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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术后肠道并发症临床诊治分析
杨其顺 姜伟 黄赤兵

【摘要】

目的

探讨肾移植术后肠道并发症的病因诱因、临床特点及诊治方案。方法

移植术后肠道并发症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其发病病因诱因、临床特点及治疗经验。结果

回顾性分析 47 例肾
肾移植术后肠道并发

症患者 47 例，随访 3 ～ 36 个月（中位时间 18 个月），并发症包括上消化道出血 4 例，下消化道出血 1 例，急
性肠炎 25 例，慢性肠炎 12 例，肠结核 1 例，结肠癌 1 例，肠梗阻 3 例。消化道出血患者中，4 例发生在大剂量
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后，2 例出现出血性休克。急性肠炎患者中，7 例在肾移植围手术期首次服用免疫抑制剂，
余 18 例有不洁饮食或着凉史，4 例检测病原菌阳性。慢性肠炎患者中，12 例麦考酚酸或他克莫司血药浓度升高，水、
电解质、酸碱失衡，2 例病原菌阳性，8 例伴重度贫血。1 例肠梗阻发生在肾移植围手术期，2 例出现中毒性休克。
根据疾病类型及病情严重程度，分别积极实施对症及病因治疗。47 例患者中，45 例治愈，2 例死亡，死因分别为
下消化道出血和结肠癌肺转移引起呼吸衰竭，3 例出现移植肾功能不全。结论

肾移植术后肠道并发症表现多样，

与肠道稳态失衡有关，病情有急有缓，均可对移植肾功能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合并严重并发症时预后不良，为
降低其发生率，提高治愈率，积极预防和果断处理十分重要。
【关键词】

肾移植；肠道；并发症；肠道稳态；消化道出血；肠炎；免疫抑制剂；移植肾功能；肠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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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tiology,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ntestinal
complication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47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intestinal complications
following renal transplanta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etiology,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ment
experience of intestinal complications were summarized. Results Forty-seven patients with intestinal complication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were followed up for 3-36 months with the median time of 18 months. Intestinal complications
included the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in 4 cases, the low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in 1 case, acute enteritis in
25 cases, chronic enteritis in 12 cases, intestinal tuberculosis in 1 case, colon cancer in 1 case, and intestinal obstruction
in 3 cases, respectively. Among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the symptoms occurred after the use of high-dose
adrenal cortex hormone in 4 cases and 2 patients developed hemorrhagic shock. In patients with acute enteritis, 7 cases
received immunosuppressants for the first time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renal transplantation, the rem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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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atients had dirty diet or catched cold and 4 were positive for pathogens. Among patients with chronic enteritis,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mycophenolic acid or tacrolimus were elevated in 12 patients, water, electrolyte, and acidbase imbalance was detected, 2 were positive for pathogens, and 8 were accompanied with severe anemia. One case of
intestinal obstruction occurred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renal transplantation, and 2 cases experienced toxic
shock. According to the type and severity of disease, symptomatic and etiological treatments were actively implemented.
In the 47 patients, 45 were cured and 2 died from the low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caused by
lung metastasis of colon cancer. Three patients suffered from transplanted renal insufﬁciency. Conclusions The intestinal
complication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are diverse, which are correlated with the imbalance of intestinal homeostasis.
Both the acute and chronic diseases can cause various degrees of damage to the function of transplanted kidneys. Clinical
prognosis is poor at the presence of severe complications. Active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reduce the risk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enhance the cure rate.
【Key words】 Renal transplantation; Intestinal tract; Complication; Intestinal homeostasis; Gastrointestinal
hemorrhage; Enteritis; Immunosuppressant; Transplanted renal function; Intestinal tuberculosis; Intestinal obstruction

肾移植是治疗各种终末期肾病的最佳方法。由于

中 1 000 mg 甲泼尼龙分 2 次在切皮及血流开放时使

肾上腺皮质激素（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的大量使用，

用，术后 3 d 连续使用甲泼尼龙 500 mg/d 冲击治疗

肾移植术后需要重新建立肠道稳态。肠道稳态是宿主

（ 体 质 量 >60 kg 者） 或 500、300、200 mg/d 冲 击

（肠道黏膜、免疫屏障）、肠道内环境（主要肠道细菌）、

治疗（体质量≤ 60 kg 者）。免疫抑制方案采用钙

营养及代谢产物相互作用的动态平衡，受精神、环境、

神经蛋白抑制剂（CNI）+ 麦考酚酸（mycophenolic

[1-2]

