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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肝硬化高氨血症及 

肝性脑病发病的相关性研究 

杨存社 曹栓余 贺小娟 王永席 张永利 

【摘要】 目的 了解幽门螺旋杆菌(HP)感染与血氨水平及肝性脑病(HE)发病的相关性，探讨根除 HP 

对血氨水平和HE发病的影响。方法 收集 368例肝硬化患者，记录其性别、年龄、数字连接试验(NCT)结果、 

HP感染率、肝功能Child—Pugh分级、血氨水平和 HE情况。HP阳性患者予以奥美拉唑+克拉霉素+阿莫西 

林 1周根除治疗，1个月后复查”c尿素呼气试验，记录患者的神经、精神症状和血氨水平。结果 ①本组肝硬 

化患者的 HP感染率为 70．1 (258／368例)；HE发生率为 51．4 (189／368例)；未发生 HE的肝硬化患者 

中，179例进行了NCT，检出亚临床肝性脑病(sHE)患者 85例(占47．5 )。②HP阳性肝硬化患者血氨浓度 

[(79．3士61．8)umol／L~显著高于 HP阴性者[(52．7±49．8)~mol／L，P<0．01]；根除HP后血氨水平明显下 

降[(52．6士36．5)~mol／L，P<O．01]。HP阳性和 HP阴性肝硬化患者 HE发生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59．6 

比 31．8 ，P<O．01)；根除 HP后 HE发生率降至 32．8 ，与根除前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O．01)。③HE、 

SHE和肝硬化患者的HP感染率分别为 81．5 、68．5 和 53．9 (P均<O．05)，HE患者的血氨水平[(96．6± 

78．2)t~mol／L3显著高于 sHE患者 [(60．5士5O．4)~mol／L]和肝硬化患者 [(46．8±36．4)~mol／L，P均< 

0．01]。结论 HP感染可加重肝硬化高氨血症，促成 HE发作，根除 HP有助于治疗和预防肝硬化 HE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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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correlation between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hyperamm onemia and hepatic encephal0pathy 

in cirrhotic patients Y ANG Cun—she ，CAO Shuan— u，H E Xiao—juan，w ANG Yong—xi，Zhang Yong— 

li． Department of Digestive Medicine，Central Hospital of Xianyang，Xianyang 712000，Shannxi，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helicobacter pylori(HP)infection，blood 

ammonia concentrations，and hepatic encepha1opathy (HE) status，an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HP 

eradication on blood ammonia 1evels and HE status in cirrhotic patients．Methods Three hundred and 

sixty—eight cirrhotic patients were enrolled．Patients were evaluated for the demographic profile，number 

connection test(NCT)，HP infection，Child—Pugh degree of 1iver dysfunction。blood ammonia concentration 

and status of mentation．Patients with HP infection were given one week therapy with omeprazole plus 

clarithromycin and amoxicillin．13 C urea breath test was performed，and the menta1 symptoms and blood 

ammonia 1evels were reassessed after the eradication therapy．Results ①The overal1 HP infection rate was 

7O．1 (258／368 cases)，and HE positive in 51．4 (189／368 cases)．Subclinica1 hepatic encepha1opathy 

(SHE)was diagnosed in 85 out of 19(47．5 )cirrhotics patients．⑦ Blood ammonia concentrations in HP 

negative and HP positive cirrhotics were(52．7± 49．8)~mol／L and (79．3± 61．8)~mol／L，respectively 

(尸<O．O1)，and it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o (52．6± 36．5)umol／L after HP eradication therapy 

(尸< O．O1)．HE was more frequently found in patients with HP infection than without it (59．6 vs． 

31．8 ，P<0．01)．HE rate were significantly dropped to 32．8 after HP eradication(P<0．01)．③HP 

prevalenc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t among cirrhotics with HE (81．5 )，those with SHE (68．5 V0)，or 

without HE (53．9 ) (P < O．O5)．The 1eve1 of blood ammonia had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among the 

cirrhotics with HE [(96．6士 78．2)~mol／L]，those with SHE [(6O．5士5O．4)umol／L]，or without HE 

[(46．8士36．4)~mol／L，both P< 0．05]．Conchsion HP infection aggravates elevated blood ammonia 

concentration and hepatic encepha1opathy in cirrhotic patients．HP eradication may be helpfu1 in th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HE in cirrhot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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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旋杆菌(HP)不但是慢性 胃炎的重要致 

病菌，且与诸多胃外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关。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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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慢性肝病尤其是肝硬化患者中，胃黏膜 HP感 

