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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缺血时间对肝移植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
及排斥反应的影响
刘浩 董家勇 傅志仁 杨璟辉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冷缺血时间（CIT）对肝移植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和急性排斥反应（AR）的影响。
方法

收集并分析 218 例肝移植供、受者的临床资料，按照供肝 CIT 分为 A 组（CIT≤6 h，60 例）、B 组（6 h<

CIT≤10 h，89 例）、C 组（CIT>10 h，69 例）3 组。收集受者术后 1、7、14 d 的血液样本，检测丙氨酸转氨酶
（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乳酸脱氢酶（LDH）、CD4+T 细胞三磷酸腺苷（ATP）的变化情况。分析
术后各组受者的 AR 发生率和 C4d 沉积阳性率。结果

各组 ALT、AST 和 LDH 水平在术后 1 d 即达到峰值，随

后逐渐下降，至 14 d 各组各指标相当，且术后时间与组别均存在交互效应。肝移植术后各组 CD4+T 细胞 ATP
水平逐渐上升，至术后 7 d 达到峰值，然后逐渐下降，且术后时间与组别均存在交互效应。A、B、C 3 组 AR 发
生率分别为 10%、12%、28%；与 C 组比较，A、B 组的 AR 发生率明显降低（均为 P<0.05/3）。A、B、C 组
AR 受者的 C4d 沉积阳性率分别为 1/3、45%、89%；与 C 组比较，A 组的 C4d 沉积阳性率明显降低（P=0.015）。
结论

CIT 延长有可能导致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损伤加重，更易诱发体液性 AR。

【关键词】 冷缺血时间；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体液性排斥反应；三磷酸腺苷（ATP）
；丙氨酸转氨酶（ALT）
；
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乳酸脱氢酶（LDH）；缺血 - 再灌注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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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old ischemia time (CIT) on early graft function and
acute rejection (AR)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218 donors and recipients undergo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CIT of donor liver:
group A (CIT≤6 h, n=60), group B (6 h<CIT≤10 h, n=89) and group C (CIT>10 h, n=69).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on the 1, 7 and 14 d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The changes of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and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 in CD4+T cells were detected. The incidence of AR
and the positive rate of C4d deposi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ALT, AST and LDH levels in each group reached the
peak on the 1 d after operation, and then gradually decreased. The indexes in each group were almost equivalent on the 14 d.
An interaction effect existed between postoperative time and group.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TP levels in CD4+T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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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gradually increased in each group, peaked at postoperative 7 d, and then decreased gradually. An interaction effect
was noted between postoperative time and group. The incidence of AR in groups A, B and C was 10%, 12% and 28%.
Compared with group C, the incidence of AR in groups A and B was decreased signiﬁcantly (both P<0.05/3). The positive
rate of C4d deposition in AR recipients of groups A, B and C was 1/3, 45% and 89%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group
C, the positive rate of C4d deposition in group A was decreased signiﬁcantly (P=0.015). Conclusions The prolongation of
CIT may lead to aggravation of early-stage liver function injury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which is more easily to induce
humoral AR.
【Key words】 Cold ischemia time; Liver transplantation; Acute rejection; Humoral rejection;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肝移植是治疗各种终末期肝病唯一有效的手
段。2018 年中国肝移植医疗质量报告显示，肝移植
[1]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供者纳入标准：（1）年龄≤65 岁；（2）BMI<

术后 1 周内病死率已降至 2.2% 。虽然肝移植受者术

30 kg/m2， 均 为 心 脏 死 亡 器 官 捐 献（donation after

后生存率逐步提高，但术后的急性排斥反应（acute

cardiac death，DCD）；（3）血清钠≤165 mmol/L、

[2]

rejection，AR）仍是移植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

血 清 肌 酐≤106 μmol/L、 丙 氨 酸 转 氨 酶（alanine

研究表明冷缺血时间（cold ischemia time，CIT）延长

aminotransferase，ALT）≤105 U/L、天冬氨酸转氨酶

不仅可引起肝损伤、胆道并发症、移植物失功，还能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90 U/L、 总 胆

[3-4]

