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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中入肝血流量对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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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肝移植术中入肝血流量对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EAD）发生的临床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

至2016年10月我科室治疗的138例肝移植受体的临床资料。根据EAD的诊断标准分为2组：发生EAD组（EAD组）和未发生EAD组
（非EAD组）。比较2组患者入肝血流量与各高危因素的关系，并采用logistic多因素分析确定术后发生EAD的危险因素。结果

与

非EAD组比较，
EAD组术中门静脉最大血流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经logistic多因素分析发现，术中门静脉最大血流
量<1 600 mL/min是术后EAD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肝移植术中门静脉最大血流量<1 600 mL/min是术后EAD的独立危险因素，

检测肝移植术中入肝血流量可为术后是否发生EAD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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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Allograft Dysfunction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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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early allograft dysfunction（EAD）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Meth-

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records of 138 patients who underwent liver transplantation from January 2006 to October 2016 in
our department. Transplant recip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ose who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EAD（EAD group）and those
who did not（non-EAD group）. We compared blood flow into the transplanted livers and other clinical featu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using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Intraoperative portal vein flow（PVF）maximum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intraoperative PVF maximum <1 600 mL/min was the only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the
occurrence of EAD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 this cohort. Conclusion Intraoperative PVF maximum <1 600 mL/min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the occurrence of EAD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Measuring intraoperative blood flow into the transplanted liver in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may help identify patients at risk for developing EAD.
Keywords

liver transplantation；portal vein flow；early allograft dysfunction；risk factor

同种异体肝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肝病的唯

植受体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术中入肝

一 有 效 方 法。早 期 移 植 物 功 能 不 全（early allograft

血流量与EAD的相关性，为评估肝移植术后能否发

dysfunction，EAD）是肝移植术后早期的主要并发症

生EAD提供参考。

［1］

之一，对移植肝的存活造成一定影响

。在影响预

后的因素中，术中入肝血流量与全肝移植术后EAD
的相关性并不十分明确。本研究对中国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2006年1月至2016年10月肝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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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06年1月至2016年10月间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治疗的肝移植供受体的临
床资料，纳入标准：行同种异体肝移植术且研究资
料完整。排除标准：
（1）术中或术后早期因多种原因
受体死亡；
（2）多脏器联合移植；
（3）再次行肝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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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术后早期肝动脉或门静脉血栓形成，门静脉狭

道出血病），术前Child分级、MELD评分，术前血氨、

窄；
（5）研究资料不完整，无入肝血流量数据。最终

ALT、
TBIL、血小板］和手术相关因素（术中出血量、

共有138例受体资料纳入研究。

输血量、尿量，手术时间，无肝期时间，中心静脉压，

［2］

术后EAD诊断标准

：
（1）术后7 d内丙氨酸转

肝动脉主干和门静脉血流量的平均值、最小值和最

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或天门冬氨酸

大值）。使用超声血流仪在关腹前对重建的肝动脉

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2 000 U/L；

主干和门静脉进行血流量测定，记录其平均值、最

（2）术后第7天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171

小值与最大值。

μmol/L；
（3）术后第7天国际标准化比值（international

1.4 统计学分析

standardized ratio，INR）≥1.6；以上3项中有1项或以

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

上情况符合条件者即可诊断为EAD。原发性移植物

比较采用t 检验或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3］

功能丧失诊断标准

：术后7 d内因为移植物功能丧

χ2检验。对有显著性差异（P < 0.05）的单因素指标

失导致受者死亡或再次肝移植。

进行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P < 0.05为差异有统

1.2

计学意义。

肝移植手术方式及免疫抑制方案
采用改良的腹腔联合快速供肝切取法获取供

者肝脏。均采用改良背驮式肝移植术式。术中主要

2

结果

使用甲强龙（1.0 g）和巴利昔单抗（20 mg）进行免疫

138例受体中术后发生EAD20例（EAD组），未发

诱导治疗。术后均采用以他克莫司或环孢素A+霉酚

生EAD118例（非EAD组）
，
EAD发 生 率14.49%。138例

［4］

酸酯或西罗莫司+激素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
1.3

。

受体中未发生移植物功能丧失。
2.1 EAD组与非EAD组术中入肝血流量比较

观察指标
回顾性分析供体因素（供肝脂肪肝、热缺血时

结果显示，2组术中门静脉最大血流量差异有

间和冷缺血时间），受体因素［年龄、体质量指数、原

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他入肝血流量指标2组比

发病（良性、恶性）、手术、吸烟、病史（慢性肾病、心

较均无统计学差异（均P > 0.05），见表1。

脏病、肝性脑病、糖尿病、高血压病、脂肪肝病、消化

2.2 肝移植术后发生EAD的单因素分析

表1 EAD组与非EAD组术中入肝血流量比较（mL/min）
Tab.1 Intraoperative liver blood flow rates in the EAD group and non-EAD group（mL/min）
EAD group（n = 20）

