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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度脂肪变性供肝应用于成人肝移植术的
早期预后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田大治   蒋文涛   陈池义   于杨   仇佳丽

【摘要】

目的

危险因素。方法

探讨中重度脂肪变性供肝肝移植受者的早期预后及其发生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的

回顾性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供、受者各 475 例的临床资料，根据澳大利亚国

家肝移植中心（ANLTU）脂肪变性供肝分级，将接受相应供肝的受者分为 S0 组（无脂肪变性，308 例）、S1 组（轻
度脂肪变性，97 例）、S2 组（中度脂肪变性，52 例）、S3 组（重度脂肪变性，18 例）4 组。比较各组受者术
后早期死亡及并发症发生情况，对可能导致受者发生 DGF 的供者因素、受者因素、手术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S2 组及 S3 组术后 DGF 的发生率高于 S1 组及 S0 组（均为 P<0.05），S3 组术后

DGF 发生率高于 S2 组（P<0.05）；各组受者的术后早期病死率，移植肝原发性无功能（PNF）、术后出血、感染、
胆道并发症和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等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供者
供肝脂肪变性程度较严重、冷缺血时间长和受者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高、存在肿瘤是发生 DGF
的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提示，供者供肝中重度脂肪变
性、冷缺血时间 >8 h 及受者 MELD 评分 >30 分是术后早期发生 DGF 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中重度脂肪变性

供肝应用于成人肝移植术后早期易发生 DGF，但不影响受者术后早期生存率。对于中重度脂肪变性供肝的选用
应结合供者冷缺血时间及受者术前 MELD 评分等因素综合考虑。
【关键词】 肝移植；脂肪变性供肝；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
；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冷缺血；原发性无功能；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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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arly prognosis and risk factors of donor liver with moderate-to-severe steatosis in adult liver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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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arly prognosis and the risk factors of delayed graft function (DGF) of
the recipients undergo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from donor liver with moderate-to-severe steatosis.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475 donors and 475 recipients undergo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from donor liver of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classiﬁcation criteria of steatosis proposed by Australia National
Liver Transplantation Unit (ANLTU), all recip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S0 group (no steatosis, n=308), S1 group (mild
steatosis, n=97), S2 group (moderate steatosis, n=52) and S3 group (severe steatosis, n=18), respectively. The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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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operative death and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statistically compared among each group. The
risk factors from donors, recipients and operation leading to DGF were analyzed by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DGF in the S2 and S3 groups was signiﬁ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1 and S0 groups (all P<0.05).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DGF in the S3 group was remarkab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2 group (P<0.05). The early postoperative fatality, the incidence of primary nonfunction (PNF) of the
transplant liver, postoperative bleeding, infection, biliary complications and vascular complications did not signiﬁcantly
differ among each group (all P>0.05). Un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vere steatosis of donor liver, long cold
ischemia time, high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LD) score and tumors of the recipients before operation 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DGF (all P<0.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moderate-to-severe steatosis
of donor liver, cold ischemia time>8 h and MELD score>30 of the recipients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early
postoperative DGF. Conclusions The early-stage incidence of DGF after adult liver transplantation from donor liver with
moderate-to-severe steatosis is high, whereas it does not affect the early survival rate of the recipients. The selection of
donor liver with moderate-to-severe steatosi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combination with cold ischemia time of the donors
and MELD score of the recipients before operation, etc.
【Key words】 Liver transplantation; Donor liver with steatosis;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LD);
Delayed graft function; Cold ischemia; Primary nonfunction;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目前肝移植技术日臻成熟，等待移植的患者数

供、受者各 475 例，供者男 455 例，女 20 例，年龄

量增加，但供肝仍然短缺。同时，随着我国器官捐献

（39±7）岁；受者男 395 例，女 80 例，年龄（51±9）岁。

的深入发展，公民肥胖率增加和人口老龄化导致供肝

原发病包括肝恶性肿瘤 183 例，乙型肝炎肝硬化 91 例、

池中脂肪变性供肝越来越多，迫使很多移植中心使用

丙型肝炎肝硬化 80 例，自身免疫性肝硬化 65 例，酒

脂肪变性供肝以扩大供肝来源。研究表明，轻度脂肪

精性肝硬化 41 例，急性肝衰竭 10 例，隐源性肝硬化

变性供肝与普通供肝肝移植的疗效无差异，而中重度

5 例。术式均采用经典原位肝移植。术后早期予以他

脂肪变性供肝可能导致移植后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

克莫司 + 吗替麦考酚酯 + 糖皮质激素三联免疫抑制方

（delayed graft function，DGF）、胆道并发症和移植

案，并予以常规预防或抗感染、抑酸、护肝利胆及补

肝原发性无功能（primary nonfunction，PNF）的发生

液等支持治疗。本研究得到了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

率升高，甚至导致受者死亡 。但也有经过仔细筛选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供、受者，应用中重度脂肪变性供肝移植取得成功的

