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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麻醉精细化管理——科学与艺术的体现
杨磊

代世韬

姚尚龙

【摘要】

肝移植手术使终末期肝病患者得以治愈或长期存活，其始终是外科学的热点之一，随着供肝来源

变化、边缘性供肝的使用以及受体自身的病情复杂性，给肝移植手术的麻醉管理提出新挑战。良好的麻醉管理应
通过全面的围手术期整体评价、
精准细致的监测以及患者机能平衡点的个体化调控，
促进肝移植受体术后快速康复，
使麻醉学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得以完美体现。随着加速康复外科（ERAS）理念在外科的推广，更多的新理念新
技术应用于肝移植受体，但如何更好地改善肝移植手术预后，仍需要手术、麻醉、护理团队的共同努力。本文就
肝移植麻醉的精细化管理要点进行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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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是死亡先锋，它引导你严肃思考并反省

人类文明的发展。1842 年，麻醉手术先驱 Crawford

一生所为。人之一生充满悲伤苦痛，大多时候苦痛是

Williamson Long 为 1 例摘除颈部肿块患者成功实施世

短暂的，但也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这段哲思妙语

界上第 1 例乙醚全身麻醉。1846 年，William T. Morton

是牧师们为即将手术的患者准备的疼痛宣教。为减

在美国麻省总医院首次公开演示乙醚麻醉。从此，科

少手术疼痛，人们寻求各种方法来减轻疼痛，如放

学战胜了疼痛成为麻醉学问世的标志。史学家和社会

血、醉酒、棒击、催眠等。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的

学家们将其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分水岭。

Robert Liston 医师，以手术奇快著称，因此也创造出

麻醉学的发展促进了外科学的进步，为外科学

了历史上唯一死亡率达 300% 的手术纪录。面对手术

的发展开启了新篇章，对促进人类健康发展、人类

疼痛，人们束手无策，疼痛如同梦魇困扰医学的进步，

文明社会的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病魔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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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尊严、人性的光辉得到了切实的保障和张扬。

选用合适的麻醉药物以及方式，以减少围手术期应

自 Thomas Earl Starzl 于 1963 年完成首例人类肝移植

激和术后全身炎症反应。麻醉科医师需要在肝移植

以来，肝移植手术成为终末期肝病的终极治疗手段，

麻醉过程中应用多种监护设备，如血流动力学监测、

其中病毒性感染导致的肝硬化和肝癌是肝移植手术

呼吸功能监测、凝血功能监测、血气分析监测等。

的主要适应证。在我国，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携带者

由于牵一发而动全身，肝移植麻醉需要麻醉科医

近亿人，每年还有新发感染者 10 万以上。全球病毒

师具有良好的全局观念和精细的操作管理，在全局管

性肝炎相关死亡人数，每年约 70 万，而我国占近

控中关注细节，找到个体化的围手术期管理平衡点。

50%。因此，乙型病毒性肝炎及其导致的慢性肝病都

本文就肝移植麻醉的精细化管理要点进行简述。

是极其严重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为乙型病毒性肝
炎、肝硬化和肝癌付出最多社会成本的国家。

1 精准的血流动力学监测

肝移植手术是外科学的难点和热点之一。排斥

没有准确的血流动力学监测，肝移植麻醉就如

反应的早期诊断、免疫抑制剂的发展以及手术和麻

盲人摸象。肝移植受体的整体循环状态的监测需要

醉监测治疗手段的不断完善，为肝移植术后生存率

贯穿在整个肝移植麻醉过程中。全面的血流动力学

的提高提供了支持。肝移植手术不断发展，使患者

状态评估，有利于判断受体心功能不全的种类，采

得以治愈或长期存活，但供肝来源的变化、边缘性

用精准的治疗措施；有利于评估受体的容量状况，

供肝的使用、肝移植受体自身病情的复杂性都给肝

维持相对稳定的较低水平的心脏前负荷，避免腹腔

移植手术的麻醉管理提出新的挑战。肝移植麻醉是

脏器水肿，保护新肝功能的快速恢复；有利于评估

麻醉领域最具有挑战的麻醉技能，是麻醉学中科学

心脏后负荷状况，维持良好的全身组织灌注；有利

和艺术的完美体现。如何通过良好的围手术期管理，

于评估心肌收缩功能，恰当使用心血管活性药物。

进一步改善肝移植手术预后，需要麻醉科医师不断
提高自身水平，与移植手术团队共同努力。

目前使用的血流动力学监测方法包括动静脉压
力监测、肺动脉导管、经食道超声心动图、微创或无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内脏器官、最大的血液储存

