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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用病证结合模式自主研发的中药利胆合剂方治疗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NICCD)

的临床疗效，为早期诊治NICCD提供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6月至2015年6月武汉市儿童医院中

西结合科住院期间通过NICCD常见基因位点检测确诊的20倒Citrin缺陷导致的NICCD患儿的临床特征。观
察中药利胆合剂治疗NICCD的临床疗效，以及治疗前后肝功能及凝血功能指标的变化，彩色超声测定患儿治

疗前后的肝脾肿大情况。结果20例患儿均以3个月内病理性黄疸起病，经治疗临床痊愈15例，好转5例，

平均住院时间(14．67±1．56)d。治疗后血清总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DBil)、丙氨酸转氨酶(ALT)、胆汁

酸(TBA)水平均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TBil(Imaol／L)：64．0±39．5比173．5±54．1，DBil(pmol／L)：37．7±24．8

比80．9±46．4，ALT(U／L)：42．1±25．8比55．0±32．2，TBA(“mol／L)：67．5±20．3比195．0±61．3，均P<0．05]，

白蛋白(Alb)、总蛋白(GLB)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Alb(U／L)：37．9±4．7比33．1±4．7，GLB(g／L)：17_3±4．0
比14．6±2．8，均P<O．05]，凝血功能指标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rIvI')较治疗前明显缩短(s：38．2±8．3比

63．1±24．0，P<0．05 o彩色超声显示：治疗后肝脾肿大较治疗前明显缩小[肝脏肿大(cm)：2．12±0．70比

3．04±0．25，脾脏肿大(cm)：0．25±0．03比0．58±0．32，均P<O．05]。1个月后回访患儿体质量基本在正常范

围，平均增长(1．01±0．32)kg，大便颜色较入院时明显改善，大便次数较入院时减少，15例患儿大便金黄色，

5例大便浅黄，无陶土色大便。18例患儿大便次数保持在5次以下，脂肪泻的状况明显好转。结论中药治疗

NICCD可取得明显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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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Linda mixture self made by combination of disease

with syndrome pattern for treatment of neonatal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disease caused by Citrin defects(NICCD)

and to provide an experience in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NICCD． Methods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20

patients with NICCD was confirmed by NICCD common genetic loci detection during hospitalization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Wuhan Children Hospital from June 2012 to June 2015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sed．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hinese medicine Linda mixture for treatment of NICCD．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he index changes of liver function and coagulation function were observed and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situation of hepatosplenomegaly in the patients． Results There were 20 cases all

their pathological iaundice OCCUrring within 3 months old，after treatment，15 cases of them obtained clinical recovery

and 5 cases were getting better，the average length of stay in hospital was(14．67±1．56)days．After the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serum total bilirubin(TBil)，direct bilirubin(DBil)，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Ul，total bile acid(rI．BA)

were markedly lower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TBil(I-tmol／L)：64．O±39．5 vs．173．5±54．1，DBil(I，tmol／L)：
37．7±24．8 vs．80．9±46．4，ALT(U／L)：42．1±25．8 vs．55．0±32．2，TBA(mnol／L)：67．5±20．3 vs．195．0±61．3，all

P<0．051。albumin fAlbl and total albumin fGLB)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lb(U／L)：37．9±4．7 vs．33．1±4．7，GLB(g／L)：17．3±4．0 vs．14．6±2．8，both P<0．05]，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fAPTlll of coagulation function WflS significantly reduced(s：38．2±8．3 vs．63．1±24．0，P<O．05)．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examination showed that hepatosplenomegaly was shrunk after treatment fhepatomegaly(cm)：2．12±0．70 vs．

3．04±0．25，splenomegaly(cm)：0．25±0．03 vs．0．58±0．32，both P<0．051．After 1 month of follow up，the infants’body

wel。ghts were almost normal，the average increase in weight being(1．01±0．32)kg，the color and frequency of stool were

distinctly better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the stool color in 15 cases was golden，pale yellow in 5 cas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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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one，pottery clay in color．The stool frequencies of 1 8 cases were kept under 5 times，and fatty diarrhea situation was

ameliorated．Conclusion Using Chinese medicine for treatment of NICCD can obtain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s．

[Key words]Citrin defect；Neonatal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disease；Clinical features；Linda mixture

