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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神经系统及神经认知相关并发症的
研究进展
苗晓蕾 吴延 吴安石

【摘要】 随着肝移植术后生存率的逐渐提高，术后神经系统及神经认知相关并发症成为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
相对于其他实体器官移植，肝移植术后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率更高，且与患者的死亡密切相关。本文主要针对
肝移植术后神经系统并发症、神经认知相关并发症以及引起这些并发症的危险因素进行综述，还探讨了如何评估、
监测和预防这些并发症，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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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stoperative nervous system and neurocognition-related complication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of research focus with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the survival rate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Compared to other 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 the incidence of nervous system complication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is higher and closely
related to death. This paper mainly overviewed the nervous system complications, neurocognition-related complication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nd the risk factors inducing these complications. It also discussed how to evaluate, monitor, and
prevent these complic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 Liver transplantation; Nervous system disease; Cerebral apoplexy; Epilepsy; Neurocognition; Hepatic
encephalopathy; Liver cirrhosis;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Electroencephalogram

原位肝移植目前仍是治疗急性肝衰竭、肝硬化

steatohepatitis，NASH）相关代谢综合征等。

等终末期肝病的唯一有效措施。引起急性肝衰竭的病

随着肝移植术后生存率逐渐提高，术后神经系统

因主要有药物性肝损伤、急性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

及神经认知相关并发症成为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相

性肝炎急性发作、布加综合征及疱疹病毒感染等。肝

对于其他实体器官移植，肝移植术后神经系统及神经

硬化的主要病因除了过量饮酒，还包括病毒感染、自

认知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更高，为 9%~42%，且与患

身免疫性肝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者的死亡密切相关。大多数肝硬化患者术前合并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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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系统症状是由肝性脑病引起，因此，很长一段时间

达 10%。肝移植术后癫痫发作有两个高峰期，第 1 个

内术后神经系统并发症被认为是肝性脑病的后遗症。

高峰期为术后 1 周，约占总体发生率的 50%，第 2 个

然而，术前不合并肝性脑病的患者术后也可能会出现

高峰期为术后 5~16 周，约占总体发生率的 30%。癫

神经系统相关症状。因此，其他诸多原因（如术前存

痫发作的病因主要有免疫抑制剂的毒性作用、机体代

在尚未诊断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全身麻醉、手术操作

谢紊乱、脑部结构性损伤以及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等 [6]。

等），都可能与术后神经系统或神经认知相关并发症

癫痫发作可以是局部的，也可以是全身性的，如典型

的发生有关。

的强直 - 阵挛性发作。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使用

本文主要针对肝移植术后神经系统并发症、神经

引起的神经毒性是导致癫痫发作的常见病因，如钙调

认知相关并发症以及引起这些并发症的危险因素进行

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CNI），既可引

综述，还探讨了如何评估、监测和预防这些并发症，

起癫痫全身性发作，也可引起局部性发作，一般预后

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

良好 [7]。减少药物剂量或停药后癫痫停止发作是主要
的判断依据。然而，避免静脉使用环孢素及密切监测

1 肝移植术后神经系统并发症

他克莫司血药浓度只能使其神经毒性引起的癫痫发作
频率缓慢降低 [8]。机体代谢紊乱引起癫痫发作主要见

1.1 脑卒中
终末期肝病患者术前往往由于肝脏合成凝血因子

于低镁血症、低钙血症和低钠血症患者 [9]。

减少等原因存在严重的凝血功能紊乱。术中低血压、

脑 电 图（electroencephalogram，EEG) 是 诊 断 癫

失血、电解质紊乱以及术后可能发生的多器官功能衰

痫最重要的辅助检查。然而，发作间期患者的脑电图

竭等也都是引起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可能导致患者颅

是正常的，没有癫痫放电的迹象，脑部 MRI 结果也

[1]

内出血、硬膜下出血或者蛛网膜下腔出血 。同 1 例

可能正常。值得注意的是，肝移植术后常用的某些药

患者既可能发生出血性脑卒中也可能发生缺血性脑卒

物，如氟喹诺酮、β- 内酰胺类抗生素（碳青霉烯类）、

中。研究显示，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地西泮或曲马多，可通过降低癫痫的发作阈值，进而

