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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于 2008 年制订的《肝移植术后常见病变

的病理诊断与分级指南》［1-2］，对于规范我国肝移

植病理诊断流程，提高肝移植病理诊断水平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随着肝移植临床及病理学领域不

断取得新进展，脑死亡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活

体肝移植（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LDLT） 

和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

AMR）等新概念的提出和新技术的应用，对规

范化病理诊断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我们于

2014 年 10 月，参照美国肝病学会临床指南委员

会推荐的循证医学证据水平和证据类别评价标准 

（表 1）［3］，组织制订了《肝移植常见并发症病理

诊断指南（2016 版）》，简称《2016 版指南》。

和丙型肝炎病毒（hepaitis C virus， HCV）感染、 

肿瘤、自身免疫性肝病、血管并发症和移植后淋巴

细胞增生性疾病等在许多文献中已有阐述。因此，

本指南中不再赘述。本指南编写的基本原则是 ：聚

焦以病理特征作为主要诊断标准和以病理诊断作为

主要治疗依据的常见并发症，细化重要并发症的病

理诊断标准，以肝移植病理诊断的程序化和规范

化作为切入点，引入新成果和新经验，为提高我

国肝移植规范化病理诊断水平提供指导性的意见和 

建议。

1 肝移植病理诊断基本规范

1.1 多学科联合诊断 ：由于排斥反应等并发症的

临床和实验室表现通常缺乏特异性，甚至溶血、 

骨骼疾病、肾功能不全、乳糜泄和糖尿病等肝外 

病变也可以导致肝移植术后肝功能指标异常［4］。

因此，病理医师在诊断前应详细了解血清学和影像

学检查结果，与临床充分交换意见 ；而临床医师也

应了解常见并发症的病理特点和组织学分级标准，

以便正确理解病理诊断的实际意义及对治疗方案的

影响。

1.2 供肝活检 ：建议分别在供肝移植前修整时和

供肝门静脉血流开放后（零时）取肝活检做基线病

理检查，为评估供肝质量和移植后发生损伤的程度

保留原始的病理学对照依据。研究显示，供肝大胆

管的管周腺体和血管丛损伤程度是预测移植后胆管

狭窄的病理因素［5］。

1.3 肝穿刺组织满意度评估 ：一般认为，肝穿刺

组织中含有≥ 10 个以上结构完整的门管区能较好

满足病理诊断的需要（通常为 2 条长度≥ 1.5 cm

的组织）。为此，建议在病理报告中注明肝穿刺

表 1  推荐循证医学证据分级系统

证据水平 描述

A 级 证据来自多个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或荟萃分析

B 级 证据来自单个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或非随机研究

C 级 证据来自专家经验、病例研究或诊疗标准

证据类别 描述

Ⅰ类 有证据和（或）通常同意某种特定的诊断评价、

  诊疗过程或治疗方法可以获益、有用和有效

Ⅱ类 对诊断评价、诊疗过程或治疗方法的有用性或有效 

  性的证据相互冲突或意见分歧

Ⅱ a 类 证据或意见偏向于有用或有效

Ⅱ b 类 证据或意见的有用性或有效性不完善

Ⅲ类 有证据或通常同意某种特定的诊断评价、诊疗过程 

  或治疗方法无用或无效，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害

  肝移植后并发症的病理类型复杂多样，有些

并发症，如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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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满意度 ：Ⅰ类（满意）：含≥ 10 个门管区， 