染率明显增高n 。肝硬化并发 HP感染时血氨水平 

明显增加，根除 HP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氨水 

平 。但也有认为HP感染对肝硬化患者血氨水平 

无显著影响，HP感染的产氨水平还不足以导致高 

血氨状态。 。本研究拟探讨肝硬化患者 HP感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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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氨和肝性脑病 (HE)的关系 ，报告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对 2003年 1月一2O06年 7月本院 

368例肝硬化住院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肝硬化诊 

断按 2002年中华肝脏病学会制定的标准。排除标 

准：有严重心、肺、脑、肾疾病者；有严重 HE(3期和 

4期)；近 2周内接受 HP根除治疗；近期有重大手 

术史，如脾切除术；严重上消化道出血，内科保守治 

疗无效者；近 2周服用镇静药、安眠药、免疫抑制剂 

等或酒精性肝病仍持续酗酒者；已使用降血氨药、支 

链氨基酸、乳果糖和肠道微生态制剂者；孕妇、哺乳 

期妇女及依从性差者；其他精神心理障碍者。HP感 

染按 2003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制定的标准， 

包括血清 HP抗体(IgG抗体)、坞C尿素呼气试验、 

胃黏膜快速尿素酶试验或组织学 Warthin～Starry 

银染，结果中有两项阳性者为 HP感染。 

1．2 方 法 

1．2．1 资料收集和处理：记录患者性别、年龄、职业 

和肝硬化病因、血常规及血生化检测结果、HP感染 

情况、肝功能 Child—Pugh分级(A、B和 C级)、血 

氨水平、数字连接试验(NCT)结果和 HE情况。全 

部研究对象均接受常规护肝对症治疗，以及低盐、低 

蛋白饮食控制。HP感染患者行 HP根除治疗后 1个 

月重新记录其神经、精神症状，测定血氨水平。 

1．2．2 血氨水平测定：低蛋白饮食 1 d后，次 FI清 

晨空腹抽肘静脉血 3 ml，测定血氨浓度。 

1．2．3 NCT 检测：采用 Lonn Ho数字 连接 图 

(NCT—A)，要求患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随机 

排列的数字 l～25从小到大按顺序连接起来，记录 

完成所需时间，完成时间>66 S视为NCT异常。 

1．2．4 HE分级：按患者临床表现、脑电图和 NCT 

结果，将患者分为肝硬化无 HE、亚临床肝性脑病 

(SHE)，常规精神、神经功能检查正常，智力测定试 

验异常，即NCT时间超过 66 S和 HE 3个阶段。 

1．2．5 HP感染根治：凡用奥美拉唑 2O nag+克拉 

霉素 0．5 g+阿莫西林 1．0 g治疗，每 FI 2次，连续 

治疗 1周，1个月后复查坞C尿素呼气试验及胃黏膜 

组织 Warthin—Starry银染判定 HP根除情况。 

·423· 

1．3 统计资料分析：应用 SPSS11．0统计软件包。 

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数表示，采用 X 检验；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z±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 

验或方差分析；用 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 HE发 

生的危险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 

2．1 肝硬化合并 HP感染的相关指标：368例肝硬 

化患者中有 258例感染 HP，感染率为 70．1 ；其中 

168例进行了HP根除治疗，根除 155例，根除率为 

92．3 。189例肝硬化 患者发生 HE，发生率 为 

51．4 ；未发 生 HE 的肝 硬化 患者 中 179例进 行 

NCT，共检出 SHE85例，发生率为 47．5 。 

2．2 HP阳性和HP阴性患者的一般临床特征比较 

(表 1)：HP阳性与阴性患者的肝功能Child—Pugh 

分级情况、各种并发症如上消化道出血、肝肾综合 

症、腹水的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P均>0．05)。 

2．3 HP感染与否与恤 氨水平和HE发生率的关系 

(表 2)：HP阴性患者血氨水平和HE发生率均明显 

低于 HP阳性患者(P均<0．01)，根除 HP后血氨 

水平和 HE发生率均明显下降(P均<0．01)。 

表 2 HP感染与血氨水平和 HE发生的关系 

Table 2 Relationship among HP infection，blood 

ammonia concentration and HE status 

注 ：与 HP阳性 比较 ： P< 0．01 

2．4 HE发生与 HP感染和血氨水平的关系(表 3)： 

HE组的HP感染率、Child—Pugh分级和血氨水平 

均明显高于SHE组和肝硬化组；SHE组HP发生率 

和血氨水平高于肝硬化组(P均<0．01)。 

表 3 HE发生与 HP感染及血氨水平的关联性 

Table 3 Relationship among HE status，HP infection 

and blood ammonia concentration 

组别 例数(例)HP感染率( )Child—Pugh~ (A／B／C，例)血氨(；土5，t~mol／L) 