liver disease，MELD）评分较高和性别为女性与缺血

促进癫痫的发作。氨甲环酸是肝移植术中或术后常用

性脑卒中发生率高有关，而 MELD 评分较高及脑卒

的一种抗纤溶药物，在高浓度的时候可通过竞争性抑

中史与出血性脑卒中发生率高有关 [2]。由于肝移植受

制甘氨酸受体引起癫痫发作 [10]。

者以中老年为主，术前大多合并心脑血管疾病，围手

1.3 渗透性脱髓鞘综合征

术期颈动脉或颅内动脉血栓脱落也会引起脑卒中。肝

渗 透 性 脱 髓 鞘 综 合 征（osmotic demyelination

移植术中门静脉开放时容易发生血流动力学紊乱，此

syndrome，ODS）是指中央脑桥以及脑桥外的神经元

时脑血流会进一步降低，如果患者术前存在颅内动脉

髓鞘溶解征 [11]，是肝移植术后少见且特有的神经系

狭窄，即使是无症状的，后果也会更加严重。另外，

统并发症，发生率为 0.9%~3.0%[12]。ODS 的具体发病

肝移植术后凝血功能状态的骤然改变也会导致机体凝

机制尚不清楚，最常见的病理生理机制是快速纠正低

血功能紊乱，如形成门静脉血栓等。肝硬化合并肝性

钠血症时引起渗透压的突然改变，使得少突胶质细胞

脑病时脑血流自动调节功能紊乱，术后肝功能突然改

受损，进而导致神经元相对集中的脑桥部位的中枢神

善会加重这一紊乱，进而导致脑卒中

[3-4]

。一些研究

也表明，高氨血症会使大脑低灌注的后果更加严重，
[5]

加速脑卒中的发生 。
目前，脑成像相关检查，尤其是脑部 MRI 可发

经系统脱髓鞘。肝硬化患者体内肌醇和其他有机渗透
调节物质消耗殆尽，再加上机体多处于负氮平衡，合
成有机渗透调节物质所需的必须氨基酸供给不足，使
得机体不能调节渗透压的快速改变，因此，此类患者

现缺血性脑卒中或者出血性脑卒中。即使在急性期，

ODS 的发生率较高 [13]。ODS 的临床表现多样，可以

脑部 MRI 在没有任何对照增强剂的情况下，也可对

表现为脑病或者谵妄，也可能表现为典型的假性延髓

缺血性脑卒中或者出血性脑卒中作出阳性诊断，因此，

麻痹伴四肢瘫痪 [11]。若肝移植术后，受者出现不能讲

脑部 MRI 应作为肝移植术后脑卒中的首选检查方式。

话或不能吞咽时需考虑是否发生 ODS，可行 MRI 检

1.2 癫

查以协助诊断。已有文献针对肝移植术后并发 ODS

痫

癫痫是肝移植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发生率高

的危险因素进行了综述，术前血清钠 <125 mmol/L、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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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内血清钠变化幅度大、术中液体正平衡以及肝

不典型的特征，包括皮质受累或不对称性病变，在

移植术后发生出血性并发症等都是 ODS 发生的危险

以往研究中也有发现，但这些特征一般不会单独出

[11]

。针对这些危险因素可以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现。仅有不足 50% 的 PRES 患者 CT 检查显示出轻微

研究显示，在移植等待期，如果血清钠 <125 mmol/L，

的低密度改变。因此，即使 CT 检查正常也不能排除

及时纠正可以预防 ODS 的发生；但若纠正速率 >1~

PRES，应进一步行 MRI 检查。

2 mmol/h 或 12 mmol/d 会 加 速 ODS 的 发 生。 目 前，

1.5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以及脑脓肿

因素

[14]

