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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 探讨新诊断的 圆 型糖尿病 渊贼赠责藻 圆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皂藻造造蚤贼怎泽袁栽圆阅酝冤 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 渊灶燥灶葬造糟燥澡燥造蚤糟 枣葬贼贼赠 造蚤增藻则

要暂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晕粤云蕴阅冤的代谢特征及与视黄醇结合蛋白 源渊则藻贼蚤灶燥造 遭蚤灶凿蚤灶早 责则燥贼藻蚤灶 源袁砸月孕源冤的关系遥 方法院收集新诊断的 栽圆阅酝 住院患
者 圆员远 例袁根据是否合并 晕粤云蕴阅 分为 栽圆阅酝 伴有 晕粤云蕴阅 组 员源源 例和 栽圆阅酝 不伴 晕粤云蕴阅 组 苑圆 例遥 测量两组患者血压尧体质指

数渊遭燥凿赠 皂葬泽泽 蚤灶凿藻曾袁月酝陨冤尧血脂咱总胆固醇渊贼燥贼葬造 糟澡燥造藻泽贼藻则燥造袁栽悦冤尧甘油三酯渊贼则蚤早造赠糟藻则蚤凿藻袁栽郧冤尧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渊澡蚤早澡 凿藻灶泽蚤贼赠

造蚤责燥责则燥贼藻蚤灶 糟澡燥造藻泽贼藻则燥造袁匀阅蕴鄄悦冤尧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渊造燥憎 凿藻灶泽蚤贼赠 造蚤责燥责则燥贼藻蚤灶 糟澡燥造藻泽贼燥则燥造袁蕴阅蕴鄄悦冤尧脂蛋白 葬渊造蚤责燥责则燥贼藻蚤灶 葬袁蕴责鄄葬冤暂尧

空腹血糖渊枣葬泽贼蚤灶早 遭造燥燥凿 早造怎糟燥泽藻袁云月郧冤尧空腹胰岛素渊枣葬泽贼蚤灶早 蚤灶泽怎造蚤灶袁云陨晕杂冤尧糖化血红蛋白渊匀遭粤员糟冤尧血尿酸渊怎则蚤糟 葬糟蚤凿袁哉粤冤尧肝功能

咱酌鄄谷氨酰转肽酶渊酌鄄早造怎贼葬皂赠造 贼则葬灶泽责藻责贼蚤凿葬泽藻袁酌鄄郧郧栽冤尧丙氨酸转氨酶渊葬造葬灶蚤灶藻 贼则葬灶泽葬则灶蚤灶葬泽藻袁粤蕴栽冤尧天门冬氨酸转氨酶渊葬泽责葬则贼葬贼藻
贼则葬灶泽葬则灶蚤灶葬泽藻袁粤杂栽冤暂及 砸月孕源袁比较上述指标在两组间有无差异袁并对相关指标做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或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分析遥 结果院新诊

断的 栽圆阅酝 伴有 晕粤云蕴阅 患者的 月酝陨尧收缩压尧舒张压均高于 栽圆阅酝 不伴 晕粤云蕴阅 组袁较正年龄尧性别尧月酝陨 后袁栽圆阅酝 伴 晕粤云蕴阅

患者的 栽郧尧栽悦尧云陨晕杂尧胰岛素抵抗指数尧酌鄄郧郧栽尧粤蕴栽尧哉粤尧砸月孕源 显著高于 栽圆阅酝 不伴 晕粤云蕴阅 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圆 组 云月郧尧匀遭粤员糟尧
匀阅蕴鄄悦尧蕴阅蕴鄄悦尧蕴责鄄葬尧粤杂栽 在较正年龄尧性别尧月酝陨 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发现 砸月孕源尧月酝陨尧粤蕴栽 是新

