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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重症肝病肝移植患者诊断和评估标准的临床进展
贾亚男 李瀚 李先亮 贺强
【摘要】

肝移植是危重症肝病唯一有效的根治手段，但手术风险高，围手术期病死率高，术后并发症高。

考虑到供肝短缺及相关手术风险，需要严格掌握手术指征和移植时机。因此对危重症肝病肝移植的患者进行准确
诊断和全面评估病情，是决定治疗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对于危重症肝病的评估标准很多，除了比较经典的
Child-Turcotte-Pugh（CTP）评分和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外，还发展出了许多其它评估标准，各个移植
中心也都有自己的选择，但并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诊断标准，各评估标准之间也存在争议，本文即对此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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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progress of diagnostic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liver disease Jia Yanan, Li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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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10002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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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ver transplantation, although recognized as the only effective radical treatment for severe liver
disease, might be accompanied by high surgical risks, high perioperative mortality and high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Considering the shortage of donor liver and related surgical risks, it is necessary to strictly control the indication of
operation and the opportunity of transplantation. Therefore, accurate diagnosis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liver disease to be treated by liver transplant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determining
the treatment plan.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severe liver disease. In addition to the classic ChildTurcotte-Pugh (CTP) score and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LD) score, many other evaluation criteria have
also been developed. All transplant centers have their own choices and thus there is no uniform diagnostic criterion, with
disputes among various criteria, which is exactly what this paper aims to summarize.
【Key words】 Severe liver disease; Liver failure; Scoring system; Liver transplantation; Diagnostic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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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委员、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科学委员会委员。担任《器官移植》、《中华肝胆外科杂志》、《中华肝脏外科手术学电
子杂志》《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国际移植与血液净化杂志》、《肝癌电子杂志》、《国际外科学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等杂志编委。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科
研课题。长期从事肝移植及肝胆胰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在肝移植特别是重症肝病肝移植的围手术期管理方面具有丰富
的临床经验。对肝胆胰肿瘤的综合诊治具有较深的造诣，擅长肝胆胰肿瘤的各种根治手术，尤其擅长联合血管切除异体血
管移植的复杂疑难肝胆胰肿瘤手术以及体外肝切除自体肝移植手术。

准确地诊断危重症肝病患者的病情状态，及时预

酐水平、PT-INR 和潜在肝病的原因作为预测因子，

判危重症肝病的疾病转归趋势，提前进行肝移植术前

Malinchoc 等 [4] 提出了 MELD 评分以预测终末期肝病

准备和沟通交流，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肝移植手术，

行 TIPS 术后患者的病死率。美国移植界则从 2002 年

是危重症肝病治疗的重要环节。在长期的临床实践

开始采用 MELD 评分分配方式来应对肝移植中器官

中先后产生了众多评估危重症肝病的标准，如 Child-

供求不平衡的问题。MELD 评分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坚

Turcotte-Pugh（CTP）评分和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实的统计学基础，且基于客观变量，加入了能够预测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评分等，这些标

肝病患者生存率的指标——血清肌酐，为危重症肝病

准又在临床工作中得到验证和完善，实践中也发现了

肝移植患者等待排序开创了新的局面。但是，不可否

每个评估标准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我们针对这些标准

认的是，MELD 应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局限，如血

进行复习分析，希望能够帮助移植科医师的病情判断

清胆红素和凝血酶原时间的检测受到测量中某些因素

和为患者提供及时合理的治疗选择。

的影响，缺乏对不同肝脏疾病的特异性分析，在肝移

1 CTP 和 MELD 评分及相关衍生评分

植等待名单上的住院患者，原则上只有在急性可逆过
程得到充分治疗后才能计算 MELD 评分等 [5]。此外，
MELD 评分不设上限，就有人提出其是否导致评分较

1.1 CTP 评分
CTP 评分早在 MELD 评分出现之前即用于肝脏

高的危重症肝病患者病死率升高和器官利用率下降 [6]，

疾病严重程度和决定肝移植先后顺序的评估标准，但

移植器官失功时，面对再次移植患者，MELD 评分

由于其包含腹腔积液、肝性脑病等主观内容，故存在

的可靠性及器官分配的公平性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

较大的局限性。然而 2017 年美国的一项针对肝硬化

争议 [7]。

急性静脉曲张破裂出血（acute variceal hemorrhage，

综合可见 CTP 和 MELD 评分在大多数病例中的

AVH）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认为 AVH 风险分层的最佳

预后意义相似，然而，鉴于它们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方法是 CTP 评分，并且证实了其在 AVH 临床应用的

的独特优势，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并在临床实践中不

合理性 。也有报道采用 CTP 评分差值（△ CTP）预

断总结，以明确患者应如何选择及何时使用 CTP 或

测肝硬化患者短期预后，且发现在 CTP、MELD 和

MELD 评分来评估病情及预后 [6]。

△ CTP 之中，△ CTP 评分预测预后的准确性优于 CTP

1.3 MELD 衍生评分系统

[1]

