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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组织学正常的亚洲人群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正常值上限的估计
Estimation of the Healthy Upper Limits for Serum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in
Asian Populations with Normal Liver His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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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意大利年青人群中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当评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危险因素时，血清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 (ALT) 水平的正常阈值应调整至男性 30 IU/L 和女性 19 IU/L。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韩国
健康个体的血清 ALT 水平，并确定影响该人群 ALT 水平的因素。本研究包括 1,105 例经肝活体组织检
查证实肝正常的可能供肝者 (643 例男性和 462 例女性 )。中位数年龄为男性 25 岁，女性 30 岁。中位
数体重指数 (BMI) 为男性 22.3 kg/m2，女性 21.4 kg/m2。这些研究对象计算的 ALT 临界值为男性 35 IU/L，
女性 26 IU/L。年龄和 BMI 在两种性别中均与 ALT 水平独立相关，而血清总胆固醇浓度只在男性中显著，
血葡萄糖水平则只在女性中显著 (P<0.05)。当用 Prati 标准，对亚洲女性 BMI 临界值做了修正 (<23 kg/
m2)，选择一个包括 665 例个体的亚群 (346 例男性和 319 例女性 ) 时，发现正常 ALT 值在男性为 33 IU/L，
女性为 25 IU/L。符合 Prati 标准的研究对象的平均 ALT 水平明显低于超出该标准的研究对象 ( 男性为
16.7 比 19.5 IU/L，女性为 12.8 比 14.9 IU/L ；P<0.001)。结论 ：经肝活体组织检查证实为正常的亚洲
人 ALT 正常临界值明显低于以前已被接受的临界值，这在欧洲人中也有报道。年龄、BMI 和 / 或其它
代谢参数可显著影响 ALT 水平，甚至在肝脏正常的研究对象中。(HEPATOLOGY 2010;51:1577-1583.)

正常人的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上限长
期以来被认为是 40 IU/L，不考虑性别或体重指数

炎病毒 (HBV) 感染患者诊治的专家小组已推荐，应
基于这些新的 ALT 标准确定是否开始抗病毒治疗或

(BMI)[1-3]。这个水平的确定主要来自于应用抗 - 丙

进行肝活体组织检查 [7]。
理想的是，血清 ALT 正常值范围应在无明确肝

型肝炎病毒 (HCV) 检查前及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NAFLD) 概念前的研究 [4,5]。最近在意大利人群中进
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当评估 NAFLD 的危险因素时，
血清 ALT 正常值应该调整至男性 30 IU/L、女性 19
IU/L 。另外，这些新的标准在识别 HCV 血症患者
[6 ]

中表现出较好的灵敏度。据此，一个针对慢性乙型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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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研究对象中确定。但是，由于用超声波图像确定
NAFLD 价格较贵，这类研究对象在一个以人群为基
础的研究中是很难确定的。此外，现在的诊断方法 ( 除
肝活体组织检查外 ) 并不能完全排除患 NAFLD 的研
究对象 [8-10]。因此，Prati 及其同事应用一种替代方法 [6]，
他们在排除包括 NAFLD 在内的有肝病危险因素的研
究对象后，在假设的健康人群中分析 ALT 范围。但
尚不能确定从代谢正常的人群中获得的 ALT 正常值
是否能反映肝脏组织学正常的健康个体。此外，亚
洲人的 ALT 正常值范围是否必需来自高加索人群的
ALT 值，目前也不清楚。
因此，我们在韩国健康人群中，确定了 ALT 的正常
临界值和影响 ALT 水平的因素。为此，我们从供肝者
中选择经肝活体组织检查证实为肝正常的人群，并研
究在这些人群中应用 Prati 标准对其 ALT 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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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可能供肝者
(N=2054)

本研究经韩国首尔峨山医学中心人类研究调查
和伦理学委员会同意。
研究人群
2004 年 7 月至 2009 年 6 月间，2,054 例连续的、
自愿的可能为活体供肝者在峨山医学中心接受了超

≥ 5% 脂肪变性
(N=627)
正常组织学
(N=1,105)

