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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临床输血不良反应结构及其特点袁探讨导致临床输血反应的危险因素遥 方法 以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到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输血且发生输血不良反应患者 87 例为研究组袁分析临床输血反应结构及
其特点袁随机选择同期到该院输血但未发生输血反应的 90 例患者为对照组袁就两组对应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遥 结

果 87 例输血不良反应结构为院过敏反应占比 50.57%曰非溶血性发热反应占比 48.27%袁输血后紫癜占比 1.15%曰
输注成分以血浆/红细胞搭配输注尧血浆尧血小板尧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分列前四位遥研究组既往输血史尧既往过敏

史尧IgE 含量及不规则抗体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两组在平均年龄尧体重指数尧文化
程度尧职业结构方面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袁既往输血史袁既往过敏史尧患
者血液存在不规则抗体尧免疫球蛋白 IgE 的过表达是临床输血不良反应的独立危险因素渊P<0.05冤遥 结论 输血不
良反应以过敏反应及非溶血性发热反应为主袁搭配血浆/红细胞尧单纯血浆输注及血小板输注是临床输血反应的

主要构成曰提高对免疫球蛋白 IgE 的高表达尧反复多次输血尧免疫性疾病史的患者输血过程的密切监控袁或可减少
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遥 输血不良反应与患者自身年龄尧体重尧文化程度及职业结构无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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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and features of adverse reactions (ARs)of clinical blood transfusion, and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s leading to clinical blood transfusion reactions. Methods In this research, patients who re鄄

ceived blood transfusion in People忆s Hospital in Sanshui District of Foshan City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group (n=87), and the structure and features of clinical blood transfusion reactions were an鄄

alyzed. Other patients who received blood transfusion in the same period but did not have blood transfusion reaction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n=90). The corresponding factor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鄄

lyzed. Results The ARs structure of blood transfusion in 87 cases was the allergic reactions(accounting for 50.57%), the
non-hemolytic fever (accounting for 48.27%) and purpura after blood transfusion (accounting for 1.15%). The top four

transfusion components were combined transfusion of plasma/red blood cells, plasma, platelet and leukocytes-free sus鄄
pended red blood cells.the blood transfusion history, allergy history and immunoglobulin E(IgE) content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However,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spects of age structure, body mass index, education level and occupa鄄
tion structu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blood transfusion history, al鄄

lergy history, irregular antibodies in the patient's blood and overexpressed immunoglobulin E (IgE) content were inde鄄

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the occurrence of ARs of clinical blood transfusion (P<0.05). Conclusion The main ARs of blood
transfusion are allergic reactions and non-hemolytic fever reactions, and the main components of clinical blood transfu鄄
sion reactions are the combined transfusion of plasma/red blood cells, simple plasma transfusion and platelet transfu鄄

sion. The improvement of close monitoring of the blood transfusion process of patients with high expression of IgE, re鄄

peated blood transfusion and history of immune diseases ma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Rs of blood transfusion. ARs of
blood transfusion are not related to patient themselves忆 age, weight, education level and occupational structure.
[Key words] Blood transfusion reactions; Allergic reactions; Non-hemolytic fever reactions; Risk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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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失血患者或贫血患者进行输血治疗是一项

信息袁不存在道德伦理涉及内容袁无需签署医患知情

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袁但存在诸多不确定危害因素袁

同意书曰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临床输血不良反应就是一种常见的危害因素之一遥 输
血不良反应是指患者输血过程中或输血结束后所发