和 MELD 评分。还有人提出以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

除 MELD 评分所涉及的临床指标外，其它临床

准 化 比 值（prothrombin time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指标也可能是临床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如血清钠、

ratio，PT-INR）替代血清肌酐的 mCTP，且其在预测

腹腔积液、消化道出血等，从而衍生出综合 MELD

肝硬化患者 5 年无移植生存率方面表现良好 。CTP

（integrated MELD, iMELD）评分等也被用于失代偿

评分的临床应用仍不能够满足临床肝移植专家的需求，

期肝硬化预后的预测 [7]。有研究证实，根据对肝硬化

因此更多的评分体系在危重症肝病的评估和肝移植领

患者的随访，当患者在肝移植等待名单上时，血清钠

[2]

[3]

域应用开来 。

水平的降低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低钠血症患者的死

1.2 MELD 评分

亡风险高于无低钠血症患者，因此提出 MELD 评分

2000 年， 为 预 测 接 受 选 择 性 经 颈 内 静 脉 肝 内

的改进版——MELD 联合血清钠（MELD-Na）评分

门 体 分 流 术（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系统 [8-9]，研究表明血清钠水平越低，并发症如腹腔

shunt，TIPS）患者生存率，将血清胆红素和血清肌

积液、自发性腹膜炎、肝性脑病的发生率越高（消化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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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出血除外），病死率也越高 [10]，MELD-Na 评分对
肝硬化患者短期预后的评估有重要意义 [11]。M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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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力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更高 [20]。
欧洲皇家学院医院标准（King s College criteria，

与血清钠比值（MELD/serum sodium ratio，MESO）

KCC）较 MELD 提出更早，但并未被 MELD 评分完

也被认为是肝硬化患者短期和长期生存的有效预测指

全取代，研究表明 KCC 能更准确地预测对乙酰氨基

[12]

，但是在移植领域还需要更多的临床验证。

酚相关急性肝损伤患者的医院病死率，而 MELD 评

由于已有较多研究比较了以上评分标准在不同

分更侧重于肝损伤的严重程度，能更准确地预测非对

病因中的应用效果，有学者回顾性分析重症慢性乙

乙酰氨基酚相关急性肝损伤患者的病死率 [21]；对妊

型病毒性肝炎（乙肝）患者 MELD 相关评分模型得

娠合并急性肝衰竭患者的预后判断方面，KCC 的价

出 结 论：iMELD、 英 国 终 末 期 肝 病（UK end-stage

值则不如 MELD、 MELD-Na 评分 [22]；结合动脉血乳

liver disease，UKELD）评分对重症慢性乙肝患者进

酸含量测定可以提高 KCC 的特异度、灵敏度和及时

展为乙肝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acute on chronic liver

性 [23]。但是在决定对乙酰氨基酚中毒后暴发性肝衰

failure，ACLF）的预测具有临床价值，其中 iMELD

竭肝移植预后的系统评价分析认为可用的标准不是很

预测更准确，可以在优化临床治疗方案上起指导作

敏感 [24]。

标

用 [13]。在单纯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出院

序 贯 器 官 衰 竭 评 估（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后 3 个月内病死率研究中，3 种评分系统评估其预后

assessment，SOFA） 作 为 ICU 常 用 的 评 分 模 型， 包

[14]

的诊断效能依次为 MELD-Na>MELD>CTP ；对预

括了肝、肾、肺、脑、循环系统及凝血功能的相关指

测乙肝肝硬化患者 3 个月和 1 年生存率的准确性方面

标，关注了 CTP、MELD 评分系统未关注的多器官

进行分析后认为，在现有的经典肝硬化预后评估系统

并发症，并由此衍生出了慢性肝衰竭 SOFA（chronic

如 CTP 和 MELD 的基础上，增加常用的临床指标，

liver failure SOFA，CLIF-SOFA）评分及其简化评分

如年龄和血清钠等指标，可明显提高对乙肝肝硬化患

CLIF-COF[25]，有研究显示其对于 ACLF 患者预后的

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15]。在预测乙肝相关 ACLF 短期

评估优于 MELD 评分 [26]。

预后方面，
相比 CTP 评分，
MELD-Na 评分略占优势 [16]。
在肝移植等待患者 90 d 病死率预测方面，iMELD、
MELD-Na 可能比 MELD 具有更好的表现

[17]

近期有法国学者根据其移植中心临床经验提出先
以心理社会背景、酗酒史、CT 检查证据、心脏病风险、

。在对危

合并症、侵袭性真菌感染等因素进行评估，适当放宽

重症肝硬化患者的研究中，最近发现 MELD 对重症

危重症肝病患者进入 ICU 的标准，再从 ICU 危重症

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患者的预测准确性

肝病患者中以非活动性胃肠出血、乳酸水平、氧合指

较差，当模型中包含指示器官支持的变量 [ 机械通气、

数、去甲肾上腺素使用等因素判断患者是否需要肝移

血管加压素和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植的评估流程 [6]。作为一种局部尝试，该方法仍有很

replacement therapy，CRRT）] 时， 预 后 的 准 确 性 显

大验证和改进空间。

著提高

[18]

