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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领域2017年度重要进展盘点
李海波 符洪源 陆桐宇 曾凯宁 张英才 杨扬

【摘要】

肝移植是目前公认的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最有效措施。经过超过 50 年的发展，肝移植患者术后存活

时间不断延长，并发症的发生率亦有所降低。但是，如何改善供肝短缺的现状、减轻供肝缺血 - 再灌注损伤，减
少并发症的发生率以及进一步提高肝移植患者的远期疗效仍然是困扰肝移植科医师的难题。因此，了解最新的外
科技术、多中心临床经验以及相关基础研究结果，将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疾病本质，为患者制定更妥善的治疗
方案。本文综合国际核心期刊报道的内容，对 2017 年度肝移植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及最新进展作一综述，并对
今后的研究方向作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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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擅长肝脏、胆道、门静脉高压与胰腺外科疾病的诊断与处理，研究领域包
括肝脏移植、移植免疫和干细胞在肝脏疾病的应用等方面。作为负责人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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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发展至今，已有 50 余年的历史，全世
界已累积实施肝移植手术 10 万余例。随着外科技术
的发展、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和临床经验的积累，
肝移植术后受体存活率不断提高、存活时间不断延长。

1 供肝获取相关研究进展
1.1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作为一种重要的器

然而，供肝质量、肝移植术后急或慢性并发症的发

官来源方式，可扩大供肝来源，有效缓解器官短缺现

生、肿瘤复发、术后管理等因素依然制约着肝移植疗

状，但部分临床医师及社会公众对 DCD 供肝了解欠

效的进一步改善。因此，本文对 2017 年度肝移植领

缺，DCD 供肝仍有较大待开发潜力。Rakhra 等 [1] 回

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一综述，对未来研究的方向作出

顾性分析了澳大利亚器官捐献情况，发现超过一半的

展望。

潜在 DCD 供体中，临床医师未向本人或家属介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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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D，正确评估并开发这一部分供体，有望将澳大

植物功能良好，均未发现缺血性胆管病，仅 1 例受体

利亚捐献率从 161/10 万提升至 213/10 万。由于 DCD

术后出现了胆道吻合口狭窄，予内镜下支架置入治

供肝的温缺血时间较脑死亡器官捐献（DBD）长，既

疗后预后良好。Watson 等 [8] 对 12 例边缘性供肝采

往研究多认为 DCD 供肝会增加术后移植物功能障碍

用了常温机械灌注（normothermic machine perfusion，

等风险，但随着 DCD 技术的改进及对供体和受体的

NMP），前 6 例予高氧合灌注液灌注，发现 5 例受

精细评估，采用 DCD 供肝行肝移植的受体术后移植

体出现灌注后综合征，4 例出现持续性血管麻痹；后

对比了 DCD 与

6 例患者予接近生理状态下的氧合灌注液灌注，受体

物存活率显著提高

[2]

。Croome 等

[3]

DBD 供肝，发现两者的受体存活率、移植物存活率

预后良好，提示 NMP 应避免使用高氧含量的灌注液。

亦

Bral 等 [9] 的临床研究对机械灌注技术（10 例）与常

对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患者接受 DCD 供肝（38 例）

温静态冷保存技术（30 例）进行了对比，发现两组

与接受 DBD 供肝（108 例）后的预后进行了对比分析，

间血清转氨酶、胆红素、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

发现接受 DCD 供肝的受体除了发生缺血性胆管病的

值（PT-INR）、乳酸水平及 30 d 移植物存活率无显

风险是接受 DBD 供肝者的 1.2 倍外，两组受体的存

著差异，机械灌注组的重症监护室（ICU）停留时间

活率、移植物功能障碍发生率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及总住院时间较对照组显著延长。器官机械灌注研究

1.2 供肝分配与供肝保护技术的改进

进展的详细总结见本文第 2 部分器官机械灌注。可以

及受体生活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rivedi 等

[4]

移植术后患者的预后是决定分配供肝的重要考

预见，未来的研究热点仍将会是如何改进机械灌注技

虑因素，因此需要一个术前能准确预测患者接受肝移

术，改善供肝质量，提高肝移植手术预后，并且未来

对比了 6 种不

研究者可能会在机械灌注液中添加特定的药物（如

同的预测模型，包括供体年龄 × 受体终末期肝病模

溶栓药物、抗生素）、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型（donor age×recipient MELD，D-MELD）、 入 选

stem cells，MSCs）等，达到特定的治疗目的。

时和移植时 MELD 的区别（difference between listing

1.3 老年供肝

植治疗后预后的模型，Schlegel 等

[5]