。但目前关于 CIT

红 素≤51 μmol/L；（4） 重 症 监 护 室（intensive care

对肝移植术后移植物功能和排斥反应影响的机制仍不

unit，ICU）住院时间≤7 d；（5）脂肪变性肝体积

明确，关于 CIT 对体液性排斥反应的研究则更少。本

<40%。

导致肝移植术后发生排斥反应

研究对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9 月在海军军医大学附

受者纳入标准：（1）年龄 30~70 岁；（2）供、

属长征医院行肝移植的供、受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受者 A、B、O 血型均相同；（3）均采用经典原位肝

探讨 CIT 对肝移植术后移植物功能及 AR 的影响，为

移植手术方式且研究资料完整；（4）无心、脑、肺、

评估肝移植术后的治疗效果提供参考。

肾及血液系统严重疾病。受者排除标准：（1）全身
状况差，有严重心、脑、肺、肾及血液系统疾病；

1 资料与方法

（2）多次肝移植或多器官联合移植。
1.3 手术方法

1.1 一般资料及分组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9 月在海军军医大学

手术方式均采用经典原位肝移植术，供肝获取

附属长征医院行肝移植的 284 例供、受者的临床资料。

采用快速供肝切取法后经 4 ℃威斯康星大学保存液

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最终入选 218 例供、受者。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olution，UW 液）灌注、保

受者资料：男 176 例，女 42 例，年龄（52±11）岁。

存。术后免疫抑制方案均采用他克莫司（tacrolimus，

原 发 病 为 原 发 性 肝 细 胞 癌 111 例， 肝 炎 后 肝 硬 化

FK506）+ 吗 替 麦 考 酚 酯（mycophenolate mofetil，

102 例，酒精性肝硬化 2 例，多囊肝 1 例，自身免疫

MMF）+ 甲泼尼龙的三联疗法。

性肝病 1 例，隐匿性肝病 1 例。供者资料：男 197 例，

1.4 随访及观察指标

女 21 例， 年 龄（46±11） 岁， 体 质 量 指 数（body
2

由同一外科医师团队进行全部受者随访，随访方

mass index，BMI）（23.8±2.4） kg/m 。死因分别为

式为门诊定期随访，随访时间截止至术后 12 个月，随

创伤 121 例，脑卒中 97 例。供肝的热缺血时间（4.0±

访频率为术后 1~3 个月每周 1 次，术后 4~12 个月每

0.9） min，CIT（8.2±2.3） h。

4 周 1 次，所有受者资料随访完整。收集 3 组患者术

按照供肝 CIT 将 218 例受者分为 A 组（CIT≤6 h，

后 1、7、14 d 的血液样本，检测并比较 ALT、AST、

60 例）、B 组（6 h<CIT≤10 h，89 例）和 C 组（CIT>

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和 CD4+T

10 h，69 例）。

细胞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水平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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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情况。对术后 12 个月内肝功能进行性升高，

峰值，随后逐渐下降，至 14 d 各组各指标相当（表 1）。

临床上高度怀疑有排斥反应的受者行肝穿刺病理学检

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在 ALT、AST 及 LDH 这 3 个

查，并检测 C4d 沉积情况。AR 的诊断依据 Banff 评

指标中，术后时间与组别均存在交互效应，因此不再

[5]

分标准 ，分数 >3 分即为发生 AR。分析术后各组受

看主效应，进行时间因素和分组因素的单独效应分析。

者的 AR 发生率和 C4d 沉积阳性率。

每个时间点各组之间进行 Kruskal-Wallis H 检验，两

1.5 检测方法

两比较使用 Bonferroni 法，P 值与调整后的检验水准

ALT、AST、LDH 由我院检验科进行检测。ATP
TM

水平检测按 ImmuKnow

试剂盒（美国 Clylex 公司）

（0.05/3）比较。在各组以术后 1 d 检验结果为时间基线，
使用 Bonferroni 法校正的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比较