指南建议血清钠的纠正速率不得 >10 mmol/d 。有研

由于使用免疫抑制剂，5%~10% 的患者在肝移植

究者认为，在 MELD 评分系统中纳入血清钠这一指

术后会发生机会致病菌的感染，进而导致中枢神经系

标使得血清钠低的患者更易获得供肝，亦导致 ODS

统感染 [24]。引起脑炎或脑膜炎常见的病原体是疱疹

的发生率增加。研究也显示，MELD 评分 >11 分且伴

病毒科，即巨细胞病毒和单纯疱疹病毒。最近研究显

有低钠血症的患者生存率较高 [15]。另外，其他引起

示在疱疹病毒科中，人类疱疹病毒 -6 型可能与肝移

高渗血症的原因，如高血糖等，在没有血清钠变化的

植术后脑炎的发生有关 [25]，临床症状包括发热以及

情况下也可引起 ODS[16]。他克莫司也可在不改变血

红斑疹。JC 病毒感染可引起进行性的多灶性脑白质

清钠的情况下引起中央脑桥脱髓鞘。需要注意的是，

病变，也可能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李斯特菌以及

尽管 ODS 的症状多样，近年来其预后也有了很大的

真菌感染也常常引起脑膜炎 [26]。肝移植术后并发脑

改善，即使是严重的四肢瘫痪也可能预后良好 [17]。

脓肿时需考虑是否存在曲霉菌或诺卡菌感染。有研究

1.4 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

显示，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也可能引起脑膜炎，戊型肝

可 逆 性 后 部 脑 病 综 合 征（posterior reversible

炎病毒作为病原体可引起包括脑炎在内的多种神经系

encephalopathy syndrome，PRES）也是肝移植术后一

统并发症 [27]。

种常见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为 0.5%~7.0%[18-19]。

1.6 重症监护室获得性肌无力

美国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1 923 例肝移植受者中，

在重症监护室
（intensive care unit，ICU）
住院期间，

有 19 例（0.98%）术后发生 PRES，占术后神经系统

高达 80% 的患者可出现 ICU 获得性肌无力 [28]。除了

总并发症的 5%[20]。

严重的神经病变导致的肌无力以外，肝移植术后 ICU

PRES 临床表现包括视觉障碍、感觉异常、头

获得性肌无力还可能继发于多器官功能衰竭或严重的

痛、失眠、不同程度的意识改变以及癫痫（包括癫痫

系统性炎症反应，或者由以前存在的神经病变或肌少

持续状态）等

[18]

。脑血流自动调节功能丧失、内皮

细胞功能紊乱或平均动脉压 >150 mmHg（10 mmHg=
1.33 kPa）超过脑血流自动调节的阈值等原因引起的
血管源性脑水肿是引起该病的病理生理学机制 [21-22]。
肝移植术后发生 PRES 主要是由 CNI 的使用引起内皮
细胞功能紊乱导致

[23]

。由于脑血流自动调节功能丧

症术后失代偿引起。由于术中体位异常引起的机械性
神经损伤目前已少见。

2 肝移植术后神经认知相关并发症
大多数肝移植术前存在神经认知功能紊乱的患者
在术后数月内认知功能都会得到改善 [19,29]。然而，仍

失，脑灌注压与动脉收缩压呈线性相关。因此，降低

有一部分患者在肝移植术后出现持续的认知功能障碍，

动脉压、去除诱发因素以及联合使用抗癫痫药物可以

甚至在数年后仍然存在 [30-32]。约 2/3 的终末期肝硬化

迅速改善 PRES 的症状。在没有皮层受累以及出血性

患者在肝移植术前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异常，其

并发症的情况下，在数周之内即可达到良好的预后，

中约 20% 的患者即使术前未合并肝性脑病且术后肝

数月后即可停用抗癫痫药物

[20]

。值得注意的是，肝

功能正常，仍长期存在认知功能障碍。引起肝移植术

移植术后使用 CNI 时，即使没有高血压，也可能发

后认知功能损害的原因尚不明确，CNI 的使用可能是

生 PRES。另外，肾功能不全、酒精性肝病史或低镁

病因之一 [33]。

血症均是引起 PRES 的相关危险因素 [18,20]。

由于所有的神经系统功能检查均正常，神经认知

脑部 MRI 是一项重要的诊断措施，典型的改变

相关并发症一般在患者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后才会被考

是大脑半球白质，尤其是顶枕部区域，T2 信号以及

虑或者由亲属发现。神经认知功能障碍一般通过大量

液体低衰减反转恢复加权序列呈对称性高强度。一些

的认知相关心理量表进行评估。EEG 监测、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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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 技术以及正电子发射体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后遗症也尚不明确 [45]。目前，有两点支持肝性脑病

tomography，PET） 可 以 显 示 出 相 应 的 改 变 [30,34]。

可能存在后遗症，一是神经系统损害与之前暴发性肝

EEG 和 PET 检查显示出肝移植术后患者肝性脑病得

衰竭肝性脑病有关 [46-47]；二是尿素循环障碍导致血氨

到明显改善 [30,35]。MRI 监测技术包括常规 MRI、磁共

升高与长期的神经功能损害有关 [48]。

振 波 谱（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MRS）、

另外，NASH 的相关危险因素，如糖尿病、高血压、

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以及

肥胖症以及血脂异常等，也是引起认知功能损害的危

功能 MRI（functional MRI，fMRI）技术均可以显示

险因素 [49]。研究显示，酒精性肝硬化的患者相比于

出术前肝性脑病引起的大脑异常、术后相关异常的改

其他原因导致肝硬化的患者更容易发生严重的神经认

善或持续存在的大脑异常

[36-42]