MELD and MELD at transplant，Delta MELD）、供体

近年来，供体年龄对移植术后并发症的影响是器

风险指数（donor-risk index，DRI）、肝移植后的生

官移植工作者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既往的观点多认

存 预 后（survival outcomes following liver transplant，

为，老年供体由于肝脏代谢等功能的下降，供肝质量

SOFT）、 平 衡 风 险（balance-of-risk，BAR） 和

较年轻供肝差，导致术后并发症增多，但最近的研究

加 州 大 学 洛 杉 矶 分 校 无 效 风 险 评 分（University of

表明，经过选择的老年供肝是安全的，可有效扩大供

California Los Angeles-futility risk score，UCLA-

体池。西班牙学者 Cepeda-Franco 等 [10] 认为，尽管

FRS）模型，发现 SOFT 和 BAR 模型能较好地预测

供体年龄 >70 岁时，二次移植发生率有所升高，但受

肝移植术后受体的预后，并且只有 BAR 评分与肝移

体经过选择后，尤其是原发病为酒精性肝硬化、丙型

植术后并发症呈线性相关，提示 BAR 评分更有助于

肝炎病毒（HCV）阴性及 D-MELD 评分 >1 500 分的

选择恰当的受体。

受体，预后良好。Schlegel 等 [11] 认为，DCD 供肝中，

供肝保护技术的改进，是提高肝移植术后存活率、

供体年龄 >60 岁并不是导致术后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

在术中采用

素。Biancoﬁore 等 [12] 的研究甚至认为，与供体年龄

了新的溶栓疗法，显著改善了接受 DCD 供肝受体的

18～39 岁相比，供体年龄 >80 岁并不会显著增加围

预后，在开放门静脉后予维拉帕米 5 mg+ 组织型纤溶

手术期并发症的发生率。

酶原激活剂（tissue-type plasminogenactivator，tPA）

1.4 供体体质量指数对肝移植手术的影响

减少并发症的重要措施。Bohorquez 等

[6]

2 mg 灌注肝动脉。意大利法律规定，心脏死亡需在

供体体质量指数（BMI）升高常提示肝脏脂肪变

心电活动至少停止 20 min 方可判定，这显著延长了

性的可能性增高，而脂肪变性的供肝与受体术后结局

DCD 供肝的温缺血时间，增加了 DCD 供肝的风险，

密切相关，是导致缺血 - 再灌注损伤（IRI）、胆道狭

限制了 DCD 供肝在意大利的推广应用。来自意大利

窄、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等并发症的可能危险因素。

的学者 De Carlis 等

[7]

对该类 DCD 供肝进行了常温

区域灌注，7 例受体在平均 6.1 个月的随访期内，移

Schlegel 等 [11] 对 315 例 DCD 供肝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发现供体 BMI>25 kg/m2 是术后受体及移植物存活率

李海波等．肝移植领域2017年度重要进展盘点

第１期

降低的独立危险因素。但 Knaak 等 [13] 则认为，在行
肝脏活组织检查（活检）排除肝脏脂肪变性 >10% 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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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临床试验也初步确认了 NMP 临床应用的安全性。
对于进行 NMP 而言，肝肾联合灌注比单纯肝脏

供体后，供体 BMI>30 kg/m 是安全的，并不会增加

灌注能更好地模拟真实灌注环境，因此理论上可能获

移植术后受体的并发症发生率，这有望进一步扩大供

得更好的灌注效果 [16]。一项研究对 15 例猪 DCD 供

肝来源。

肝进行了分组实验，结果发现肝肾联合灌注更好地改
善了供肝的酸碱和生化坏境，保护肝脏细胞和胆道内

2 器官机械灌注

皮细胞的结构。同时，联合灌注还增加了三磷腺苷
（ATP）生成、保护一氧化氮（NO）信号通路、减

2.1 低温机械灌注
DCD 供肝是常见的一种边缘供肝。控制热缺血

少了氧化应激反应和炎症因子。

时间是保证 DCD 供肝质量的关键。然而，由于供体

肝细胞在常温灌注下的耗能远远高于低温状态

器官获取具有不确定性，热缺血时间并不能够总是得

下，因此，NMP 灌注液需要大量的红细胞进行携氧。

到妥善控制。Compagnon 等

[14]