Citrin缺陷导致的新生儿肝内胆汁淤积症

(NICCD)是SLC25A13基因突变导致的常染色体隐

性遗传病，在新生儿或婴儿期发病，临床以黄疸为首

发症状，实验室检查肝功能异常，常伴有高氨血症、

低蛋白血症、凝血功能异常等，确诊需行SLC25A13

基因位点检测。1 o。由于NICCD无特异性临床表现，

极易误诊为新生儿特发性胆汁淤积症(INC)，若错

过早期最佳治疗时间，则将面临病程进展至不可逆

性终末期肝病的危险。故早期及时诊断和有效治疗

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旧J。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012年

6月至2015年6月在武汉市儿童医院中西医结合

科住院期间确诊的20例NICCD患儿的临床特征、

中医证候特点，并分析本课题组采用病症结合模式

探讨自主研发的中药利胆合剂对NICCD患儿的临

床疗效。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本院收治的经SLC25A13基因

位点检测确诊为NICCD的20例黄疸患儿，均为婴

儿期3个月内发病以黄疸起病，16例体质量低于正

常同龄儿童，大便多为脂肪泻。20例患儿性别、年

龄、体质量、黄疸发生年龄、大便颜色及次数见表1。

表1 20例NICCD患儿一般情况

性别[例(％)]

男性

女性

年龄(d)

范围

并±S

体质量(kg，x一+s)

黄疸发生年龄[例(％)]

<1个月

1～3个月

>3个月

大便颜色[例(％)]

陶土

浅黄

金黄

每日大便次数[例(％)]

<3次

3～5次

>5次

12(60)

8(40)

d1—155

72．7±30．6

5．22±0．8l

14(70)

5(25)

1(5)

8(40)

6(30)

6(30)

1(5)

12(60)

7(35)

1．2西医诊断依据及临床检查资料

1．2．1 NICCD的临床诊断：确诊依据SLC25A13基

因突变分析坦圳。

1．2．2治疗前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结果

1．2．2．1治疗前相关血液生化检查情况：①20例

患儿均有不同程度胆汁淤积，其中19例直接胆红

素／总胆红素(DBil厂rBil)>20％，10例DBil／TBil>

50％，且胆汁酸(TBA)明显增高；②肝功能异常：

7例丙氨酸转氨酶(ALT)轻度升高，19例天冬氨

酸转氨酶(AST)升高，AST升高程度大于ALT；

③4例患儿血清总蛋白(GLB)稍低，13例患儿白

蛋白(Alb)偏低，存在低蛋白血症；④其他表现：

11例^y一谷氨酰转肽酶(^y—GT)／碱性磷酸酶

(ALP)升高，16例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

延长，6例血氨升高，18例乳酸堆积；⑤合并病毒

感染情况：14例患儿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3例

合并细小病毒B19感染。

1．2．2．2肝、脾、胆囊彩超检查结果：①20例患

儿均有不同程度的肝脏肿大，4例位于右肋下2～
3 cm，15例位于右肋下>3～5 am，1例>5 am；

②20例患儿有不同程度脾脏肿大，14例左肋下可

触及<1 cm，5例左肋下可触及1～2 am，1例左肋

下可触及>2 cm；③2例患儿存在空腹胆囊收缩功

能欠佳，4例餐后2 h胆囊收缩功能欠佳。

1．2．2．3 SLC25A13基因、遗传代谢检测结果：

①20例患儿均携带有SLC25A13基因突变：4例

IVS6+5G杂合突变、3例1638ins2杂合突变、7例

851del4杂合突变、6例851del4纯合突变；②11例

血氨基酸酰基肉碱串联质谱分析(42种)异常，以瓜

氨酸、甲硫氨酸、苏氨酸升高为主，9例尿有机酸气

相色谱分析(30种)检测异常，以4一羟基苯乳酸、

4一羟基苯丙酮酸、4一羟基苯乙酸升高为主。

1．3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医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取得患儿家长知情同意。

1．4中医辨证分型：参照《中西医结合儿科学》[5 3

胎黄中医辨证分型标准，20例患儿根据临床表现分

为湿热熏蒸型5例，寒湿阻滞型4例，痰积发黄型

3例，气血两虚型8例。

1．5治疗方法

1．5．1一般治疗：确诊为NICCD后及时改用无

乳糖和(或)添加中链脂肪酸配方奶进行喂养，如

Am延长，及时补充维生素K1，纠正凝血功能异
常，给予护肝及其他对症治疗，诊断明确者使用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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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胆酸口服治疗。