。

acid，MPA）类 + 激素三联治疗。FK506 起始剂量为

肠道稳态一旦失衡，便会呈现各种肠道疾病表现。肾

0.10 ～ 0.15 mg/（kg·d），术后 1 个月时 FK506 血药

移植术后肠道并发症包括上或下消化道出血、急或慢

谷浓度维持在 8 ～ 12 ng/mL，CsA 起始剂量为 3 ～

性肠炎、肠结核、肠道肿瘤等，病情急缓不同，严重

5 mg/（kg·d），术后 1 个月时 CsA 血药谷浓度维持

时危及患者生命。为此，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47 例肾

在 150 ～ 200 ng/mL，以后根据血药浓度调整 CNI 药

移植术后发生肠道并发症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疾病

物剂量；MMF 起始剂量 1.5 g/d，麦考酚钠起始剂量

病因诱因及诊治经验，报道如下。

为 1 080 mg/d，根据体质量不同有所增减，MPA 目

生活习惯、饮食或服用药物的多种因素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解放军第 281 医院

标血药浓度维持在 30 ～ 60 mg/（L·h），此后根据
血药浓度调整 MMF 药物剂量；口服激素起始剂量
24 mg/d，每 5 ～ 7 d 减少 4 mg，直至 4 ～ 8 mg/d 维持。
44 例患者术后常规使用第 2 代头孢菌素预防细菌感染，

住院或随访的 308 例肾移植患者，其中肾移植术后发

用更昔洛韦预防巨细胞病毒感染。

生肠道并发症患者 47 例，男 36 例，女 11 例，年龄

1.3 诊断依据及检查方法

43（21 ～ 70）岁，均为首次肾移植。
1.2 肾移植术后治疗方案
3 例患者因在外院行肾移植或距手术时间较长，

肾移植术后肠道并发症的诊断依据以全国高等学
校器官系统整合教材《消化系统疾病》中的疾病诊断
为标准 [3]。受体常规行血、尿常规，凝血指标，肝、

平均约 10 年，围手术期用药不详。肠道并发症发生

肾功能，电解质，粪细菌培养，癌胚抗原等检查。慢

前服用他克莫司（FK506）或环孢素（CsA）+ 吗替

性腹泻患者常规行消化道内镜检查，部分急性肠炎患

麦考酚酯（MMF）+ 激素抗排斥治疗，FK506 血药浓

者及消化道出血患者视具体情况选择检查。

度维持在 3.8 ～ 6.0 ng/mL，CsA 血药谷浓度维持在

1.4 研究方法

55 ～ 78 ng/mL，MMF 剂量为 1.00 ～ 1.25 g/d。

收集本院肾移植术后发生肠道并发症受体随访时

44 例 患 者 在 肾 移 植 围 手 术 期 均 采 用 巴 利 昔 单

间 3 ～ 36 个月（中位时间 18 个月）的临床资料。对

抗 40 mg 分 术 前 及 术 后 第 4 日 免 疫 诱 导 治 疗， 术

47 例肾移植术后肠道并发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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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性分析，包括肾移植术后肠道并发症发生情况、临

臂下行胃左动脉栓塞术，手术当日未使用免疫抑制剂，

床表现、治疗经过及转归。

次日稳定后恢复用免疫抑制剂，停用激素，第 3 日休
克纠正后尿量逐渐增加，期间行无肝素床旁血液滤过

2 结 果

1 次，出院时 Scr 140 μmol/L。另外 3 例均停用激素，

2.1 肾移植术后肠道并发症发生情况
肾移植术后肠道并发症类型分别为上消化道出血
4 例，下消化道出血 1 例，急性肠炎 25 例，慢性肠炎

予以抑酸、止血治疗，其中 1 例出血量相对较大，禁
食 48 h，
观察病情无加重后逐渐恢复饮食；出血后 24 h，
Scr 水平均有所增加，后逐渐下降至原基线水平。