研究团队利用猪的肝

移植模型证明，低温机械灌注（hypothermic machine
perfusion，HMP）可以改善经历了超长热缺血时间的
DCD 供肝的质量和预后。在经过 60 min 的热缺血处

这也是现阶段限制 NMP 大规模临床应用的瓶颈。
Laing 等 [17] 提出了一种新型非细胞性的血红蛋白携氧
介质（hemoglobin-based oxygen carrier，HBOC），以
减少 NMP 对红细胞的依赖。研究者对 5 例 HBOC 灌

理后，供肝被分为两组，一组采用传统的静态冷保存，

注和 5 例红细胞灌注的人废弃供肝进行对比。HBOC

而另一组采用 HMP。研究结果显示，静态冷保存组

灌注组的供肝能够获取更多的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的动物在移植后 6 h 内全部死亡；而 HMP 组移植后

研究未发现 HBOC 对细胞造成损伤的任何生物化学、

全部存活。再灌注后，HMP 组肝功能指标更好、肝

细胞学和组织学证据。

细胞和内皮细胞损伤更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HMP

3 肝移植术后并发症研究进展

对肝脏的保护作用与其改善供肝的能量代谢，减轻炎
症反应、氧合应激反应、线粒体损伤和凋亡有关。
近 年 来， 有 学 者 提 出 低 温 氧 合 机 械 灌 注 技 术

3.1 胆道并发症
Giorgakis 等 [18] 发现，受体 BMI 每提高 1 kg/m2，

（hypothermic oxygenated perfusion，HOPE） 可 以 有

术后胆道并发症发生率提高 3%。日本京都大学的学

效保护和改善边缘供肝的功能，从而扩大供肝来源。

者 Azzam 等 [19] 对该中心行活体肝移植的 505 例受体

目前，这一设想在保护 DCD 供肝质量方面得到验证。

术后胆道并发症进行了回顾性的总结，发现胆道并发

脂肪肝是另一类常见的边缘供肝，Kron 等

[15]

提出，

症的发生率高达 39.0%，包括胆漏（15.4%）、胆漏

在大鼠移植模型中，HOPE 可以有效改善脂肪肝情况。

继发的胆汁瘤（2.5%）、胆漏继发的胆道狭窄（1.8%）、

研究者发现，与单纯静态冷保存相比，供肝在静态冷

胆道狭窄（19.3%）。肝移植术后自发性胆道出血临

保存 +HOPE 后肝细胞脂肪变性的程度减轻，再灌注

床上并不常见，Park 等 [20] 报道，肝移植术后胆道并

损伤减少，从而改善移植物的功能。据此，研究者认

发症发生率为 1.2%，肝移植术前符合器官资源共享

为 HOPE 对脂肪肝等边缘供肝的保护可应用于器官冷

网络（UNOS）分级标准Ⅰ/Ⅱa 级、酒精性肝硬化、

储存后阶段，而无需在器官获取现场进行。

BMI<24.5 kg/m2 是其独立危险因素，患者经内镜逆

2.2 常温机械灌注

行性胰胆管造影术（ERCP）或经内镜鼻胆管引流术

早前英国学者进行了全球第 1 项评估 NMP 临床

（endoscopic nasobiliary drainage，ENBD）治疗成功

应用效果的临床试验，结果表明与传统的静态冷保

率可达到 87.8%。对于临床上常见的术后胆道吻合口

存相比，NMP 处理后的供肝具有更好的移植后功能。

狭窄，ERCP、金属支架、塑料支架的使用，取得了

2017 年，加拿大的一家移植中心发表了北美地区第 1 个

满意的效果。荟萃分析表明，ERCP 治疗胆道吻合口

类似的研究数据

。有 10 例供肝进行了 NMP 处理，

[9]

狭窄与自膨式金属支架置入及塑料支架置入相比，疗

9 例成功移植。相比静态冷保存，NMP 有效地降低了

效相当 [21]。

血清转氨酶、胆红素、PT-INR 和乳酸水平。两组间

3.2 血管并发症

移植后 30 d 的移植物存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

肝动脉血栓形成是肝移植术后常见的血管并发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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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Fujiki 等 [22] 报道，肝移植术后肝动脉血栓形成

