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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血回收联合白细胞过滤器在产科中的应用
史剑倩

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袁江西景德镇 333000
[摘要] 目的 探讨剖宫产和宫外孕产妇中自体血回收联合白细胞过滤器的应用遥 方法 回顾性选取 2020 年 1要11 月
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 ASA玉耀芋级袁年龄 22耀45 周岁的剖宫产和宫外孕产妇 400 例袁依据输血方法分为

按需输注库存血组渊对照组袁n=200冤尧自体血回收联合白细胞过滤器组渊研究组袁n=200冤袁统计分析两组产妇的异
体血输注量尧术中出血量尧产后 24 h 出血量尧生命体征尧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遥 结果 研究组产妇异体血输注量为

渊432.52依17.71冤mL尧产后 24 h 出血量为渊342.58依97.27冤mL袁均显著少于对 照组 的 渊731.41依128.22冤mL尧渊551.35依
96.86冤mL袁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两组产妇术中出血量分别为渊1103.30依137.89冤mL 和渊1081.53依

119.24冤mL袁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两组产妇输血前尧输血后 1尧24 h 的 HR尧MAP尧SpO2 之间比较袁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研究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15.00%渊30/200冤袁低于对照组的 30.00%渊60/200冤袁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结论 剖宫产和宫外孕产妇中自体血回收联合白细胞过滤器的应用效果较按需输注库存
血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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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utologous blood recovery combined with white blood cell
filter in obst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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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autologous blood recovery combined with white blood cell filter in
cesarean section and ectopic pregnant women. Methods A total of 400 cases of cesarean section and ectopic pregnant

women aged 22 to 45 with ASA玉-芋 in the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Jingdezhen First People忆s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November 2020 were collected. According to the blood transfusion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ondemand blood transfusion group (control group, n=200) and the autologous blood recovery combined with white blood

cell filter group (study group, n=200). The amount of allogeneic blood transfusion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24 h

postpartum bleeding, vital signs,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sed. Results The
amount of allogeneic blood transfusion (432.52依17.71) mL and 24 h postpartum blood loss (342.58依97.27) mL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731.41依128.22) mL and (551.35依96.86) mL].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of the two groups was (1103.30依137.89)

mL and (1081.53依119.24) mL, respec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R, MAP and SpO2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blood transfusion, 1,
24 h after blood transfusion(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15.00% (30/20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30.00% (60/200)],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鄄
cant(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autologous blood collection combined with white blood cell filter in
cesarean section and ectopic pregnant women is better than on-demand infusion of stored blood.

[Key words] Cesarean section; Ectopic pregnant; Autologous blood recovery; White blood cell filter; On-demand trans鄄
fusion of stored blood; Allogeneic blood transfusion

近年来袁随着二胎政策的日益开放袁我国高龄产
妇数量日益增多袁进而瘢痕子宫尧妊娠合并胎盘植入
等病理妊娠产妇数量逐渐增多袁并使剖宫产和宫外孕
术中大出血发生率逐渐提升袁对母婴生命安全造成了
严重威胁遥 因此袁现阶段袁产科工作者及麻醉科医师的
重点任务就是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为剖宫产和宫外孕

术中大出血产妇有效输血袁对母婴手术预后进行改善遥
我科于 2014 年采购引进了德国进口的高档费森尤斯

自体血回收仪器袁于 2019 年采购引进了白细胞过滤

器遥 从 2019 年 8 月开始陆续给有需求的剖宫产和宫
外孕产妇使用了自体血回收联合白细胞过滤器进行

自体血回收袁并取得较好的结果遥 回顾性选取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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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11 月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 ASA玉耀芋
级袁年龄 22耀45 周岁的产妇袁评价其用于剖宫产和宫
外孕产妇手术中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袁现报道如下遥