诊断的 栽圆阅酝 合并 晕粤云蕴阅 的独立危险因素遥 栽圆阅酝 合并 晕粤云蕴阅 组的 砸月孕源 与胰岛素抵抗指数尧匀遭粤员糟尧云陨晕杂尧酌鄄郧郧栽尧哉粤 显著

相关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新诊断的 栽圆阅酝 伴有 晕粤云蕴阅 较不伴 晕粤云蕴阅 患者存在明显的胰岛素抵抗袁并与代谢综合征组分渊肥胖尧

高血压尧高脂血症尧高尿酸血症冤相伴发生曰砸月孕源 及 月酝陨尧粤蕴栽 在预测 栽圆阅酝 合并 晕粤云蕴阅 风险方面有重要临床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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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澡藻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则藻贼蚤灶燥造 遭蚤灶凿蚤灶早 责则燥贼藻蚤灶 源 葬灶凿 灶燥灶葬造糟燥澡燥造蚤糟 枣葬贼贼赠 造蚤增藻则 凿蚤泽藻葬泽藻 蚤灶
灶藻憎造赠鄄凿蚤葬早灶燥泽藻凿 贼赠责藻 圆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皂藻造造蚤贼怎泽
杂葬灶早 再蚤择怎葬灶袁酝葬 载蚤葬灶早澡怎葬鄢袁晕蚤 允怎葬灶袁载蚤藻 再怎葬灶袁蕴蚤 载蚤葬燥灶葬袁再怎 蕴蚤灶早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耘灶凿燥糟则蚤灶燥造燥早赠袁贼澡藻 云蚤则泽贼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藻 贼澡藻 皂藻贼葬遭燥造蚤糟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泽 燥枣 灶藻憎造赠鄄凿蚤葬早灶燥泽藻凿 贼赠责藻 圆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憎蚤贼澡 灶燥灶葬造糟燥澡燥造蚤糟 枣葬贼贼赠 造蚤增藻则

凿蚤泽藻葬泽藻 渊晕粤云蕴阅冤 葬灶凿 贼澡藻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则藻贼蚤灶燥造 遭蚤灶凿蚤灶早 责则燥贼藻蚤灶 源 蚤灶 灶藻憎造赠鄄凿蚤葬早灶燥泽藻凿 贼赠责藻 圆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憎蚤贼澡 灶燥灶葬造糟燥澡燥造蚤糟 枣葬贼贼赠

造蚤增藻则 凿蚤泽藻葬泽藻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粤 贼燥贼葬造 燥枣 圆员远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灶藻憎造赠鄄凿蚤葬早灶燥泽藻凿 贼赠责藻 圆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憎藻则藻 藻灶则燥造造藻凿 蚤灶 贼澡蚤泽 泽贼怎凿赠援 栽澡藻赠 憎藻则藻 凿蚤增蚤凿藻凿

蚤灶贼燥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 葬糟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憎蚤贼澡 燥则 憎蚤贼澡燥怎贼 晕粤云蕴阅援 宰藻 糟燥皂责葬则藻凿 贼澡藻 遭造燥燥凿 责则藻泽泽怎则藻袁遭燥凿赠 皂葬泽泽 蚤灶凿藻曾 渊月酝陨冤袁遭造燥燥凿 造蚤责蚤凿泽 咱栽悦袁栽郧袁
匀阅蕴袁 蕴阅蕴袁 蕴责 渊葬冤暂袁 枣葬泽贼蚤灶早 早造怎糟燥泽藻袁 枣葬泽贼蚤灶早 蚤灶泽怎造蚤灶袁 匀遭粤员糟袁怎则蚤糟 葬糟蚤凿袁 造蚤增藻则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葬灶凿 则藻贼蚤灶燥造 遭蚤灶凿蚤灶早 责则燥贼藻蚤灶 源 渊砸月孕源冤援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灶凿 孕藻葬则泽燥灶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憎藻则藻 责藻则枣燥则皂藻凿 贼燥 葬灶葬造赠扎藻 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藻凿 枣葬糟贼燥则泽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栽澡藻 造藻增藻造泽 燥枣 月酝陨袁 泽赠泽贼燥造蚤糟 遭造燥燥凿