说明书进行操作，6 h 内按 1 4 稀释全血，进行淋巴

术后 7 d 和 14 d 的检验结果与基线的差别。结果显示，

细胞刺激培养，在 37 ℃、5% CO2 条件下孵化 15~

冷缺血时间延长对肝移植受体术后早期肝功能有一定

18 h 后 测 定 CD4+T 细 胞 的 ATP 水 平。 穿 刺 的 肝 脏

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和治疗的介入，对术后肝功能的

标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免疫组化）染色，石蜡切

影响逐渐减少。

片脱蜡入水，高压高温抗原修复，浸入 30 ml/L 过

2.2 各组受者 CD4+T 细胞 ATP 水平

氧 化 氢 溶 液 10 min，1 g/L 胰 酶 消 化 1 min， 滴 加

结果显示，各组肝移植术后 CD4+T 细胞 ATP 水

1 40 兔抗人 C4d 抗体，室温孵育 2 h，其余步骤按照

平逐渐上升，
至术后 7 d 达到峰值，
然后逐渐下降
（表 2）
。

EilvisionTM plus 广谱试剂盒进行。

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术后时间与组别均存在交互效

1.6 统计学方法

应，因此不再看主效应，进行时间因素和分组因素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非正态分

的单独效应分析。每个时间点各组之间进行 Kruskal-

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使用重

Wallis H 检验，两两比较使用 Bonferroni 法，P 值与

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分组之间的差异，对

调整后的检验水准（0.05/3）比较。在各组以术后 1 d

于不符合球对称检验的计量资料，使用 Greenhouse-

检测结果为时间基线，使用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比

Geisser 法进行自由度校正。组间单独效应分析使用

较术后 7 d 和 14 d 的检测结果与基线的差别。
结果显示，

Kruskal-Wallis H 检验，时间单独效应使用 Wilcoxon

缺血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受体术后早期 T 细胞 ATP

符 号 秩 检 验。 计 数 资 料 以 率 表 示， 受 者 术 后 AR

水平增高，导致移植物更易发生急性排斥反应。

2

发 生 率 3 组 比 较 采 用 χ 检 验， 事 后 两 两 比 较 使 用
2

Bonferroni 法校正的 χ 检验。C4d 沉积阳性率比较使
用 Fisher 精确概率法。检验水准 α=0.05。

2.3 各组受者术后 AR 的发生率和 C4d 沉积阳性率
结果显示，肝移植术后总体 AR 发生率为 16.5%
（36/218），A、B、C 3 组 AR 发生率分别为 10%（6/60）、
12%（11/89）、28%（19/69）。经 χ 2 检验，3 组 AR

2 结 果

发生率不全相同（Pearson χ 2=9.041，P=0.011）。使用

χ 2 检验两两比较，经 Bonferroni 校正检验水准，P 值

2.1 各组早期肝功能比较
各组 ALT、AST 和 LDH 水平在术后 1 d 即达到

与 调 整 后 的 检 验 水 准（0.05/3） 比 较，A 组 与 B 组

表 1 3 组受者术后肝功能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liver function of recipients among 3 groups [M(Q), U/L]
组别

n

AST
术后 1 d

术后 7 d
c

A组

60

158(168)

51(63)

B组

89

307(229)

51(42)c

C组

69

624(609)a,b 62(181)a,b,c

ALT
术后 14 d

术后 1 d

术后 7 d

术后 7 d

术后 14 d

750(914)

608(353)

c

279(113)c

50(29)c

847(888)

643(377)c

313(147)c

83(179)a,b,c

44(50)c

928(1 404)a

731(340)a,b,c 320(112)c

c

173(241)

68(57)

50(28)c

328(210)

33(28)c

42(16)

LDH
c

术后 14 d
c

70(34)c

542(452)a,b

45(24)

术后 1 d

H值

88.430

4.470

12.256

70.381

14.986

2.657

9.548

17.134

4.325

P值

<0.001

0.107

0.002

<0.001

0.001

0.265

0.008

<0.001

0.115

注 ： 与 A 组比较， aP<0.05/3 ； 与 B 组比较， bP<0.05/3 ； 与术后 1 d 比较， cP<0.05/2。

刘浩等．冷缺血时间对肝移植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及排斥反应的影响

第５期

表 2 3 组受者术后 CD4+T 细胞 ATP 水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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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增加了器官对缺血 - 再灌注损伤的耐受性，使

+

Table 2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ATP levels of CD4 T cell

器官在离体条件下保存的时间更长，以提高器官移

in recipients among 3 groups[M(Q), μg/L]