感染合并血清肌酐水平升高、供体年龄 >41 岁时，

发生率为 2.6%，其中 22.7% 的患者需要二次移植，

LAR 患者的死亡风险显著提高。Shaked 等 [30] 发现，

未行二次移植的患者，尽管 1 年移植物存活率达到

异位表达的血清 hsa-miR-483-3p 和 hsa-miR-885-5p 在

82.0%，但 47.1% 的患者出现了缺血性胆道病并需要

肝移植术后移植物排斥反应的诊断、预后方面具有重

后续的胆道介入治疗。肝移植术前经肝动脉介入治

要意义，这有助于临床医师无创性诊断急性细胞排斥

疗在原发性肝癌（肝癌）患者中多见，术前经肝动

反应。San Segundo 等 [31] 则发现，肝移植术后发生急

脉介入治疗对术中肝动脉吻合及术后肝动脉并发症

性排斥反应的患者血清 IL-34 水平显著升高，血清白

[23]

回顾性分析

细胞介素（IL）-34 有望作为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

了 262 例于土耳其 Inonu 大学行活体肝移植（living

的预测指标。Detry 等 [32] 报道的 10 例输注了 MSCs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LDLT）手术的患者资料，

受体的Ⅰ期临床对照试验，输注了 MSCs 的受体并未

发 现 LDLT 术 前 行 经 肝 动 脉 化 疗 栓 塞（transarterial

观察到排斥反应发生率较对照组下降。

chemoembolization，TACE）术的患者，术后发生肝

3.4 术后感染

的影响之前并未阐明。为此，Ince 等

动脉血栓形成的风险显著增加，并导致二次移植率显

Abdelhamid 等

[33]

研 究 发 现， 肝 移 植 术 后 真

[24]

菌 感 染 是 MELD 评 分 <30 分 的 患 者 远 期 预 后 不 良

分析了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动脉血栓形成与肝动脉重建

的 独 立 危 险 因 素。 法 国 的 一 项 纳 入 了 48 189 例 患

方式的关系，研究发现，肝动脉重建类型与术后早期

者的研究发现，共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肝动脉血栓形成相关，使用较短的供肝肝动脉行吻合

immunodeﬁciency virus，HIV）但未进展至获得性免

著升高。来自法国 Montpellier 大学的 Herrero 等

术，可降低术后早期肝动脉血栓形成风险。Li 等

[25]

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ﬁciency syndrome，

的研究认为，吸烟并不会增加肝移植术后肝动脉血

AIDS）的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慢乙肝）患者，其

发 现， 受 体 BMI

进展至终末期肝病或肝癌的风险是单纯 HBV 感染

<18.5 kg/m 是肝移植术后肝动脉血栓形成的独立危

的慢乙肝患者的 60%，这部分患者可能获益于发现

险因素。Roccaro 等

HBV 与 HIV 共感染后接受了更加及时、优质的医疗

栓 形 成 的 风 险。Giorgakis 等

[18]

2

[26]

研究发现，与术前糖尿病相比，

肝移植术后受体新发的持续性糖尿病长期主要心血管

服务 [34]。英国的一项多中心研究发现，尽管 HBV 与

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显著升高。对于术后 24 h 内发生

HIV 或 HCV 与 HIV 共感染的终末期肝病患者行肝移

肝动脉血栓形成的受体，予肝动脉内溶栓治疗和（或）

植的疗效得到了认可，仅 16.3% 的共感染终末期肝病

药物洗脱支架置入可获得较高的动脉再开放率，减少

患者在确诊后获得了肝移植评估的机会 [35]。

二次肝移植需求 [27]。
3.3 排斥反应
Yang 等

[28]

一项对比了肝移植术后预防性抗巨细胞病毒
（CMV）治疗和抢先治疗 CMV 感染的荟萃分析表

建立了预测肝移植术后早期移植物功

明，在 CMV 感染可能的高危患者中，预防治疗可降

能障碍（early allograft dysfunction，EAD）的列线图，

低 CMV 病的发生率，该类患者推荐采用预防治疗，

供体 γ- 谷氨酰转肽酶（gamma-glutamyl transferase，

而对于中低危患者，可在明确体内存在 CMV 复制后

GGT）水平、血尿素氮水平、性别、有否重要合并

再启动抢先治疗 [36]。

症及受体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是 EAD 的

3.5 其他并发症

预 测 因 子， 当 总 评 分 <72 分 时， 术 后 EAD 可 能 性

代谢综合征是肝移植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包括高

<30%， 而 当 总 评 分 >139 分 时， 术 后 EAD 可 能 性

血压、糖尿病、肥胖、血脂异常等，对移植术后远期

>60%，根据该模型绘制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

存活率有一定的影响，其发生率介于 44%～58% 不等。

曲线下面积在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中分别达到了 0.74

据 Garcia 报道，移植后 5 年代谢综合征的发生率为

和 0.60。Nacif 等

报道，肝移植术后晚期急性排

38.2%，肝移植术后代谢综合征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斥反应（late AR，LAR）发病率为 6.7%，平均诊断