责则藻泽泽怎则藻袁 凿蚤葬泽贼燥造蚤糟 遭造燥燥凿 责则藻泽泽怎则藻 憎藻则藻 皂怎糟澡 澡蚤早澡藻则 蚤灶 栽圆阅酝 憎蚤贼澡 晕粤云蕴阅 早则燥怎责 贼澡葬灶 栽圆阅酝 憎蚤贼澡燥怎贼 晕粤云蕴阅 早则燥怎责援 粤枣贼藻则 葬凿躁怎泽贼皂藻灶贼
燥枣 葬早藻袁泽藻曾 葬灶凿 月酝陨袁 贼澡藻 造藻增藻造泽 燥枣 贼则蚤早造赠糟藻则蚤凿藻袁 贼燥贼葬造 糟澡燥造藻泽贼藻则燥造袁 枣葬泽贼蚤灶早 蚤灶泽怎造蚤灶袁 蚤灶泽怎造蚤灶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蚤灶凿藻曾 渊匀韵酝粤鄄陨砸冤袁粤蕴栽袁酌鄄郧郧栽袁
怎则蚤糟 葬糟蚤凿袁砸月孕源 憎藻则藻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澡蚤早澡藻则 蚤灶 灶藻憎造赠鄄凿蚤葬早灶燥泽藻凿 贼赠责藻 圆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憎蚤贼澡 晕粤云蕴阅 凿蚤泽藻葬泽藻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援 陨灶 造燥早蚤泽贼蚤糟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袁月酝陨袁粤蕴栽 葬灶凿 砸月孕源 憎藻则藻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葬灶凿 蚤灶凿藻责藻灶凿藻灶贼 责则藻凿蚤糟贼燥则泽 燥枣 灶藻憎造赠鄄凿蚤葬早灶燥泽藻凿 贼赠责藻 圆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憎蚤贼澡 晕粤云蕴阅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援 砸月孕源 憎葬泽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匀韵酝粤鄄陨砸袁匀遭粤员糟袁云陨晕杂袁酌鄄郧郧栽袁哉粤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 栽澡藻 则藻泽怎造贼泽 泽怎早早藻泽贼 贼澡葬贼
灶藻憎造赠鄄凿蚤葬早灶燥泽藻凿 贼赠责藻 圆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憎蚤贼澡 晕粤云蕴阅 凿蚤泽责造葬赠藻凿 憎蚤贼澡 贼澡藻 糟燥皂责燥灶藻灶贼泽 燥枣 皂藻贼葬遭燥造蚤糟 泽赠灶凿则燥皂藻 砸月孕源 皂葬赠 遭藻 葬灶 蚤皂责燥则贼葬灶贼 蚤灶凿蚤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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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谊荃等院视黄醇结合蛋白 源 与新诊断 圆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关系研究

糟葬贼燥则 燥枣 灶燥灶葬造糟燥澡燥造蚤糟 枣葬贼贼赠 造蚤增藻则 凿蚤泽藻葬泽藻 蚤灶 灶藻憎造赠鄄凿蚤葬早灶燥泽藻凿 贼赠责藻 圆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援
咱Key words暂

贼赠责藻 圆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皂藻造造蚤贼怎泽曰 灶燥灶葬造糟燥澡燥造蚤糟 枣葬贼贼赠 造蚤增藻则 凿蚤泽藻葬泽藻曰 则藻贼蚤灶燥造 遭蚤灶凿蚤灶早 责则燥贼藻蚤灶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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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非酒精性脂肪肝 渊灶燥灶葬造糟燥澡燥造蚤糟 枣葬贼贼赠 造蚤增藻则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晕粤云蕴阅冤是导致肝炎尧肝硬化及肝癌等慢性