渊P>0.05冤袁具可比性遥 见表 1遥

表 1 两组患者输血基本资料比较

生的一系列如过敏尧发热尧寒战尧紫癜等不良反应袁给

患者治疗带来风险[1-2]遥不同地区不良输血反应发生率
各不相同袁输注不同成分导致的输血不良反应也存在

差异[3-4]曰对于输血不良反应进行有效处置或有针对性

的事前防范袁能够有效降低输血反应发生率遥 输注去
白细胞悬浮红细胞尧辐照红细胞均被认为是降低输血

n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87
90

年龄渊x依s袁岁冤 体重渊x依s袁kg冤 单次输血量渊x依s袁U冤
45.73依11.61

57.84依8.51

4.52依1.90

0.709

0.961

0.671

45.54依11.83

58.23依9.12

0.062

P值

0.079

4.34依1.84
0.065

不良反应的有效举措 [5]曰输血前进行不规则抗体的有

1.2 方法

效措施 [6]曰但这些措施都无法完全避免输血不良反应

料主诉袁记录患者既往输血史尧过敏史尧年龄结构尧体

效筛检袁是近年来采取的被认为是降低输血反应的有

发生遥 为降低临床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袁提高临床安全

1.2.1 输血不良反应患者数据来源 查阅患者病历资
重并计算指数尧文化程度尧职业结构等基本资料袁查阅

用血袁保障患者权益袁本研究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患者输注血液成分尧输血不良反应回报表袁记录导致

患者的 87 例输血不良反应回报单的病历资料进行回

血不良反应类型及结果袁查阅患者检测报告单袁记录

用血提供循证依据袁现报道如下遥

1.2.2 输血不良反应判定标准 患者在输注血液制品

12 月到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输血且发生输血反应

输血不良反应患者输注血液成分尧输血量及种类尧输

顾性统计分析研究袁旨在为降低输血反应尧保障安全

患者 IgE 检测结果遥

1 资料与方法

过程中或输血结束后 24 h 内出现的皮肤瘙痒尧潮红尧

呼吸急促或气管痉挛尧局部水肿等与患者本身疾病无

1.1 一般资料

直接关联症状者袁判定为过敏反应曰患者输血开始后

区人民医院输血且发生输血反应的 87 例患者回报资

与患者本身疾病无直接关联性解释而出现的发热现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到佛山市三水

2 h 内体温逸38益或升高 1益以上尧患者寒战尧发热且

料为研究对象渊研究组冤袁其中输血反应定义为在输血

象尧血液感染指标结果不支持被感染袁判定为输血导

及其血液制品过程中或结束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不良

致的非溶血性发热反应袁前述判断均排除因血液制品

反应袁包括但不限于过敏反应尧非溶血性发热反应尧输

质量不合格导致的不良反应遥

血后紫癜尧移植物抗宿主病等与输注血液及其制品相
关联且与患者自身疾病无关联的一系列症状遥 纳入标
准院淤异体输注血液成分且发生输血反应者曰于输血
反应回报资料齐全者遥 排除标准院淤异体输注血液成
分但由患者本身疾病导致的不良反应者曰于资料不齐
者遥 纳入的研究对象中袁过敏反应 44 例曰非溶血性发
热反应 42 例袁其他渊输血后紫癜冤1 例曰输注成分以血

浆/红细胞搭配输注 30 例尧血浆渊新鲜冰冻血浆或普

通冰冻血浆冤29 例尧血小板 21 例尧去白细胞悬浮红细

胞 7 例曰其中男 59 例袁女 28 例袁年龄 19耀64 岁袁平
均渊45.73依11.61冤岁袁病历分别来自 ICU尧血液内科尧外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袁计量

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验曰计数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
对单因素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纳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袁探讨导致输血不良反应的高危因素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输血反应构成比及格局

在纳入的 87 例输血不良反应回报结果中袁过敏

科尧手术室尧肿瘤内科等曰同时选择同期到该院就诊且

反应 44 例[50.57%渊44/87冤]曰非溶血性发热反应 42 例

组袁纳入标准院输注血液制品包括但不限于红细胞尧血

过敏反应发生率与非溶血性发热反应发生率比较袁

未发生输血反应的输血患者 90 例病历资料为对照

[48.27%渊42/87冤]袁其他渊输血后紫癜冤1 例渊1.15%尧1/87冤曰

浆尧血小板等袁患者输血顺利袁未发生发热尧寒战尧紫癜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50.57% vs. 48.27%袁字2=2.015袁P=