ration袁SpO2冤遥 盂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遥 包括少量恶露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选取 2020 年 1要11 月景德镇市第一人民
医院麻醉科 ASA玉耀芋级袁年龄 22耀45 周岁的剖宫产
和宫外孕产妇 400 例袁纳入标准院淤出血量较多曰于一
般状况良好曰盂凝血功能正常[1]遥 排除标准院淤自身免
疫性疾病者曰于内分泌疾病者曰盂近期服用过对细胞
免疫功能造成不良影响的药物[2]遥 依据输血方法分为
按需输注库存血组渊对照组袁n=200冤尧自体血回收联合
白细胞过滤器组渊研究组袁n=200冤遥 研究组产妇年龄
22耀45 岁袁平均渊33.2依5.4冤岁曰在年龄分布情况方面袁
22耀34 岁 120 例渊60.00%冤袁35耀45 岁 80 例渊40.00%冤曰
体重 56耀81 kg袁平均渊66.6依11.4冤kg曰孕龄 32耀41 周袁平
均渊36.25依2.14冤周曰在美国麻醉医师协会渊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袁 ASA冤分级方面袁玉级 60例
渊30.00%冤袁域级 70 例渊35.00%冤袁芋级 70 例渊35.00%冤曰
在高危因素方面袁胎盘粘连/植入 60 例渊30.00%冤袁瘢
痕子宫 50 例渊25.00%冤袁巨大胎 50 例渊25.00%冤袁其他
40 例渊20.00%冤遥 对照组产妇年龄 22耀45 岁袁平均渊33.4依
5.6冤岁曰在年龄分布情况方面袁22耀34 岁 100 例渊50.00%冤袁
35耀45 岁 100 例渊50.00%冤曰体重 57耀81 kg袁平均渊66.9依
11.2冤kg曰孕龄 31耀40 周袁平均渊35.8依3.8冤周曰在 ASA 分
级方面袁玉级 50 例渊25.00%冤袁域级 80 例渊40.00%冤袁
芋级 70例渊35.00% 冤曰 在 高 危 因 素 方 面 袁 胎 盘 粘 连/
植入 70 例渊35.00%冤袁瘢痕子宫 50 例渊25.00%冤袁巨
大胎 40 例渊20.00%冤袁其他 40 例渊20.00%冤遥 两组产妇
的一般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具有
可比性遥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按需输注库存血遥
1.2.2 研究组 针对在剖宫产和宫外孕术中产妇大出
血或有大出血可能需要及时输血时袁我科使用进口的
费森尤斯自体血回收仪器遥 回收洗涤后采用白细胞过
滤器渊国产 FTS-RC302冤过滤袁每过滤 450 mL 回收血
液进行过滤器的更换遥 将回收血液储存在专用贮血罐
中袁对其进行多层过滤袁然后放置在离心杯中袁洗涤并
浓缩袁之后经白细胞过滤器过滤袁最后回输给产妇遥
1.3 观察指标
淤采用称重法测量异体血输注量尧术中出血量尧
产后 24 h 出血量遥 于采用心电监护监测患者生命体
征袁包括心率渊Heart rate袁HR冤尧平均动脉压渊Mean ar鄄
terial pressure袁MAP冤尧血氧饱和度渊Blood oxygen satu鄄

组产妇异体血输注量袁术中出血量袁产后 24 h 出血

64

子宫复旧不全尧发热性非溶血性输血反应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 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袁两

量袁输血前尧输血后 1尧24 h 的生命体征等计量资料

用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袁三
组及三组以上正态计量资料比较应采用方差分析曰两
组产妇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等计数资料以[n渊%冤]表
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检验水准 琢=0.05袁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异体血输注量尧术中出血量尧产后 24 h
出血量比较

研究组产妇异体血输注量尧产后 24 h 出血量均

显著少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但两
组产妇术中出血量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1遥

表 1 两组产妇异体血输注量尧术中出血量尧产后 24 h 出血量比较
渊x依s袁mL冤
n

组别

200

研究组

200

对照组
t值

异体血输注量

术中出血量

432.52依17.71 1103.30依137.89

731.41依128.22 1081.53依119.24
32.656

1.689

<0.001

P值

产后 24 h 出血量
342.58依97.27
551.35依96.86

0.092

21.508

<0.001

2.2 两组产妇输血前尧输血后 1尧24 h 的生命体征比较

两组产妇输血前尧输血后 1尧24 h 的 HR尧MAP尧

SpO2 之间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表 2 两组产妇输血前尧输血后 1尧24 h 的生命体征比较渊x依s冤
组别
研究组

n

200

时间
输血前

HR渊次/min冤 MAP渊mmHg冤
81.76依9.57

输血后 1 h 82.55依10.18

输血后 24 h 83.34依9.69
F值

对照组

200

P值
输血前

输血后 1 h

1.295
0.275

82.03依9.60
83.52依9.81

输血后 24 h 84.11依9.72
F值

t 输血前组间比较值
P 输血前组间比较值
t 输血后 1 h 组间比较值

P 输血后 1 h 组间比较值
t 输血后 24 h 组间比较值

P 输血后 24 h 组间比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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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值

