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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动脉血气分析：动脉血氧分压（Ｐａｏｚ）

白浓度在适当水平以保证最大携氧能

肺基础疾病的慢性肝病患者，内科保守

为３７．７～５８．５ ｍｍ Ｈｇ（１

力；监测肝、肺功能，进行痰液、腹腔引流

治疗效果不佳，肝移植术是惟一可行的

Ｏ．１３３

治疗重症ＨＰＳ的方法［１］。对本院东方器

③”“ＴＣ巨聚白蛋白（”４ＴＣ—ＭＡＡ）肺灌

水平。２例患者出现排斥反应，其中例

官移植中心采用肝移植手术治疗的６例

注扫描：结果显示肺内分流明显增加，

３术后１０ ｄ出现轻度急性排斥反应，激

重症ＨＰＳ患者进行总结，报告如下。

３０．２％～４１．５％，平均（３６．２士４．４）％。

素冲击治疗３ ｄ并适当将他克莫司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４分级：３例为重症ＨＰＳ，３例为极

（ＦＫ５０６）加量后好转；例４术后７ ｄ出现

１．１一般资料：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

重症。所有患者肝功能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分级

轻度急性排斥反应，增加ＦＫ５０６剂量。

２月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

为Ｃ级。

６例患者术后均存在肺感染，加用敏感

植中心诊断重症ＨＰＳ患者６例，其中男

１．５治疗

抗生素。

５例，女１例；年龄１２～５１岁，平均

１．５．１术前治疗：①治疗原发病，改善

２结

（３６．７士１７．２）岁；病程１．３～９．Ｏ年，平

肝功能，延缓肝硬化的发生。停用任何损

表１显示，本组６例患者手术时间

均（６．４士３．３）年。原发病：酒精性肝硬化

害肝脏的药物，纠正水、电解质失衡和控

６～１０ ｈ，平均（８．２士１．５）ｈ｝无肝期时

２例，丙型肝炎（丙肝）后肝硬化２例

制感染等。②患者均给予鼻导管吸氧，氧

间３０～５０ ｍｉｎ，平均（４４．２士７．４）ｍｉｎ，

（其中１例合并原发性肝癌），先天性胆

疗效果欠佳。③药物治疗以改善患者术

供肝冷缺血时间２～１０ ｈ，平均（６．７土

管扩张症（Ｃａｒｏｌｉ病）１例，非酒精性脂肪

前状态为主，如补充蛋白或血浆以增加

３．４）ｈ。２例术后有严重肺感染者分别于

性肝病后肝硬化１例。６例患者均排除

患者的血管胶体渗透压，增加肾脏血流

术后７ ｄ和２２ ｄ死亡；存活４例患者经

严重心、肺疾病和先天性血管畸形。

灌注，必要时给予利尿剂减轻水肿。

治疗后随访１ｌ～３８个月，恢复良好，

１．５．２手术：患者经积极术前调整达到

Ｐａ０：及肺内分流恢复正常，均恢复正常

肝肺综合征（ＨＰＳ）常发生于无心、

１．２临床表现：６例患者均有门脉高压

ｍｍ

Ｈｇ＝

ｋＰａ），平均（４８．１±１０．４）ｍｍ

Ｈｇ。

液、血液培养；术后维持合适的免疫抑制

果

表现．并在肝病基础上出现以下症状：均

比较理想的状态后行原位肝移植手术。

日常生活，杵状指（趾）好转。

有运动性呼吸困难、胸闷、发绀，其中

５例行尸肝移植，１例行亲体肝移植

３讨论

４例静息状态缺氧，术前持续吸氧。消化

（例３）。术中维持受者中心静脉压在４～

１９７７年Ｋｅｎｎｅｄｙ和Ｋｕｎｄｓｏｎ首次

道出血１例，肝性脑病１例；杵状指（趾）

８

ｃｍ Ｈ２０（１ ｃｍ Ｈ２０＝Ｏ．０９８ ｋＰａ）；术

提出了ＨＰＳ的概念，按肺泡一动脉氧分

５例，肝掌３例，蜘蛛痣２例，胸腹水

中保证重要器官氧合。

压差（Ｐ＾。０：）、Ｐａ０。分级标准分为极重

５例，黄疸６例。

１．Ｓ．３术后处理：术后在应用正压通气

度、重度、中度、轻度［２］。ＨＰＳ分级对预

１．３辅助检查：①Ｘ线及ＣＴ：４例Ｘ线

的基础上合理使用呼气末正压（ＰＥＥＰ），

测生存率、确定肝移植时间及风险有重

胸片示肺纹理增多或肺间质浸润性病

开放小气道；在患者自主呼吸功能恢复