声波图像引导下的肝活体组织检查，这是作为活体肝
移植的常规术前检查的一部分。在肝活体组织检查
前，研究对象均进行了酒精摄入量超过 40 g/ 周、血

N=99
小叶 / 门静脉炎症

清 HBV 表面抗原、抗 -HCV 和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N=159

N=19

N=13

N=14 N=18
门静脉 / 门静脉
周围纤维化

抗体的筛查。所有研究对象均完成人口统计学参数测
量，包括身高、体重和血压 ；实验室检测结果包括
全血细胞计数、血清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碱
性磷酸酶、总胆红素、白蛋白、空腹血糖、总胆固
醇、甘油三酯 (TG) 和尿酸浓度。对所有可能为供肝

图 1.

术前常规评价活体肝移植时对可能为供肝者进行超声图像指导

下的肝活体组织检查总结。在 2,054 例研究对象中，1,105 例 (53.8%)
被分类为肝组织学正常，其定义是肝细胞脂肪改变 <5%，且无明显的
炎症和纤维化。

者均做了血清铜兰蛋白水平和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血
清学标志物以及超声波图像检查。ALT 水平超过 120
IU/L( 以前确定的正常值上限 3 倍 ) 的研究对象不再
做进一步检查，包括肝活体组织检查。肝活体组织
检查正常的定义是肝细胞脂肪变性 ( 包括小泡性和大
泡性 )<5%，并无明显的纤维化或炎症细胞浸润。在
2,054 例可能供肝者中，758 例 (36.9%) 脂肪变性＞

酸氨基 转移酶 /ALT。根据韩国肝病学会推荐，我
们实验室常规用临界值 40 IU/L 作为男女 ALT 正常
值 [12]。应用商品化酶免试剂盒 (Abbott Laboratories，
Chicago，IL) 检测病毒标志物，包括乙型肝炎病毒表
面抗原、抗 -HCV 及抗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本实验

5%，并伴或无明显炎症和 / 或纤维化 ；191 例 (9.3%)

室获得美国病理学家学会认证。

虽然肝细胞脂肪变性 <5%，但有明显的炎症和 / 或纤
维化 ( 图 1)。其余 1,105 例 (53.8%) 研究对象为肝组

统计学分析

织学正常，最后纳入本研究。在这些研究对象中，我
们应用 Prati 及其同事的标准，用亚洲人群的 BMI 临

所有结果以均值 ± 标准差、中位数 ( 范围 ) 和频
率表示。按照惯例，我们将 ALT 正常临界值设在第

界点校正后，选择 665 例 (60.2%) 作为临床 NAFLD
低风险人群 [11]。该 665 例研究对象的 BMI ＜ 23 kg/

97.5 百分位数，这个数字是依据美国胃肠病学会推荐

m2、血清 TG 含量 ≤200 mg/dL、血糖水平 ≤105 mg/

的应用于正常人群的连续变量分布 [13]。另外，我们
也计算了第 95 百分位数的上限参考范围，这是包括

dL，且血清总胆固醇含量 ≤220 mg/dL。

Prati 组在内的最近几项研究所接受的 [6,14]。组间差异

肝活体组织检查和实验室检测

采用变量分析和 Student t 检验分析。单变量、多变
量线性回归分析被用来证实影响 ALT 水平的非依赖

作为术前检查的一部分，所有的研究对象均接受
超声波图像引导下的右肝经皮穿刺肝活体组织检查，
应用 18G 活检针。活检样品被固定在 10% ( 体积 / 体
积 ) 福尔马林中，用苏木素 - 伊红染色，且所有病
理标本均经肝脏病理学专家复审。所有血清 ALT 检
测均采用同一方法。血清生化学分析 ( 空腹血清总
胆固醇、TG 及血糖水平 )，包括 ALT 水平检测，采
用 TBA 200FR NEO 全自动分析仪 (Toshiba，Tokyo，
Japan) 进行。应用 α- 酮戊二酸盐反应法检测天冬氨