能较好满足病理诊断的需要 ；Ⅱ类（基本满意）：

含 5 ～ 9 个门管区，能基本满足病理诊断的需要 ； 

Ⅲ类（不满意）：门管区≤ 4 个，勉强评估会影响

病理诊断的可靠性与准确性，应建议临床酌情再做

肝穿刺活检。

1.4 肝移植病理报告的时效性 ：为满足临床治疗

的时效性，推荐建立快速肝穿刺组织石蜡包埋和制

片方法，对于临床标注“加急”的标本，争取在送

检当天或 1 个工作日内完成石蜡切片初步病理诊断

报告［6］。

1.5 肝移植专用申请单和报告单 ：为了适应肝移

植专科病理诊断的特殊性，推荐使用本指南制订的

肝移植病理检查申请单和报告单。临床医师应重点

填写供肝的缺血时间、原发病、临床用药、影像学

和生化检查等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对于保证病理诊

断的准确性十分重要，病理医师应在报告单中填报

重要的病理学参数，并注意与前次送检肝穿刺组织

的对比。

1.6 移植病理医师的资质与培训 ：器官移植病理

学是临床诊断病理学科中的一个亚专科。从事肝移

植病理诊断的医师应具有普通病理和肝脏专科病理

诊断的基础，并接受移植病理专业培训，器官移植

学会应将移植病理医师的培训纳入到临床器官移植

医师的整体培训规划中［7］。

建议 1 ：从事肝移植病理诊断的医师应接受移植

病理专业培训。为满足肝移植治疗时效性的需要， 

肝穿刺活检石蜡切片病理报告应尽可能在一个工作

日内发出（B 级， Ⅰ类），推荐使用肝移植病理诊

断专用申请单和报告单（B 级， Ⅰ类）。

2 供肝病理学评估

  冰冻组织快速诊断是评估供肝质量的主要方

法，但在冰冻条件下肝组织有时固定效果不佳， 

导致组织收缩和细胞清晰度降低，影响诊断的准确

性，故应对送检组织及时进行良好固定。

2.1 大泡性脂肪变性 ：发生大泡性脂肪变性的

肝细胞对缺血 / 再灌注损伤（ischema reperfusion 

injury， IRI）敏感，是导致供肝微循环和功能障碍

以及诱发排斥反应的重要原因。建议从供肝的左叶

和右叶分别取活检组织，以减少肝细胞脂肪变性分

布偏差对诊断的影响。冰冻条件下肝细胞易产生冰

晶，在苏木素 - 伊红（hematoxylin-eosin， HE）染

色片上与脂肪空泡、水样变性空泡及糖原空泡相似，

需注意鉴别，必要时可做油红 O 或苏丹Ⅲ染色辅

助判断。

2.1.1 脑死亡和心脏死亡供肝 ：① 轻度 ：大泡性

脂肪变性＜ 20％，以局灶性分布为主，使用安全 ；

② 中度 ：大泡性脂肪变性占 20％～ 30％，以带状

分布为主，使用较安全，但心脏死亡供肝易发生缺

血 / 再灌注损伤和缺血性胆管炎［8］；③ 重度 ：大

泡性脂肪变性＞ 30%，以小叶分布为主，是导致

移植肝功能丧失的独立危险因素［9-10］。有报道显

示，若无重要危险因素存在，大泡性脂肪变性达

30％～ 60％的供肝也可以安全使用［10］。

2.1.2 活体供肝 ：① 轻度 ：大泡性脂肪变性≤ 

10％ ；② 中度 ：大泡性脂肪变性占 10％～ 30％ ；

③ 重度 ：大泡性脂肪变性＞ 30％，可显著增加肝

移植物衰竭的风险［11］。

2.2 小泡性脂肪变性 ：单纯小泡性脂肪变性一般

不影响移植肝的功能，但若同时存在中至重度的小

泡性与大泡性脂肪变性时，则可能会严重影响移植

肝的功能和受者的预后，应慎重使用［12］。

2.3 其他 ：应报告肝细胞变性坏死、肝炎、肝纤

维化和肝细胞胆汁淤积等病变情况。

建议 2 ：冰冻切片快速诊断评估供肝脂肪变性的组

织学类型和严重程度时，应注意避免组织固定因素

的影响，供肝最终能否被用于移植应由临床结合各

种危险因素综合判定（A 级， Ⅰ类）。

3 IRI

3.1 临床特点 ：IRI 包括供肝的热缺血、冷缺血以

及再灌注等全过程引起的损伤，约 40％发生在术

后 7 天内，是诱发急性排斥反应（acute rejection， 

AR）、 胆管并发症和导致移植物功能不良（initial 

poor function， IPF）和原发性无功能（primary non- 

function， PNF）的重要原因［7］。受者常在移植

后的数小时内出现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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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minase，ALT）和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明显升高。此后，于术后 