1.2 分

[2]

报道 。因此在应用中重度脂肪变性供肝的问题上仍

组

根据澳大利亚国家肝移植中心（Australia National

存在争议，有报道显示，美国仅有 6% 的移植科医师

Liver Transplant Unit，ANLTU）脂肪变性供肝分级，

接受重度脂肪变性供肝，而英国有 42% 的移植科医

将 接 受 相 应 供 肝 的 受 者 分 为 S0 组（ 无 脂 肪 变 性，

师认为可以接受

[3-4]

。由此可以看出在脂肪变性供肝

308 例）、S1 组（轻度脂肪变性，97 例）、S2 组（中

的应用上，国际上并无统一标准或共识。本文旨在探

度脂肪变性，52 例）、S3 组（重度脂肪变性，18 例）

讨影响中重度脂肪变性供肝肝移植发生 DGF 的相关

4 组。其中 S0 组男 259 例，女 49 例，年龄（50±12）岁；

危险因素，为同道提供参考。

S1 组男 80 例，女 17 例，年龄（53±6）岁；S2 组男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40 例，女 12 例，年龄（49±9）岁；S3 组男 16 例，
女 2 例， 年 龄（52±11） 岁。 各 组 受 者 的 性 别、 年
龄、原发病、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7 月至 2017 年 2 月于天津市

liver disease，MELD）评分、Child-Pugh 评分、供肝

第一中心医院实施肝移植术的供、受者各 782 例的临

质量、冷缺血时间和热缺血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床资料。排除标准：受者年龄 <18 岁、活体肝移植、

学意义。

多器官联合移植、劈离式肝移植、辅助性肝移植。

1.3 供肝脂肪变性的评估

根据排除标准共入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

由经验丰富的移植外科医师获取供肝，威斯康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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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统计学方法

星大学保存液（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olution，UW
液）灌注后常规行活体组织病理学检查（活检）评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于符合

估供肝的脂肪变性程度。所有的组织病理学切片标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多组间

本行苏木素 - 伊红（hematoxylin-eosin，HE）染色明

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确供肝脂肪变性程度，由两名高年资病理科医师独立

非正态分布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两组间

按照 ANLTU 脂肪变性供肝分级标准评估脂肪变性程

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两组比较采

度，S0 为供肝无脂肪变性；S1 为供肝 0%~29% 轻微

用 χ2 检验。
采用逐步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局灶性脂肪变性；S2 为供肝 30%~60% 中等带状脂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肪变性；S3 为供肝 >60% 严重大片肝小叶脂肪变性。
上述脂肪变性均指大泡性脂肪变性，即光学显微镜下

2 结 果

脂肪空泡占据了细胞质大部分空间、细胞核被挤到

2.1 各组受者术后早期死亡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5]

边缘 。

受 者 术 后 早 期 死 亡 14 例（2.9%）， 术 后 PNF

1.4 术后早期预后判断标准

1 例（0.2%），排斥反应 7 例（1.5%），DGF 88 例（18.5%），

早期死亡指肝移植术后 1 个月内受者死亡。PNF

胆道并发症 33 例（6.9%），血管并发症 8 例（1.7%），

标 准：（1） 术 后 10 d 内 发 生；（2） 天 冬 氨 酸 转

围手术期感染 111 例（23.4%），术后出血 13 例（2.7%）。

氨 酶≥5 000 U/L 且 凝 血 酶 原 时 间 国 际 标 准 化 比 值

对各组术后不良预后指标进行比较，结果提示 S2 组

（prothrombin time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及 S3 组术后 DGF 的发生率高于 S1 组及 S0 组（均为

PT-INR）≥3.0 或酸中毒（pH 值≤7.3）或乳酸浓度超

P<0.05），S3 组术后 DGF 发生率高于 S2 组（P<0.05）；

[6]

出正常 2 倍 。DGF 标准：（1）术后 7 d 总胆红素

术后早期病死率，PNF、术后出血、感染、胆道并发

≥171 μmol/L；（2）术后 7 d PT-INR≥1.6；（3）术

症及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等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后 7 d 内丙氨酸转氨酶或天冬氨酸转氨酶 >2 000 U/L。

