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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产科手术患者行回收式自体输血对其血液流变学和凝血功能的影响遥 方法 选取 2019 年 1要12月

我院收治的产科手术需输血患者 30 例为研究对象袁随机分为观察组渊回收式自体输血冤与对照组渊常规异体输血冤袁
每组各 15 例遥 比较两组血液流变学尧凝血功能及不良反应遥 结果 两组输血前红细胞计数尧血小板比容及 FIB 值
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与输血前比较袁两组输血 24 h 后红细胞计数尧血小板比容及 FIB 值均明显降
低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但输血后组间血液流变学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输血前比较两组凝

血功能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与输血前比较袁输血后两组 PIt 值均降低袁APTT尧PT 及 ACT 时间均延长袁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但输血后组间凝血功能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3.33%袁低于对照组的 46.66%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结论 回收式自体输血能维持产科手术需输血患者
的血液流变学稳定性袁与异体输血比较袁对凝血功能的影响无明显差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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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retrievable autotransfusion on hemorheology and coagulation function in
obstetric surgery patients. Methods Thirty obstetric surgery patients requiring blood transfusion from January to Decem鄄

ber 2019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retrievable auto鄄
transfusion) and control group(conventional allogeneic blood transfusion) , with 1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hemorheol鄄

ogy, coagulation function and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red blood cell
count, platelet hematocrit and FIB value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blood transfusion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blood transfusion, the red blood cell count, platelet hematocrit and FIB valu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24 hours of blood transfusion,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鄄
icant(P 约0.05). While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emorheolog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blood transfusion(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coagulation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blood transfu鄄
sion(P>0.05) .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blood transfusion, the PIt value of the two groups decreased after blood trans
fusion, while APTT, PT and ACT time were prolonge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约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coagulation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blood transfusion(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3.33%, lower than 46.66%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约0.05). Conclusion Retrievable autotransfusion could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hemorheology in obstetric

patients requiring blood transfusion, and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ffecting coagulation function compared with
allogeneic blood trans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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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研究显示[1-3]袁造成产妇死亡的首要原因是

快速恢复血容量尧止血是抢救患者生命的重要措施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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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尧改善预后效果袁但其存在异体红细胞资源紧张等

产后出血袁即胎儿娩出后袁产妇 24 h 内出血量逸500 mL遥
员苑猿冤

130

其中扩容最有效的手段是输血遥 输血能够稳定生命体
问题袁可增加抗原抗体反应及感染等风险袁因此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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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尧有效及可行的输血方式袁逐渐成为医学界的研

液中心基本标准遥 根据患者术中出血情况及临床指

究热点遥 回收式自体输血能保障患者生命安全袁可及

标袁完成血型鉴定尧交叉配血等操作后袁为患者输入异

时回收手术患者的腹腔积血尧术野出血袁将回收的血

体血液曰 选择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作为血制品类型

液进行过滤尧离心尧清洗及净化袁获得浓缩红细胞袁回
输给患者袁以解决异体血源短缺及异体输血不良反应
等问题袁确保血液制剂的安全性袁临床应用较广泛 [4]遥

时袁在术中或术后臆4 h 输入曰异体输血成分是红细胞
时袁输注量为 1.5耀6.0 U遥

观察组采用回收式自体输血袁出血量估计采用容

本研究选取 2019 年 1要12 月我院收治的产科手术需

积法+称重法袁若出血量逸全身血容量的 20%袁回收后

收式自体输血对其血液流变学尧凝血功能的影响袁现

收系统渊美国血液技术公司袁Cell Saver5冤尧一次性去白

输血患者 30 例为研究对象袁分析产科手术患者行回
报道如下遥

即可输入自体血遥 使用的仪器尧设备为全自动血液回
细胞滤器血袋渊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司袁TARFA S400冤尧
使用含有 50 U/mL 肝素的 200 mL 生理盐水预冲回收

系统遥 手术切皮前 10 min 启动全自动血液回收系统袁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要12 月我院收治的产科手术需输

血患者 30 例为研究对象袁随机分为观察组渊回收式自

体输血冤与对照组渊常规异体输血冤袁每组各 15 例遥 两

进行切皮操作时启动自体血液回收机遥 使用负压吸引
器将术野血液收集于储血罐内袁在吸血管道内以容积

1颐5的比例将 50 U/mL 的肝素生理盐水与回收血液混

合袁以发挥抗凝作用袁收集到的血液经储血罐内多层过

组患者临床诊断均为凶险性前置胎盘遥 纳入标准院行

滤后进入回收罐内遥 若储血罐中的回收血量逸800 mL袁

识清晰曰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曰通过医院

净化及清洗袁将清洗液尧抗凝剂尧白细胞碎片等物质分

产科手术需输血 [5]曰符合临床输血指征曰体征平稳尧意

患者出血后的血红蛋白含量臆100 g/L袁则通过离心尧

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遥 排除标准院心肝肾功能障碍曰术

流到废液袋袁将清洗后的浓缩红细胞装入血袋内袁经

前行抗凝治疗曰开放性创伤积血曰合并免疫系统疾病尧

静脉回输给患者遥

盆腔疾病曰输血禁忌证[6]曰认知尧精神障碍曰中途转院治
疗遥 观察组患者年龄为 22耀47 岁袁平均渊36.05依8.04冤岁曰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血液流变学院输血前尧输血后 24 h 分别取两组患