。例如，MRS 显示基

知功能损害，而且脑部 MRI 显示皮层损伤更严重 [50]。

底神经节中 T1 高信号、皮质脊髓束中白质改变、磁

最近研究显示，NASH 的患者存在早期脑萎缩，可能

化传递率等在肝移植术后数月后都会逐渐正常。DTI

与大脑过早老化有关 [49]。另外，一项大型的流行病

显示平均弥散系数在肝移植术后有所降低，意味着随

学研究显示，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导致阿尔茨海默症、

着肝功能的改善，血管源性水肿也得到矫正。fMRI

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增加，使用抗病毒

监测也显示肝移植术后神经系统之前的异常改变均得

药物治疗能否逆转脑功能的异常仍存在争议 [51]。

到改善 [36,38,41]。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显示肝移植术后

3.2 麻醉、手术及 ICU 相关因素

存在持续的神经系统异常，如常规 MRI 显示患者脑

术前没有肝性脑病的患者术后仍可能发生神经系

容积缩小，MRS 中 N- 乙酰天冬氨酸 / 肌酐的比值降

统功能损害，因此，全身麻醉、手术操作、ICU 相关

低，这些都提示患者存在脑损伤或脑萎缩。某些患者

因素也可能是发病的危险因素 [52-53]。术后认知功能障

中，DTI 显示各向异性分数持续降低，表明患者存在

碍、镇静药的残余作用和术后谵妄之间存在着一项共

轴突变性

[38]

。虽然使用 CNI 可能对神经心理学测量

的结果产生干扰，但 MRI 检查中仍显示此类患者有
脑萎缩

[33]

。

同的病理生理机制，即系统性炎症反应。急性肝衰竭
或肝硬化的患者术前往往已经存在系统性炎症反应，
手术等操作导致炎症反应进一步加剧。因此，手术

3 肝移植术后神经系统及神经认知相关
并发症的危险因素
明确相关危险因素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措施，
进而改善肝移植受者的预后。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
术前 1 周感染是引起术后神经系统并发症的独立危险
因素 [43]。另一项对照研究显示，295 例肝移植受者中，
近一半在术后 30 d 内显示出神经系统的异常，相关的
危险因素包括年龄 <29 岁或 >60 岁、体质量指数（body
2

2

时间长短、手术相关并发症、感染以及术前机械通气
时间均是引起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危险因素 [34]。
研究显示，肝硬化患者并发感染后可显示出长期的认
知功能损害 [54]。

4 肝移植术后神经系统及神经认知相关
并发症的评估、监测和预防
4.1 评

估

肝移植术后一旦怀疑出现神经系统或认知功能障

mass index，BMI）≤21.6 kg/m 或≥27.6 kg/m 、

碍就应行相关病因检查。首先排除一些常见并发症。

肝性脑病、术后 7 d 时他克莫司血药浓度≥8.9 ng/mL

CT 或 MRI 可明确是否有脑卒中。脑部 MRI 适用于

以及腹腔感染等

[44]

。

排除某些神经系统并发症，如脑卒中、PRES、中枢

3.1 肝性脑病

神经系统感染，但不能依赖 MRI 来诊断是否有其他

很 多 肝 移 植 患 者 术 前 存 在 肝 性 脑 病， 因 此 也
表现出神经系统症状

[3,45]

类型的并发症。当出现发热或其他炎症症状时，应排

。症状明显的肝性脑病

除有否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可行腰椎穿刺脑脊液明确

很 容 易 被 发 现， 轻 微 型 肝 性 脑 病（minimal hepatic

是否存在脑炎或脑膜炎以及感染的病原菌类型。EEG

encephalopathy，MHE）往往表现为轻微的神经系统

可排除有否癫痫以及代谢或药物引起的脑病。肝移植

损害、执行功能障碍、失用症甚至更轻微的异常，只

术后血氨水平升高或存在持续的门体分流时，患者可

能通过神经心理学测试发现，因此，术前容易漏诊。

能一直存在肝性脑病。因此，检测血氨是首要步骤之

即使肝移植术后肝性脑病的症状消失，受者是否存在

一。当患者离开 ICU 时需行神经心理学测试，可以

·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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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是哪种类型的认知功能障碍，如肝性脑病、血管
性痴呆、抑郁症或阿尔兹海默症。如果怀疑是神经退

[2]

candidates f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 propensity score-

找生物学标志物，或行 PET 检查等。

matching study in a single institution[J]. Eur Radiol, 2017,

测

肝移植术中，患者的大脑自动调节功能紊乱进一

CHUNG MS, KIM HS, LIM YS, et al. Clinical impact of
preoperative brain MR angiography and MR imaging in

行性疾病，应进行病因学检测，如腰椎穿刺脑脊液寻
4.2 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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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3532-3541. DOI: 10.1007/s00330-017-4741-z.
[3]

MAGGI DC, BORGONOVO A, BANSHO ET, et al.

