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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治疗肝昏迷的围手术期管理经验探讨
刘焕业 寇建涛 马军 朱继巧 杨龙 刘子希 李先亮 贺强

【摘要】

目的

分析肝移植治疗肝昏迷受者的疗效并总结围手术期管理的临床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行

肝移植治疗的 22 例肝昏迷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受者的围手术期情况 , 包括手术时间、供肝热缺血时间、冷缺血
时间、术中受体无肝期、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术后早期血药浓度，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对受者生存情况
以及预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22 例受者的手术时间为 8（6～12）h，供肝热缺血时间为 4（2～6）min，冷
缺血时间为 7（5～10）h，术中受体无肝期为 80（55～120）min，术中出血量为 1 139（400～4 000）mL，术中
输血量为 1 440（0～3 600）mL。受者术后 1 周左右他克莫司（FK506）血药浓度波动于 6～11 ng/mL。术后 6 例
受者死亡，死亡原因分别为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 1 例、严重感染 2 例、脑出血引起严重脑水肿 1 例、多器官功能
衰竭 2 例。肝昏迷受者移植术后 1 个月和 1 年的生存率为 82% 和 77%。结论

肝移植能够显著提高肝昏迷受者

的生存率。术前降血氨、术后控制感染、改善肾功能以及根据免疫状态制定精准个体化免疫抑制方案是提高生存
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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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s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and summarize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in patients with hepatic coma.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22 patients with hepatic
coma undergo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perioperative conditions of the recipients
were observed, including operation time, warm/cold ischemia time of donor liver, intraoperative anhepatic phase of the
recipients,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intra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 early postoperative blood drug concentration and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The survival situation of the recipients and the inﬂuencing factors of clinical
prognosi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operation time of 22 recipients was 8 (6-12) h, the warm ischemia time of donor
liver was 4 (2-6) min, the cold ischemia time was 7 (5-10) h, intraoperative anhepatic phase of recipients was 80 (55120) min,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was 1 139 (400-4 000) mL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 was 1 440 (0-3 600) mL.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tacrolimus (FK506) fluctuated between 6 and 11 ng/mL at postoperative one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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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recipients died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cluding 1 case of primary graft liver failure, 2 cases of severe infection,
1 case of severe cerebral edema caused by cerebral hemorrhage and 2 cases of multiple organ failure. The postoperative
1 month and 1 year survival rates of hepatic coma recipients were 82% and 77%. Conclusions Liver transplantation can
signiﬁcantly improve the survival rate of patients with hepatic coma. Preoperative decreasing blood ammonia, controlling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improving renal function and formulating precise individualized immunosuppression therapy
according to immune statu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enhancing the survival rate.
【Key words】 Hepatic coma; Hepatic encephalopathy; Liver transplantation; Immune status; Immunosuppressant;
Liver failure; Tacrolimus;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肝性脑病是终末期肝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在危

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通气；3 例受者术前合并肾功

重症肝病患者中，肝性脑病的发生则更为普遍，其中

能不全；2 例受者合并肺部感染；1 例受者术前行持

严重的患者会很快进展为肝功能失代偿 4 级肝性脑病

续床旁血液滤过治疗。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

即肝昏迷，对于这类患者，胆红素吸附、血浆置换等

（prothrombin time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PT-

人工肝治疗手段疗效不佳，非手术治疗仅能逆转少部

INR） 为 1.53～5.83； 终 末 期 肝 病 模 型（model for

分患者的病情进展，大多数患者预后极差，肝移植是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评分为 30（17～42）分。

有效的治疗手段。肝昏迷患者病情危重复杂，常伴随

1.2 围手术期处理

其他器官功能损害，甚至多器官功能衰竭，因此手术

选取病例均为 ABO 血型相合肝移植，供肝来源

风险极大，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高。目前，

均为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国内外关于肝移植治疗肝昏迷的文献报道数量较少，

DCD）供肝。手术方式均采用改良背驮式原位肝移植

如何对肝昏迷受者进行围手术期管理、合理应用免疫

术，术中酌情使用新鲜冰冻血浆、纤维蛋白原、凝血

抑制剂，需要更多的总结经验分享。本研究将近年来

酶原复合物及血小板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肝移植治疗肝昏迷受
者的临床资料以及围手术期管理经验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术 后 早 期 采 用 小 剂 量 他 克 莫 司（tacrolimus，
FK506）或环孢素（ciclosporin，CsA）+ 肾上腺皮质
激素（激素）递减的免疫抑制方案。钙神经蛋白抑制
剂（calcineurin inhibitor，CNI）则根据受者年龄、术
前和术后免疫状态及血药浓度进行个体化调控。术后