2.437
0.088
0.282
0.778
0.970
0.333
0.793
0.428

SpO2渊%冤

99.38依11.69 99.00依0.71
98.77依9.70

98.99依0.62

2.077

2.092

97.36依8.91
0.126

98.88依0.63
0.124

98.45依10.92 98.77依0.84
97.34依9.43

98.86依1.05

1.828

2.614

96.53依9.84
0.162
0.822
0.412
1.495
0.136
0.884
0.377

98.65依0.86
0.074
2.957
0.125
1.508
0.132
3.051
0.065

窑妇幼医学窑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9 月第 59 卷第 27 期

2.3 两组产妇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学意义渊P>0.05冤遥 两组产妇输血前尧输血后 1尧24 h 的

于对照组的 30.00%渊60/200冤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

研究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15.00%渊30/200冤袁低于对

研究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15.00%渊30/200冤袁低

0.05冤遥 见表 3遥

研究组
对照组
字 值
2

n

少量恶露

200

20渊10.00冤

200

照组的 30.00%渊60/200冤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这是因为在自体血回收中袁对自体血装置进行单独应

表 3 两组产妇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例渊%冤]
组别

HR尧MAP尧SpO2 之间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子宫复旧 发热性非溶血
不全

10渊5.00冤

30渊15.00冤 20渊10.00冤

性输血反应
0

10渊5.00冤

用袁对回收血进行洗涤袁能够将羊水组织因子有效去
除袁但却无法有效清除胎儿鳞状上皮细胞袁这就对自

总发生
30渊15.00冤

体回收应用造成了限制[9]遥 但是袁对自体血回收联合白

12.903

够将胎儿鳞状上皮细胞完全清除袁使回收血质量接近

60渊30.00冤

细胞过滤器进行应用袁对回收血进行洗涤尧过滤则能

<0.001

P值

于母体血[10]遥 白细胞过滤器的组成成分为过滤层尧两

3 讨论

室袁血液首先从进液室通过袁然后从过滤层通过袁最后

我院以前临床上因产妇出血以输异体血为主袁但

异体血极度缺乏紧张 遥 异体输血在极度紧张的血液
[3]

资源的作用下受到了供需矛盾的限制袁此外袁在异体
输血的作用下袁血源性疾病传播风险还会增加袁而多
种输血相关并发症会在大量异体血输注的情况下发

生袁甚至诱发 DIC袁从而威胁生命安全 遥 有时可能需
[4]

要将患者转运到上级省级医院进一步治疗袁这无形中

就增加了转运过程中产妇生命安全的风险和产妇的
经济负担遥 另一方面袁在较大的出血量尧紧急的情况
下袁很难在短期内将大量异体血获取过来输注袁因此

从出液室通过袁过滤层在两室间分布袁具有双层结构袁
组成成分为有机纤维袁孔径微小袁减小其两室间的过

滤层孔径到 40 滋m袁同时过滤层从折叠式过滤膜通过袁

使 20 mL 容积中滤膜面积达到 161 cm2袁有效避免血液

中微聚体堵塞肺小动脉袁促进异体输血不良反应发生及
异体血中微聚体的减少[11-14]遥 充分利用无纺布合成纤

维对血液中微小凝聚物尧白细胞进行特异性吸附袁从
而促进白细胞数量的降低袁 减少发热性非溶血性输
血反应的发生[15]遥

综上所述袁剖宫产和宫外孕产妇中自体血回收联

剖宫产和宫外孕术中大出血死亡病案在缺乏充足血

合白细胞过滤器的应用效果较按需输注库存血好袁值

液供应的情况下时有发生遥 近年来袁随着术中自体血

得推广遥

回收的应用袁其作为重要的血液保存方法袁能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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