1 周内，ALT 和 AST 通常很快恢复正常，损伤严重

时可导致 PNF，出现胆红素总量（total billirubin， 

TB）和 γ- 谷氨酰转移酶（γ-GT）持续性升高。

轻度 IRI 的组织学修复约需 10 ～ 15 天，中至重度

IRI 的肝损伤指标可能在术后 1 至数月恢复正常［7］。

3.2 组织学特点 ：主要表现为中央静脉周围肝

细胞的水样变性 / 气球样变性 / 小泡性脂肪变性、 

毛细胆管胆汁淤积、肝细胞坏死和凋亡以及小胆管

炎［13］，肝窦内中性粒细胞的数量和微循环障碍与

IRI 的严重程度有关。

3.3 肝实质损伤分级标准 ：以下 3 种病变可单独

或合并出现，以分级最重者作为评价标准。

3.3.1 肝细胞变性 ：① 轻度 ：累及面积＜ 30％ ；

② 中度 ：累及面积 30％～ 50％ ；③ 重度 ：累及面

积＞ 50％。

3.3.2 肝细胞胆汁淤积 ：分级标准同上。

3.3.3 肝细胞坏死：主要累及中央静脉周围肝细胞。

① 轻度 ：肝细胞点状坏死及少量凋亡 ；② 中度 ：

肝细胞灶性坏死及较多凋亡 ；③ 重度 ：肝细胞融

合性 / 带状坏死。

3.4 鉴别诊断 ：需与 AMR、AR、药物性肝损伤、

胆管并发症相鉴别。

建议 3 ：IRI 与排斥反应等肝移植后早期并发症的

临床表现相似，但治疗原则相左。因此，病理诊断

时应特别注重结合临床，并注意把握组织学特征进

行鉴别诊断（B 级， Ⅰ类）。

4 AMR

4.1 临床特点 ：肝移植后急性 AMR 的发生率约

为 0.3％～ 2.0％，多发生于术后数天至数周之内， 

多见于 ABO 血型不相容间移植和受者血清中供者

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y， DSA）阳性 

（平均荧光强度 10 000）者，而严重的急性 AMR

多见于存在高滴度 DSA 的受者。此外，由于肝移

植后免疫微环境的改变，8％～ 39％的受者还可能

出现新生 DSA，由此也会增加发生 AMR 的风险。 

AMR 损伤的主要靶点为血管内皮细胞（包括动脉、 

静脉及肝窦）［14］。AMR 的早期经有效治疗后，

血清 DSA 滴度降低，肝功能逐步恢复，肝组织

内 C4d 染色减弱或消失，组织学损伤程度减轻，

但 AMR 的晚期有转为慢性排斥反应（chronic 

rejection， CR）的风险［15］。AMR 的最终诊断需结

合血清 DSA 检测、组织病理学和 C4d 免疫组化结

果加以综合判定。

4.2 组织学特点

4.2.1 急性 AMR 的组织学特点 ：① 门静脉分支血

管内皮细胞肥大，血管扩张；② 嗜酸性粒细胞性中

央静脉炎 ；③ 门管区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④ 门管

区淋巴细胞浸润 ；⑤ 淋巴细胞性静脉炎，④和⑤

项与 AMR 负相关［16-17］。此外，肝窦中性粒细胞浸

润，胆管周围血管丛 / 门管区毛细血管炎（血管腔

内出现单核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由嗜酸性粒细

胞、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介导的静脉内皮炎，小

胆管反应性增生，肝细胞点状坏死，小叶中央肝细

胞水样变性和胆汁淤积，胆管壁坏死及胆管周围血

管丛小动脉消失等表现，也都可见于急性 AMR［18］，

而门管区急性排斥反应“三联征”（门管区淋巴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等混合炎症细胞浸润，

胆管上皮炎性损伤和静脉内皮炎）不典型。

4.2.2 慢性 AMR 的组织学特点 ：表现为门管区非

炎症性纤维化、轻度活动性界面炎和小叶炎、胆管

狭窄、窦周纤维化、门管区胶原化、静脉分支管腔

闭塞和结节再生性增生等［19-20］。

4.3 诊断标准

4.3.1 确诊 ：满足以下①～③项。

4.3.2 高度可疑：满足以下①～③项中的任意两项，

合并④和⑤中任意一项。

4.3.3 可疑 ：满足以下①～③中任意一项，合并 

④和⑤［21］。

  ① 血清 DSA 阳性 ；② 肝组织内 C4d 阳性 

（判定标准见下“C4d 免疫组化染色”）；③ 出现微

血管损伤和微血管炎等组织学表现 ；④ 出现 AR

或 CR 病理表现 ；⑤ 排除造成肝损伤的其他原因。

4.4 C4d 免疫组化染色

4.4.1 检测方法 ：石蜡切片组织进行 C4d 免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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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染色较为方便，应使用多克隆抗体，而冰冻切片