变量。所有的统计学分析均采用 SPSS 软件 13.0 版本
进行 (SPSS，Chicago，IL)，P<0.05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所有肝组织学正常的可能为供肝者的临床生化学特征
表 1 所 示 为 全 部 1105 例 肝 组 织 学 正 常 的 可
能 为 供 肝 者 的 临 床 和 实 验 室 参 数 平 均 值， 包 括
643 例 男 性 和 462 例 女 性， 均 为 血 清 HBV 表 面
抗 原 和 抗 -HCV 阴 性， 无 酗 酒 史。 男 性 平 均 年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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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所有研究对象的临床和生化学特征

变量

合计 (N=1,105)

男性 (N=643)

女性 (N=462)

年龄 (岁)

29.1 ± 9.0

27.2 ± 8.4

31.6 ± 9.3

BMI (kg/m )

22.2 ± 2.7

22.7 ± 2.7

21.6 ± 2.6

总胆固醇 (mg/dL)

160.9± 28.3

158.5 ± 28.3

164.1± 28.0

甘油三酯 (mg/dL)

78.8 ± 40.4

85.4 ± 43.7

69.7 ± 33.3

葡萄糖 (mg/dL)

93.8 ± 9.1

94.4 ± 8.8

93.0 ± 9.4

ALT (IU/L)

16.1 ± 6.6

17.9 ± 6.8

13.5 ± 5.2

2

数值表达为均数 ± 标准差。

为 27.2±8.4 岁 ( 中 位 数，25 岁 )， 女 性 平 均 年 龄
为 31.6±9.3 岁 ( 中 位 数，30 岁 )。 男 性 平 均 BMI

以修正的 Prati 标准为基础的亚群的临床生化学特征
当 用 修 正 的 Prati 标 准 (BMI<23 kg/m2，TG≤

为 22.7±2.7 kg/m2 ( 中 位 数，22.3 kg/ m2)， 女 性 为
21.6±2.6 kg/ m2 ( 中 位 数，21.4 kg/ m2)。 男 性 平 均

200 mg/dL，葡萄糖 ≤105 mg/dL，总胆固醇 ≤220 mg/dL)

血 清 总 胆 固 醇、 血 清 甘 油 三 酯 及 血 糖 浓 度 分 别
为 158.5 mg/dL、85.4 mg/dL 和 94.4 mg/dL， 女 性

评价研究对象时，发现 665 例 (346 例男性，319 例女性 )
属于该亚群。男性平均年龄为 26.0±7.6 岁，女性为
30.0±8.2 岁 ( 表 4，每项比较的 P<0.001)。男性平均

分 别 为 164.1 mg/dL、69.7 mg/dL 和 93.0 mg/dL。 男
性 ALT 的第 50、75、90、95、97.5 百分位数分别为

血清 ALT 水平和第 75、90、95 及 97.5 百分位数分
别 为 15、20、26、29 和 33 IU/L， 女 性 分 别 为 12、

16、22、28、31 和 35 IU/L，而女性的相对数值分别

14、18、22 和 25 IU/L。符合修正的 Prati 标准的男

为 13、15、20、24 和 26 IU/L。

性平均 ALT 水平为 16.7±6.4 IU/L ，女性为 12.8 ±4.9
IU/L，显著低于超出 Prati 标准的研究对象 ( 男性为

所有肝组织学正常的可能为供肝者的血清 ALT 水平

19.5 ± 7.0 IU/L， 女 性 为 14.9 ±5.5 IU/L ；P<0.001)，

与临床生化变量的相关性
单变量分析时，年龄和 BMI 与 ALT 浓度呈正相

此发现与其他临床和代谢参数的比较结果一致 ( 每项
比较的 P<0.001，表 4)。

关，性别、血清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血糖水平也与
ALT 浓度呈正相关 ( 每项比较的 P<0.001，表 2)。多

以修正的 Prati 标准为基础的亚群血清 ALT 水平与临

变量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年龄、性别、BMI 和血清
总胆固醇浓度是与 ALT 水平呈正相关的独立变量 ( 每
项比较的 P<0.001，表 2)。当按性别分析独立变量时，
男女的年龄和 BMI 均与 ALT 显著相关，而血清总胆
固醇浓度仅与男性 ALT 显著相关，血糖水平仅与女
性 ALT 显著相关 ( 每项比较的 P<0.05 ；图 2A-D 和
表 3)。

表 2.