肝病的重要原因 遥 随着肥胖尧糖尿病在世界范围内
流行袁晕粤云蕴阅 的发病率也在增加袁研究发现 晕粤云蕴阅
咱员暂

的发生与胰岛素抵抗相关 袁 因此与 圆 型糖尿病
渊贼赠责藻 圆 凿蚤葬遭藻贼藻泽 皂藻造造蚤贼怎泽袁栽圆阅酝冤的发生具有共同的
咱圆暂

病理基础遥 人群调查研究发现正常人群 晕粤云蕴阅 的

患病率为 员园豫耀圆园豫

袁 有研究发现 栽圆阅酝 患者的
晕粤云蕴阅 患病率可达 苑缘豫咱缘暂遥 晕粤云蕴阅 患者常伴有糖尧
咱猿原源暂

脂等代谢紊乱袁 因此有学者认为 晕粤云蕴阅 也是代谢
综合征的组分之一咱远暂遥 视黄醇结合蛋白 源渊则藻贼蚤灶燥造

员援圆

方法
测量患者的血压尧 身高尧 体重袁 计算体质指数

渊遭燥凿赠 皂葬泽泽 蚤灶凿藻曾袁月酝陨冤遥 患者清晨空腹采静脉血检

测血脂咱总胆固醇渊贼燥贼葬造 糟澡燥造藻泽贼藻则燥造袁栽悦冤尧甘油三酯
渊贼则蚤早造赠糟藻则蚤凿藻袁栽郧冤尧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渊澡蚤早澡 凿藻灶泽蚤鄄

贼赠 造蚤责燥责则燥贼藻蚤灶 糟澡燥造藻泽贼藻则燥造袁匀阅蕴鄄悦冤尧 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渊造燥憎 凿藻灶泽蚤贼赠 造蚤责燥责则燥贼藻蚤灶 糟澡燥造藻泽贼燥则燥造袁蕴阅蕴鄄悦冤尧脂
蛋白 葬渊造蚤责燥责则燥贼藻蚤灶 葬袁蕴责鄄葬冤暂尧空腹血糖渊枣葬泽贼蚤灶早 遭造燥燥凿

早造怎糟燥泽藻袁云月郧冤尧空腹胰岛素渊枣葬泽贼蚤灶早 蚤灶泽怎造蚤灶袁 云陨晕杂冤尧

糖化血红蛋白渊匀遭粤员糟冤尧血尿酸渊怎则蚤糟 葬糟蚤凿袁哉粤冤尧肝
功能咱酌鄄谷氨酰转肽酶渊酌鄄早造怎贼葬皂赠造 贼则葬灶泽责藻责贼蚤凿葬泽藻袁酌鄄

遭蚤灶凿蚤灶早 责则燥贼藻蚤灶 源袁砸月孕源冤是新近发现一种脂肪因子袁
基础及临床研究发现 砸月孕源 升高与体内的糖尧 脂代
谢紊乱有关咱苑原愿暂袁砸月孕源 还与胰岛素抵抗有关咱怨暂遥 本研

郧郧栽冤尧 丙氨 酸转 氨酶 渊葬造葬灶蚤灶藻 贼则葬灶泽葬则灶蚤灶葬泽藻袁粤蕴栽冤尧
天门冬氨酸转氨酶 渊葬泽责葬则贼葬贼藻 贼则葬灶泽葬则灶蚤灶葬泽藻袁 粤杂栽冤暂
及 砸月孕源遥

以及与 砸月孕源 的关系袁为临床工作提供一定依据遥

及一般线性模型分析袁结果均以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定性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袁栽圆阅酝 合并 晕粤云蕴阅

究试通过回顾性分析 圆员远 例新诊断的 栽圆阅酝 患者的
临床资料袁探讨初发 栽圆阅酝 合并 晕粤云蕴阅 的代谢特点
员

对象及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收集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圆园员园 年 员月耀
圆园员圆 年 猿 月新诊断的 栽圆阅酝 住院患者 圆员远 例袁根据
是否合并 晕粤云蕴阅 分为 栽圆阅酝 伴有 晕粤云蕴阅 组 员源源
例袁其中男 员园怨 例袁女 猿缘 例袁年龄渊源愿援园愿 依 员圆援园园冤
岁袁栽圆阅酝 不伴 晕粤云蕴阅 组 苑圆 例袁 其中男 缘怨 例袁女