免疫荧光染色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更高。此外，还需

注意 C4d 阴性 AMR 的存在。

4.4.2 染色阳性标准 ：肝组织内小血管内皮细胞阳

性着色，包括肝窦内皮细胞及门管区间质毛细血管 / 

小静脉内皮细胞染色，病变严重时胆管上皮也可以

出现阳性［15］。

4.4.3 染色阳性强度 ：① 0 分 ：小血管无染色 ； 

② 1 分（轻微）：小血管染色占比＜ 10％ ；③ 2 分 

（灶性）：小血管染色占比为 10％～ 50％ ；④ 3 分 

（弥漫）：小血管染色占比＞ 50％［23］。

4.4.4 阳性诊断标准 ：阳性染色强度＝ 3 分，且

满足以下 3 项中的任意 2 项 ：① ≥ 4 个门管区

血管内皮细胞着色 ；② 肝窦内皮细胞线性着色 ； 

③ ≥ 2 个中央静脉血管内皮细胞着色［22］。

4.5 鉴别诊断 ：需与 IRI、AR、HBV 肝炎和 HCV

肝炎等相鉴别。需要注意的是，HBV 和 HCV 肝炎

复发等病变也可以出现 C4d 沉积，需注意结合血

清学检测鉴别诊断。

建议 4 ：对肝移植后血清 DSA 阳性、疑为 AMR 或

无明确病因的早期肝功能异常受者，及时行肝穿刺

活检和 C4d 染色有助于 AMR 的早期发现和早期治

疗（B 级， Ⅰ类）。

5 AR

5.1 临床特点 ：发生率为 30％～ 70％，多发生在

肝移植后 30 天内，以 5 ～ 15 天多见［7］。病程早期

或组织损伤轻微的受者常不出现明显的临床表现，

病程后期或重度损伤时，受者出现发热、移植肝体

积增大和压痛、胆汁量少且色淡，TB、ALT、AST、

GGT 和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等 

肝损伤指标显著升高或反复波动，外周血中性粒细

胞和嗜酸性粒细胞增多也较为常见。但上述临床和

实验室表现多缺乏敏感性和特异性。

5.2 组织学特点

5.2.1 门管区型 AR（PB-AR）：是肝移植后最常

见的 AR 类型，80％～ 90％发生在肝移植后 5 ～ 

30 天（中位数为 8 天），由 T 淋巴细胞介导，作用 

靶点是血管内皮细胞和胆管上皮细胞。经典的

PB-AR 具有门管区“三联征”，国际 Banff 评分系

统将门管区“三联征”按排斥反应活动指数（rejection 

activity index， RAI）各计 3 分，总分为 9 分［7，23］：

1 ～ 2 分为无 AR ；3 分为交界性 / 不确定性 AR ； 

4 ～ 5 分为轻度 AR；6 ～ 7 分为中度 AR；8 ～ 9 分 

为重度 AR。

5.2.2 中央静脉周围炎型 AR（CP-AR）：其发生

与抗体及 T 淋巴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均可能有关。

CP-AR 是一组病变的总称，包括中央静脉内皮炎、

中央静脉周围肝细胞坏死 / 脱失、单核细胞浸润、

周围肝窦充血和出血等病理改变组成，易导致肝

腺泡Ⅲ区桥接坏死和纤维化 ［24］。就诊断 CP-AR 而

言，肝穿刺组织内中央静脉＞ 6 个可满足诊断需要， 

中央静脉≤ 3 个则影响诊断的准确性。Banff 分

级系统主要是针对经典的 PB-AR，因而需要对

CP-AR 进行组织学分级［7］。

  Ⅰ级（轻微）：病变累及＜ 50％的中央静脉，

局限于腺泡Ⅲ区范围 ；Ⅱ级（轻度）：病变累及＞

50％的中央静脉，局限于腺泡Ⅲ区范围 ；Ⅲ级 

（中度）：病变累及＞ 50％的中央静脉，扩展到腺

泡Ⅱ区范围 ；Ⅳ级（重度）：病变累及＞ 50％的中

央静脉，超过腺泡Ⅱ区范围。

  肝移植术后早期出现 CP-AR+PB-AR 者发生

移植肝功能丧失和中央静脉周围炎的概率可能增

加。CP-AR 通常具有顽固性、耐药性和治疗后

易复发等特点，可能会增加抗排斥反应治疗的难

度。Ⅱ级以下的 CP-AR 有自发缓解的可能，若与

PB-AR 合并出现时，提示排斥反应加重。对顽固

性 CP-AR，建议在抗排斥反应治疗后进行病理学

复查，在客观判断抗排斥反应效果的基础上调整治

疗方案［24］。

5.2.3 迟发型 AR（LAR）：是指肝移植术后≥6个月 

发生的 AR，发生率为 7％～ 40％，免疫抑制剂

水平不足可能是诱发因素之一［25］。LAR 除可有

门管区“三联征”表现外，有时也表现为孤立性 

CP-AR，门管区炎症以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和

嗜酸性粒细胞为主，可出现界面炎和小叶炎，但静

脉内皮炎和胆管炎较轻。与经典的 PB-AR 相比，



·409·《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2017 年 11 月第 5 卷第 6 期  Prac J Organ Transplant（Electronic Version）， November 2017，Vol.5，No.6