床生化变量的相关性
单变量分析结果表明，与性别一样，血清 ALT
水平与所有定量的临床和生化学变量相关 ( 每项比
较 的 P<0.05， 表 2)。 多 变 量 分 析 表 明， 年 龄、 性
别、BMI 和血清总胆固醇浓度显著独立地与 ALT 水
平相关 ( 每项比较的 P<0.05，表 5)，与应用修正的
Prati 标准前观察结果一致。不同性别的多变量分析

所有研究对象血清 ALT 水平与临床和生化学因素间的相关性
单变量分析

多变量分析

变量

斜率 (95% CI)

P值*

斜率 (95% CI)

P值*

年龄 ( 岁 )

0.094 (0.051-0.136)

<0.001

0.101 (0.058-0.143)

<0.001

性别

–4.545(–5.284- –3.806)

<0.001

－ 4.676 (–5.423 - –3.930)

<0.001

BMI (kg/m2)

0.684 (0.546-0.822)

<0.001

0.405 (0.270-0.540)

<0.001

总胆固醇 (mg/dL)

0.038 (0.024-0.051)

<0.001

0.028 (0.015-0.041)

<0.001

甘油三酯 (mg/dL)

0.029 (0.019-0.038)

<0.001

—

—

葡萄糖 (mg/dL)

0.105 (0.062-0.147)

<0.001

0.037(–0.002-0.077)

0.063

* 线性回归分析。
缩略词 ：CI，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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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临界值比美国胃肠病杂志推荐的略低 [13]。然
而，即使是使用第 95 百分位数的阈值，本研究中男

血清 ALT 水平 (IU/L)

血清 ALT 水平 (I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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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ALT 水平的正常值上限为 29 IU/L，女性为 22 IU/
L，也低于根据参考分布第 95 百分位数计算的旧标
准 ( 男性为 41 IU/L，女性为 30 IU/L)[15]。尽管本研
究与 Prati 组的结果之间显然有小差异，但考虑到血
清 ALT 数据在不同临床实验室检测的异质性，这些
差异看起来并无意义 [16]。
既往研究一致发现，在排除病毒性肝炎或酒精 /
药物相关肝病的患者后，BMI 、血清总胆固醇和 TG

血清 ALT 水平 (IU/L)

血清 ALT 水平 (IU/L)

年龄 ( 岁 )

水平是影响血清 ALT 水平的重要因素 [6,16]。这些数
据曾被以两种方式解释。Piton 及其同事建议 [14]，应
参考 BMI 来解释 ALT 水平，这与本研究观察到的两
者呈正相关一致。相反，为了排除 NAFLD 的影响，
Prati 及其同事建议，应在低 NAFLD 风险的健康人中
确定 ALT，因 NAFLD 可进一步进展为更严重的肝病。

年龄 ( 岁 )

图 2.

表示年龄和 BMI 与血清 ALT 水平相关的散点图。年龄和 BMI

在男性 (A，B) 和女性 (C，D) 中均与血清 ALT 水平呈正相关。*Pearson 相关系数。

然而，就其本身而言，该项研究因未作肝活体组织
检查和超声波图像检查，未排除 NAFLD 患者，因此，
健康个体的 ALT 范围是在 3,927 名 (1,995 位男性和
1,932 位女性 )BMI 正常、血清总胆固醇和 TG 浓度
正常的研究对象中确定的 [6]。