员圆 例袁年龄渊缘员援员怨 依 员圆援园园冤岁遥 栽圆阅酝 符合 员怨怨怨 年
宰匀韵 诊断标准袁晕粤云蕴阅 符合 圆园园远 年中华医学会肝
脏病学会制定的叶非酒精性脂肪肝肝病诊疗指南曳中
的诊断标准并排除病毒性肝病尧酒精性肝病尧自身免
疫性肝病尧遗传性肝病尧药物性肝病尧胆道梗阻尧妊娠

和哺乳等咱员园原员员暂遥

表员
栽葬遭造藻 员

组 别
年龄渊岁冤
性别渊男 辕 女冤
杂月孕渊皂皂匀早冤
阅月孕渊皂皂匀早冤
月酝陨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统计软件袁计量资料采用 贼 检验

的危险因素及与 砸月孕源 的关系分析采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
归分析袁砸月孕源 与各代谢指标的关系采用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
关分析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圆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圆 组患者在年龄尧性别上无明显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

两组资料均衡可比袁 栽圆阅酝 伴有 晕粤云蕴阅 组的收缩压
渊泽赠泽贼燥造蚤糟 遭造燥燥凿 责则藻泽泽怎则藻袁杂月孕冤尧舒张压渊凿蚤葬泽贼燥造蚤糟 遭造燥燥凿

责则藻泽泽怎则藻袁阅月孕冤尧月酝陨 显 著 高 于 栽圆阅酝 不 伴 晕粤云蕴阅
组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表 员袁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圆援圆 圆 组患者的糖尧脂代谢比较
较正年龄尧性别尧月酝陨 后袁栽圆阅酝 伴晕粤云蕴阅 组 栽郧尧

圆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栽澡藻 糟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早藻灶藻则葬造 泽贼葬贼藻 燥枣 贼澡藻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

栽圆阅酝 不伴 晕粤云蕴阅 组渊灶越苑圆冤
缘员援员怨 依 员圆援园园
缘怨 辕 员猿
员猿员援猿 依 员怨援圆园
愿园援园 依 员员援员
圆猿援远 依 猿援怨园

栽圆阅酝 伴有 晕粤云蕴阅 组渊灶越员源源冤
源愿援园愿 依 员圆援园园
员园怨 辕 猿缘
员猿苑援远 依 员怨援怨
园愿远援园 依 员园援缘
圆远援愿 依 猿援圆

约
约
约
约
约

孕值
园援园愿猿
园援猿愿远
园援园圆苑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原远源愿原

南

京

医

科

栽悦尧云陨晕杂尧匀韵酝粤鄄陨砸 显著高于 栽圆阅酝 不伴 晕粤云蕴阅 组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圆 组患者 云月郧 及 匀遭粤员糟尧蕴阅蕴鄄悦尧匀阅蕴鄄悦尧
蕴责鄄葬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圆援猿 圆 组间肝功能尧尿酸尧砸月孕源 比较

表圆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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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一般线性模型进行协方差分析校正年龄尧

性别及 月酝陨 后袁圆 组间 砸月孕源尧粤蕴栽尧酌鄄郧郧栽 尧哉粤 存在
明显差异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圆 组间 粤杂栽 无明显差异 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猿冤遥

圆 组患者的糖尧脂代谢比较

栽葬遭造藻 圆 栽澡藻 糟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早造怎糟燥泽藻 葬灶凿 造蚤责蚤凿泽 造藻增藻造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澡藻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
组 别
云月郧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匀遭粤员糟渊豫冤
匀韵酝粤鄄陨砸
云陨晕杂渊酝蚤怎 辕 蕴冤
栽悦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栽郧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蕴阅蕴鄄悦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匀阅蕴鄄悦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蕴责鄄葬渊皂早 辕 蕴冤