Non-EAD group（n = 118）

P

Mean intraoperative hepatic artery blood flow

232.84±250.45

180.84±109.58

0.472

Minimum intraoperative hepatic artery blood flow

186.07±261.36

135.79±104.55

0.611

Variable

Maximum intraoperative hepatic artery blood flow

312.10±249.36

252.60±139.64

0.125

Mean intraoperative portal vein blood flow

1 537.65±603.58

1 777.23±710.30

0.157

Minimum intraoperative portal vein blood flow

1 385.95±538.86

1 569.03±730.22

0.286

Maximum intraoperative portal vein blood flow

1 599.55±648.77

2 049.48±744.65

0.012

对术后EAD的危险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2组间

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logistic多因

受体原发疾病（良性或恶性）
，肝性脑病病史（是或

素 回 归 分 析，结 果 显 示，术 中 门 静 脉 最 大 血 流 量

否）
，术前Child分级、
MELD评分、
PLT水平、
TBIL水平，

（<1 600 mL/min）是受体术后发生EAD的独立危险

术中的输血量（门静脉最大血流量1 600 mL/min作

因素（OR =9.122，
P = 0.001），见表3。

为临界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
2。
2.3

肝移植术后发生EAD多因素分析

3

讨论
EAD是肝移植术后的严重并发症之一，许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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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术后EAD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Tab.2 Univariate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EAD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EAD group（n = 20）

Variable

Non-EAD group（n = 118）

P

Donor factors
Fatty liver

0.979

Yes

3

No

14

17

104

Heat ischemia time（min）

3.58±1.26

3.42±1.28

0.607

Cold ischemia time（min）

527.35±113.26

507.48±126.49

0.511

Age（year）

52.00±9.43

49.36±9.35

0.245

BMI（kg/m2）

21.91±4.97

23.53±3.64

0.112

18

75

2

43

Receptor factors

Primary disease

0.038

Benign disease
Malignant diseases
History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0.047

Yes

6

15

No

14

103

Preoperative Child grade

0.016

A

0

16

B

2

35

C
Preoperative MELD score
Preoperative ammonia（μmol/L）

18

67

19.63±10.49

12.26±8.89

0.001

67.68±29.68

44.83±32.70

0.074

Preoperative ALT（U/L）

128.65±262.47

85.12±128.47

0.828

Preoperative TBIL（μmol/L）

191.66±213.99

101.87±153.46

0.001

50.70±34.11

82.88±67.13

0.002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mL）

4 300.00±1 718.35

3 491.35±2 442.62

0.268

Intra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mL）

4 665.00±2 680.59

3 326.70±2 750.07

0.045

Intraoperative urine output（mL）

1 055.79±746.78

Preoperative PLT（/L）
Surgical factors

1 889.31±4 405.18

0.413

Operation time（min）

562.37±184.84

567.83±105.98

0.851

No liver time（min）

110.80±25.98

103.15±27.20

0.244

Intraoperative portal vein maximum flow

0.010

<1 600（mL/min）

11

31

≥1 600（mL/min）

9

87

响EAD的因素已有相关报道［5-11］。本研究结果显示，

存率，这可能与门静脉没有得到充足的灌注有关。

EAD组与非EAD组术中门静脉最大血流量差异有

另外，较低的门静脉血流量可能与门静脉吻合口狭

统计学意义（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表

窄和门静脉血栓形成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进而影

明，术中门静脉最大血流量（<1 600 mL/min）为肝移

响肝脏功能。另外，移植术后EAD也与门静脉过度灌

植术后EAD的独立危险因素。

注有关，尤其是在活体肝移植中。CHAN等［5］研究

肝移植术后发生EAD可能与术中通血后门静

表明活体肝移植术中门静脉血流量在通血后显著

［5］

脉血流低灌注有关。研究 表明，门静脉低灌注的发

增加。通血后门静脉血流量增加的幅度越大，术后

生可能与静脉侧支循环的建立有关。SAINZ-BAR-

TBIL水平升高幅度越高，持续时间越长，肝功能恢

［6］

RIGA等 研究表明，在活体肝移植中，门静脉血流
速度（100 g肝组织）低于180 mL/min将降低术后生

复延迟［7］。
PRATSCHKE等［8］研究表明术中肝动脉血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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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肝移植术后EAD发生的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
Tab.3 Logistic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EAD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Variable
Primary disease