表明，仅年龄与男女 ALT 水平相关，而 BMI 和血清
总胆固醇仅在男性与血清 ALT 水平相关 ( 每项比较

本研究中，肝活体组织检查证实为肝正常的人
群的 ALT 正常水平实际上与 Prati 及其同事的结果一

的 P<0.05，表 6)。

致。我们发现，在组织学证实无任何脂肪变性的研究
对象中，甚至是在 NAFLD 风险最低的患者中，ALT

讨论

水平随着 BMI 或血清胆固醇水平的增加而升高。此
外，符合 Prati 标准的研究对象的平均 ALT 水平显著

本研究发现，肝脏组织学正常的健康亚洲人群性
别特异的血清 ALT 上限，低于以前的上限值 ( 男性
为 45 IU/L，女性为 34 IU/L) ，这与 Prati 及其同事
的一项欧洲研究结果一致 [6]。本研究中计算的 ALT
[15]

低于那些未经肝活体组织检查证实为肝正常的人群。
这一发现揭示，在伴有 BMI 和 / 或血清胆固醇升高
的研究对象中，ALT 升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有肝细胞

临界值与现在被我们医院采用的参考临界值之间 ( 两
种性别均为 40 IU/L) 也存在实质上的差异。事实上，

的损伤。一项更早的研究报道，与脂肪肝不相关的
ALT 水平升高经常见于肥胖的亚洲女性 [17]。许多最

Prati 组的研究中，ALT 临界值是用第 95 百分位数的

近的研究也提示，与肥胖和饮食相关的 ALT 升高并
不一定意味与 NAFLD 相关的细胞损伤引起 ALT 释

阈值，而不是第 97.5 百分位数，这可能会导致 ALT

表 3.

所有研究对象按性别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
男性

女性

变量

斜率 (95% CI)

P值*

斜率 (95% CI)

P值*

年龄 ( 岁 )

0.145 (0.082-0.207)

<0.001

0.073 (0.020-0.125)

0.007

BMI (kg/m2)

0.535 (0.346-0.724)

<0.001

0.260 (0.077-0.443)

0.006

总胆固醇 (mg/dL)

0.038 (0.019-0.056)

<0.001

—

—

葡萄糖 (mg/dL)

—

0.054 (0.003-0.104)

0.037

* 线性回归分析。
缩略词 ：CI，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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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符合和不符合 Prati 标准的亚群的临床和生化学特征
男性

女性

符合 Prati 标准

不符合 Prati 标准		

符合 Prati 标准

不符合 Prati 标准

变量

(n=346)

(n=297)

年龄 ( 岁 )

26.0 ± 7.6

28.6 ± 9.1

P值*

(n=319)

(n=143)

P值*

<0.001

30.0 ±8.2

35.2 ± 10.5

BMI (kg/m2)

20.8 ± 1.4

<0.001

24.8 ±2.1

<0.001

20.4 ±1.5

24.5± 2.3

总胆固醇 (mg/dL)

<0.001

152.7± 24.8

165.3 ± 30.7

<0.001

159.5 ±25.2

174.4 ± 30.9

<0.001

甘油三酯 (mg/dL)

79.6 ± 37.3

92.2 ±49.2

<0.001

65.9 ± 28.9

78.2 ± 40.3

<0.001

葡萄糖 (mg/dL)

92.5± 7.3

96.7± 9.9

<0.001

91.3 ± 8.9

96.7 ±9.5

<0.001

ALT (IU/L)

16.7 ±6.4

19.5±7.0

<0.001

12.8± 4.9

14.9± 5.5

<0.001

以亚洲人群的 BMI 临界点修正 Prati 标准。数值表达为均数 ± 标准差。
*Student t 检验。

表 5.

符合 Prati 标准的亚群的血清 ALT 水平与临床和生化因子间的相关性
单变量分析

多变量分析

变量

斜率 (95% CI)

P值*

斜率 (95% CI)

P值*

年龄 (岁)

0.102 (0.045-0.158)

<0.001

0.137 (0.082-0.193)

<0.001

性别

–3.901(–4.774- –3.028)

<0.001

–4.346 (–5.231 - –3.462)

<0.001

BMI (kg/m2)

0.831 (0.523-1.138)

<0.001

0.485 (0.191-0.779)

0.001

总胆固醇 (mg/dL)

0.024 (0.006-0.042)

0.009

0.021 (0.004-0.039)