体质量指数为 19耀26 kg/m 袁平均渊23.34依5.35冤kg/m 遥

者股静脉血 2 mL袁抗凝处理后检测红细胞计数尧血小

质量指数为 18耀25 kg/m2袁平均渊23.21依5.16冤kg/m2遥 两组

凝血功能院输血前尧输血后 24 h 抽取两组患者晨

2

2

对照组患者年龄为 23耀49 岁袁平均渊36.58依8.17冤岁曰体
一般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
比性遥
1.2 方法

板比容及纤维蛋白原渊FIB袁正常值为 2.4耀3.7 g/L冤遥

间空腹肘静脉血 2 mL袁3000 r/min 离心 10 min 分离
血浆[7-8]袁使用全自动血凝仪渊SYSMEX 公司袁CA-7000

型冤测定部分凝血酶原时间渊APTT冤尧凝血酶原时间

两组术前均未用药袁入室后搭建外周静脉通路袁
常规监测心率尧收缩压尧舒张压及血氧饱和度等袁患者

渊PT冤尧血小板计数渊PIt冤及活化凝血时间渊ACT冤遥

不良反应院统计两组发生发热尧头晕及乏力的例数遥

均实行 L3~4 腰硬联合麻醉袁T6~8 作为麻醉最高感觉

1.4 统计学方法

渊1 mmHg=0.133 kPa冤袁予麻黄碱渊东北制药集团沈阳

料用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 t 检验曰计数资料用[n渊%冤]表示袁

阻滞平面遥 若心率臆55 次/min尧收缩压臆80 mmHg
第一制药有限公司袁批准文号院国药准字 H21022412袁
规格院30 mg冤尧阿托品渊湖南洞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袁

批准文号院国药准字 H43020586袁规格院0.3 mg冤纠正
心率及血压遥 两组均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遥

对照组采用常规异体输血袁异体输血指征院淤血

应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量资

采用 字2 检验袁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液流变学比较

两组输血前红细胞计数尧血小板比容及 FIB 值比

红蛋白臆70 g/L 时袁输入浓缩红细胞曰于凝血酶原时

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与输血前比较袁两组

原约1 g/L 时袁输入冷沉淀曰榆血小板约50伊10 /L 时袁输

降低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但输血后组间血

间跃正常值 1.5 倍时袁输入新鲜冰冻血浆曰盂纤维蛋白
9

入血小板遥 血液中心采集新鲜的血液后袁送到输血科
保存尧等待使用袁若红细胞悬液需要冰冻袁待血液中心
解冻后送往输血科袁立即送至临床袁且血液需符合血

输血 24 h 后红细胞计数尧血小板比容及 FIB 值均明显
液流变学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见表 1遥
2.2 两组患者凝血功能比较

输血前比较两组凝血功能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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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观察组

15

对照组
t值

15

输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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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后