义（均为 P>0.05，表 1）。

[7]

出现以上 1 种或以上情况即诊断为 DGF 。

2.2 肝移植术后早期发生 DGF 的危险因素的单因素

1.5 研究内容

分析

统计并分析各组受者术后早期死亡及并发症发

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供者供肝脂肪变性程度较

生情况。对可能导致受者发生 DGF 的相关因素进行

严重、冷缺血时间长和受者术前 MELD 评分高、存

单因素分析，包括供者因素 [ 年龄、性别、供肝脂肪

在肿瘤是发生 DGF 的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变性程度、冷缺血时间、热缺血时间、血清钠、血型

义（均为 P<0.05，表 2）。

不相容情况、有否外科创伤、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2.3 肝移植术后早期发生 DGF 的危险因素的多因素

care unit，ICU）住院时间 ]、受者因素（年龄、性别、

logistic 回归分析

有否肿瘤、术前 MELD 评分）、手术因素（手术时间、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提示，供者供肝中重

术中失血量、术中输液量、术中尿量）。多因素分析

度脂肪变性、冷缺血时间 >8 h 及受者 MELD 评分 >

确定术后早期发生 DGF 的独立危险因素。

30 分是术后早期发生 DGF 的独立危险因素（表 3）。

表 1 各组受者术后早期死亡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Table 1 The occurrence of early postoperative death and complications of recipients among each group [ n (%)]
组别

n

S0
S1
S2
S3
P值

死亡

PNF

308

9（3）

0（0）

97

2（2）

1（1）

52
18

2（4）

0（0）

DGF

胆道并发症

6（2）

34（11）

22（7）

5（2）

74（24）

9（3）

1（1）

15（15）

排斥反应

0（0）

1（6）

0（0）

0（0）

0.298

0.876

0.745

血管并发症 围手术期感染

术后出血

7（7）

2（2）

26（27）

2（2）

a,b

3（6）

1（2）

8（15）

2（4）

a,b,c

13（72）

1（6）

0（0）

3（17）

0（0）

0.002

0.089

0.478

0.342

0.572

26（50）

注 ： 与 S0 组比较， aP<0.05 ； 与 S1 组比较， bP<0.05 ； 与 S2 组比较， c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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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肝移植术后早期发生 DGF 的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Table 2 Univariate analysis of the risk factors of DGF in early stage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DGF

变量
有（n=88）

P值
否（n=387）

供者因素
<0.05

供肝脂肪变性程度 [n（%）]
S0

34（11）

274（89）

S1

15（15）

82（85）

S2

26（50）

26（50）

S3

13（72）

5（18）

41±5

38±7

年龄（

, 岁）

>0.05
>0.05

性别 [n（%）]
男

84（95）

371（96）

女

4（5）

16（4）

8.9 ±2.9

6.3 ±2.2

>0.05

<8 h

17（19）

237（61）

<0.05

8~12 h

41（47）

111（29）

>12 h

30（34）

39（10）

142.1±3.4

139.8±2.7

>0.05

8（9）

25（6）

>0.05

外科创伤 [n（%）]

37（42）

137（35）

>0.05

ICU 住院时间 [M（Q）, d]

5.8（3.1）

4.9（1.2）

>0.05

52±9

50±7

>0.05

<30 分

41（47）

266（69）

<0.05

≥30 分

47（53）

121（31）

, min）

热缺血时间（

冷缺血时间 [n（%）]

, mmol/L）

血清钠（

血型不相容 [n（%）]

受者因素
年龄（

, 岁）

术前 MELD 评分 [n（%）]

>0.05

性别 [n（%）]
男

65（74）

330（85）

女

23（26）

57（15）

24（27）

59（15）

<0.05

7.3±2.4

7.9±2.2

>0.05

存在肿瘤 [n（%）]
手术因素
手术时间（

, h）

术中失血量 [M（Q）, mL]

1 893（582）

1 690（621）

>0.05

术中输液量 [M（Q）, mL]

4 387（1 034）

4 290（1 278）

>0.05

术中尿量 [M（Q）, mL]

1 673（518）

1 987（498）

>0.05

3 讨 论

欧美国家报道的脂肪变性供肝均高达 30%[9-10]；本研
究中，脂肪变性供肝比例为 35.2%。多数移植中心认

公民肥胖率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等导致供肝池中
脂肪变性供肝越来越多。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报道
的 568 例尸体肝移植中，脂肪变性供肝约占 40%

[8]