1．5．2中医治疗：在一般治疗基础上，采用病症结

合模式加用利胆合剂，组成：茵陈30 g、连翘30 g、

何首乌10 g、熟大黄5 g、赤芍30 g、桂枝5 g、枳壳

10 g、白术10 g、五味子10 g、穿山甲3 g、甘草5 g。

湿热熏蒸型去桂枝加栀子；寒湿阻滞型去熟大黄，

中度者加干姜，重度者再加肉桂；瘀积发黄型重用

赤芍、虎杖，中度者加桃仁、红花，重度者加黄芪、鳖

甲；气血两虚型去熟大黄加当归、茯苓，中度者加黄

芪，重度者加地龙。以上药物加水600 mL，水煎2次，

过滤浓缩至100 mL，灌装封口。利胆合剂给药方

法有3种：①常规口服给药，每日3。4次，每次约

30 mL；②插鼻饲管的患儿按上述剂量、分次鼻饲

给入；③对暂时口服困难的患儿，采用保留灌肠给

药，每次50mL，每日2次。共治疗15 d，随访1年。

1．6观察指标及方法：观察患儿临床疗效、治疗前

后肝功能和凝血功能指标的变化及主要临床指标改

善情况，利用彩色超声测定患儿治疗前后肝脾肿大

情况。

1．7疗效判定标准：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

准》№1和《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J：①治

愈：皮肤巩膜黄染明显改善，病理性肝脏体征明

显好转，相关血生化指标恢复正常或好转>70％；

②好转：皮肤巩膜黄染有改善，病理性肝脏体征有

改善，相关血生化指标恢复正常或好转>70％，好转

30％～70％；③无效：皮肤巩膜黄染无改善或加重，

病理性肝脏肿大无回缩或持续增大，相关血生化指

标水平好转<30％或无改善，或病情加重。总有效

率=(治愈例数+好转例数)／总例数×100％。

1．8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 22．0统计软件分析数

据，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孑±s)表

示，组问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 2检验；

等级资料采用Ridit分析。P<o．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结果

2．1 临床疗效：20例NICCD患儿临床治愈15例

(湿热熏蒸型4例，塞湿阻滞型3例，瘀积发黄型

2例，气血两虚型6例)，治愈率为75％，病情好转出

院5例。有效率为100％。平均住院时间(14．67±

1．56)d。

2．2肝功能和凝血功能指标比较(表2)：治疗后患

儿血清TBil、DBil、ALT、TBA水平均较治疗前均明

显下降，Alb、GLB均较治疗前明显上升；凝血功能

指标APTT较治疗前明显缩短(均P<0．05 o

表2 20例患儿治疗前后肝功能和凝血功能指标比较(i±s)

鳓端ii；翟蔫爹 。三豁 爱囊j(赡u／L)

骥端溢誉攀誊(Gg，IJLB) (汹TB帆A罗；(¨|ii≯l誉
治疗前 20 33．1±4．7 14．6±2．8 195．0±61．3 63．1±24．0

治疗后 20 37．9±4．7
8

17．3±4．0
8

67．5±20．3
8

38．2±8．3
8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

2-3治疗前后肝脾彩色超声结果比较(表3)：治疗

后肝脾肿大情况较治疗组明显缩小，回缩至基本正

常，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o

表3 20例患儿治疗前后肝脾彩色超声结果比较(i±s)

i麟闻饲羧《徽瓣鬻i瓣脏肿大(cm) 艟胶肿大(c越)

治疗前 20 3．04+O．25 0．58±0．32

治疗后 20 2．12+_0．70
a

0．25±0．03
6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6P<0．05

2．4主要临床指标改善情况：1个月后回访，患儿

体质量基本在正常范围，平均增长(1．01±0．32)kg，

大便颜色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大便次数较治疗前明

显减少，15例患儿大便金黄色，5例大便浅黄，无陶

土色大便。18例患儿每日大便次数保持在5次以下，

脂肪泻的状况明显好转。

3讨论

NICCD是近年发现的一种以肝内胆汁淤积性

黄疸、低蛋白血症及肝功能异常为临床特征的遗传

代谢性疾病。随着基因诊断技术的开展，越来越多

不明原因的婴Ill!汁淤积症被证实为NICCD¨’踮9|，

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11I，在临床上也无特异

性体征。

本组20例患JLtl台床特征总结如下，以期为临床

判断作参考。20例患儿均为婴儿期3个月内发病，

以病理性黄疸为首发症状，95％(19例)的患儿DBil

占TBil的20％以上，50％(10例)的患儿DBil占

TBil的50％以上。实验室检查95％的患儿有肝功

能异常，AST升高程度大于ALT，80％(16例)的患

儿有凝血功能异常，65％(13例)的患儿存在低蛋白

血症，70％(14例)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少许伴高

氨血症，血氨基酸、尿有机酸等遗传代谢性检查可

见异常。SLC25A13检测可见基因突变，观察的20

例患儿中，以85ldel4位点的突变为主(占65％o

曾有人认为，NICCD是Citrin缺乏所致的一种

临床症状在1岁前消失的自限性疾病而疏于治疗，

但此观点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临床证据的质疑[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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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NICCD患儿主要采用饮食和对症治疗邯J，但其