栽圆阅酝 不伴 晕粤云蕴阅 组
苑援苑 依 员援怨
员园援远 依 圆援苑园
员援苑 依 员援猿
缘援员 依 猿援苑
源援缘 依 员援员
员援源 依 园援缘
缘援缘 依 员援圆
员援圆 依 园援缘
圆圆猿援远 依 愿园援源园

栽圆阅酝 伴有 晕粤云蕴阅 组
苑援猿 依 员援缘
员园援员 依 圆援远园
圆援苑 依 员援怨
愿援缘 依 缘援苑
缘援猿 依 圆援源
圆援苑 依 园援猿
猿援圆 依 园援愿
员援员 依 园援远
员苑怨援缘 依 苑圆援愿园

鄢院校正年龄尧性别尧月酝陨 后两组比较结果遥

表猿

孕值
园援园怨远
园援员苑源
约 园援园园员
约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源
园援园园源
园援圆缘怨
园援猿猿缘
园援员员怨

栽圆阅酝 不伴 晕粤云蕴阅 组
圆源援园 依 员苑援员
圆圆援猿 依 员员援怨
源园援圆 依 苑援员园
圆愿猿援苑 依 愿源援猿园
源缘援圆 依 员苑援苑

鄢院校正年龄尧性别尧月酝陨 后两组比较结果遥

栽圆阅酝 伴有 晕粤云蕴阅 组
源猿援园 依 猿园援愿
猿园援源 依 员愿援源
缘员援怨 依 远援员园
猿源园援园 依 愿苑援缘园
缘缘援员 依 员愿援远

圆援源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初发 栽圆阅酝 合并 晕粤云蕴阅 的
危险因素
以是否合并 晕粤云蕴阅 为应变量袁 以 月酝陨尧杂月孕尧
阅月孕尧匀韵酝粤鄄陨砸尧栽悦尧栽郧尧粤蕴栽尧哉粤尧砸月孕源 为 协 变 量
采用逐步回归法发现 月酝陨渊韵砸 越 员援圆缘猿袁孕 越 园援园园员冤尧
粤蕴栽渊韵砸 越 员援园缘愿袁孕 越 园援园园缘冤尧砸月孕源渊韵砸 越 员援园猿圆袁
孕 越 园援园园圆冤 是初发 栽圆阅酝 合并 晕粤云蕴阅 的独立危险
因素渊表 源冤遥
圆援缘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 关 分 析 栽圆阅酝 伴 有 晕粤云蕴阅 组 中
砸月孕源 与各指标的相关分析
将各指标分别与 砸月孕源 进行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分析
表源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 栽圆阅酝 合并 晕粤云蕴阅 的危险因素

栽葬遭造藻 源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则蚤泽噪 枣葬糟贼燥则泽 燥枣
灶藻憎造赠鄄凿蚤葬早灶燥泽藻凿 栽圆阅酝 憎蚤贼澡 晕粤云蕴阅

变量
月酝陨

粤蕴栽

砸月孕

孕值

韵砸 值

园援园园缘

员援园缘愿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圆

校正后 孕 值鄢
园援圆员怨
园援怨缘园
园援园园怨
园援园源圆
园援园园远
园援园园怨
园援猿远缘
园援怨源愿
园援苑猿园

圆 组患者肝功能尧尿酸尧砸月孕源 代谢比较

栽葬遭造藻 猿 栽澡藻 糟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澡藻责葬贼蚤糟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袁 哉粤 葬灶凿 砸月孕源 燥枣 贼澡藻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
组 别
粤蕴栽渊哉 辕 蕴冤
粤杂栽渊哉 辕 蕴冤
酌原郧郧栽渊哉 辕 蕴冤
哉粤渊滋皂燥造 辕 蕴冤
砸月孕源渊皂早 辕 蕴冤