11.83冤岁袁所有病历资料来自于该院前述科室输血患者遥

渊30/87冤]尧血浆 29 例[33.33%渊29/87冤]尧血小板21 例

等 输 血 反 应 症 状 袁 其 年 龄 18 耀65 岁 袁 平 均 渊45.54 依
因系回顾性分析患者输血病历资料且无需透露患者

0.065冤曰输注成分以血浆/红细胞搭配输注 30 例[34.48%
[24.14%渊21/87冤]尧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 7 例[8.05%渊7/87冤]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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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输血不良反应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血浆/红细胞搭配输注出现不良反应发生率与血浆输
注出现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茁

因素

S.E

Wald

P

9.814

0.001

2.168 0.216 26.834 0.000

8.936 3.475耀13.186

有统计学意义渊34.48% vs. 24.14%袁字2=4.873袁P=0.031冤曰

IgE 含量的过表达 3.016 0.305 45.058 0.000

血浆/红细胞搭配输注出现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去白
细胞悬浮红细胞输注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34.48% vs.
8.05%袁字2=12.183袁P=0.001冤曰提示输注不同血液成分袁

既往过敏史
不规则抗体阳性

95%CI

9.901 4.693耀17.014

渊34.48% vs. 33.33%袁字2=1.815袁P=0.071冤曰血浆/红细胞

搭配输注出现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血小板输注袁差异

OR

2.301 0.280 70.561 0.000

既往输血史

0.731 1.062

5.716 1.643耀9.301

9.805 4.839耀14.617

3 讨论
输血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疗手段广泛应用于临床袁

输血反应发生率各不相同袁血浆/红细胞混合输注导

对于各类贫血或出血患者的救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

致输血反应发生率最高袁而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输注

积极作用袁尤其是在外伤性大出血或各类急性失血性

导致的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最低袁随着去白细胞悬浮

患者的救治中袁 输血治疗具有不可代替性的重要作

红细胞的推广应用袁输注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导致的

用袁但是袁输血治疗也是一把双刃剑袁输血顺利则临床

不良反应发生率也随之减少遥

治疗效果满意袁若出现输血不良反应袁则给患者治疗

2.2 两组患者输血不良反应的单因素分析

带来困扰遥 输血不良反应是困扰临床输血治疗效果的

研究组患者既往输血史尧既往过敏史尧IgE渊0耀

一大因素袁具有不可预知性及突发性袁其中以输注红

200 IU/mL冤含量尧不规则抗体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袁

细胞导致的急性溶血性输血反应危害最大袁血浆输注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两组在平均年龄尧体重

导致的输血不良反应最为常见袁是临床输血必须重视

指数尧文化程度尧职业结构方面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

且面对的问题袁为此袁输血人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

义渊P>0.05冤曰提示不规则抗体阳性者大多与患者本身

研究袁得出了可喜的成果袁使输血安全性得到极大提

免疫性疾病等基础疾病相关联遥 见表 2遥

高遥 但由于患者个人体质特征不同尧基础疾病各异袁输
血反应发生率各不相同曰有研究发现袁输注不同血液
成分导致的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各异袁输注血浆尧血

表 2 两组患者输血不良反应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既往输血史[n渊%冤]
有
无
既往过敏史[n渊%冤]
有
无

IgE渊x依s袁IU/mL冤

不规则抗体[n渊%冤]
阳性

研究组渊n=87冤 对照组渊n=90冤 字圆/t 值
56渊64.36冤

12渊13.33冤

44渊50.57冤

5渊5.56冤

31渊35.63冤
43渊49.42冤
49渊56.32冤

8渊8.89冤

患者平均年龄渊x依s袁岁冤 45.73依11.61
体重指数渊x依s袁kg/m2冤
文化程度[n渊%冤]
高中及以下
大专及以上
职业结构[n渊%冤]
体力劳动者
脑力劳动者

85渊94.44冤

243.0依12.1

28.87依1.91
47渊54.02冤
40渊45.98冤
45渊51.72冤
42渊48.28冤

0.000

7.471

0.001

6.195

0.002

14.836 0.000

82渊91.11冤

45.54依11.83
29.12依2.01
49渊54.44冤
41渊45.56冤
47渊52.22冤

1.035

0.763

1.605

0.071

0.807

0.873

0.604

0.642

43渊47.78冤

2.3 输血不良反应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通过对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
因素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袁以患者输血为因变