对已经形成的TBA代谢异常无明显作用。现阶段

我国基因诊断检测的软硬件条件有限，亦很难及时

确诊。在病因明确前不加以干预，早期可引起肝细

胞增生，继而发生肝细胞死亡、胆管性肝纤维化和

肝硬化，最终只有选择肝移植¨2|。对胆汁淤积性肝

病极重症患儿，早期血浆置换也是临床正在尝试的

治疗方法‘13]。

NICCD根据其身目黄染、小便黄赤的临床表

现，将其归属于中医胎黄病范畴。其主要病变部位

在肝胆、脾胃，发病与先天禀赋因素及后天感受湿

邪或湿热毒邪密切相关"’14j。《诸病源候论·小

儿杂病诸侯·胎疸》日：“小儿在胎，其母脏气有

热，熏蒸于胎，至生下小儿体皆黄，谓之胎疸也”。

《临证指南医案·疸》日：“阴黄之作，湿从寒水，脾

阳不能化热，胆液为湿所阻，渍于脾，浸淫肌肉，溢

于皮肤，色如薰黄”。病理机制为“外邪不得泄越”

《伤寒论·阳明篇》日：“黄疸，胆伤则胆气败而胆

液泄”。因此临床上将胎黄病分为湿热熏蒸型、寒

湿阻滞型及瘀积发黄型。但本研究观察发现，现有

的3型不能囊括NICCD的临床主要证候，20例患

儿有8例(40％)面目及全身发黄，黄色晦暗无华，

神疲纳呆，形体消瘦，大便稀溏，呈气血亏虚之征象，

于是新增气血两虚型，以利于临床辨证用方。

病证结合模式是陈可冀院士倡导的中西医结合

诊疗思路，其含义是在临证时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辨证论治专病专方相结合¨5|。目前西医学领域个

体化用药的基因诊断思路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016]。

利胆合剂是本课题组针对NICCD拟定的中药方剂，

在临床运用时应结合不同证型、不同阶段和不同病

情程度提出药物侧重变化o 17-18]。方中抓住胎黄病

的发生与胎毒有关的病因学说和“外邪不得泄越”

的理论，“黄疸，胆伤则胆气败而胆液泄”的病理机

制，以解毒利胆为主线，同时兼顾d,JL为“脾虚”之

体和“黄疸”为“瘀血”之病理产物，以茵陈清泄肝

胆郁热为君药，连翘解毒散痈，清心利尿；与茵陈合

用，使病邪由小便而去。何首乌滋补肝肾，解毒通便，

可使郁热从大便出而不伤肝肾。3药合用散上焦热

毒，利中焦湿热，解下焦瘀毒，达到解毒利胆之功效。

在辨证用方中，湿热型去桂枝，加栀子，体现茵陈蒿

汤的功效。其中热重于湿者方中寓茵陈五苓汤之

意，具有温运脾阳的作用；寒湿型轻度去熟大黄，中

度者加干姜，含茵陈理中汤之功效。重度者再加肉

桂，则为茵陈四逆汤之意；瘀积发黄型重用赤芍、虎

杖，中度者加用桃仁、红花，重度者加用黄芪、鳖甲。

其组方宽胸理气之药不及传统运用的血府逐瘀汤，

原因是胎黄病的瘀积之证，多因湿邪未解，治宜清

除湿邪，疏通肝胆，化瘀消积。19I，治疗中不可疏泄太

过Hj。气血两虚型去熟大黄加当归、茯苓，中度者

加黄芪，重度者不增加补气养血之药，反用地龙，源

于血虚生风，肝风妄动，易出现神昏、抽搐等肝性脑

病的危象，地龙配黄芪、当归、红花为补阳还五汤，

专用于气虚血滞、经络不利之证。

中药具有良好的调节小儿脾胃功能的作用。本

研究显示，20例患儿食欲均明显好转，腹泻改善，

治疗1个月后体质量接近正常，体质量平均增长约
l kg。但由于本回顾性研究所观察病例不多，观察

时间有限，还需要继续深入探讨，寻求中药治疗和干

预NICCD的有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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