创心输出量监测等，各种监测方法有利有弊，麻醉

器官和主要的新陈代谢器官，其功能复杂，涉及人体

科医师需要根据受体的具体情况和实施条件加以应

的中枢、循环、呼吸、泌尿、凝血等多个系统，是新

用。其中，肺动脉导管监测参数全面，可得到诸多

陈代谢、内环境稳定的中枢器官。终末期肝病患者

血流动力学和氧代谢方面的信息，但操作复杂，可

会出现多种复杂的病理生理和临床表现，如肝性脑

导致严重并发症，其风险是否大于临床价值尚有争

病、脑水肿、高循环动力状态、肺动脉高压、低氧血症、

议。经食道超声心动图可对受体的心脏大血管进行

肝肺综合征、肝肾综合征、凝血系统障碍、电解质

常规的影像学诊断，评价血流动力学状态，为优选

紊乱、免疫功能受损以及代谢紊乱等。肝移植手术

治疗方案提供参考，但其在食管静脉曲张的肝移植

中的无肝期、新肝期会使作为受体的终末期肝病患

受体中应用仍有顾虑，且对影像的获得与解读因操

者在短时间内经历剧烈的波动。因此，麻醉科医师

作者而异，所获信息的确定程度仍需考量，各专业

在围手术期管理中需要面对众多困难：受体全身情

学会对于超声切面的标准化仍在进一步探索中。微

况低下；感染和排斥反应；手术中剧烈的循环变化

创心输出量监测包括脉搏指示剂连续心输出量监测

和内环境变化；及时恢复移植器官的功能；降低围

和脉搏轮廓分析，无创心输出量监测包括经胸生物

手术期应激，减轻术后全身炎症反应等 [1]。全面细

阻抗法和二氧化碳重吸收法，这些方法操作相对简化，

致的术前评估及准备是麻醉管理成功的前提。麻醉

但获得的信息量相对有限、受干扰因素较多。

科医师在术前访视患者可以准确掌握患者的整体状

2 内环境监测

况，协同移植科医师做好充分的术前管理，通过补
充营养、改善各系统功能状态、纠正术前的内环境

良好的内环境是肝移植手术中的麻醉管理目标，

紊乱、保护重要脏器以及防治感染，将患者术前的

内环境监测包括血气分析、体温、凝血功能监测等。

全身状况调节至最佳。此外，麻醉科医师需要充分

内环境的调控需结合肝移植手术的阶段进行预判，

考虑术中病情的应对预案以及患者术后的早期康复，

预先给予适当的处理以减少麻醉期间的内环境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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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功能的管理也应考虑手术不同时段的要求，术

避免脑水肿；（5）肺脏保护，肺脏是全身炎症因子

中维持较好的凝血功能有利于减少手术过程中的失

最先攻击的器官，机械通气亦可导致肺损伤，围手

血量，但手术结束时不必强求凝血指标完全正常，

术期肺部并发症是导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的重要原

以避免术后高凝导致的血栓形成。

因，也是肝移植术后常见的死亡原因，因此麻醉科

3 适宜的麻醉深度和充分镇痛
肝移植麻醉需达到适宜的麻醉深度和充分的镇
痛，以减少围手术期应激，降低术后全身炎症反应。
根据脑电图监测，调整适宜的麻醉深度，精确选择
麻醉药物，尽量减低新肝负荷。区域阻滞多模式镇
痛可获得良好的镇痛效果，能将静脉镇痛药物的不
良反应尽量降低，是肝移植受体优选的镇痛方式。
麻醉科医师需要结合肝移植手术不同分期的病
理生理变化采取针对性的治疗策略。病肝分离期的
特点是低血压、代谢性酸中毒、低血糖；无肝期是
以血流动力学和酸碱平衡的显著变化为主；新肝期
则以低血压、代谢酸中毒、高血钾、体温下降、凝

医师需要采用适宜的肺保护通气策略如小潮气量、
呼气末正压或肺复张手法等以减轻呼吸机相关性肺
损伤，避免术后肺不张，并减轻肺部的氧化应激 [3-4]。
多个外科领域已制定了相应的 ERAS 指南共识。
目前肝移植领域尚无 ERAS 指南共识，需要肝移植团
队借鉴肝脏手术 ERAS 的相关经验，尽早制定相关指
南，为患者的快速康复，为进一步改善肝移植预后而
努力。ERAS 离不开多学科团队协作，麻醉科医师在
肝移植手术的良好麻醉管理亦能起到重要作用。
每一例良好的肝移植麻醉既是诸多科学技术的
精细应用，也是患者全局良好调控的交响乐。随着
临床理念和临床技术的不断完善，医疗工作者能够
做得更好，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血障碍为特点；而完成期则以低血糖、低血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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