收集我院 2013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 月间行肝移

应用高渗人白蛋白、必要时加用甘露醇减轻脑水肿，

植治疗的 22 例肝昏迷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14 例，

保护脑神经恢复。根据血氨情况，选择使用门冬氨酸

女 8 例；年龄 23～69 岁。原发病为药物性肝损伤 5 例，

鸟氨酸、支链氨基酸等降低血氨治疗。

乙型病毒性肝炎 15 例，丙型病毒性肝炎 1 例，自身

1.3 资料收集及随访

免疫性肝炎 1 例。
纳入标准：（1）各种原因所致肝功能失代偿；

对受者的围手术期临床资料及术后随访资料进行
收集并分析。采用门诊、电话等形式对受者进行移植

（2）术前 30 d 内出现肝性脑病且符合 West-Haven 分

后随访，随访截止至受者死亡或至 2018 年 6 月记录

级 4 级标准

生存时间。

[1]

。排除标准：（1）行肝肾联合移植；

（2）存在难以控制的感染或肝外恶性肿瘤等肝移植

1.4 观察指标

手术禁忌；（3）酮症酸中毒、低血糖、尿毒症所致

观察指标包括：（1）受者的围手术期情况，包

代谢性脑病，中毒性脑病，颅内出血、颅内感染及颅

括手术时间、供肝热缺血时间、冷缺血时间、术中受

内肿瘤等。

体无肝期、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以及术后早期免

22 例受者术前昏迷时间为 4.6（1.0～14.0） d。
术前有 11 例受者术前接受人工肝治疗；9 例受者需

疫抑制剂血药浓度；（2）观察受者术后并发症发生
情况以及生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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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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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8 个月因肝细胞癌复发转移死亡。1 例受者发生
脑出血，
术后 40 d 因严重脑水肿死亡。
出现胆漏者 1 例，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全距）表示。使用

经内镜下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Kaplan-Meier 方法计算移植术后生存率。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 放 置 胆 道 支 架 后

2 结 果
2.1 围手术期情况
22 例受者的手术时间为 8（6～12）h，供肝热缺
血时间为 4（2～6）min，冷缺血时间为 7（5～10）h，
术 中 受 者 无 肝 期 为 80（55～120）min， 术 中 出 血
量 为 1 139（400～4 000）mL， 术 中 输 血 量 为 1 440
（0～3 600）mL。
2.2 术后早期血药浓度
FK506 起 始 剂 量 平 均 为 0.052 mg/（kg·d）， 统

胆漏逐渐愈合，经内镜下取出支架后痊愈出院。发生
腹腔出血者 2 例，及时行剖腹探查止血术后受者恢复
良好。
2.4 受体的随访情况及预后因素分析
22 例受体中，6 例受者死亡。死亡原因分别为原
发性移植肝无功能 1 例、严重感染 2 例、脑出血引起
严重脑水肿 1 例、多器官功能衰竭 2 例。余 16 例受
者存活至投稿日，最长存活 5 年，移植器官功能良好。
肝昏迷受者移植术后 1 个月和 1 年的生存率分别
为 82% 和 77%（图 2）。

计使用 FK506 受体的血药浓度平均值及分析其变化
趋势，发现术后 1 周左右 FK506 血药谷浓度波动于
6～11 ng/mL（图 1）。

图2

肝昏迷受者肝移植术后的生存曲线

Figure 2 The survival graph of patients with hepatic
coma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图1

肝昏迷受者肝移植术后 FK506 血药谷浓度

Figure 1 The blood valley concentration of FK506 in
patients with hepatic coma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2.3 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术后早期 22 例受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胸腔积
液、肺不张等肺部并发症，其中 2 例受者因严重肺

3 讨 论
肝性脑病是由急、慢性肝衰竭或各种门 - 体分流
引起的、以代谢紊乱为基础的、并排除了其他已知脑
病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调综合征 [2]。近 50% 的肝
硬化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肝性脑病 [3]。虽然 MELD
评分并未将肝性脑病纳入患者病情的评判标准，但肝

