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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急性脂肪肝患者实验室指标演变特点 
及血浆置换对这些参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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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妊娠急性脂肪肝（AFLP）患者分娩后实验室检查指标的变化趋势和血浆置换（PE）对
患者预后以及实验室指标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安徽省立医院重症医学科收
治的 37 例 AFLP 患者的临床资料，试图明确 AFLP 的自然病程，所有患者均按 Swansea 标准诊断为 AFLP。根
据是否进行PE治疗将患者分为PE组（9例）及非PE组（28例）。分析PE治疗对患者肝功能和凝血指标的影响。
结果  37 例 AFLP 患者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依次为恶心呕吐（21 例，发生率 56.8%）、黄疸（21 例，发生率 56.8%）、
上腹部疼痛（14 例，发生率 37.8%），90% 以上的患者有 1 个以上的症状。37 例 AFLP 患者均有肝功能异常，
但严重程度差异很大，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为（271.65±265.90）U/L；72.9% 的患者（27 例）血肌酐（SCr）＞
140 mmol/L；72.97% 的患者（27 例）凝血酶原时间（PT）＞15 s；所有患者均接受血制品治疗。终止妊娠后肝功
能及凝血指标多在分娩后 1 周内恢复正常：AST 于分娩 1～2 d 迅速下降并持续降低；两组胆固醇均于分娩后
3～4 d 下降至最低后开始回升；总胆红素（TBil）分娩后基本保持不变；入院时血小板计数（PLT）≥150×109/L
的患者于分娩后 2 d 恢复至约 100×109/L，而入院时 PLT＜150×109/L 的患者于分娩后 6 d 才缓慢上升至约
100×109/L；入院时纤维蛋白原（Fib）＞1.5 g/L的患者在分娩后前2 d轻度下降后逐渐恢复并稳定，而Fib＜1.5 g/L
的患者于分娩后第 2 d 即开始缓慢上升；PT 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于分娩后 5 d 基本恢复至正常
参考值范围。而 PE 治疗能显著改善患者的实验室指标 AST、TBil、PLT、PT，PE 后即刻和 PE 后 2 d 均低于 PE
前〔AST（U/L）：197（114，383）、116（65，311）比 239（125，430），TBil（μmol/L）：109（67，126）、125（103，178）比
164（99，198），PLT（×109/L）：96.44±33.10、89.89±33.03 比 126.22±40.83，PT（s）：17.82±5.93、18.36±3.19
比 22.67±8.44，均 P＜0.05〕。结论  及时终止妊娠后约 1 周 AFLP 患者各项指标基本能恢复正常；PE 治疗能
改善 AFLP 患者的肝功能及凝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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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variation  tendency  of  laboratory  indexes  after  delivery  in  pregnant 
women with  acute  fatty  liver  of  pregnancy  (AFLP)  and  the  effects  of  plasma  exchange  (PE)  on  the patients  prognoses 
and  those  parameters.  Methods  The data  of  37 patients with AFLP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of Anhui Provincial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9 to June 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the authors 
tried to clarify the natural course of AFLP; all the selected patients met the Swansea criteria of the AFLP diagnosi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PE group (9 cases) and a non-PE group (28 cases)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were treated 
with PE or not. At  the  same  time,  the effects  of PE on  liver  function and coagulation parameters  in  the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most common clinical  symptoms of 37 AFLP patients were as  follows: nausea and vomiting 
(21  cases,  incidence  56.8%),  jaundice  (21  cases,  56.8%),  upper  abdominal  pain  (14  cases,  37.8%),  and  more  than 
90% of patients had more than one symptom. All 37 patients with AFLP had abnormal liver function, their differences 
in  the  severity  degrees  were  great,  and  the  level  of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was  (271.65±265.90)  U/L;  
the  levels  of  creatinine  (SCr)  of  72.9%  patients  (27  cases)  were more  than  140 mmol/L;  the  prothrombin  times  (PT) 
of  72.97% patients  (27  cases) were more  than  15  seconds;  all  patients  had  received  blood  product  transfusion.  Liver 
function and blood coagulation parameters mostly returned to normal within 1 week after delivery: AST rapidly decreased 
on the 1 - 2 days after delivery and then continued to decrease; all the cholesterol levels in the two groups decreased to 
the lowest levels within 3 - 4 days after delivery and then began to rise; the total bilirubin (TBil) levels kept on basically 
unchanging  after  delivery;  in  the  patients  with  levels  of  platelet  counts  (PLT)  on  admission ≥  150×109/L,  on  the 
second day after delivery, their counts returned to approximately 100×109/L, while in patients with PLT < 150×109/L  
on  admission,  on  the  sixth  day  after  delivery,  the  counts  began  to  slowly  increase  to  about  100×109/L;  the  patients 
with fibrinogen (Fib) levels > 1.5 g/L on admission, the levels slightly decreased 2 days before delivery, then gradually 
recovered  and  stabilized  after  delivery,  while  the  patients  with  Fib  <  1.5  g/L,  the  levels  began  to  rise  slowly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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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 20 年里，妊娠急性脂肪肝（AFLP）病死