LAR 更易转为 CP 并导致移植物功能丧失［26］。

5.3 鉴别诊断 ：需与 AMR、IRI、自身免疫性肝炎

（autoimmune hepatitis， AIH）、 病 毒 性 肝 炎、CP、

胆管 / 血管并发症以及药物性肝损伤等相鉴别。

建议 5 ：病理诊断 AR 时应报告 AR 的病理类型特

点，并进行规范的 RAI 组织学评分（A 级， Ⅰ类）；

孤立性 CP 还可见于 IRI、AIH、病毒性肝炎及药物

性肝损伤等病变，需注意鉴别诊断（B 级， Ⅰ类）。

6 CR

6.1 临床特点 ：CR 是一种形态学概念，并非依据

时间划分，可发生在肝移植后任何阶段，但多发

生在肝移植 1 年以后，5 年发生率为 3％～ 5％［7］。

CR 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 ：① 增强免疫抑制治疗

不能缓解或仍持续存在 AR ；② 多次 AR 发作史 ；

③ 长期存在亚临床 AR。实验室检查通常血清 TB、

GGT 和 ALP 升高。

6.2 组织学特点 ：以小胆管退行性变（胆管萎缩、

核固缩、胞浆空泡化和基底膜缺失）、数量减少或

消失，以及大、中动脉闭塞性动脉病变等为基本特

点，部分病例可出现门管区小动脉数量减少，病程

后期可出现小叶中央纤维化。小胆管增生是 CR 出

现逆转或鉴别诊断的重要依据。胆管上皮细胞的周

期调控蛋白 p2lWAF1/Cip1 抗体免疫组化染色阳性

有助于 CR 的早期诊断。可采用 Banff 系统的 RAI

分级标准评估 CR 程度，即根据胆管损伤或缺失、

肝纤维化和动脉病变，分别计 3 分，总分为 9 分，

其中 1 ～ 4 分为早期 CR，对抗排斥反应治疗仍可

能有应答 ；5 ～ 9 分为晚期 CR，对抗排斥反应治

疗的反应有限，常需要再次肝移植［7］。

6.3 小胆管缺失的判定 ：CR 的病理诊断中应注明

有小叶间胆管减少和退行性变的门管区占全部门管

区的比例，通常应做细胞角蛋白（CK7/CK19）免

疫组化染色加以确认，经过≥ 2 次肝穿刺检查证

实＞ 50％的门管区小胆管缺失时可诊断 CR，但在

肝穿刺组织门管区数量不足时需谨慎诊断［7］。

6.4 鉴别诊断 ：需与胆管并发症、药物性肝损

伤、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PBC）和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 PSC）等相鉴别。