12 例，肠结核 1 例，结肠癌 1 例，肠梗阻 3 例。4 例上消

2.2.2

化道出血分别发生于移植术后 13 d，16、32、115 个月；

血，排暗红色血便外，其余症状与上消化道临床表现

1 例下消化道出血发生于肾移植术后 45 d。7 例急性肠炎

类似。本例患者出血量较大，伴有出血性休克，同时

发生于术后 3 d 内，余 18 例发生在术后 50（8 ～ 156）个月。

合并心包钙化。早期意识清醒，予补充血容量和凝血

12 例慢性肠炎发生于术后 63（40 ～ 184）个月，病程持

因子、抑酸、止血、多巴胺提升血压、抗排斥反应等

续 6（4 ～ 10）个月。1 例肠结核发生于术后 79 个月。

综合抗休克治疗，48 h 后出血完全停止。出血当日患

1 例结肠癌发生于术后 141 个月。3 例肠梗阻分别发生

者出现移植肾衰竭、无尿，休克纠正后仍未恢复，予

在术后 3 d，术后 16、132 个月。

以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第 7 日，患者突然出现意识

下消化道出血

本例下消化道出血患者除无呕

5 例消化道出血患者，4 例有大剂量甲泼尼龙使

障碍，体格检查无阳性体征表现，治疗期间血红蛋白

用史，短时间内累积剂量为 420 ～ 2 048 mg，2 例术

最低为 79 g/L，血氧饱和度保持 90% 以上，电解质

后早期发生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其中下消

基本维持正常，患者家属要求回当地治疗，患者于次

化道出血前有 1 次血液透析史。25 例急性肠炎患者中，

日死亡。

发生在肾移植术后 3 d 的 7 例有首次服用免疫抑制剂

2.2.3

史，余 18 例均有食用生冷饮食、隔夜食物或感冒病

疼痛呈绞痛，多为全腹性，5 例伴有呕吐，11 例伴有

史。12 例慢性肠炎患者中，3 例发病前有不洁饮食史。

发热，其中 7 例体温 >38 ℃。粪便呈稀水样，排便后

1 例结肠癌患者，服用免疫抑制剂长达 141 个月，无

腹痛可短时间缓解，无明确压痛、反跳痛及肌紧张，

肿瘤家族史。3 例肠梗阻患者，1 例出现在围手术期，

肠鸣音亢进。粪常规提示性状改变，7 例白细胞 0 ～

经手术探查为缝合切口时缝合腹膜所致，1 例既往有

3/HP，3 例提示转铁蛋白弱阳性。4 例粪培养细菌阳

腹部外伤脾脏切除史，另 1 例无特殊。1 例肠结核患

性，分别为致病性大肠埃希菌 1 例，变形杆菌 1 例，

者，常规服用三联免疫抑制剂，既往无结核病史及家

沙门菌 1 例，铜绿假单胞菌 1 例。19 例患者外周血

族史。

白细胞计数升高，达（10.4 ～ 14.0）×109/L。除 7 例

2.2 治疗经过及转归

肾移植围手术期发病外，其余患者 Scr 水平升高 3 ～

2.2.1

上消化道出血

4 例 患 者 中，2 例 出 血 量 较

急性肠炎

25 例患者均表现为腹泻、腹痛，

28 μmol/L。FK506 血药浓度 3.5 ～ 8.6 ng/mL，MMF

大，同时出现大量呕血及黑便，同时伴有体温升高，

血药谷浓度 2.3 ～ 5.1 μg/mL。癌胚抗原检测均阴性。

37.5 ～ 38.5 ℃之间，其中 1 例出现失血性休克、心脏骤

10 例患者行纤维结肠镜（肠镜）检查，镜下见结肠

停及呼吸道误吸、急性移植肾衰竭等临床表现；2 例出

炎黏膜充血水肿，可见红斑。

血量相对较少，出血量 200 ～ 600 mL/d，粪常规示柏

25 例患者使用第 2 代头孢菌素或喹诺酮类药物

油样便或隐血试验阳性，白细胞计数急剧升高，红细

抗感染、蒙脱石散保护肠道黏膜、凝结芽孢杆菌（与

胞、血小板急剧下降，凝血指标紊乱，血清肌酐（Scr）、

其他药物分开）调整菌群失调、补足液体量。腹泻