植的成功率 [14]。虽然肝脏冷保存时间理论上可延长

组别
A组

n

术后 1 d

60

178(80)

术后 7 d
222(94)

a

B组

89

254(103)

C组

69

332(175)a,b

c

302(119)

a,c

术后 14 d

为 20~24 h，但是长时间的冷缺血会导致细胞肿胀及

203(52)

有害的代谢产物堆积，当血流再灌注后，进一步导

204(40)

401(268)a,b,c

c

204(65)c

H值

74.138

69.391

1.240

P值

<0.001

<0.001

0.538

致大量氧自由基的产生、蛋白酶的激活、抗原物质
的表达、Ca2+ 超载以及炎症因子的释放等，进而加
剧了肝脏再灌注损伤 [15-16]。这一系列免疫反应的发
生也提示 CIT 过长会对器官移植术后的排斥反应产

注 ： 与 A 组 比 较， aP<0.05/3 ； 与 B 组 比 较， bP<0.05/3 ；
与术后 1 d 比较， cP<0.05/2。

生重要影响，但目前临床上关于肝移植术后 CIT 与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 组与 A、B 两组差异有统计

可以诱导和加重大鼠原位肝移植术后 AR 的早期发

学意义，与 C 组比较，A、B 组的 AR 发生率明显降

生，降低大鼠术后存活率，CIT 过长可以诱导同基因

低（ 均 为 P<0.05/3）。A、B、C 组 AR 受 者 的 C4d

组和异基因组抗原分子在血管内皮细胞和胆管上皮细

沉 积 阳 性 率 分 别 为 1/3（2/6）、45%（5/11）、89%

胞的表达，从而增加移植器官的免疫性，导致排斥

（17/19）。使用 Fisher 精确概率法发现，3 组间 C4d

反应的发生 [17]。一般认为，理想的供肝冷保存时间

沉积阳性率不全相同（P=0.007）。使用 Fisher 精确

应不超过 8 h，临床实践中供肝的保存时限一般不超

概率法进行两两比较后发现，A 组与 B 组、B 组与

过 12~15 h[18]。近年来本中心鲜有供肝 CIT 超过 12 h

C 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 A 组与 C 组之间的

的病例，结合以上信息及经验，本次研究遂将 CIT 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5）。

组设为 CIT≤6 h、6 h<CIT≤10 h、CIT>10 h 3 组。

AR 关系的研究并不多。有实验研究表明 CIT 的延长

目前评价受者术后肝脏移植物功能主要是通过

3 讨 论

其血清 ALT、AST、LDH 水平。本研究发现，在肝

AR 一直是器官移植界的一大难题，既往认为

移植术后 1 d 各组 ALT、AST 和 LDH 水平差异明显，

AR 常发生于术后 7~14 d，但由于强效免疫抑制剂的

此后各指标虽均逐渐下降，但 C 组下降缓慢，直到术

使用，AR 的发生已不具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因此本

后 14 d ALT、AST 和 LDH 水平与 A、B 组无明显差异，

研究将术后 12 个月内的肝移植受者作为研究对象。

表明 CIT 延长对早期肝功能有损伤，但随着临床治疗

AR 发生后，其中 5％ ~10％可能发展为慢性排斥反

的干预，远期肝功能无明显差异。进一步研究 CIT 和

应，而一旦确诊为慢性排斥反应，再次移植将难以

AR 发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C 组 AR 的发生率明

避免

[6-7]

。众多研究表明 AR 发生与 CIT 息息相关，
[8]

显高于其它两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 CIT 在短

研究发现 CIT 每增加 1 h，肾移植术后

时间内对 AR 发生影响不明显，但 CIT 过长可能对术

发生 AR 的风险增加 4%。如今 DCD 成为了我国器官

后 AR 有一定影响。由于除了 CIT 之外还存在其它可

移植主要的供者来源，DCD 供者在积极抢救及器官

导致 AR 发生率升高的因素，这值得进一步探究。

Mikhalski 等

获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历血氧饱和度与血流动力

肝脏移植物 AR 的诊断目前仍然是通过肝脏穿刺

学的改变，遭受更为显著的缺血 - 再灌注损伤。研究

活组织检查，标本经苏木素 - 伊红（hematoxylin-eosin，

显示，CIT 延长会增加 DCD 肝脏移植物失功的发生

HE）染色后显微镜检查，依据 Banff 标准进行评分。

[9-10]