建议 6 ：病理诊断 CR 时应进行 Banff 病理分期和

RAI 评分 ；动态肝穿刺活检观察到进行性小叶间

胆管退变和数量减少是诊断 CR 的重要组织学依据 

（A 级， Ⅰ类）。

7 胆管并发症

7.1 临床特点 ：发生率为 5％～ 25％，包括吻

合性狭窄和非吻合性狭窄（nonanastomotis biliary 

strictures， NAS）两大类，前者指胆管吻合口发生

的机械性阻塞或狭窄。NAS的发生率为5％～15％，

多发生于术后 5 ～ 8 个月，为肝动脉血栓或狭窄等

多种因素造成胆管周围血管丛受损，导致胆管供

血不足而引起肝内胆管的区段性或弥漫性狭窄和

坏死，又称为缺血性胆管炎或缺血性胆管病变［13］。

有研究显示，肝移植后 1 年内发生的 NAS 主要与

IRI 有关，而在 1 年后发生的 NAS 则与免疫介导

机制有关［27］，如 AR/CR 发作、巨细胞病毒感染及

AIH 受者等因素［28］。

7.2 组织学特点 ：胆管阻塞 / 狭窄的主要组织学

表现是门管区水肿及小胆管增生，伴中性粒细胞

为主的炎症细胞浸润，常有小胆管扩张并含胆栓、 

小叶中央肝细胞及毛细胆管胆汁淤积、中央静脉

周围肝细胞水样 / 气球样变性，小叶间胆管腔及

胆管壁内出现中性粒细胞。发生缺血性胆道病时， 

门管区少量以中性粒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为主的炎

症细胞浸润，小叶间胆管退行性变（包括胆管萎缩、 

上皮细胞凋亡、核固缩和基底膜缺失等），随着病

变进展，可出现胆管数量减少，较大胆管黏膜上皮

脱失、管壁坏死及胶原变性，胆管周围血管丛小动

脉坏死或消失［13］。胆管并发症后期可出现桥接纤 

维化［27-28］。

7.3 鉴别诊断 ：需与 AR、CR、药物性肝损伤和

PSC 等相鉴别。

建议 7 ：胆道造影及影像学检查是诊断胆管并发症

的主要依据。当临床难以将胆管并发症与其他并发

症相区别时，病理学检查具有一定的辅助诊断意义，

特别是在与排斥反应等并发症的鉴别诊断中具有重

要价值（A 级， 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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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药物性肝损伤（drug induced liver injury， DILI）