注：与HE组比较： P<0．01；与SHE组比较： P<0．01 

表 1 HP阳性与 HP阴性患者基线资料} 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HP 

注：与HP阴性比较：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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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与 HE发生相关的危险因素：Logistic多因素 

回归分析发现 ，HP感染、肝功能 Child—Pugh分级、 

血氨水平、腹水、上消化道出血、肝肾综合征、血红蛋 

白与 HE发生呈显著相关 (P均<0．05)，为发病 的 

危险因素；而性别、年龄、病因、感染、电解质紊乱、白 

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血糖水平和血尿素氮水平对 

HE发生均无明显影响(P均>0．05)。 

3 讨 论 

研究表明 ，胃内 HP是 胃肠道尿素酶活性 的重 

要来源，因 HP富含尿素酶，若 胃内有大量 HP存 

在，其产氨量足以影响血氨浓度H 。有研究发现，肝 

硬化大鼠胃腔中含 HP在 10 cfu／L时，门静脉和 

外周静脉血氨浓度明显增高 。肝硬化患者 口服尿 

素酶抑制剂乙酰羟氨酸后 ，有 HP感染者血氨水平 

明显下降，无HP感染者血氨水平无明显变化 。有 

人检测肝硬化和脾破裂无肝硬化患者术中门静脉血 

氨水平，结果也证实 HP阳性较 HP阴性肝硬化患 

者的血氨水平显著升高∽ 。本组结果显示，HP阳性 

与 HP阴性 肝硬化 患者 尽管 在年龄 构成 、肝 功能 

Child—Pugh分级及并发症方面差异无显著性，但 

HP阳性患者血氨水平较 HP阴性患者显著升高，说 

明HP感染与肝硬化患者的高氨血症有关。 

肝硬化患者感染 HP后，能否由尿素酶产氨使 

、血氨水平升高进而发生HE，取决于HP定植的密度 

和数量、胃内酸碱环境、胃黏膜对氨的通透性、肝功 

能及侧支循环等方面。结合本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推 

测：肝硬化患者肝功能较差和侧支循环建立时胃内 

如存在大量的HP，血氨不能在肝脏有效代谢，从血 

液循环弥散至肠道的尿素在 HP尿素酶作用下产生 

大量的氨，其产氨量足以影响血氨浓度，最终诱发 

HE 。事实上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促使了HE的发 

生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 ，HP感染重、血氨水平高、 

肝功能 Child—Pugh分级差、腹水、上消化道 出血 、 

肝肾综合征、血红蛋白量下降与 HE发生呈显著 

关，为发病危险因素，可能与本组住院病例上消化道 

出血发生率偏高有关；感染、电解质紊乱等因素可能 

为 HE发生的重要诱因，并不是独立的主要危险因 

素，此结果与国内外文献报道不一致。归根结底 HP 

能否作为 HE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与入选病例 

的临床特征不同有关。 

既然 HP感染与高氨血症和 HE发生密切相 

关，从理论上推测根除HP对降低 HE患者高氨血 

症的发生率有一定作用。Ito等凹 最早对 HP感染的 

肝硬化 HE患者采取了 HP根除治疗，结果为血氨 

水平下降，HE同时恢复，随访 5个月未复发。而有 

学者提出根除HP引起的血氨水平下降不全归因于 

根除 HP，可能与抗生素对 胃肠道细菌的抑制有关 。 

为了克服上述缺陷，Miyaji等⋯的实验更加严谨，对 

肝硬化高氨血症患者先予卡那霉素清除肠道细菌， 

予低蛋白饮食、乳果糖和静脉用支链氨基酸后再行 

HP根除治疗 ，结果 HP根除后血氨和 胃液 内氨的水 

平显著降低，维持长达 12周。乳果糖或肠道微生态 

制剂 能改变 患者 的肠 道菌群 ，减少 氨 的形 成 和吸 

收 ，我们筛选病例时已排除包括上述因素在内的 

可能影 响实验结果 的情况 ，结果发现根除 HP后血 

氨水平较 HP阳性组显著下降，HE发生率也相应显 

著下降至 32．8％。因此 ，对 胃内 HP数量多，肝功能 

Child—Pugh分级较差 的 HE患者 ，在常规治疗病 

情无改善的情况下，根除HP有益于降低血氨水平， 

表明根除 HP极有可能为治疗和预防 HE发生另辟 

蹊径。但因本研究所选样本偏小，肝功能 Child— 

Pugh分级欠均匀 ，对 HP感染和 HE发生的相关性 

研究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 ，HP感染与肝硬化 高氨血 

症及 HE发病的确切关系有待通过扩大临床试验、 

加强科研设计的严谨性来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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