渊x 依 s冤

怨缘豫悦陨

员援圆缘猿

员援员园员耀员援源圆远

员援园猿圆

员援园员员耀员援园缘猿

员援园员苑耀员援员园圆

孕值
约 园援园园员
约 园援园园员
约 园援员源园
约 园援园园员
约 园援园园员

渊x 依 s冤
校正后 孕 值鄢
园援园圆愿
园援员愿缘
园援园猿远
园援园员园
园援园园员

后 发 现 砸月孕源 与 匀遭粤员糟尧云陨晕杂尧匀韵酝粤鄄陨砸尧酌鄄郧郧栽尧
哉粤 显著相关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缘冤遥
猿

讨 论

晕粤云蕴阅 是一种病理改变与酒精性肝病相似但
无过量饮酒的临床病理综合征袁晕粤云蕴阅 因肝脏的不
同病理改变袁又分为单纯脂肪肝尧脂肪性肝炎尧肝纤
维化以及肝硬化咱员圆暂遥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袁
晕粤云蕴阅 的发病率增加袁 成为 圆员 世纪危害人类健康
的疾病之一遥 研究发现 晕粤云蕴阅 是一种与胰岛素抵
抗及遗传易感密切相关的一种疾病袁临床研究表明
针对胰岛素抵抗的治疗有助于改善 晕粤云蕴阅咱员猿暂袁本研
究发现与 栽圆阅酝 不伴 晕粤云蕴阅 组相比袁栽圆阅酝 伴有
晕粤云蕴阅 组存在明显的胰岛素抵抗袁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 义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 多 项 研 究 发 现 胰 岛 素 抵 抗 是
晕粤云蕴阅 形成的危险因素袁 本研究由于对照组为
栽圆阅酝 患者袁同样存在胰岛素抵抗袁这可能是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中未得出胰岛素抵抗是初发 栽圆阅酝 合并
晕粤云蕴阅 的危险因素的原因遥 目前关于 晕粤云蕴阅 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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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谊荃等院视黄醇结合蛋白 源 与新诊断 圆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关系研究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分析 砸月孕源 与各指标的相关关系

栽葬遭造藻 缘

孕藻葬则泽燥灶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砸月孕源 葬灶凿
则藻造葬贼蚤增藻 枣葬糟贼燥则泽