量赋值袁其中发生输血反应赋值 1袁未发生输血反应

赋值 0袁纳入回归模型分析袁结果显示既往输血史尧既
往过敏史尧患者血液中存在不规则抗体尧免疫球蛋白
IgE 的过表达是输血不良反应独立高危因素遥 见表 3遥
94

小板类成分导致的不良反应率较其他成分显著升高袁
随着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在临床上的广泛推广应用袁
输注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导致的输血不良反应率大

78渊86.67冤

475.0依38.5
38渊43.68冤

阴性

8.794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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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降低袁给临床安全用血带来了方向袁尤其是近年来
推广的自体输血的临床应用袁进一步提升了临床输血
的安全性遥
血液成分与输血不良反应的关联性遥 有研究发现袁
输注不同成分血液导致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各不相同袁
由于输注前的规范检查袁因血型鉴定错误导致红细胞
输血发生严重输血不良反应的现象已经罕见袁而以输

注血浆尧血小板导致的输血不良反应最为常见 [6-8]袁不
同地区输血不良反应格局各异袁同一单位不同病种的
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亦不尽相同袁同行对此研究颇多袁
结论不尽相同遥 滕方等[5]对我国三甲医院输血不良反

应的 Meta 研究发现袁我国三甲医院临床输血不良反

应之东部尧中部尧西部各不相同袁西部输血不良反应发
生率最高袁东部最低袁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P<0.05冤袁不同血液成分导致输血不良反应亦不相同袁

血浆导致的输血不良反应最高袁红细胞输注导致的输
血不良反应次之袁血小板输注最低遥 另有研究结果显
示袁血小板输注导致的不良反应最高[9-10]袁血浆输注次

之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输注血浆/红细胞导致的输血不
良反应发生率最高袁血浆次之袁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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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注导致的输血不良反应率最低袁结论与部分研究结
论相近袁但与个别结论相反袁究其原因袁通过对文献对
照研究发现袁输注红细胞发生不良反应率最高者袁血
液成分多为悬浮红细胞袁其中白细胞残留可能是导致
输血不良反应增高的重要因素袁而输注血浆导致输血
不良反应率最高者袁受血者往往系慢性失血且反复多
次输血者居多袁 血小板输注导致的不良反应率最高
者袁患者往往系免疫原因导致血小板减少袁类似研究
均提示 [11-13]袁输血不良反应袁除了与输注血液成分直
接相关外袁还与患者基础疾病关系密切袁因此袁在处理
对应输血不良反应时袁需要同时考虑患者本身基础疾
病才可得出正确应对方法遥
导致输血不良反应单因素研究中袁国内相应文献
较多袁结论不尽相同袁但总体认为 [14-15]袁患者既往输血
史尧过敏史是导致输血不良反应的公认因素 [16]袁患者
血清存在不规则抗体亦逐渐为临床所接受[17]袁其他因
素则存在争议遥 有研究认为袁患者约18 岁可能是导致
患者发生输血不良反应的危险因素[18-19]袁但本研究通
过对患者输血不良反应因素的研究发现袁输血不良反
应与患者平均年龄尧体重指数尧文化程度尧职业结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与前述文献结论相左袁与
大多学者研究结论相近[20]遥 通过对导致输血不良反应
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论显示袁 患者既往输血
史尧既往过敏史及患者体内存在不规则抗体是导致患
者发生输血不良反应的独立危险因素袁 值得重视曰同
时袁本研究结果显示袁患者体内免疫球蛋白 IgE 的过
表达同样是导致患者发生输血不良反应的独立危险
因素袁因此袁输血前对患者进行 IgE 检测袁不失为一种
有效监控输血不良反应的重要手段袁值得推广遥
综上所述袁输血不良反应发生虽然具有突发性袁
但通过对患者既往输血史尧过敏史及其他常见因素进
行筛查袁输血不良反应依然存在可预知性袁了解导致
输血不良反应高危因素袁对于提高临床用血安全尧合
理规范用血袁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曰但是袁鉴于不
同地区尧不同血液成分对不同患者输注所导致的输血
不良反应各不相同袁针对不同患者进行输注前的针对
性检查从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袁显得重要且迫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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