血尿素氮（BUN）、丙氨酸转氨酶水平升高。

较重者予以地塞米松抗炎治疗减轻肠道黏膜水肿。

4 例患者中，1 例患者呕血量大，出现出血性休克，

25 例患者均成功治愈，移植肾维持稳定。

予以快速补充血容量和凝血因子、止血、抑酸等综合

2.2.4

抗休克治疗；在抢救过程中，误吸 3 次，增加胸、腹

作的腹痛、腹泻及消化不良等症状，重者伴有黏液便

腔压力或用负压吸引清除呼吸道内容物；期间发生心

或水样便，腹泻程度轻重不一，轻者每日排便 3 ～

脏骤停 1 次，心脏按压后恢复心脏搏动，急诊在 C 型

4 次，重者每次间隔 1 ～ 2 h，可出现里急后重感。

慢性肠炎 12 例患者出现长期慢性或反复发

器官移植

·２１８·

第９卷

粪常规示大便性状改变，隐血或转铁蛋白阳性。2 例

亚蒂样隆起，大小约 2×3 cm，表面可见坏死组织附着。

粪细菌培养阳性，分别为铜绿假单胞菌 1 例，白假丝

病理诊断为慢性结肠炎，结肠息肉，结肠腺癌。患者

酵母菌 1 例。10 例患者贫血，血红蛋白 20 ～ 100 g/L，

年龄 70 岁，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和冠状动脉粥样硬

9

6 例白细胞计数减少为（1.5 ～ 2.5）×10 /L。12 例患

化性心脏病等多种基础性疾病，移植肾功能不全，未

者 Scr 水平升高，波动在 178 ～ 319 μmol/L，CO2 结合

选择手术治疗，停用 CsA，改用西罗莫司抗排斥治疗。

力降低为 11 ～ 16 mmol/L，存在不同程度的电解质紊

随访 1 年后死于肿瘤肺转移及呼吸衰竭。

乱，主要表现低钾、低钠及低钙，FK506 血药浓度 3.7 ～

2.2.7 肠梗阻 3 例患者均表现腹痛、
腹胀、
恶心、
呕吐，

8.9 ng/mL，MMF 血药谷浓度 5.4 ～ 12.3 μg/mL。胃镜

停止排气、排便，腹痛呈进行性加重。2 例患者在发病

检查示胃和十二指肠有程度不等的慢性炎症及黏膜萎

48 h后出现休克期表现，
血压下降，
尿量减少，
皮肤紫绀，

缩的表现，4 例胃窦部可见出血点。肠镜检查示病变

出现斑驳花纹。
实验室检查示血液白细胞计数急剧升高，

多在直肠和乙状结肠，多表现黏膜水肿、红斑，部分

达（13 ～ 21）×109/L，尿蛋白阳性。2 例 Scr 水平升高，

病例伴有点状糜烂。病理检查提示黏膜组织慢性炎症，

达 150 ～ 221 μmol/L。肾移植围手术期发生的 1 例患者，

间质淋巴组织增生。

Scr 水平下降较同期下降缓慢。

首先停用患者所有治疗腹泻的药物。根据体温、

2 例患者经禁食、水，胃肠减压，口服石蜡油，

血常规、粪常规或粪培养结果，8 例选择抗生素治疗

开塞露刺激肛门等治疗无效。3 例患者均行手术治疗，

（另 4 例无炎症表现，未用抗生素治疗），均予以

围手术期发生 1 例，术中探查发现切口缝合腹膜致肠

补充液体量、调整酸碱及电解质失衡、保护肠道黏

管嵌顿，肠管病变较轻，解除后血运很快恢复，术后

膜、调整肠道菌群等治疗。3 例患者在门诊停 MMF

禁食 1 d，未停用免疫抑制剂，移植肾功能恢复顺利。

改用麦考酚钠肠溶片，效果仍不太理想。7 例患者根

另 2 例因大网膜与侧腹膜粘连，致使部分回肠嵌顿缺

据 MMF 血药谷浓度，MMF 适当减量，1 例效果欠佳，

血坏死，行病变回肠切除吻合术。2 例休克患者术后

改用咪唑立宾抗排斥治疗。8 例贫血较重，予以补充

得以纠正，术后禁食、水，术后 3 d 内分别给予甲泼尼

红细胞。6 例白细胞计数减少，使用粒细胞集落刺激

龙 1.0、1.5 g 抗排斥治疗，术后 3 d 恢复口服免疫抑制

因子治疗。4 例腹泻严重者，禁食 2 d，其余予以膳

剂，排气后逐步恢复饮食。1 例移植肾功能恢复正常，

食调整。9 例患者腹泻治愈，3 例腹泻好转。2 例出

