰、心衰、肝衰等多脏器功能衰竭.

66例肝淀粉样变性患者实验室检查结果

肝淀粉样变性误诊率高, 应注意同肝硬
化、肝癌等疾病的鉴别. 病理检查为肝淀粉样

n

发生率(%)

白蛋白降低(＜35 g/L)

36/66

54.5

碱性磷酸酶升高(＞125 U/L)

53/66

80.3

谷氨酰转肽酶升高(＞64 U/L)

47/66

71.2

天冬氨酸转氨酶升高(＞42 U/L)

36/66

54.5

位淀粉样物质沉积, 也可以用腹部皮下脂肪针

丙氨酸转氨酶升高(＞60 U/L)

18/66

27.3

吸或直肠活检进行诊断, 这样可以有效降低肝

总胆红素升高(＞17.1 μmol/L)

31/66

47.0

穿出血等并发症的发生 [22]. 肝淀粉样变性是一

尿蛋白阳性

42/66

63.6

血红蛋白降低

28/66

42.4

种少见病, 由于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和影

PT延长

12/66

18.2

血沉增快

23/66

34.8

要对该病有充分认识, 提高警惕, 及时进行活检,

血脂

18/24

75.0

就可以避免误诊.

轻链检测

16/21

76.2

实验室检查
肝功能

变性确诊的唯一依据. 临床怀疑肝淀粉样变性

现为乏力、腹胀、纳差、体质量下降等, 双下

的患者, 如条件允许, 应及时行活检病理检查以
明确诊断. 肝淀粉样变性往往合并身体其他部

像学检查缺乏特异性, 往往容易造成误诊. 但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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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升高程度与肝脏大小不成正比为特点; 白蛋白

5

下降, 与肝脏合成减少, 尿液中丢失有关; 尿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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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阳性, 与肾脏受累有关; 血常规提示中度贫血;
血沉增快; 血脂升高; 血或尿免疫固定电泳等轻
链检测阳性; 骨髓穿刺提示浆细胞增多或多发
性骨髓瘤.
目前淀粉样变性无特异性的治疗方法.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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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支持治疗为原则, 抑制淀粉样物质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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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异常沉积是治疗的目的. 标准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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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口服美法仑和泼尼松, 就总体而言治疗效果
并不理想. 某些细胞毒性药物也被证实具有减
少淀粉样物质沉积的作用[20]. 目前认为最有效的

12
13

治疗方案是大剂量美法仑联合自体干细胞移植,
能有效改善AL型淀粉样变性患者的临床症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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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功能, 有效延长患者中位生存期. 对于继发
性肝淀粉样变性, 积极治疗诱发本病的原发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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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最为重要.
肝淀粉样变性预后差, 发病后未经治疗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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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活1-2年, 国外报道, 肝淀粉样变性的中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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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期是9 mo[21]. 累及肾脏、心脏等重要脏器, 导
致充血性心衰、肾衰, 疾病本身可导致肝功能
进行性衰竭. 晚期多死于继发感染、心功能不
全或多脏器功能衰竭. 本文66例肝淀粉样变性
患者, 追踪到的死亡患者有20例, 从起病到死亡,
平均时间是7.7 mo, 与国外报道相符. 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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