率已经显著下降［1-2］，而导致患者死亡的原因除了

肝功能损伤外，还包括肾衰竭、凝血指标异常导致

的严重出血等。林英等［3］研究表明，AFLP 和产科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是重症医学科（ICU）患者

住院时间延长的独立危险因素，加强规律产前检查，

避免产科及内科严重并发症可能有助于缩短 ICU

住院时间。目前认为早期识别 AFLP 并及时终止妊

娠是改善产妇和胎儿预后的最佳方法。由Ch'ng等［4］

提出后经英国产科监测系统（UKOSS）修订的共识

认为，只有当妊娠终止后患者的各项器官功能才可

开始恢复，但 UKOSS 主要描述的是肝肾功能的演变

情况，对于各项凝血指标、血小板等情况描述甚少，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分析安徽省立医院收治

的 AFLP 患者分娩后肝功能及凝血指标的演变，系

统阐述血浆置换（PE）对这些指标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择 2009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安

徽省立医院 ICU 收治的 37 例 AFLP 患者。

1.1.1  诊断标准：符合 Swansea 标准［1］中的 6 项以

上即诊断为 AFLP。

1.1.2  排除标准： ① 有病毒性肝炎或正在使用肝

毒性药物； ② 有血液系统疾病； ③ 诊断为 HELLP

综合征（即妊娠高血压综合征伴溶血、肝酶升高、血

小板减少）而不伴肝功能异常。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本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取得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

1.2  分组及干预措施：患者入院后经初步检查一旦

怀疑诊断为 AFLP，经家属及患者同意后立即终止

妊娠，根据患者情况给予保肝、纠正凝血功能异常、

维持内环境稳定等综合治疗，有感染征象则给予抗

菌药物治疗，维持血糖8～10 mmol/L，血红蛋白（Hb）

低于 70 g/L 则给予输注红细胞。根据是否接受 PE

治疗将患者分为 PE 治疗组和非 PE 治疗组。35 例

存活患者有 9 例接受 PE 治疗，置换量为 50 mL/kg，

治疗期间不给于肝素类药物抗凝。

1.3  数据收集：入科后立即采血，分别行肝肾功能、

凝血功能、血常规及胆固醇等检查，随后 7 d 内每日

05：00 空腹采血行上述检查，同时每日上午统计前

1 日的液体平衡情况、输注血浆量、出血情况及各项

生命体征。行 PE 治疗患者记录置换量，并记录 PE

前后肝功能与凝血指标的变化。

1.4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前

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中位数（四分位数）〔M（QL，QU）〕表示，采用非参数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2009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安徽