步加剧，此时脑部灌注压取决于平均动脉压与颅内压

Serial assessment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in patients

的差值。为了避免术中低血压等因素引起脑部低灌注

hospitalised for acute decompensation of cirrhosis[J].

进一步加剧脑损害，监测脑灌注及脑氧供情况显得尤

Ann Hepatol, 2019, 18(2): 331-337. DOI: 10.1016/

为重要。常规颅内置管测压的方式在术中不宜实施且
有诸多风险，可采用其他替代监测措施，如经颅多普

j.aohep.2018.11.002.
[4]

勒或近红外光谱技术，可以了解脑血流和脑氧供情况。

decompensation of cirrhosis and acute-on-chronic liver

此外，EEG 监测也可为脑灌注情况提供参考。

failure[J]. J Hepatol, 2015, 62(2): 437-447. DOI: 10.1016/

有研究已经开始使用 DTI 技术，这项检测普及
较广泛而且可以提供有关病理生理学方面的重要信息。

ROMERO- GÓMEZ M, MONTAGNESE S, JALAN
R. Hepatic encephalopath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j.jhep.2014.09.005.
[5]

BJERRING PN, BJERRUM EJ, LARSEN FS. Impaired

有研究显示，DTI 检查可为心脏骤停或脑外伤等导致

cerebral microcirculation induced by ammonium chloride

的急性脑损伤的预后提供比较确切的信息，具有广阔

in rats is due to cortical adenosine release[J]. J Hepatol,

的应用前景。
4.3 预

防

2018, 68(6): 1137-1143. DOI: 10.1016/j.jhep.2018.01.034.
[6]

目前尚无由专业医师学会制定的用于预防肝移植

Exp Clin Transplant, 2015, 13 (Suppl 1): 323-326. DOI:

术后神经系统或神经认知并发症的相关措施。由于许
多患者术前可能就存在未被诊断出来的神经认知功能

DERLE E, KIBAROĞL US, ÖCAL R, et al. Seizure
as a neurologic complication after liver transplant[J].
10.6002/ect.mesot2014.p176.

[7]

CHOI EJ, KANG JK, LEE SA, et al. New-onset seizures

损害，因此，术前进行系统的神经系统评估是重要的。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clinical implications and

脑成像技术，尤其是 MRI，可以发现广泛的血管源性

prognosis in survivors[J]. Eur Neurol, 2004, 52(4): 230-

白质病或脑萎缩。神经心理学量表测试可以诊断某种
神经退行性疾病。目前，生物标志物用于神经退行性

236. DOI: 10.1159/000082163.
[8]

al.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s after orthotopic liver

疾病的诊断也越来越频繁。另外，小限度的检查是可

transplantation[J]. Dig Liver Dis, 2007, 39(8): 740-747.

行的，但广泛的病原学检查会导致肝移植的时间延后，
可能会对患者的预后产生不良影响。

5 小 结
相对于其他实体器官移植，肝移植术后神经系统
及神经认知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目前首要的是
明确引起这些并发症的原因及危险因素，并采取相应

AMODIO P, BIANCARDI A, MONTAGNESE S, et

DOI: 10.1016/j.dld.2007.05.004.
[9]

WSZOLEK ZK, STEG RE. Seizures after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J]. Seizure, 1997, 6(1): 31-39. DOI:
10.1016/s1059-1311(97)80050-7.

[10] LECKER I, WANG DS, KANESHWARAN K, et al.
High concentrations of tranexamic acid inhibit ionotropic
glutamate receptors[J]. Anesthesiology, 2017, 127(1):
89-97. DOI: 10.1097/ALN.0000000000001665.

的监测和预防措施以改善肝移植术后神经系统预后。

[11] CRISMALE JF, MELIAMBRO KA, DEMARIA S

因此，未来对引起这些并发症的相关病理生理学机制

JR, et al. Prevention of the osmotic demyelination

进行深入研究非常有必要。

syndrome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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