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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急性脂肪肝剖宫产术后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救治体会

肖莎 王得玲

【关麓词】脂肪肝，急性；剖宫产；多器官功能衰竭；妊娠；术后

1病历简介

患者28岁，孕36周，因嗜睡10 d，

恶心、呕吐、皮肤和黏膜黄染7 d，右上腹

痛2 d，发现胎死宫内l d，于2010年

6月5日急诊入院。孕期无毒物及放射线

接触史，无特殊用药史。入院前2 d出现

右上腹痛、并逐渐加重，于当地医院就

诊，血压150／100 mE Hg(1 mm Hg=

0．133 kPa)；产科B超提示胎死宫内；纤

维蛋白原(Fib)1．06 g／L，丙氨酸转氨酶

(ALT)240 U／L，天冬氨酸转氨酶

(AST)177 U／L，血钾7．12 mmol／L。入

院查体：体温36．5℃，脉搏130次／min，

血压125／55 mitt Hg，心律齐，呼吸频率

16次／rrdn；意识清，轻度烦躁，心肺无异

常，全腹压痛(斗)，以右上腹为重，无反

跳痛，移动性浊音(+)，肝脾肋下未触

及，双下肢水肿(++++)；无宫缩、无胎

心，胎死宫内；白细胞20×109／L，血小

板319 X 109／L，血钾6．7 mmol／L，

ALT 253 U／L，AST 220 U／L，尿素氮

13．68 mmol／L，肌酐210．3／_￡mol／L，尿

酸688．8／1mol／L，血糖3．0 mmol／L，

D一二聚体2 900 pg／L，Fib 0．8 g／L，凝

血酶时间24．9 S，活化部分凝血活酶

时间50．3 S，凝血酶原时间19．6 S，尿蛋

白(+)，尿胆原(一)}腹部彩超提示：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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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实质损害，胆囊壁水肿，腹腔积液。确

诊患者有妊娠期急性脂肪肝(AFLP)、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重度子痫前

期、胎死宫内。人院后立即予持续面罩吸

氧，心电监护，输血浆及冷沉淀补充凝血

因子，即刻剖官取胎，术中可见淡黄色腹

腔积液3 000 ml，宫肌注射催产素20 U

及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欣母沛)500弘g促

进子宫收缩；术中出血300 ml，尿色金

黄，尿量200 ml，术后转至重症监护病房

(ICU)。急查Fib 0．95 g／L，D-二聚体
6 500弘g／L，各项凝血时间进一步延长，

高胆红素血症、低蛋白血症，肝酶、心肌

酶谱及肾功能指标升高，高血钾、低血

糖I心电图提示心肌缺血。给予强心、利

尿、保肝、退黄、纠正凝血功能异常及电

解质紊乱、广谱抗生素抗感染、化痰、提

高机体免疫功能、营养支持、抑酸等处

理。术后6 h患者出现烦躁、腹胀等症状

加重，皮肤、巩膜黄染加深，尿量200 ml，

间断给予血液滤过治疗后患者凝血功

能、肝肾功能及电解质、心肌酶谱逐渐好

转，心电图恢复正常，术后16 d各项检

验基本恢复正常，出院。

2讨论

AFLP是发生于妊娠30周后的严

重并发症，表现为急性肝细胞脂肪变性

所引起的肝功能障碍，常伴发多器官功

能损害。AFLP病因不明，多数学者认为

与胎儿线粒体脂肪酸氧化代谢异常有

关[1]。AFLP的临床表现与重症肝炎极

为相似，起病早期缺乏特异性症状，病情

常迅速恶化，实验室检查：白细胞升高，

血小板减少，血清胆红素升高，尿胆红素

阴性，ALT轻到中度升高，血糖降低，

Fib降低，凝血时间延长，肝炎标志物阴

性，肝脏B超可见肝区弥漫性的高密度

影。肝脏穿刺活检为诊断的金标准，但伴

有凝血障碍为禁忌。

AFLP病情危重，发展迅速，一旦确

诊或者高度怀疑，应尽快终止妊娠。手术

麻醉尽量选择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局麻，

避免全麻，以免加重肝脏负担[2]。术中严

密缝扎止血，防止术后切口渗血，术中及

术后应用宫缩剂减少出血，尽量避免二

次开腹手术。患者在剖宫产术后往往出

现黄疸加重、急性肾衰竭、肝性脑病、凝

血功能进一步恶化，尽早血液滤过治疗，

补充足量的凝血因子、Fib及保肝、强

心、利尿退黄、营养支持治疗。急危重症

孕产妇绿色通道的畅通及各科室的协作

综合治疗是本病抢救成功的另一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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