省立医院共诊治 37 例 AFLP 患者，其中 2 例死亡 

（病死率为 5.4%，均为 2012 年前）。在这 8 年期间

共约 2.9 万例次孕产妇入住本院，故本院 AFLP 的

发病率约为 1.28‰。37 例患者年龄 18～40 岁，平

均（28.19±5.84）岁，其中初次妊娠 18 例（48.69%），

初产妇 26 例（70.39%）。表 1 结果显示，患者出现

呕吐及黄疸症状的比例均＞50%，＞90% 的患者至

少有 1 个或以上临床症状。所有患者均有肝脏坏

死的临床证据，主要表现为肝脏酶学指标的增高，

同时肝功能异常也很常见，但严重程度差异很大，

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为（271.65±265.90）U/L，

主要表现为血糖及凝血指标异常。人口统计学及

临床结局见表 2。本组患者孕期为 31.4～40.2 周，

约 23% 的患者孕期＜34 周。肝功能所致的凝血

功能异常进而导致产后大出血是最常见的并发

症，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超过 65% 的患

者需要剖宫产终止妊娠。所有患者均接受输血

治疗，输血成分包括新鲜血浆、红细胞及血小板。 

4 例患者并发肝性脑病，均接受气管插管有创通气，

另外 4 例患者因为休克、麻醉复苏效果不理想而接

受气管插管。

second day after delivery; prothrombin time (PT) and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 were basically return 
to  the normal reference ranges on the fifth day after delivery. The PE therapy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atients' 
laboratory indexes: the levels of AST, TBil, PLT, PT were significant lower immediately and on the second day after PE 
compared with those levels before the PE [AST (U/L): 197 (114, 383), 116 (65, 311) vs. 239 (125, 430), TBil (μmol/L):  
109  (67,  126),  125  (103,  178)  vs.  164  (99,  198),  PLT  (×109/L):  96.44±33.10,  89.89±33.03  vs.  126.22±40.83,  
PT (s): 17.82±5.93, 18.36±3.19 vs. 22.67±8.44, all P < 0.05].  Conclusion  After terminating the delivery in time 
for  about  one week,  the AFLP  patients'  various  indexes may  basically  return  to  normal;  PE  therapy  can  improve  the 
patients' liver function and coagulation indexes.

【Key words】  Acute fatty liver of pregnancy;  Liver function;  Coagulation function;  Plasma exchange
Fund program: National Key Clinical Specialty Construction Project (Caishe [2011] 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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娠前达到高峰（图 1），2 例死亡患者 AST 在分娩后

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但考虑为胆酶分离所致，因为

这 2 例患者的总胆红素（TBil）一直在 200 μmol/L 以

上，于分娩后 3 d 及 9 d 死亡。肝功能的恢复速度要

落后于肝细胞坏死的速度，表现为胆固醇水平在分

娩后仍呈持续下降趋势，一般于分娩后 3～4 d 下降

到最低水平后开始回升（图 2）。两组 TBil 水平在终

止妊娠后 5 d 内基本保持不变或持续升高（图 3）。

2.3  凝血功能指标 PLT、凝血酶原时间（PT）、纤维

蛋白原（Fib）及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的

变化趋势：轻至中度的 PLT 下降非常常见。如果入

院时患者 PLT≥150×109/L，在分娩后会迅速下降

后稳定在约 150×109/L；入院时 PLT＜150×109/L

者在分娩后 PLT 虽有下降但不甚剧烈，后缓慢上升

至 100×109/L 以上（图 4）。入院时有 70% 以上的

患者 Fib＜1.5 g/L，而 25% 以上的患者 Fib＜1.0 g/L。

Fib＞1.5 g/L 的患者分娩后前 2 d Fib 轻度下降后逐

渐恢复并稳定，Fib＜1.5 g/L 的患者于分娩后 2 d 即

开始缓慢上升。PT及APTT均在分娩后即开始下降，

在 5 d 基本恢复正常（图 5～6）。

表 2 37 例孕妇分娩情况及产妇与婴儿的临床结局

项目 数值 项目 数值

孕期（周，x±s） 34.2±4.3 肺水肿〔%（例）〕 18.9（  7）
双胎及多胎〔%（例）〕10.8（  4） 气管插管〔%（例）〕 21.6（  8）
自然分娩〔%（例）〕 21.6（  8） 产妇死亡〔%（例）〕   5.4（  2）
剖宫产〔%（例）〕 78.4（29） 胎儿体质量（kg，x±s） 2.4±0.7
产后出血〔%（例）〕 56.8（21） 胎儿死亡〔%（例 /例）〕11.9（5/42）

图 1 两组患者入院时和终止妊娠后 8 d 内
AST 的变化趋势

图 2 两组患者入院时和终止妊娠后 8 d 内
胆固醇的变化趋势

图 3 两组患者入院时和终止妊娠后 8 d 内 TBil 的变化趋势 图 4 患者入院时和终止妊娠后 8 d 内 PLT 的变化趋势

表 1 患者入院时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检查指标异常发生率

项目
发生率

〔%（例）〕
项目

发生率
〔%（例）〕

恶心、呕吐   56.8（21） PLT 下降
黄疸   56.8（21）   ＜150×109/L 27.0（10）
腹痛   37.8（14）   ＜100×109/L 16.2（  6）
高血压   24.3（  9）   ＜50×109/L 10.8（  4）
肝性脑病   10.8（  4） Fib 下降
AST 升高 100.0（37）   ＜1.5 g/L 72.9（27）
SCr 升高   72.9（27）   ＜1.0 g/L 27.0（10）
TBil 升高 100.0（37） 低血糖 34.2（13）
PT 延长＞15 s   72.9（27） 肝脏超声显示亮肝 37.6（14）