是肥胖与糖尿病。Butin 等 [37] 发现，肝病患者骨脆性

时间为术后 564 d，LAR 较早期急性排斥反应（early

较正常者增高，行肝移植术后可进一步恶化，术后第

AR，EAR）有更严重的分级，两者对远期移植物存

1 年发生椎骨骨折的风险高达 60.6%，因此术前应筛

活率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当存在二次移植、HCV

查可能发生骨折的高危患者，并予相应的预防措施。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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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体 积 综 合 征（large-for-size syndrome，LFS）
是儿童肝移植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可导致移植物受压，
影响移植物血供，最终导致肝细胞坏死、移植物无功
能。LFS 在成人肝移植中并不常见。Allard 等

[38]

报

·４５·

疗效。
4.2 预测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模型
肝癌患者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是导致患者死亡
的重要原因。如何筛选出移植术后预后较好的患者，

道成人中极端 LFS 发生率为 2.4%，并建立了预测极

避免供肝的浪费，以及对高危患者在围手术期、术后

端 LFS 的模型，该模型以移植物重量与 CT 上测量得

管理等方面及时干预，是提高肝癌患者肝移植术后预

到的右肋前后部分最远距离的比值预测极端 LFS，诊

后的关键措施。米兰标准一直是肝癌肝移植的基准，

断的灵敏度达到了 100%，特异度为 88%。

但由于其要求过于苛刻，且局限在影像学基础上进行
评估，不但导致部分预后良好的患者不能进入肝移植

4 肝癌肝移植

等候名单，而且其在预测肝移植术后预后方面也有所

4.1 术前评估及桥接治疗
肝癌患者等待肝移植的时间与肝移植手术预后的

局限。因此，众多学者提出了新的肝癌肝移植标准，
这极大地推动了肝癌肝移植的进展。

相关性一直备受争议。目前，美国主要采用 MELD-

Mehta 等 [43] 建 立 了 术 前 影 像 学 符 合 米 兰 标 准

exception 评分对肝癌患者的病情及需要行肝移植手

的肝癌患者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预测评分模型

术的迫切性进行评估。Mehta 等 [39] 报道的包括 3 个

（RETREAT Score），RETREAT Score 模 型 纳 入

肝移植中心的研究发现，肝移植术前等待时间与术后

了 3 项独立危险因素：甲胎蛋白（AFP）、微血管

肿瘤复发相关，等待移植时间 <6 个月及等待移植时

浸 润（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 和 最 大 存 活 瘤

间 >18 个月的肝癌患者，术后肿瘤复发风险均较等待

灶直径（cm）+ 存活肿瘤数目，根据独立危险因素

移植时间介于 6～18 个月的患者高（1 年复发率 6.4%

的绝对值赋予相应的评分，3 项评分累计总和即为

比 4.5%，5 年复发率 15.5% 比 9.8%，P=0.049），这

RETREAT Score，每例患者的 RETREAT Score 从 0～

可能是因为等待移植时间 <6 个月的患者中，包括部

8 分不等，得分为 0 分的患者术后 5 年肿瘤复发风

分恶性程度较高的肝癌患者，而等待移植时间 >18 个月

险 <3%， 得 分 ≥ 5 分 的 患 者 术 后 5 年 肿 瘤 复 发 风

的患者在等待肝移植的过程中，肿瘤生物学行为发生

险 >75%， 该 模 型 的 C 统 计 量 为 0.77， 可 较 好 地 预

了转变。但 Palmer 等

的单中心研究却认为，符合

测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风险，有助于指导肝

米兰标准的肝癌患者，等待移植的时间并不影响肝移

移植术后的监测方案及选择相应的术后治疗方案。

植术后的肿瘤复发率及患者存活率。需要进一步的研

Halazun 等 [44] 则 针 对 所 有 肝 癌 患 者， 建 立 了 预 测

究阐明等待移植时间与肝癌患者预后的相关性，指导

肿 瘤 复 发 的 MORAL 模 型，pre-MORAL 包 括 术 前

肝移植手术的施行。

检 查 的 3 项 指 标， 即 中 性 粒 细 胞 / 淋 巴 细 胞 比 值

[40]