[11]

研究发

该方法快速且准确率高，但作为有创操作也存在一定

现 CIT>12 h 是影响移植物存活率及移植术后疗效的

风险 [19]。本课题组在前期的研究中对 CD4+T 细胞活

独立危险因素，而 Hong 等 [12] 发现 CIT>6 h 是 DCD

化后 ATP 的水平进行了检测，该方法在 2002 年通过

率和肝移植受者的术后病死率

。Jay 等

移植失败的 6 大因素之一，Mathur 等

[13]

通过临床数

了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且对肝移植术后

据发现 CIT>10 h 组的移植物失功风险是 CIT<6 h 组

AR 的诊断具有较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20]。本次研究

的 2 倍以上。如今各种器官保存液的研发和应用大

结果显示，受者 ATP 水平在术后 7 d 达到峰值，后逐

大延长了冷保存时间，低温时离体器官的新陈代谢

渐下降，3 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CIT 过

器官移植

·５８２·

长会增强受者 CD4+T 细胞的免疫应答，从而更易发

[5]

+

植 ,2019,10(3):267-277.DOI:10.3969/j.issn.1674-7445.

用来评估肝移植术后受者的免疫状态。近年来越来越

2019.03.008.

多的研究发现，AR 除了与细胞免疫相关以外，体液

Branch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免疫在移植术后排斥反应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21-22]。

Association. Clinical technical operation specification for

体液性排斥反应发生时，补体经典途径也立即被激

pathology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2019 edition): liver

活，C4d 分子是补体经典途径激活后，补体 C4 的水

transplantation [J]. Organ Transplant,2019,10(3):267-277.
DOI:10.3969/j.issn.2095-5332.2017.01.018.

解片段与小血管内皮细胞呈共价结合，因此能够持久
存在

。起初肾移植病理学研究发现 C4d 在移植肾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 . 器官移植病理学临床
技 术 操 作 规 范（2019 版） —— 肝 移 植 [J]. 器 官 移

生 AR，也进一步说明 CD4 T 细胞活化后 ATP 水平可

[23]

第 １１ 卷

[6]

董家勇 , 李瑞东 , 宋少华 , 等 .CD4+T 淋巴细胞内 ATP
含量与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关系 [J]. 器官移

间质及肾小管周围毛细血管壁上弥漫沉积可以作为排

植 ,2010,1(4):208-210,215.DOI:10.3969/j.issn.1674-

斥反应的一个特异性指标，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

7445.2010.04.004.

C4d 主要在肝小叶汇管区小血管壁及肝血窦壁上沉积，

DONG JY, LI RD, SONG SH,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可以作为肝移植术后体液免疫的一个灵敏指标 [24-25]。

the ATP level in CD4+ T lymphocyte and recurrence of

本次研究我们使用免疫组化法观察肝移植术后发生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J].

AR 受者肝脏移植物中 C4d 的沉积情况，结果发现

Organ Tranplant,2010,1(4):208-210,215. DOI:10.3969/

C 组 C4d 沉积阳性率更高，与 A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

j.issn.1674-7445.2010.04.004.

学意义。这表明 CIT 越长也越容易诱发体液性 AR，

[7]

在术后免疫抑制治疗的同时，也应防范和关注体液性

10.3969/j.issn.1001-5256.2015.12.010.

排斥反应。

YANG Y, DENG YN. Application of immune induction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 CIT 延长会影响短期内

therapy with antibodies in liver tranplantation[J]. J

肝功能恢复，增加 AR 发生的可能性。在防范 AR 发

Clin Hepatol, 2015, 31(12):2031-2034. DOI: 10.3969/

生的同时，不仅要监测细胞免疫反应，也应通过 C4d
关注体液免疫反应。合理分配器官，尽可能提高器官

j.issn.1001-5256.2015.12.010.
[8]

rejection and renal graft survival in the modern era of

AR 的发生。

immunosuppression[J]. Transplantation, 2008, 85(7 Sup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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