1 例 出 现 移 植 肾 功 能 不 全，Scr 水 平 较 基 础 值 升 高

现移植肾功能不全。

40 μmol/L。

2.2.5

肠结核

本例肠结核患者表现为右下腹痛及腹

泻，粪呈糊状，患者贫血，消瘦，偶有低热。实验室
检查示血红蛋白 90 g/L，红细胞沉降率 80 mm/1 h，Scr

3 讨 论
肾移植术后肠道并发症的临床上并不少见，因缺

141 μmol/L。纤维结肠镜检查示回肠末端黏膜充血水肿、

少系统、多中心的研究，其发生率尚未明确 [4]。本研

糜烂、溃疡形成，溃疡呈环形。病理检查提示干酪样

究发现，肾移植术后肠道并发症类型主要包括消化道

肉芽肿。予利福喷丁（450 mg/d）+ 异烟肼（0.3 g/d）

出血、急或慢性肠炎、肠结核、肠道肿瘤以及肠梗阻等。

抗结核治疗。服药后患者 CsA 血药浓度下降，加用

肾移植术后不同肠道并发症的病因各异，可能除

地尔硫䓬提升血药浓度治疗，同时服用甘草酸二铵保

肠梗阻外其他并发症均和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有关。本

护肝功能。患者腹泻症状逐渐消失，体温恢复正常，

组病例 5 例出现消化道出血，4 例与激素用量增加有

Scr 水平平稳。治疗 9 个月，复查肠镜提示结肠炎症

关，后者增加胃酸、胃蛋白酶分泌，抑制成纤维细胞

明显好转，溃疡面基本全部愈合。

活力和黏液分泌，诱发消化道溃疡，严重者并发消化

2.2.6

本例结肠癌患者出现腹部隐痛，排便

道出血 [5]。除激素外，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和肝素抗

次数增加，时有稀便及大便带血。粪常规示隐血试验

凝法血液透析也是肾移植术后发生消化道出血的高危

阳性。血红蛋白 90 g/L，Scr 321 μmol/L，癌胚抗原

因素 [6]。免疫力下降和免疫抑制剂不良反应导致患者

23 μg/L。肠镜检查示全结肠散在炎症改变，黏膜水肿，

出现消化道易感染性，易发生药物相关性肠炎，甚至

红斑，并可见多发点糜烂，黏膜下多发散在隆起，直

出现肠道肿瘤。急、慢性肠炎中，感染仍占有主导因素，

径约 0.2 ～ 0.6 cm，距肛门 11 ～ 13 cm 处可见不规则

肠道菌群失调或异位定植均可导致肠炎。本研究中的

结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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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结核患者无肺结核等其他脏器结核病史，考虑与使

血效果并适时处理，对于呕血患者要防止误吸，并对

用免疫抑制剂造成免疫力降低有关。此外，12 例慢

产生误吸及心脏骤停做好处置预案。急或慢性肠炎的

性肠炎患者检测其免疫抑制剂血药浓度没有因为腹泻

治疗，首先要改善患者内环境的紊乱，贫血严重者应

[7-8]

，免疫

补充红细胞，是否需要禁食，要视腹泻程度而定，轻

抑制剂血药浓度变化与腹泻因果关系不清，但在本

度腹泻不需要禁食，根据病情恢复情况逐渐由少至多

研究病例中减少 MMF 剂量后，腹泻可以好转，其中

增加全流质、半流质，直至恢复正常饮食。急性肠炎

1 例转化咪唑立宾治疗。CNI、硫唑嘌呤、西罗莫司

在去除感染后，腹泻基本可消失，免疫抑制剂血药浓

而下降，反而有所升高，与文献报道一致

[9]

，患者的腹泻症状可能为多

度不足者要及时补充，轻度升高者可暂缓减量。慢性

种免疫抑制剂对肠道的叠加作用所致，因此多位学

肠炎选择抗生素需要根据患者体温及血、粪常规来综

等药物均可导致腹泻

者报道减少其中任一种药物对腹泻治疗均有效

[7-8,10]