B

SE

Wald

P

Exp（B ）

-0.812

0.884

0.884

0.358

0.444

95%CI
Lower
0.079

Upper
2.509

History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0.641

0.669

0.917

0.338

1.898

0.511

7.045

Preoperative Child grade

1.385

0.826

2.809

0.094

3.993

0.791

20.158

Preoperative MELD score

0.022

0.036

0.396

0.529

1.023

0.954

1.096

Preoperative PLT

-0.016

0.009

3.334

0.068

0.985

0.968

1.001

Preoperative TBIL

0.001

0.002

0.486

0.486

1.001

0.998

1.005

Intra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

0.000

0.000

1.195

0.274

1.000

1.000

1.000

PVF max（<1 600 mL/min）

2.211

0.683

10.479

0.001

9.122

2.392

34.787

-6.400

2.432

6.925

0.009

0.002

-

-

Constant

PLT，platelet；TBIL，
total bilirubin；PVF max，portal vein maximum blood flow per minute.

低于100 mL/min是造成肝移植术后原发性移植物

生EAD的危险因素。较高的体质量指数可能会导致

功能丧失的危险因素。血流量降低可能与血管狭窄

移植物的脂肪变性，进而影响术后EAD的发生，给术

和手术相关因素有关。本研究中，2组术中肝动脉血

后生存率和死亡率带来较高的风险［19］；并且更易发

流量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术中肝动

生代谢综合征，引起动脉硬化和血管内皮细胞功能

脉血流量是否可以预测术后移植物存活还需要进

损害［20］，可能会对移植后移植物的功能造成影响。

一步的研究。移植前受体较低的血小板水平是术后

本研究2组体质量指数比较不具有统计学差异，这

［9-11］

EAD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中EAD组术前血小板

一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明。

水平明显低于非EAD组。虽然移植术后血小板下降

目前对于脂肪肝供肝肝移植尚没有明确的标

的具体机制仍未明确，但许多导致血小板减少的因

准。HALON等［21］研究认为，重度脂肪肝供肝会使

素已经得到证实，包括受体术前血小板低水平［12］、

术后移植物无功能比例大大增加，不宜作为供肝。

［13］

术中血小板大量消耗等。有动物实验

证明，小鼠

而中度脂肪肝供肝争议较大，脂肪肝供肝对热缺血

肝切除术后通过门静脉灌注血小板可以刺激肝脏

时间、冷缺血时间及缺血再灌注损伤更敏感，耐受

［14］

研究证明，灌注血小板可

度更低［22］。并且脂肪肝肝细胞再生能力较正常肝

以改善慢性肝病和肝硬化患者的肝脏功能。因此可

细胞差［23］，因此，脂肪肝供肝移植后容易发生EAD

以推测，较低的血小板水平可能会引起肝脏功能不

或移植物功能丧失。本研究纳入的供肝均为非重度

全，从而造成EAD发生。

脂肪肝，2组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供体ALT>80

再生。MARUYAMA等

术 前 较 高 的MELD评 分 是 术 后EAD的 危 险 因

U/L是影响肝移植术后发生EAD的危险因素［24］。有

素［2，15］，术前较高TBIL导致的MELD评分增高可能会

研究［25］供体ALT超出正常值上限4倍时器官将被丢

使术后TBIL高水平持续到术后第7天。术前较高的

弃使用。过高的ALT水平反映肝脏缺氧、低灌注等损

血肌酐水平也会使术后第7天TBIL保持在较高的水

伤，甚至引起肝细胞坏死，从而导致EAD发生。另有

［14］

平

。本研究术前TBIL水平较高，是EAD发生的危

险因素，与以往研究结果［16］一致。

研究［18，26］报道供肝冷缺血时间也是影响肝移植术
后EAD的危险因素。肝脏的缺血再灌注损伤被认为

术前受体发生肝性脑病是移植术后发生EAD

是肝移植术后发生EAD的主要机制之一，且与冷缺

的潜在危险因素。终末期肝病合并肝性脑病常提示

血时间具有一定的关系。EAD发生与较长冷缺血时

患者存在严重的肝功能衰竭，造成多个系统的损

间有关，尽可能缩短冷缺血时间可减少术后并发症

［17］

害

，常常提示预后不良。多系统的损害最终可能

会对移植肝产生不良影响，从而造成肝脏功能损
［18］

害。有研究

表明供体的体质量指数是移植术后发

的发生［27-28］。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肝移植术中门静脉最大
血流量（<1 600 mL/min）是肝移植术后EAD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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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因素，可以作为评估移植术后EAD的参考指标。
本研究为临床预测EAD提供了依据，进而为改善肝
移植患者的预后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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