；

为脂肪变性供肝易导致术后 PNF 和 DGF

[8-9]

。因此，

如何综合考虑供、受者各方面影响因素，安全使用脂
肪变性供肝扩大供肝来源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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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供肝脂肪变性程度 [13]。
目前以 UW 液、组氨酸 - 色氨酸 - 酮戊二酸盐

回归分析
Table 3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isk

液（histidine-tryptophan-ketoglutarate solution，HTK

factors of DGF in early stage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液）等保存液进行静态冷保存仍是供肝保存的主要方

变量

OR （95% CI ）
①

②

P值

供者因素

式 [14-15]。但保存过程中长时间的冷缺血所致低温、缺
氧使内皮细胞水肿和酸中毒以及灌注后释放大量的
氧自由基导致供肝缺血 - 再灌注损伤 [16-18]。本研究发

供肝脂肪变性程度
S0

1

S1

1.58（0.39~6.45）

0.135

S2

4.17（1.04~27.43）

0.017

S3

3.34（1.40~17.07）

0.035

现，冷缺血时间与脂肪变性供肝肝移植术后早期发生

冷缺血时间
<8 h

DGF 关系密切，进一步证实脂肪变性供肝对冷缺血
时间和缺血 - 再灌注损伤更为敏感。因此，脂肪变性
供肝存在保存时间短的问题，目前对脂肪变性供肝冷
缺血时间的安全时限尚不统一，
部分文献报道为 8 h[19]。

1

8~12 h

2.19（1.07~5.96）

0.034

>12 h

2.98（1.08~37.02）

0.005

受者因素

本研究中大部分发生 DGF 的受者供肝冷缺血时间 >8 h，
与文献报道一致。研究显示，热缺血时间也是脂肪
变性供肝肝移植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主要是由于热
缺血导致组织中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

术前 MELD 评分
<30 分

1

≥30 分

2.49（1.01~6.28）

ATP）的快速耗竭，进而导致能量相关的代谢和转运
0.042

存在肿瘤
有

1

否

1.43（0.47~5.00）

发生障碍 [20-21]。本研究中发生 DGF 的受者热缺血时
间虽然比未出现 DGF 的受者长，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可能与热缺血时间均较短有关。目前，大部分移植中

0.574

注 ： ① OR 为比值比。

心在获取脂肪变性供肝时要求尽可能避免热缺血，热
缺血时间较长的供肝往往被弃用。
本研究显示，发生 DGF 的受者术前 MELD 评分

② CI 为可信区间。

更高，与未发生 DGF 受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大部分移植中心认为轻度脂肪变性供肝与预后不
良并无相关性 [8-9]，中度脂肪变性供肝是否与预后不
良有相关性目前仍有争议。有研究比较中度脂肪变性
供肝肝移植受者与无脂肪变性供肝肝移植受者移植术
后 3 个月生存率、住院时间、ICU 住院时间、ChildPugh 评分、移植前后肝酶谱的变化，结果显示均无
显著差异，因此认为中度脂肪变性供肝并不影响肝移
植受者的预后。
而 Strasberg 等 [11] 的一项大型研究表明，
大泡性脂肪变性程度 >30% 即中度以上脂肪变性供肝
可以降低肝移植术后 1 年的生存率。本研究中，中度
脂肪变性供肝与术后早期发生 DGF 具有相关性。我
们将肝脏脂肪变性程度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随着脂肪变性供肝程度加重，比值比（odds
ratio，OR）增大，重度脂肪变性供肝 OR 为 3.34，与

MELD 评分作为目前最主要的肝移植受者选择标准，
能较好地预测肝移植术后早期临床结果 [22-23]。研究认
为 MELD 评分 >30 分是肝移植术后预后不良的独立
危险因素 [24]。Halldorson 等 [25] 的研究认为高 MELD
评分患者要想获得较高的生存率必须有高质量的供肝。
中重度脂肪变性供肝作为边缘供肝，应用于高 MELD
评分受者风险较高，移植科医师往往会选择低 MELD
评分的受者，同时尽可能缩短冷、热缺血时间，减少
其他危险因素。
总之，成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脂肪变性供肝作
为边缘供肝之一，增加了受者术后 DGF 的风险，这
可能与供肝中度以上脂肪变性、冷缺血时间较长、受
者 MELD 评分高等因素有关。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且是回顾性、单中心研究，尚需多中心、大样本量、

术后早期发生 DGF 密切相关。相关研究表明，在移

前瞻性研究加以验证。

植术前对供肝采取一些修复措施可以降低重度脂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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