。

2 其它评分系统
除 比 较 经 典 的 CTP 和 MELD 评 分 及 其 相 关 评
分标准之外，还可以采用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评

针对急性循环衰竭的危重肝硬化患者，有中国学
者提出了急性循环衰竭 -CLIF-SOFA（acute circulatory
failure -CLIF-SOFA，ACF-CLIF-SOFA） 评 分 的 新 死
亡风险评估模型，关注年龄、胆红素、24 h 血清肌酐、
乳酸、使用血管加压素等，并有报道认为该评分模型

分（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比现有 MELD、MESO、MELD-Na 等准确性更高 [27-29]。

APACHE）对危重症肝病进行评估，该系统由急性生

目前还需要大规模的临床中心验证推广。

理学评分、年龄评分、慢性健康评分 3 部分组成，广

3 辅助评估指标

泛应用于 ICU 患者，例如有以 APACHE Ⅱ评估妊娠
中晚期重症肝病患者生存率的报道 [19]。在对肝移植

近年来全身炎症反应被认为是肝硬化相关免疫

术后患者住院期间死亡情况研究中采用 APACHE Ⅳ

功能障碍综合征的组成部分之一 [30]，中性粒细胞 - 淋

评分，并发现与 MELD 评分比较，APACHE Ⅳ评分

巴 细 胞 比 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

对肝移植术后患者住院期间死亡分辨能力更高，且分

作为反映机体炎症状态的指标，也被应用于肝硬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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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评估，分析显示 NLR 与 MELD 评分呈正相关，且

在此阶段积极干预可能会阻止病情进展 [24]。

将 NLR 与 MELD 相结合对预测肝硬化患者的短期
[31]

·３２９·

在个体化治疗大力提倡的今天，为了更好地平

。NLR 从某种程度上说弥补

衡 HCC 和非 HCC 患者之间的等待名单下降，可以

了 CTP 和 MELD 评分标准都忽略的危重症肝病患者

通过直接取样或非侵入性手段（即循环肿瘤细胞、

免疫功能下降的问题。我们经验认为，淋巴细胞绝

DNA 甲 基 化 模 式、 放 射 组 学、 放 射 治 疗 学） 验 证

对值和淋巴细胞百分比是更直接的免疫状态评估指

肿 瘤 生 物 学 标 志 物 等， 可 能 更 好 地 指 导 移 植 优 先

标，可以初步反映患者的免疫状态，而基于淋巴细

决策 [38]。

预后具有良好的价值

胞亚群分析的铭道免疫状态全面评估体系（Mingdao
immune cell analysis，MICA）和铭道免疫量化评分体

5 结 语

系（Mingdao immune system score，MISS）可以更精

危重症肝病患者由于肝脏失代偿往往面临危及生

准地反映免疫状态以及预测对糖皮质激素治疗的反应

命的并发症，如出血、肝肾综合征、严重脓毒血症、

效果，是比较客观的免疫评估体系，但是还需要更多

感染性休克等 [39-40]，因此尽早对危重症肝病患者进行

中心的联合验证。

全面而系统的评估，对后期治疗方案的选择及是否需

在 评 估 乙 型 肝 炎 病 毒 相 关 ACLF（hepatitis

要行肝移植治疗就显得十分重要。从前述我们不难发

B virus related ACLF，HBV-ACLF） 患 者 预 后 时，

现，为了对危重症肝病患者进行有效的病情及预后评

HBV-ACLF 患 者 血 清 基 质 金 属 蛋 白 酶 -2（matrix

估，各个评分标准层出不穷，也在不断完善，但是从

metalloproteinase-2，MMP-2） 水 平 与 MELD 评 分 则

前的评估标准大多并未被淘汰，说明还没有推出一个

呈 正 相 关， 而 甲 胎 蛋 白（alpha-fetoprotein，AFP）

普遍适用的金标准，而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应该根据病

水 平 与 MMP-2 水 平、MELD 评 分 均 呈 负 相 关

[32]

。

因妥善选择评估标准，制定更合理的治疗方案，同时

MMP-2 和 AFP 也 可 以 作 为 辅 助 判 断 HBV-ACLF 患

收集更多临床数据，寻找更适合的评估标准，并致力

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指标，并在临床工作中加以验证

于发现更完美的评估标准。针对肝衰竭患者，当病情

总结。

进展到可以考虑肝移植的时候，及早沟通了解，及时

白蛋白胆红素（albumin bilirubin，ALBI）评分

的病情评估准备非常重要，在病情进展到危重症阶段，

出现较晚，关注于血清白蛋白和总胆红素，在肝细胞

及时评估及早手术，是提高术后生存率，降低患者风

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 评 估 中，ALBI

险的重要措施。

分级可以作为肝储备的分层生物标志物

[33]

，ALBI

评 分 和 ALBI 肿 瘤 - 淋 巴 - 转 移（ALBI tumor-nodemetastasis，ALBI-TNM） 评 分 优 于 其 他 评 分， 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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