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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钠血症供体对肝移植受体围手术期肝功能的影响
王博 李霄 张鹏程 张若涵 陶开山

【摘要】

目的

探讨高钠血症供体对肝移植受体围手术期肝功能恢复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73 例肝移

植受体资料。根据供体血清钠离子水平将受体分为高钠血症组（供体血清钠≥150 mmol/L，19 例）与非高钠血
症组（供体血清钠 <150 mmol/L，54 例）。对受体术后 1、3、7、14、21 d 的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
氨酸转氨酶（AST）、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白蛋白、总胆红素（TB）、血清肌酐、凝血酶原时间、
肝细胞生长因子（HGF）进行检测，对受体术后护肝药使用时间、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平均住院时间
与非高钠血症组相比，高钠血症组受体术后 1、3、7 d 的血清 TB、ALT、

及并发症发生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AST、HGF 水平和 MELD 评分显著升高（均为 P<0.05），而血清白蛋白水平明显降低（均为 P<0.05）。高钠血
症组受体术后 3、7 d 的凝血酶原时间明显长于非高钠血症组（均为 P<0.05）。高钠血症组的受体术后护肝药使
用时间和 ICU 住院时间分别为 9（7～13）、11（8～13）d，明显长于非高钠血症组的 4（3～9）、7（3～9）d
（均为 P<0.05）。两组受体术后平均住院时间、血清肌酐水平、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所有受体均康复出院。结论

供体获取前高钠血症对受体围手术期肝功能并无明显影响，但会延长受

体术后肝功能的恢复时间。
【关键词】

供体；高钠血症；肝移植；肝功能；围手术期；肝细胞生长因子；终末期肝病模型；凝血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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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ypernatremia in donors on perioperative liver function of recipients undergo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Wang Bo, Li Xiao,
Zhang Pengcheng, Zhang Ruohan, Tao Kaishan. Department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Xijing Hospital of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Xi 'an 710032,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Tao Kaishan, Email:taokaishan0686@163.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hypernatremia in donors on perioperative recovery of liver
function in the recipients undergo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73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serum levels of sodium in donors, all recipients were divided into
hypernatremia group (donor serum sodium ≥150 mmol/L, n=19) and non-hypernatremia group (donor serum sodium <
150 mmol/L, n=54). Serum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LD) score, albumin, total bilirubin (TB), serum creatinine, prothrombin time and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HGF) in the recipients were detected at 1, 3, 7, 14 and 21 d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The time of postoperative use of
liver-protecting drugs in the recipients, the length of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stay, the averag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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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statistically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n-hypernatremia group, the serum levels of TB, ALT, AST, HGF and MELD scores of the recipients in the
hypernatremia group at the postoperative 1, 3 and 7 d were signiﬁcantly higher (all P<0.05), whereas the serum albumin
level was signiﬁcantly decreased (P<0.05). The prothrombin time in the hypernatremia group was signiﬁcantly longer
than that in the non-hypernatremia group at 3 and 7 d after operation (both P<0.05). In the hypernatremia group, the time
of postoperative use of liver-protecting drugs and the length of ICU stay were 9 (7-13) d and 11 (8-13) d, signiﬁcantly
longer than 4 (3-9) d and 7 (3-9) d in the non-hypernatremia group (both P<0.05). The averag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serum creatinine level and incidence rat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did not signiﬁcantly differ between two groups
(all P>0.05). All recipients were recovered and discharged. Conclusions The hypernatremia in donors exert no signiﬁcant
effect on the perioperative liver function of the recipients, whereas it can prolong th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time of liver
function of the recipients.
【Key words】 Donor; Hypernatremia; Liver transplantation; Liver function; Perioperative period;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Prothrombin time

随着外科技术的发展、围手术期护理的完善以及

脏良性疾病 16 例；非高钠血症组（54 例），男 34 例，

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肝移植已经成为目前治疗终末期

女 20 例，年龄（47±11）岁，原发病为肝癌 17 例、

肝病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肝源的

肝 脏 良 性 疾 病 37 例。 两 组 受 体 在 年 龄、 性 别、 发

供给量与需求量严重不平衡，导致了肝移植等待名单

病 原 因、 手 术 方 式、 血 清 丙 氨 酸 转 氨 酶（alanine

上的病死率逐年上升，这就促使着各个移植中心去寻

aminotransferase，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求不同的办法扩大供肝池

[1-6]

。这些扩大标准的供肝

aminotransferase，AST）、血清肌酐、凝血酶原时间、

被称为“边缘供肝”，其中就包括高钠血症供肝。有

终 末 期 肝 病 模 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研究报道供体高钠血症会增加移植物坏死率 [1-4]；但
也有研究认为供体获取前高钠血症对肝移植预后并无
明显影响 [7-14]。
为了进一步明确供体高钠血症对肝移植受体的影
响，本文收集并对比分析接受不同血清钠离子水平的
供肝后，受体肝功能恢复的情况，以期为临床肝移植
工作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收集 2015 年 2 月至 2018 年 4 月在空军军医大学
西京医院肝胆外科接受肝移植的 73 例受体资料。根
据供体血清钠离子水平将受体分为高钠血症组（供
体血清钠≥150 mmol/L）与非高钠血症组（供体血清
钠 <150 mmol/L）。所有供体均为心脏死亡器官捐献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 供 体。 受 体 术