注：SCr 为血肌酐；PLT 为血小板计数；TBil 为总胆红素；PT 为
凝血酶原时间；Fib 为纤维蛋白原

2.2  分娩后器官功能变化趋势：终止妊娠后患者肝

脏坏死情况立即停止，表现为 AST 在分娩后 1～2 d

迅速下降，8 d 内基本稳定，存活患者一般在终止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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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E 前后患者肝脏酶学、TBil 及凝血指标比较 

（表 3）：PE 能有效降低患者 AST、TBil 水平、改善凝

血功能指标。

果［5-6］，原因为我院为区域性龙头医院，接收省内及

周边省市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导致我院收治的多为

危重孕产妇，故发病率要高于基于人群的普查性研

究。AFLP 患者的常见临床症状为恶心、呕吐、黄疸

等，其常见并发症为肝功能损伤及凝血功能异常，这

点与以往研究结论［2，7］相同。

  从临床症状上来看，AFLP 与 HELLP 综合征及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妊高征）伴血管内溶血患者均

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压、PLT 减少及肝脏酶学指标的

升高，故早期的研究强调应将这三者严格区分。但

实际上后两者发生肝衰竭及出现相关并发症的概率

极低，我们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鉴别诊断： 

① AFLP 患者恶心、呕吐持续时间长，且症状重，而

HELLP 综合征或妊高征患者出现这些症状的比例

不超过 15%；另外在妊娠晚期如果患者出现持续性

呕吐要高度警惕 AFLP 的可能，延迟诊断或延迟分

娩均与患者病死率相关［8］； ② AFLP 患者 SCr 升高

的比例及幅度均明显高于 HELLP 综合征患者，本研

究显示，超过 70% 的患者入院时 SCr＞133 μmol/L，

而 HELLP 综合征及妊高征患者 SCr 很少会超过

100 μmol/L； ③ AFLP 患者的凝血指标异常要远远

重于 HELLP 患者。本研究显示，所有患者均伴有凝

血指标异常，早期需要大量输注新鲜血浆才能纠正

凝血功能紊乱及控制出血倾向。而妊高征患者的凝

血指标与健康人群几乎没有差异。从临床表现来

看，AFLP 患者主要的 3 个症状为肝功能损伤、肾功

能异常及凝血功能紊乱，本研究显示终止妊娠后肝

功能恢复到正常水平所需时间与患者的疾病严重程

度有关，但一般在分娩后 3～4 d 内首先是临床症状

的改善，比如尿量的增加、出血倾向的好转等，而实

验室指标的好转一般要滞后于临床症状。这提示终

止妊娠后肝脏细胞坏死情况会立即得到控制，表现

为 AST 在 2～3 d 内迅速下降，5～7 d 达到平台期，

但因为没有长期随访，具体数值何时能降低到正常

参考值范围还未可知，约 15% 的患者 AST 在分娩后 

5 d 仍高于 70 U/L。我们同时发现如果 AST 迅速

恶化往往提示患者合并有细菌感染或者发生了缺

血、缺氧性损伤。肝功能的恢复要滞后于肝脏细胞

坏死的停止，表现为胆固醇迟迟不能升高和胆红素

清除能力的下降，当然后者可能与微血管内溶血相

关，这表现为无出血的患者 Hb 呈持续下降趋势，同

时直接胆红素（DBil）比例下降而间接胆红素（IBil） 

比例升高。

  AFLP 患者发生急性肾功能损伤的概率很大。

表 3 PE 前后患者肝功能及凝血指标的比较

时间
例数
（例）

AST
〔U/L，M（QL，QU）〕

TBil
〔μmol/L，M（QL，QU）〕

PE 前 9 239（125，430） 164（  99，198）
PE 后即刻 9 197（114，383） a 109（  67，126） a

PE 后 2 d 9 116（  65，311） ab 125（103，178） ab

时间
例数
（例）

PLT
（×109/L，x±s）

PT
（s，x±s）

PE 前 9 126.22±40.83 22.67±8.44
PE 后即刻 9 96.44±33.10 a 17.82±5.93 a

PE 后 2 d 9 89.89±33.03 ab 18.36±3.19 a