4.12依0.45 3.39依0.43
4.28依0.51 3.41依0.54
0.911
0.370

P值

表 1 两组患者血液流变学比较渊x依s冤

红细胞计数渊伊1012/L冤

0.112

P值

4.542

输血前

0.000

4.536

输血后

0.55依0.07 0.41依0.05

0.000

0.49依0.13 0.38依0.08
1.573

0.911

0.126

1.231

t值

6.303
2.791

P值

0.000
0.000

0.228

输血前

n

观察组

15

输血前

15

对照组
t值

40.59依5.13

0.711

1.015

0.482

组别

n

观察组

15

输血前

t值

42.89依7.12

3.27依0.53 2.34依0.32
0.323

0.545

P值

2.791
3.788

PIt渊伊109/L冤

输血后

215.39依37.26 169.24依25.12
0.611

t值

0.331

t值

4.697
3.978

0.742

0.389

0.748

P值

0.000
0.000

0.318

223.42依34.58 172.23依24.21

15

对照组

输血后

36.24依3.18
35.49依2.56

P值

APTT渊s冤

输血后

3.34依0.65 2.29依0.38

表 2 两组患者凝血功能比较渊x依s冤

组别

FIB渊g/L冤

血小板比容渊%冤

t值

输血前

P值

0.000

PT渊s冤

18.09依4.21

0.330

0.151

14.23依3.29

输血前

17.83依5.14
0.880
输血后

ACT渊s冤

90.18依16.32 125.24依28.31
91.24依18.39 123.48依30.15
0.166
0.868

0.164

5.401
5.818

P值

0.000
0.000

0.699

14.62依3.18
0.743

0.000

输血后

t值

t值

2.547
2.284

t值

4.155
3.536

P值

0.000
0.000

P值

0.000
0.000

0.870

渊P跃0.05冤曰与输血前比较袁输血后两组 PIt 值均降低袁

血袁能提高产科手术患者的输血效果 [12]袁其借助血液

0.05冤曰但输血后组间凝血功能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

的体腔积血尧术中失血及术后引流血液袁处理完成后

APTT尧PT 及 ACT 时间均延长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
义渊P跃0.05冤遥 见表 2遥

回收装置袁以回收尧抗凝尧滤过尧洗涤等方式处理患者
回输给患者袁具有以下优势院淤与异体输血相比袁可避

2.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免输注血液带来的传染病传播及异体输血不良反应曰

的 46.66%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血型的用血问题曰榆自体血液具有携氧能力较强及血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3.33%袁 低于对照组
表 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n渊%冤]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字2 值

n

发热

15

1渊6.66冤

15

0

头晕

1渊6.66冤

4渊26.66冤

液红细胞活性较高等特点袁可减少输血量曰虞不需鉴
定血型尧交叉配血等环节袁操作简便尧安全性较高遥 回

乏力

不良反应发生

2渊13.33冤

7渊46.66冤

1渊6.66冤

于解决临床血源匮乏等问题 [13]曰盂及时解决特殊稀缺

2渊13.33冤
3.968
0.046

P值

3 讨论

近年来研究显示 [9]袁产科常见的急危重症是凶险

性前置胎盘产后大出血袁患者出血量较多袁未及时治
疗会引起出血性休克等袁甚至危及生命遥 调查研究结
果显示袁 快速补充血容量是治疗疾病的重要环节袁其
中最常见的输血方式是异体输血袁 需要进行配型尧转
运等繁琐步骤袁极易错过最佳手术抢救时机曰且输血
主要依赖无偿献血袁患者需紧急用血时袁常出现血液
存量不足的情况 [10]曰且发生溶血尧过敏反应及传染性

收式自体输血能及时供应术中所需的用血量袁对于术
中突发的大出血情况袁其输血疗效确切尧安全可靠[14]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两组输血前红细胞计数尧血细

胞比容及 FIB 值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
与输血前比较袁两组输血 24 h 后红细胞计数尧血小板

比容及 FIB 值均明显降低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
但输血后组间血液流变学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P跃0.05冤遥 输血前比较两组凝血功能袁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渊P跃0.05冤曰与输血前比较袁输血后两组 PIt 值均降
低袁APTT尧PT 及 ACT 时间均延长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P约0.05冤曰但输血后组间凝血功能比较袁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3.33%袁
低于对照组的 46.66%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与曾雅静等[15]的研究结果一致袁提示回收式自体输血

疾病传播等风险较高袁影响患者血液流变学及凝血功

能提高输血效果袁分析其原因如下院淤回收式自体输

能袁进而影响治疗效果遥 因此袁余旭琦等[11]认为袁结合

血能尽可能地洗涤血小板尧创面组织碎片尧抗凝剂及

临床实际袁选择合适的输血方式尤为重要遥

血浆蛋白等袁使血液中的血小板计数降低尧凝血功能

回收式自体输血又称洗涤红细胞回收式自体输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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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完成机体的凝血尧止血过程袁机体生理功能及凝血
系统功能正常时袁短期内血小板轻度下降袁但血小板

计数逸60伊10 /L尧 凝血因子达到正常值的 30%时袁仍
9

能维持正常的凝血功能遥 虽然回收式自体输血优势显

[5]
[6]

著袁但仍需注意以下事项院淤血液经吸引装置到达回
收管路袁完成洗涤操作后回输到患者体内袁在此期间
需遵守无菌操作原则袁安全回收管路袁降低交叉感染

风险遥 回收血液时袁负压吸引压力控制在臆20 kPa袁避

[7]

停止吸血曰血液回收机处理后的浓缩红细胞袁应及时

[8]

回输给患者袁避免发生感染遥
综上所述袁产科手术需输血患者行回收式自体输
血能稳定血液流变学袁 对机体血液流变学的影响极
小袁回输量约2000 mL 时对机体凝血功能影响轻微袁但

大量回输时袁应注意补充凝血因子尧血小板遥 回收式自
体输血可节约血源尧减少手术费用尧减少传染性疾病
的传播尧减轻患者溶血及过敏反应袁值得推广使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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