0.017

甘油三酯 (mg/dL)

0.016 (0.002-0.029)

0.021

—

—

葡萄糖 (mg/dL)

0.058 (0.002-0.115)

0.043

—

—

以亚洲人群的 BMI 临界点修正 Prati 标准。
* 线性回归分析。
缩略词 ：CI，可信区间。

此 [18,19]。

于正常人 ( 男女均为 30 IU/L)[23]。然而，近期以人群
为基础的研究提示，新的 ALT 标准的应用可能不符

本研究中，经组织学证实为肝正常的 46% 男性
和 31% 女性并未进入符合 Prati 标准的患者分类，且

。应用更新的 Prati 标准，美国一般
人群中将有约 40% 的 ALT 水平异常，提示应用这些

这些人群的 ALT 水平明显高于 ( 虽然较小 ) 那些符
合 Prati 标准的患者。尽管高于 Prati 标准的亚群目前

新标准将明显提高医疗资源的使用 [24]。同样，尽管

无肝脏疾病，但这类患者易患 NAFLD 的可能性是存

将会识别更多的活动性炎症病人，但这种方法无疑
会导致抗病毒药物的不必要使用，因为 ALT 水平升

放，而是可能与 ALT 合成增多有关，至少部分是如

在的，这可能表示这些患者将来肝脏相关的发病率和
病死率有升高倾向。因此，我们的意见是，应在一
个以正常肝脏组织学和正常代谢参数为基础的、确
切证实为真正正常的人群中确定 ALT 正常值。
在一般人群包括献血员筛查时，ALT 正常值上
限被用作肝脏疾病诊断的参考值，并确定肝病患者是
否开始治疗。但 ALT 水平在健康研究对象和患有严
重肝脏疾病的患者间有很大的重叠。一些研究表明，
按 Prati 标准为 ALT 水平升高、但按以前标准 ALT
在 正 常 范 围 内 的 研 究 对 象， 肝 病 相 关 死 亡 率 高，
或者可能是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肝活动性炎症
[20-22]

。另外，获得持续病毒学应答的慢性丙型
肝炎病人，其新确定的 ALT 正常上限临界值显著低

病例

合成本效益

[24,25]

将新计算的正常临界值应用于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

高可能是患者年龄、BMI、总胆固醇水平、或任何 /
所有这些与 NAFLD 合并的结果。因此，在开始抗病
毒药物治疗前，仔细解释临床参数和肝活体组织检
查将是必需的，特别是在那些具有高 BMI 或血清总
胆固醇、和 / 或伴有 NAFLD 的老年患者。
本研究本身的局限是研究的回顾性特点和年龄
分布的偏差。我们的数据与 Prati 组的数据均是从年
青的研究对象中获得的，且我们的结果表明，血清
ALT 水平与年龄呈正相关。然而，以组织学数据为
基础的大人群研究可能在一般年龄人群中是不可行
的。由于我们是从真正正常人群中获得 ALT 正常临
界值，与从 Prati 研究的对象中获得的临界值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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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Prati 标准的亚群按性别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
男性

女性

变量

斜率 (95% CI)

P值*

斜率 (95% CI)

P值*

年龄 ( 岁 )

0.172 (0.082-0.263)

<0.001

0.117 (0.053-0.181)

<0.001

BMI (kg/m2)

0.738 (0.271-1.204)

0.002

—

—

总胆固醇 (mg/dL)

0.036 (0.008-0.064)

0.011

—

—

以亚洲人群的 BMI 临界点修正 Prati 标准。
* 线性回归分析。
缩略词 ：CI，可信区间。

差异，因此，基于 Prati 标准的进一步研究可能有助
于确定老年人群的 ALT 正常标准。
总之，我们以组织学数据为基础的估计表明，
亚洲人的 ALT 正常值上限明显低于以前已被接受的
数值，且与新计算的欧洲人群数值相似。血清 ALT

12.
13.
14.

水平随年龄、临床和代谢指标而变化，甚至在肝脏
正常的人群中也是这样。因此，ALT 值的最好解释
应该考虑这些参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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