注：与 PE 前比较，aP＜0.05；与 PE 后 1 d 比较，bP＜0.05

图 5 两组患者入院时和终止妊娠后 8 d 内
PT 的变化趋势

图 6 两组患者入院时和终止妊娠后 8 d 内
APTT 的变化趋势

3 讨 论

  回顾性分析安徽省立医院 8 年来收治的 37 例 

AFLP 患者的相关数据，同时期本院产科共收住

孕产妇约 2.9 万例次，故本院 AFLP 的发病率约为

1.27‰，其中 2 例患者死亡，发病率高于既往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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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红等［9］研究表明，存在 HELLP 综合征和产后 

4 h 高渗白蛋白是妊娠期急性肾衰竭（ARF）发生

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显示，超过 70% 的患者

SCr＞133 μmol/L，虽然持续肾损伤会进展为肾小管

坏死，但极少有患者需要血液净化治疗，本研究中 

1 例患者 SCr 持续升高，经血液净化治疗后于第 

8 天因为出血死亡，另 1 例患者血液净化 4 周后完

全康复。从 SCr 的变化趋势来看，一旦肾前性因素

被纠正后 SCr 会迅速下降。

  虽然所有患者在分娩后前 2 d 均接受了新鲜冰

冻血浆治疗，但从凝血指标变化来看，随肝功能的恢

复，在终止妊娠后约 5 d 时 PT 及 APTT 均恢复到正

常参考值范围。入院时 PLT≥150×109/L 的患者在

分娩结束后有一个动态下降的过程后于第 3 天基本

稳定并逐渐恢复正常，而 PLT＜150×109/L 的患者

未发现这一变化，基本于终止分娩后就趋于稳定，故

我们认为如果患者出血倾向不明显则不需要特别给

予血小板输注。

  35 例存活患者中有 9 例接受了 PE 治疗，其中

4 例治疗次数超过 2 次。因为没有设立对照组，故

无法评价 PE 治疗本身对患者预后是否有影响，但

从胆红素及凝血功能来看，治疗结束后各项指标均

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E 能缩短患者病程，改善临

床症状。但患者TBil在治疗2 d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考虑与两方面原因有关，一是 PE 过程中机器对红

细胞的破坏增加，表现为无出血患者 Hb 呈下降趋

势，另一个原因是肝功能本身的损伤，本研究显示，

PE 组患者入院时的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查指标均

较非 PE 组差。本组最初决定哪些患者需要 PE 治

疗是基于以下几点： ① 神经系统症状如昏迷或意

识水平较前恶化； ② 凝血指标持续恶化，需要大剂

量输注血液制品才能维持 Fib 或 PT； ③ 肾功能持

续恶化； ④ 液体负荷过重，伴有大量胸腹水、肺水

肿等。只要有上述指标中的 1 项，则给予 PE 治疗，

两组患者胆固醇水平及凝血指标的改善几乎是同步

的，故我们认为对于重症 AFLP 患者而言，早期大剂

量 PE 治疗至少能缩短患者病程，改善临床症状，这

点与既往研究结果［10-12］基本相同，但对预后是否有

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存在以下 3 个方面的缺点，首先，因为是

回顾性研究，早期对 AFLP 的认识不足，从而对疾病

的诊断存在差异，另外临床重症患者才会转入我院

治疗，故其发病率不能充分说明地区流行病学情况。

其次，患者未行病理学检查，故可能对肝细胞坏死的

诊断不够准确。最后，因为没有对 PE 治疗设立对

照组，无法得出 PE 能改善患者预后的结论。

  AFLP 治疗的重点是早期识别、尽快终止妊娠，

如果妊娠后期患者出现持续不能缓解的恶性呕吐症

状，同时出现肝肾功能损伤，要及时考虑到 AFLP 的

可能，终止妊娠后随着肝脏细胞坏死的停止，凝血、

肝功能均会在约 1 周时恢复正常，而胆红素下降则

需要一定时间；另外对于重症患者早期大剂量 PE

能缩短患者病程，改善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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