要意义。目前ＨＰＳ的发病机制尚不清

变，２例正常；６例胸部ＣＴ检查示肺远

后，尽早脱机拔管；结合患者状态合理输

楚，而且缺乏有效的内科治疗手段。在拟

端血管扩张，有大量异常的末梢分支。

液；积极预防及治疗肺感染；维持血红蛋

行肝移植患者中ＨＰＳ发病率为１０％～

表ｌ

６例原位肝移植术后重症肝肺综合征患者手术前后情况

注：Ｐ＾＋ａ０２：肺泡一动脉氧分压差，Ｐａ０２：动脉血氧分压，１ ｍｍ Ｈｇ＝ｏ．１３３ ｋＰａ；空白代表无此项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３一０６０３．２０１０．０４．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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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３］，如不进行肝移植，其病死率可高

４例患者术前存在肺感染，其中２例明

善患者氧合状态，在正压通气的基础上

达４１％，重症ＨＰＳ病死率更高，一旦

确感染病原菌后应用敏感抗生素治愈后

尽早使用ＰＥＥＰ开放小气道，从而达到

ＰａＯｚ＜５０ ｍｍ Ｈｇ，则１年期存活率降至

进行手术，术后长期存活；另２例死亡。

治疗低氧血症的目的。患者自主呼吸恢

１６％～３８％，任何药物治疗均无效口］。

分析死亡原因系患者术前肺感染未得到

复后，尽早脱机拔管，减少呼吸机相关性

以往认为患者合并严重低氧血症的

有效控制。虽然术后肝功能恢复良好，但

肺感染。此后，在保证氧合正常的前提

肝病是肝移植手术的禁忌证。近年发现，

肺感染反复加重，最终患者死亡。因此，

下，逐步降低吸氧浓度，增加活动量，直

肝移植后低氧血症改善，肺内分流减轻

术前对肺感染的彻底治疗是保证术后患

至完全脱离吸氧。

甚至逆转，杵状指（趾）减轻。本组中４例

者长期存活的基础，术后免疫抑制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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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减慢【”】。在Ｐａ０２＞５０ ｍｍ Ｈｇ时，

下降，易发生肺部感染，表现为发热、咳

１１２２—１１２９．

ＦＫ５０６的代谢可得到改善［１“。

［１０］Ｆｒａｄｅｔｔｅ Ｃ，Ｄｕ ｓｏｕｉｃｈ Ｐ．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ｙｐｏ】【ｉａ
ａｎｄ

Ｐ４５０

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ｕｒｒ

Ｄｒｕｇ

ａｃｔｉ访ｔｙ

Ｍｅ协ｂ，

２００４。５：２５７—２７１．

［１１］Ｓｕｇｉｍｏｔｏ Ｋ，ｏｈｍｏｒｉ Ｍ，Ｆｕｊｉｍｕｒａ Ａ。
ｅｔ

ａ１．Ｇ鸲ｅ

ｔａｃｒｏｌｉｍｕｓ

ｏｆ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ｌｉｖ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ｕｆｌｃｈｎｇｅｄ
ａ

ｈｙｐｏｘｅｍｉｃ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嗽、咯痰等症状。本组患者痰液细菌学培

术后正确的氧疗策略对患者的恢复

养多为肺炎克雷伯杆菌或葡萄球菌感

至关重要，术后早期因非缺氧状态的肝

染，给予足量敏感抗生素治疗。术前积极

脏植入到缺氧状态的机体中，易出现肝

（收穑日期：２０１０—０２一０５）

治疗患者的肺感染。本组６例患者中有

功能恢复不良，因此术后早期应及时改

（本文编辑：李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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