。

合判定，除根据药敏结果外，可以选择第 2、3 代头

3 例肠梗阻患者中，2 例的发生与医源性关系密切，

孢菌素或喹诺酮类药物抗感染治疗。本研究发现，调

1 例为手术技巧不良所致，1 例有腹部外伤及手术史。

整 MPA 血药浓度可使肾移植术后慢性肠炎患者在治

肾移植术后肠道并发症的临床表现各具特点，随

疗中受益。本中心经验是在监测 MPA 血药浓度下减

着影像学诊断、消化内镜、血药浓度监测、免疫状态

少 MPA 剂量，7 例患者在调整 MMF 剂量后，随访

判定及病理诊断等技术的进步，其诊断并不困难

[11-14]

。

中 MPA 血药浓度仍保持在 30 ～ 60 mg/（L·h），未

本组患者发生肠道并发症后，绝大多数患者 Scr 水平

出现移植肾急性排斥反应。本研究也发现，在急或慢

有不同程度的升高，除 1 例移植肾失功外，大部分患

性肠炎患者治疗中予以口服微生态药物调节肠道菌群，

者在肠道稳态平衡后，Scr 水平有所下降，仅 3 例患

同样可以获益。多种微生态药物能产生短链脂肪酸，

者出现移植肾功能不全。肾移植术后各种肠道并发症

刺激 Treg，改善上皮屏障功能，抑制免疫应答，减轻

对移植肾功能均可造成不利影响，其机制不尽相同，

肠道炎症反应 [17-19]。肠结核的治疗与肾移植术后其他

可能有多种因素参与。结合课题研究与文献分析，总

部位结核一样，主要考虑抗结核药物引起免疫抑制剂

结其原因可能包括：（1）消化道大出血、急或慢性肠

血药浓度下降，造成移植肾排斥反应或功能损伤，可

炎导致消化液大量丢失，肠梗阻引起休克，均可造成

以加用盐酸地尔硫䓬或五酯胶囊减缓 CNI 药物的代

移植肾有效灌流不足，并造成肾功能损伤。（2）急

谢 [20]。消化道肿瘤在患者可耐受手术情况下，手术

或慢性肠炎时，胃肠道分解作用减弱，CNI 血液浓度

治疗仍是第一选择，在免疫抑制剂选择上可以选择

没有降低反而升高，药物蓄积中毒亦可引起肾小球入

对肿瘤具有一定抑制作用的西罗莫司 [21]，其他免疫

球小动脉收缩，导致移植肾损伤。（3）肠道并发症

抑制剂在安全范围内应减少剂量。肠梗阻在保守治

引起的炎症反应、肠内毒素的吸收同样可以造成肾

疗无效或病情有加重趋势下，需要果断手术解除梗阻，

[15]

。（4）服用抗结核药物，除药物本身

尤其是出现中毒休克表现时，围手术期一定要补足

毒性作用外也可引起免疫抑制剂代谢加快，移植肾

液体量，若行肠道切除吻合术可短时间内使用激素

出现药物性或（和）免疫性损伤。（5）在肠道稳态

替代免疫抑制剂治疗，一般在 48 h 后服用免疫抑制

失衡时，同样也表现在外周血中辅助性 T 细胞（helper

剂是安全的 [22-24]。

功能损伤

T cell，Th）17/ 调节性 T 细胞（Treg）失衡 [16]，这

综上所述，控制肾移植术后肠道并发症的发生关

样的失衡对移植肾功能维护和移植肾长期存活同样

键在于预防，维持肠道稳态，对患者加强饮食用药、

存在不利因素。

日常自我管理及定期随访教育。对于肾移植术后长期

肾移植术后肠道并发症的治疗仍要以挽救患者

生存的患者，应重视对粪常规、肿瘤标志物监测及消

生命为最高原则，以修复肠道功能、保护移植肾功能

化道内窥镜检查。出现肾移植术后肠道并发症及时就

稳定为目标。消化道出血的治疗需根据患者出现情况

诊，快速明确诊断，对进一步实施个体化治疗具有重

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消化道大出血，以能够最快、

要的意义。本研究所涉及的病种较多，同时收集的病

止血确切、无出现其他严重并发症风险为原则，不论

例数量有限，需进行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为肾移

是手术操作性止血还是药物保守性治疗，均要严密监

植术后肠道并发症的防治提供参考，以提高肾移植受

测血压、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血气分析，判定止

体的生存质量。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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