在等待肝移植期间，患者的肿瘤可能发生进展，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AFP、肿瘤大

导致失去手术机会，或术后预后变差。因此，对等候

小；post-MORAL 基于术后病理标本的 4 项指标，即

名单中的患者，在恰当的时间进行局部桥接治疗，有

肿瘤分级、血管侵犯、肿瘤大小、肿瘤数目；combo-

助于降低肿瘤分期，提高预后。常用的局部桥接治疗

MORAL 则包括了上述 7 项指标。pre-MORAL、post-

包括射频消融（RFA）、TACE 等。美国的一项纳入

MORAL、combo-MORAL 预测肝癌患者行肝移植术

了 3 601 例患者的多中心研究发现，符合米兰标准的

后肿瘤复发的 C 统计量分别为 0.82、0.87、0.91，均

肝癌肝移植患者，在等待行肝移植期间行局部区域桥

显著高于米兰标准的 0.63，亦高于美国加州大学旧

接治疗，除非治疗后获得了完全的病理应答，否则局

金山分校（UCSF）标准的 0.57，提示 MORAL 模型

部区域桥接治疗并不能改善移植术后存活率及肿瘤复

能更好地预测术后肿瘤复发。Lai 等 [45] 亦建立了类

发率 [41]。Lee 等 [42] 对肝移植术前行 RFA 治疗对移

似 TRAIN Score 模型以预测肝癌患者肝移植术后肿

植术后结局的影响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随访，发现术

瘤复发，该模型以 AFP、肝移植术前局部区域治疗

后 5 年、10 年受体存活率分别为 75.8%、42.2%，对

后的影像学应答、NLR、等待移植的时间为指标，以

应的无瘤存活率分别为 71.1%、39.6%，提示 RFA 应

TRAIN Score=1.0 为临界值，可较好地预测等待移植

用于肝癌患者行肝移植术前治疗可提高移植术后的

期间患者的死亡风险及移植术后的肿瘤复发风险。目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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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肝癌复发患者的病死率尚无可靠预测模型，为此，

antivirals，DAAs）为基础的抗 HCV 治疗，96% 的患

Bodzin 等

者经抗病毒治疗 12 周后获得了持续的病毒学应答，

[46]

建立了预测肝癌患者行肝移植术后肿瘤

复发的病死率模型，该模型纳入了 MELD 评分、复

且患者耐受良好，该疗法有望成为预防肝肾联合移植

发时间、复发肿瘤数目、复发肿瘤最大直径、骨转移、

术后 HCV 复发的标准疗法 [50]。

复发时 AFP 水平、供体血清钠水平和肝移植术前受

5.2 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治疗

体 NLR 比值等预测因子，将复发患者分成低危组（<10

一项面向北美地区的问卷调查显示，北美 15 个

分）、中危组（10～16 分）和高危组（>16 分），对

肝移植中心的术后免疫管理在免疫诱导阶段和早期免

应的中位存活时间分别为 70.6、12.2、3.4 个月。

疫维持阶段采用的免疫抑制方案基本一致，免疫诱导

5 肝移植术后管理
5.1 肝移植术后抗病毒治疗
在接受肝移植的受体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因

期主要采用甲泼尼龙联合巴利昔单抗或抗胸腺细胞球
蛋白治疗，早期免疫维持期则以钙神经蛋白抑制剂（他
克莫司）+ 吗替麦考酚酯（MMF）+ 肾上腺皮质激素
（激素）为主，而各中心的远期免疫抑制方案则差异

为病毒性肝炎导致的肝炎后肝硬化、肝癌，其中我国

较大，约 40% 的受访中心没有长期免疫抑制的最小维

以 HBV 相关的肝病占大多数，而西方国家患者多有

持剂量，47% 的中心逐步将受体的免疫抑制方案调整

HCV 感染的背景。目前学术界已达成共识，预防肝

为单药方案，并且各中心由多药联合应用转为单药给

移植术后肝炎病毒复制，是提高患者长期预后的关键
措施。而抑制病毒复制、降低病毒性肝炎再发的主要
措施是抗病毒药物的使用。
我国香港玛丽医院的研究者对 265 例因慢乙肝

药的时间差异较大，从 3 个月至 10 年不等，但没有
中心报道完全的免疫撤退 [51]。Aguiar 等 [52] 对 392 例
肝移植受体进行了平均 8.5 年的随访，发现单药抗排
斥的受体，在将钙神经蛋白抑制剂转换成 MMF 后，