MELD）评分以及 Child-Pugh 评分方面的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为 P>0.05）。
1.2 研究内容
分别在肝移植术前以及术后 1、3、7、14、21 d
时抽取两组受体的血液样本。采用连续检测法检测
血 清 ALT、AST 水 平 ; 采 用 溴 甲 酚 绿（bromeresol
green，BCG）法检测血清白蛋白水平；重氮法检测
血 清 总 胆 红 素（total bilirubin，TB） 水 平； 苦 味 酸
法检测血清肌酐含量；凝固法检测凝血酶原时间。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中的肝细胞生长因子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记录并比较两组
受体的护肝药物使用时间、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及平均住院时间。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

后护肝治疗手段均为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联用异甘草

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

酸镁。排除术中及院内死亡的病例以及受体有高钠血

法检验；对于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

症的病例。

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对于不符合正态分

高钠血症组（19 例），男 13 例，女 6 例，年龄
（43±10）岁，原发病为肝细胞癌（肝癌）3 例、肝

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全距）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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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μg/L，明显高于非高钠血症组的（1.35±0.26）、
（0.58±0.05）、（0.33±0.06）μg /L（均为 P<0.05）。

2.1 两组受体术后肝功能指标的比较
两组受体后相关肝功能指标如图 1 所示，血清
TB、ALT、AST 水平均逐渐下降，血清白蛋白水平
逐渐升高。非高钠血症组血清 TB、ALT、AST 以及
白蛋白水平术后 3 d 即恢复正常，而高钠血症组患者
血清 TB、ALT、AST 以及白蛋白水平于术后 1～14 d
恢复至正常水平。与非高钠血症组相比，高钠血症组
受体术后 1、3、7 d 的血清 TB、ALT 和 AST 水平显
著升高（均为 P<0.05），而术后 1、3、7 d 的血清白
蛋白水平明显降低（均为 P<0.05）。
高钠血症组受体术后 1、3、7 d 的 MELD 评分分

高 钠 血 症 组 受 体 术 后 3、7 d 的 凝 血 酶 原 时 间
为（17.5±1.8）、（16.1±3.7）s， 明 显 长 于 非 高
钠 血 症 组 的（12.8±3.2）、（12.1±4.9）s（ 均 为
P<0.05）。
2.3 两组受体护肝药使用时间及住院时间的比较
高钠血症组的受体术后护肝药使用时间和 ICU
住 院 时 间 分 别 为 9（7～13）d 和 11（8～13）d， 明
显 长 于 非 高 钠 血 症 组 的 4（3～9）d 和 7（3～9）d
（均为 P<0.05）。高钠血症组受体的平均住院时间为
25（19～37）d，非高钠血症组受体平均住院时间为

别为 23（19～27）、21（14～25）、18（10～23）分，

33（21～55）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

明显高于非高钠血症组的 18（14～22）、15（11～20）、

有受体均康复出院。

12（10～17） 分（ 均 为 P<0.05）。 两 组 受 体 术 后

2.4 两组患者术后血清肌酐水平和并发症发生率的

14、21 d 的 MELD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比较
高钠血症组受体术后血清肌酐水平虽略高于非高

P>0.05）。
2.2 两组受体术后血清 HGF 水平和凝血功能恢复

钠血症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图 2）。

比较

高钠血症组和非高钠血症组受体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
高 钠血症组受体术后 1、3、7 d 的血清 HGF 水

平 分 别 为（2.70±0.40）、（3.00±0.12）、（1.20±

图1

为 0 和 2%（均为胆道并发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A

B

C

D

两组受体术后血清总胆红素、转氨酶和白蛋白水平的比较

Figure 1 Comparison of serum total bilirubin, transaminase and albumin levels after operation of
recipients between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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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F。高钠血症组术后凝血功能恢复时间、术后护肝
药使用时间及 ICU 住院时间明显长于非高钠血症组。
这些都从侧面证明高钠血症组受体的术后肝功能恢复
较慢，可能是由于在供体高钠血症未被矫正的情况下，
肝细胞不仅会从外环境中获取 Na+ 和 Cl－，而且可以
通过细胞代谢产生包括牛磺酸、甘氨酸、谷氨酰胺、
山梨糖醇和肌醇等被称为特异性渗透物颗粒，从而维
持细胞内、外渗透压平衡，而且这种特异性渗透压会
图2

两组受体术后血清肌酐水平的比较

在获取供肝过程中持续存在于肝细胞中 [17-20]。再灌注

Figure 2 Comparison of serum creatinine levels of

期间细胞内高渗透压会使自由水转移到肝细胞内，从

recipients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operation

而导致细胞肿胀和损伤 , 也因此延长了受体术后肝功
能的恢复时间 [8]。

3 讨 论

综上所述，在当前供肝极度短缺的情况之下，我
们建议各移植中心不要仅因为供体高钠血症就拒绝使

供体高钠血症对肝移植受体术后临床效果是否有

用肝脏。供体获取前高钠血症（≥150 mmol/L）对受

影响尚无明确定论。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有回顾性研

体围手术期肝功能并无明显影响，但会延长受体术后

究表明，从高钠血症供体获得的供肝，在进行肝移植

肝功能的恢复时间。可在术后早期管理中注意受体凝

后，移植物坏死率明显升高，但研究的方法及样本量

血功能变化，并适当增加白蛋白补充量，延长护肝药

均不理想 [1-2]。

使用时间。

2008 年以后的研究则报道了相反的结果。多项
研究均显示血清钠峰值过高或终末期血清钠离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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