变

量

月酝陨
杂月孕

阅月孕
云月郧

云陨晕杂

匀遭粤员糟

匀韵酝粤鄄陨砸
蕴责鄄葬
栽郧
栽悦

蕴阅蕴

匀阅蕴
粤蕴栽
粤杂栽

酌鄄郧郧栽
哉粤

则值

孕值

园援员圆圆

园援员苑苑

园援员员源
园援园苑苑
园援园圆园
园援员愿源

园援圆员猿
园援猿怨远
园援愿圆猿
园援园源圆

园援猿源怨

约 园援园园员

园援员远愿

园援园远员

园援员愿圆
园援员远员
园援员园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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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机制研究中的野二次打击冶学说被普遍接受袁该学
说认为第一次打击来源于胰岛素抵抗袁第二次打击
来源于氧化应激和脂质过氧化袁而中心环节是胰岛
素抵抗遥 胰岛素抵抗是代谢综合征的中心环节袁因
此有人认为 晕粤云蕴阅 是代谢综合征的肝脏表现袁与
代谢综合征有相同的病理生理基础咱员源暂遥 研究发现
晕粤云蕴阅 与 栽圆阅酝 相互作用袁晕粤云蕴阅 会增加糖尿病
的发生风险袁 研究显示在无糖尿病的中国人群中
晕粤云蕴阅 的患病率为 员员援愿园豫袁在 晕粤云蕴阅 人群中糖尿
病的 患 病 率 为 猿圆援缘猿豫 咱员缘暂袁 同 时 栽圆阅酝 亦 会 增加
晕粤云蕴阅 的发病风险袁宰蚤造造蚤葬皂泽燥灶 等咱员远暂进行的一项关
于 栽圆阅酝 中 晕粤云蕴阅 的发病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
栽圆阅酝 合并 晕粤云蕴阅 为 源远援圆豫袁男女比例约为 猿颐员遥
晕粤云蕴阅 常与代谢综合征的组分肥胖尧高血压尧
高尿酸血症尧高脂血症并存咱员苑暂遥 本研究亦发现与不
伴 晕粤云蕴阅 的 栽圆阅酝 患 者 相 比 袁 伴 有 晕粤云蕴阅 的
栽圆阅酝 患者 杂月孕尧阅月孕尧月酝陨尧栽郧尧栽悦 及 哉粤 较高袁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 且 月酝陨 是 晕粤云蕴阅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袁韵砸 值为 员援圆缘猿遥 肝脏是人体
参与糖脂代谢的重要器官袁肝脏脂肪变性不仅导致
糖尧脂代谢紊乱袁也会影响肝脏功能袁本研究发现
栽圆阅酝 伴有 晕粤云蕴阅 组 粤蕴栽尧酌鄄郧郧栽 升高袁 与不伴
晕粤云蕴阅 组相比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进一步通过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发现 粤蕴栽 是 栽圆阅酝
合 并 晕粤云蕴阅 发 生 的 独 立 危 险 因 素 袁韵砸 值 为

原远源怨原

员援园缘愿遥 研究发现肝酶升高与 晕粤云蕴阅 的进展及机体

代谢紊乱密切相关遥 一项关于 晕粤云蕴阅 的随访研究
发现 酌鄄郧郧栽尧粤蕴栽尧粤杂栽 与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的
发生相关袁 且 酌鄄郧郧栽 是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的独
立预测因子咱员愿暂遥
视黄醇结合蛋白是新近发现的一种脂肪因子袁
视黄醇结合蛋白主要由肝脏合成分泌遥 再葬灶早 等咱员怨暂通

过 阅晕粤 阵列技术发现脂肪细胞可产生一种新的脂
肪因子遥 多项研究发现 砸月孕源 升高与胰岛素抵抗尧
栽圆阅酝 及糖尿病并发症尧肥胖等密切相关咱圆园暂遥 砸月孕源
与胰岛素抵抗发生的相关机制为院 淤砸月孕源 可通过
抑制磷脂酰肌醇 猿 激酶的活性袁 使胰岛素受体底物
酪氨酸磷酸化降低袁 使胰岛素作用发生障碍导致胰
岛素抵抗曰于砸月孕源 诱导糖异生相关酶的基因表达袁
增加肝糖输出使机体产生胰岛素抵抗遥 多项研究发
现脂肪肝患者血清 砸月孕源 升高袁 本研究发现伴有
晕粤云蕴阅 的 栽圆阅酝 患 者 血 清 砸月孕源 显 著 高 于 不 伴
晕粤云蕴阅 组袁在校正年龄尧性别尧月酝陨 后袁伴有 晕粤云蕴阅
组的 砸月孕源 仍显著高于不伴 晕粤云蕴阅 组遥进一步通过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 归 分 析 发 现 砸月孕源 是 初 发 栽圆阅酝 合 并
晕粤云蕴阅 的独立危险因素袁同时 砸月孕源 与 匀韵酝粤鄄陨砸尧
匀遭粤员糟尧云陨晕杂尧酌鄄郧郧栽尧哉粤 显著相关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因此
砸月孕源 可作为 栽圆阅酝 合并 晕粤云蕴阅 的预测因子袁具有
重要的临床价值遥
综上所述袁 初发 栽圆阅酝 患者中合并 晕粤云蕴阅 的
发病率较高袁 存在明显的胰岛素抵抗袁 且常与高血
压尧高血脂尧高尿酸等代谢综合征组分合并存在袁因
此对初发 栽圆阅酝 患者筛查 晕粤云蕴阅 具有重要意义遥
砸月孕源尧月酝陨尧粤蕴栽 在预测初发 栽圆阅酝 患者是否患有
晕粤云蕴阅 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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