行肝移植手术并只给予恩替卡韦单药抗病毒治疗的患

出现新发肿瘤的风险显著降低，并且风险降低与改变

者随访观察了 8 年，发现随访 1、5 年后的累积乙型

药物种类的起始时间相关，提示术后予单药抗排斥

肝炎表面抗原（HBsAg）血清清除率分别达到了 90%
和 95%，随访 8 年时，92% 的患者血清 HBsAg 阴性，

的受体，应尽可能予 MMF 治疗，可改善患者预后。
O'Leary 等 [53-54] 建 立 了 慢 性 抗 体 介 导 的 排 斥 反 应

100% 的患者 HBV DNA 低于检测值下限，仅 14 例患

（chronic AMR，cAMR）评分模型，该模型包含 6 项

者术后持续血清 HBsAg 阳性，这 14 例血清 HBsAg

评分内容，分别是界面活动性、小叶炎症、汇管区胶

阳性的患者均不能检测出 HBV DNA，且 HBsAg 阴
性与 HBsAg 阳性的患者肝脏硬度检测结果并无显著
差异，术后 9 年的患者总存活率达到了 85%，提示慢
乙肝患者行肝移植术后予恩替卡韦单药抗病毒治疗是
安全有效的 [47]。Ulku 等 [48] 报道，无肝期及肝移植
术后予静脉注射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较肌内注射可
刺激机体产生更高的乙型肝炎表面抗体（抗 -HBs）
水平。

原化、门静脉病变、窦状纤维化和 HCV 状态，并分别
在供体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ﬁc antibody，DSA）阳
性且平均荧光强度（median ﬂuorescent intensity，MFI）
>10 000 的受体、DSA 阳性且 MFI<1 000 的受体中进行
了验证，结果提示无论 MFI 大小，该评分模型均可较
好地预测 DSA 阳性受体的远期移植物功能障碍。

6 儿童肝移植

研究人员 Stepanova 等 [49] 的一项大宗病例报道

胆道闭锁是儿童肝移植最常见的适应证。胆道

中，共有 33 668 例 HCV 感染患者接受了肝移植治

闭锁的移植治疗一直是儿童肝移植领域最受关注的问

疗，其中 5.7% 的患者接受了 HCV 阳性的供肝，接受

题。近期，一个日本研究团队公布了一项最新数据，

了 HCV 阳性供肝和接受了 HCV 阴性供肝的受体对

该研究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关于儿童肝移植治疗胆道闭

比，病死率和移植物丢失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

锁的样本量最大、随访时间最长的队列研究 [55]。研

HCV 阳性患者接受 HCV 阳性的供肝是安全的。HCV

究者共随访了 2 085 例行活体肝移植治疗的胆道闭锁

感染患者行肝肾联合移植术后 HCV 复发是导致预后

患儿，结果显示，术后 1、5、10、20 年的移植物存

不良的重要原因，一项名为 CUPILT 的前瞻性研究纳

活率分别为 90.5%、90.4%、84.6%、82.0%、79.9%。

入了 23 例患者，并予直接抗病毒药物（direct-acting

供体 BMI、移植物类型、受体年龄、移植中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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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移植年代是影响术后移植物存活率的关键因素。研
究进一步指出，青春期（12～18 岁）患儿进行移植

·４７·

7.2 miRNA 与肝移植排斥
近期研究强调了肝细胞特异微小核糖核酸（micro

的效果逊于其他年龄段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据

RNA，miR）作为预测移植后肝损伤的一项敏感、稳定、

此，研究者认为，移植手术时机是影响儿童胆道闭锁

特异的生物标志物的可能性。荷兰学者在小猪 DCD

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患儿应尽早到具备条件的移植

模型的研究中，通过分析 83 例供肝灌注液发现，高

中心治疗。而另一项针对肝门肠吻合术（Kasai 手术）

表达 miR-122 水平及高 miR-122/miR-222 比例是移植

后胆道闭锁患儿的活体肝移植研究则提示，婴儿期

后 EAD 的独立危险因素，这揭示了 miR 作为一个预

患儿的肝移植手术效果显著低于年龄较大的患儿

[56]

。

测移植后肝损伤的生物标志物的潜能，同时也说明了

儿童终末期肝病模型（pediatric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iR 参与了移植后肝损伤的过程 [60]。美国学者通过

model，PELD）评分高和门静脉发育不良是出现术后

对来自 69 例肝移植患者的 318 份血清样本的分析得出，

并发症的危险因素，而体质量缺陷是婴儿期患儿死亡

高表达的 miR 在识别肝移植后早期急性细胞性排斥

的独立危险因素。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则关注了

反应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比临床病理证实供

供肝大小和类型对胆道闭锁治疗效果的影响

[57]