8.1 临床特点 ：国外报道肝移植后免疫抑制背

景下 DILI 的发生率为 2％，发生时间中位数为

术后 60 天（15 ～ 965 天）［29］；国内报道发生率

为 12.5％，44％的病例发生在术后 30 天（5 ～ 

1 643 天），其中 68.1％由抗菌药物、抗真菌药物和

抗病毒药物所致，31.9％由抗肿瘤药物和免疫抑制

剂等药物所致［30］。肝移植后通常需要较长时期使

用免疫抑制剂和非免疫抑制剂等药物，这些药物间

的相互作用也使得判断 DILI 的发生模式更为复杂，

而免疫抑制剂的治疗浓度与中毒浓度之间差别并不

大，一些无临床症状的 DILI 仅在程序性肝穿刺检

查时得以发现。

  目前临床上以无症状受者出现血清 ALT ＞3倍 

正常值上限（3×ULN）和 ALP ＞ 2×ULN 作为诊

断 DILI 的主要实验室指标［31］，当难以与其他并发

症引起的肝功能异常相区别时，常需要借助肝穿刺

活检进行鉴别。病理学检查作为一种排除性诊断，

可参考以下辅助诊断条件 ：① 临床存在可能引起

DILI 的用药史 ；② 出现 DILI 的肝功能损伤指标 ；

③ 免疫抑制剂的血药浓度过高或波动较大 ；④ 出

现以肝细胞变性和毛细胆管胆栓为主的形态学改

变 ；⑤ 排除其他引起移植肝功能异常的并发症 ；

⑥ 停用可疑药物后，临床症状改善、肝损伤指标

下降或转为正常，肝组织学损伤减轻或消失。

8.2 组织学特点 ：引发 DILI 的药物类型与组织学

损伤类型之间缺乏关联性，80％的 DILI 为轻至中

度损伤，作用靶点以肝实质细胞为主，也可累及胆

管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共性表现为肝腺泡Ⅲ区肝

细胞水样 / 气球样变性、脂肪变性和毛细胆管胆汁

淤积，肝细胞凋亡及核分裂易见，门管区和肝窦出

现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混合性炎

症细胞浸润，严重者出现肝腺泡Ⅲ区为主的融合坏

死及桥接坏死 ；病程迁延者可出现肝细胞大泡性脂

变、门管区炎性纤维组织和小胆管增生及肉芽肿病

变等。发生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时还可导致肝静脉阻

塞症和肝紫癜症等［29-31］。

  有报道显示，不同免疫抑制剂引起的 DILI 有

一定差异，如：① 环孢素 A（CsA）：肝细胞气球样变、

胆汁淤积和点状坏死 ；② 他克莫司 ：中央静脉周

围肝细胞缺失，肝窦扩张淤血，肝细胞胆汁淤积和

灶性坏死，可出现结节性增生改变 ；③ 肾上腺糖

皮质激素 ：肝细胞气球样变或脂肪变性，大剂量使

用可能诱发移植后淋巴组织增生病 ；④ 西罗莫司 ：

门管区少量单核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浸润、轻度界

板炎和肝窦淤血 ；⑤ 硫唑嘌呤 ：轻度肝细胞胆汁

淤积和肝窦扩张淤血，或呈紫癜样改变，严重者出

现小叶中央性肝细胞坏死、中央静脉纤维化、胆汁

淤积性肝炎以及胆管上皮损伤，长期用药可能出现

局灶性结节性增生［7，29-31］。

8.3 组织学分级：着重观察肝细胞水样变性、脂肪 

变性、坏死和胆汁淤积的范围和程度。① 轻度：累

及面积＜ 30％，肝细胞点状坏死 ；② 中度 ：累及 

面积 30％～ 50％，肝细胞融合性坏死 ；③ 重度 ：

累及面积＞ 50％，肝细胞片状坏死。

8.4 鉴别诊断 ：需与取 IRI、 AR、 CR、AIH、 HBV/

HCV 肝炎、感染和胆管并发症等相鉴别。

建议 8 ：肝移植受者始终存在 DILI 风险，对于无明 

确病因出现肝损伤指标显著升高者应怀疑 DILI 可

能 （A 级， Ⅰ类）。但 DILI 的组织学表现缺乏诊断特

异性，最终病理诊断应建立在鉴别诊断的基础之上 

（B 级， Ⅰ类）。

9 新发自身免疫性肝炎（dn-AIH）

9.1 临床特点 ：是指患者因非 AIH 原因接受肝移

植治疗，移植后发生了典型的 AIH，出现高丙种球

蛋白血症及相应自身抗体升高。儿童和成人的发生

率分别为 5％～ 10％和 1％～ 2％，可发生于术后

任何时期，是导致肝移植后晚期（＞ 1 年）移植肝

功能丧失的原因之一。肝移植后 HCV 复发、多次

AR 发作史以及免疫抑制剂水平低等是诱发因素。

患者对标准的 AIH 治疗方案有效，而对抗排斥反

应治疗无效［32］。Banff 工作组曾提出 dn-AIH 最低

诊断标准 ：① 存在慢性肝炎的组织学表现 ；② 抗

核抗体滴度增高（≥ 1：160）；③ 高 γ 球蛋白血症；

④ 除外其他引起肝功能异常的原因。

9.2 组织学特点：呈典型 AIH 慢性肝炎表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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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管区淋巴浆细胞浸润并穿入邻近肝实质，形成界

面炎和桥接纤维化，肝细胞玫瑰花环形成以及伴浆

细胞浸润的小叶中央肝细胞坏死等，严重者可出现

桥接 / 融合坏死，发生孤立性 CP 及腺泡Ⅲ区和（或）

门管区纤维化者预后不良。当 dn-AIH 富含浆细

胞（≥ 30％）时也称为浆细胞性肝炎（plasma cell 

hepatitis， PCH），IgG4 免疫组化染色阳性浆细胞占

25％以上的其炎症活动度和纤维化程度会加重，但

对加强免疫抑制治疗的反应较好［33］。小叶中央坏

死性炎症的活动度及小叶中央浆细胞的比例达到

30％～ 50％时，对诊断 dn-AIH 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较高［34］。当组织学检查显示门管区浆细胞增多时，