部感染死亡，其余受者经抗感染治疗后痊愈。3 例受

性脑病的存在与否、严重程度以及其持续时间很大程

者发生急性肾功能障碍，接受肾脏替代治疗后，其中

度上决定了患者的预后。目前肝性脑病最广泛使用的

2 例受者肾功能恢复缓慢，经 1～2 个月的血液透析

分级是 West-Haven 半定量分级，其中肝昏迷被纳入

支持，肾功能恢复并痊愈出院；另 1 例受者于术后

4 级肝性脑病 [4]。文献报道显示肝昏迷患者的病死率

4 周因肺部真菌感染、脓毒性休克死亡。急性排斥反

高达 65%，大部分受者最终因肝衰竭死亡，肝移植是

应者 3 例，予以激素冲击治疗后好转后。1 例受者发

最有效的治疗手段 [5-7]。急诊肝移植手术的 1 年生存

生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于术后 3 d 死亡。1 例受者

率为 65%，个别文献报道可高达 80%，本研究中肝昏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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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受者移植术后 1 年生存率为 77%，高于国外平均水

会经受多次打击 [12-13]。对于年龄 >65 岁、供受者年

平，其中绝大多数死亡受者死于围手术期。本组中严

龄差为 40 岁以上、术后肝功能迅速恢复正常的受者，

重感染、严重脑水肿以及多器官功能衰竭是 6 例肝昏

需警惕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发生 [14]。因此，受者免疫

迷受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功能的评估与调控显得尤为重要。我中心建立了一个

血氨的调控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保护在肝性脑病

详细的淋巴细胞亚群评估方法，用来评估免疫状态，

患者的治疗中有重要地位。尽管血氨水平与肝性脑病

并通过数学模型，建立免疫评分体系用来客观地指导

的严重程度并不平行，高血氨对脑组织的损害却是毋

免疫状态调节。如果术前受者免疫功能严重下降，术

。我们通过口服乳果糖、静脉应用门冬氨

后可以从极低剂量开始服用免疫抑制剂，术后根据免

酸鸟氨酸、支链氨基酸以及调节肠道菌群等治疗可以

疫状态评分、血药浓度、肝功能，及时个体化调整受

有效降低血氨水平，缓解肝性脑病进展。对于术前血

者免疫抑制方案，能够在预防排斥反应的情况下最大

氨水平较高的受者，我们选择性使用血液滤过等手段，

限度地保持受者免疫功能。

庸置疑的

[8]

肾功能不全是重症肝性脑病受者的另一常见并发

有助于快速降低血氨水平，减轻氨及其代谢产物对中

[15-20]

枢神经系统的损害。脑水肿以及颅内高压是危重症肝

症

。围手术期进行严格的液体管理，维持血液

性脑病受者常见的并发症，其发生率与肝性脑病的严

动力学的稳定对肾功能的恢复至关重要。笔者建议术

重程度密切关系，4 级肝性脑病受者脑水肿的发生率

前存在严重肾功能不全受者应尽量采用背驮式肝移植

可达 75% 以上 [9]。本组肝昏迷受者普遍存在不同程

术式，尽量缩短无肝期，维持无肝期血压，保证肾灌

度的脑水肿，在围手术期我们采用提高血浆渗透压及

注压 [21]。对于术后出现肾功能障碍的受者，可以选

合理应用甘露醇、甘油果糖等措施减轻脑水肿，从而

择性使用持续性床旁血液滤过治疗，从而清除血浆中

降低颅内压，有利于受者神志恢复 [10]。此外，对于

的炎症介质和代谢物，促进术后全身状态的恢复。对

危重症肝病受者，要尽量缩短等待时间；肝昏迷时间

于肾功能损伤受者，我们免疫抑制剂也从低剂量给起，

较长者，肝移植手术指征的把握要慎重。本研究中的

防止药物带来的肾脏进一步损害。

受者术前基本排除脑出血因素导致的昏迷，但 1 例受
者在术后恢复过程中出现了脑出血，导致昏迷加重，
脑水肿后颅压升高，最后死亡。
术后感染的防治是肝移植管理的重要环节，尤其

综上所述，肝移植能够显著提高肝昏迷受者的生
存率，是挽救生命的有效方法，合理的选择手术时机
及手术适应证、监测移植受者的免疫状态、精准个体
化免疫药物选择和加强围手术期管理是提高生存率的

是肺部感染。Wong 等 [11] 研究表明，术前合并 3～4 级

关键。

肝性脑病的受者肝移植术后感染发生率明显升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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