。研究

肝发生排斥反应的时间提前了 40 d，这一点也从侧面

共纳入 2 123 例病例，其中超过半数患儿接受全肝移

提示了 miR 参与了肝移植排斥反应 [30]。

植。对于体质量 <7 kg 的患儿，接受活体肝移植和部

7.3 操作性肝移植耐受

分尸肝移植的患儿短期及长期存活均高于接受全肝移

近 期 研 究 表 明， 骨 髓 间 充 质 干 细 胞（bone

植的患儿；而对于体质量 >14 kg 的患儿，接受全肝移

marrow MSCs，BMMSCs）不仅有分化的多能性及自

植疗效则明显优于接受活体肝移植和部分尸肝移植。

我更新的能力，同时也在免疫调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7 肝移植基础研究
7.1 缺血 - 再灌注损伤与肝移植保护

宋红丽教授团队在大鼠减体积肝移植模型中，发现
BMMSCs 的通过血红素加氧酶（HO）-1 基因的过表达，
增强并延长了移植后受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反应，而沉

等离子体膜结合 G 蛋白耦合胆酸受体（plasma

默 HO-1 基 因 的 BMMSCs（Adv-HO-1/BMMSCs） 无

membrane-bound G protein-coupled bile acid receptor，

论在细胞实验抑或动物试验中都有很好的免疫抑制效

TGR）-5 在 不 同 的 组 织 中 有 不 同 水 平 的 表 达， 而

应，这为肝移植后免疫抑制的临床治疗提供了一定的

TGR-5 介导的肝脏保护作用在以往众多肝脏疾病研

实验证据和理论基础 [61]。美国学者报道了在肝移植

究中已经阐明，尤其是对于肝移植 IRI 的保护效应。

术后大鼠的研究中，对大鼠进行撤药后供体骨髓输注，

王学浩教授团队首次揭示 TLR4-NF-kappaB 信号通路

以诱导供体特异性免疫耐受，取得了长期的撤药生存，

在 TGR-5 介导肝移植 IRI 保护效应中起到了关键性

这也为肝移植后实现成功撤药提供了新的思路 [62]。

的 作 用， 其 研 究 阐 述 了 TGR-5 通 过 下 调 TLR4-NF-

7.4 其 他

kappaB 信号通路下游相关炎症分子的表达，抑制了供

比利时学者团队首次报道了关于输注 MSCs 建立

肝移植后的非特异性炎症反应，从而减轻了供肝移植

肝移植后免疫耐受的Ⅰ期临床试验，在 10 例患者接

后的 IRI。这一结果为肝移植 IRI 提供了新的治疗靶

受肝移植手术后的（3±2）d 开始输注（1.5～3.0）×

。西班牙学者在大鼠肝移植模型中发现，将供

106/kg 剂量 MSCs，其研究结论表明输注 MSCs 后肝

肝浸泡在富含曲美他嗪（trimetazidine）的乔治斯洛佩

移植受体并没有毒性反应，但同时也并不能成功建

兹 研 究 所（Institute Georges Lopez，IGL）-1 保 护 液

立移植受体的免疫耐受。这一实验虽然得到了阴性

中能有效减轻供肝 IRI，这一效应是通过抑制 AKT 蛋

的结果，但这至少对于输注 MSCs 的安全性提供了

白激酶下游产物糖原合成酶激酶（glycogen synthase

临床试验基础，也需要后续更多的基于 MSC 及调节

kinase-3，GSK3）和电压门控阴离子通道（voltage-

性 T 细胞（Treg）参与免疫耐受为理论基础的临床

dependent anion channel，VDAC）的表达，降低了肝

试验 [32]。西班牙学者通过水合的方法（hydrodynamic

细胞内质网应激反应，从而抑制肝细胞凋亡，揭示

procedure），有效地将 IL-10 基因转导至离体肝段

了抑制 GSK3 有望成为预防肝移植 IRI 的有效干预

的肝细胞中，其所表达的 IL-10 相关蛋白的局部浓度，

点

[58]

手段

[59]

。

能够达到控制免疫应答发生的药理学效应，这一实

器官移植

·４８·

验踏出了临床上利用 IL-10 控制移植后免疫反应的
第一步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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