应提示临床做自身抗体检测。目前 Banff 工作组

将 dn-AIH 和浆细胞性肝炎都归于富浆细胞性排斥 

反应［20］。

9.3 鉴别诊断 ：需与 AR、CR、特发性移植后肝

炎（idiopathic post-transplantation hepatitis， IPTH）、

胆管并发症、药物引起的自身免疫样肝炎及 HCV

肝炎伴自身免疫现象等相鉴别。

建议 9 ：当肝移植后无明确病因的肝功能异常患者

出现慢性肝炎的组织学表现时，应考虑到 dn-AIH

的可能，必要时行 CD38 和 CD138 免疫组化染色

明确浆细胞成分，结合实验室检查结果，按照 AIH

诊断标准进行评估和诊断（B 级， Ⅰ类）。

10 特发性移植后肝炎

10.1 临床特点 ：是指肝移植受者在无明确病毒感

染或 AIH 等情况下出现了慢性肝炎的病理改变，可

伴有肝脏功能轻度异常。IPTH 多在肝移植后 5 年 

和 10 年进行的程序性肝穿刺检查时发现，术后 

10 年发生率为 65％，成年人为 10％～ 30％，儿童

为 22％～ 64％，24％～ 73％的患者出现血清低滴

度的抗核抗体及抗平滑肌抗体［35］，多次发生 AR

或 LAR 者发生 IPTH 的概率可增加 2.8 倍。有研究

认为 IPTH 可能是由免疫介导性损伤所致，与免疫

抑制剂不足有关。IPTH 具有类固醇依赖性，预后

较差，随访 10 年的肝穿刺检查病例中，50％可出

现桥接纤维化或肝硬化，并与 CR 的发生相关 ；早

期发现和增强免疫抑制治疗有可能使病变逆转［36］。

10.2 组织学特点 ：IPTH 主要表现为门管区界面

炎伴单核细胞浸润，可累及门管区周围肝实质， 

门管区因小胆管增生和不规则界面炎而扩大，还可

出现不同程度的小叶炎、肝细胞脱失和凋亡以及

CP 等表现，静脉周围可出现单核细胞浸润，但无

明显静脉内皮炎和胆管炎，应对肝纤维化程度进行

组织学分级［36］。

10.3 鉴别诊断：需与各类病毒性肝炎（HBV、巨细 

胞病毒、EB 病毒等）、AIH 和 PSC 复发、LAR 和

CR 等相鉴别。

建议 10 ：IPTH 的正确诊断对临床制订治疗方案和

评估十分重要，但作为一种排除性诊断，需要注

意与排斥反应、病毒性感染和胆管并发症等鉴别 

（B 级， Ⅱ A 类）。

11 附 录

  肝移植病理检查申请单与报告单模板（请到本

刊网站下载，下载网址 ：http ：//zhqgyzz.yiigle.com/

photo/908458.jhtml）。

  指南编写专家委员会

学术顾问：吴孟超，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郑树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王学浩，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孝平，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刘永锋，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

执笔：丛文铭，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王政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赵景民，解放军第

三〇二医院；刘纪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编写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步宏，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陈杰，北京协和医院；陈骏，南京大学医学院

附属鼓楼医院；程颖，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丛文铭，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董辉，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冯晓文，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傅志仁，第二军医大学长征

医院；高润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郭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 

何晓顺，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纪元，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李弘，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强，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李增山，第四 



·412·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2017 年 11 月第 5 卷第 6 期  Prac J Organ Transplant（Electronic Version）， November 2017，Vol.5，No.6

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刘纪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鲁昌立，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罗莉， 

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 ；吕福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佑安医院 ；任正刚，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

邵春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盛霞，第二军医

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石炳毅，解放军第三〇九

医院 ；石怀银，解放军总医院 ；石毓君，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王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慧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王政禄，天津市

第一中心医院 ；巫林伟，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夏春燕，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夏强，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徐骁，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薛玲，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晏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闫晓初，第三军医大学 

西南医院；于文娟，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张海斌，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张丽华，东南大

学附属中大医院；张水军，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赵景民，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 ；郑虹，天津市第一 

中心医院 ；郑智勇，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周俭，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周炜洵，北京协和医院。

XXX    医院

一、肝移植病例检查申请单

送检医院：本院[  ]/外院：                   病理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送检日期： 年 月 日

科室： 床号： 住院号： 收到日期： 年 月 日

一、 病史摘要

受者：发病时间 ；临床诊断：

供者：年龄： 岁； 性别：男[  ] 女[  ]；临床诊断：

类型：DBD[  ]；DCD[  ]；DBCD[  ]；LDLT[  ]；其他情况：

二、 手术情况

移植时间： 年 月 日；移植类型：原位[  ]；背驮[  ]；其他：

供肝：保存液类型：   ；热缺血类型： ；冷缺血时间： ；无肝期时间： ；

胆道热缺血时间： ；ABO 血型配型：[  ]型→[  ]型；HLA 配型：

三、 再次肝穿刺（移植）病史

前次肝穿刺（移植）时间： 年 月 日；前次肝穿刺（移植）病理号：

前次肝穿刺（移植）病理诊断：

四、 影像学检查时间： 年 月 日；检查方法：

胆管情况：                           ；肝脏情况：

肝血管及肝血流情况：                 ；其他病变：

五、 实验室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ALT:   U/L;  AST:   U/L;  γ-GT：   U/L;  ALP：   U/L; T-Bil： μmol/L;

D-Bil： μmol/L;  HBV/HCV： ；CMV： ；EBV： ；其他：

六、 用药剂量及血药浓度

FK506 剂量： ng/ml； CsA 剂量：    ng/ml；皮质激素剂量： mg;

RAPA 剂量： ng/ml；MMF 剂量： g；抗病毒药物：

其他用药：

七：送检样本情况：

供肝修整： 块； ×    ×    ×  cm；零时活检： 块； ×    ×    ×  cm；

肝穿刺组织： 条； 长度：    cm；肝肿瘤：部位： ；直径： ；

数量： 个； 肝外病灶部位：病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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