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四川省临床科学合理用血规范化管理培训班 

日程安排 

日期 时  间 内  容 主讲人 主持人 

5 月 22 日 10∶00-19∶00 培训班报到 
王为、

黄璐等 

5 月 23 日 

上

午 

8∶30-8∶40 开幕式（领导讲话） 领  导 袁红 

8∶40-10∶10 外科输血 MDT 策略 李碧娟 

休息 10 分钟 
林嘉 

传良敏 

10∶20-11∶50 急性大量失血的处理策略 廖刃 

12∶00-14∶00 午餐、休息 

下

午 

14∶00-15∶30 外科 ICU 患者的合理用血案例介绍 金晓东 

袁红 

杜琼 

休息 10 分钟 

15∶40-16∶25 临床输血安全风险管理 袁  红 

16∶25-17∶10 输血形势所带来的自体输血思考 饶绍琴 

17∶30 晚餐、休息 

5 月 24 日 

上

午 

8∶30-10∶00 诠释内科危重症患者精准个体化输血策略 李志强 

张剑波

饶绍琴 
休息 10 分钟 

10∶10-11∶40 产科大出血患者的输血策略及案例分析 梅  劼 

12∶00-14∶00 午餐、休息 

下

午 

14∶00-15∶30 儿童常见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及输血治疗 朱易萍 
何 屹

王智斌 
15∶30-17∶10 血液病患者的输血适应症及无效输注对策 黄晓兵 

17∶10-17∶30 培训考试 何屹、王为等 

17∶30-18∶00 晚餐、撤离 

培训地点：教育宾馆学术报告厅（培训地点如有变动，以临时通知为准）。



廖 刃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科

严重创伤大量失血的处理策略

创伤导致死亡——10%全因死亡

死亡高峰：

创伤导致死亡主要原因——66~80%因失血

创伤失血导致死亡的发生时间——伤后6小时内

早期行有效的复苏管理，预计可减少10~15%创伤导致的死亡！

50%

现场死亡

心脏大血管、

脑干损伤

30%

伤后1-4小时

大量失血

20%

后期死亡

失血、感染

创伤患者的首要处理措施

控制出血是决定患者是否能够存活的关键！

损伤控制手术

腹主动脉球囊阻断

不强求一次做完所有手术，可二期修复

维持血液基本功能
• 运输 —— 血容量，红细胞

• 凝血 —— 血浆、血小板

• 代谢 —— 酸碱平衡、电解质

• 免疫 —— 输注异体血影响免疫功能

补充和维持血容量

不能以泵注去甲肾上腺素维持的血压水平认为不缺容量！
容量缺乏时需要增加心输出量以维持血流动力学指标！

创伤和失血的主要病理生理改变：有效循环血容量下降

重要脏器氧供/氧耗失衡，微循环灌注不足，氧利用程度降低，线粒体氧化磷酸化降低

Class I Class II Class III Class IV

失血量 10-15%，< 750ml 15-30%，750-1500ml 30-40%，1500-2000ml >40%，>2000ml

心率 <100次/分 >100次/分 >120次/分 >140次/分

血压 正常 正常 降低 明显降低

脉压差 正常或轻微增高 降低 降低 明显降低

尿量 >30ml/hr 20-30ml/hr 5-15ml/hr 无尿

CNS 轻度烦躁 烦躁 烦躁，意识模糊 意识不清，嗜睡

输注红细胞，改善全身氧供

临床判断血容量相对正常再评估血红蛋白水平

紧急输血预案

大量输血方案和相关不良反应

严重创伤大量失血的处理策略



非同型输血：

紧急情况下，O型供血者的血液给非O型受血者使用的输血原则；或

ABO血型相同，Rh阴性受血者接受Rh阳性血液的输血原则。

O型Rh阴性/阳性红细胞+AB型血浆/血小板

O型红细胞膜上不含A和B抗原， O型供血者血浆中的抗-A、抗-B的效

价较低，若输入的红细胞量较小，进入受血者血液中的抗体，可以被

受血者的血浆稀释、冲散或中和，而不发生凝集反应（即不会引起溶

血反应）

紧急输血预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紧急输血预案

• 当患者未合血，但在紧急情况下必须在15分钟内输血，由麻醉科医疗组长以上的资质
人员电话通知输血科值班医师，启动紧急输血预案。

• 紧急输血指征：各种原因导致的、估计会立即危及生命的大出血，尤其是急性创伤、
产后等导致的大出血。

• 15分钟内，输血科无法完成常规ABO/Rh血型、不规则抗体筛查、交叉配血工作，只
能提供O型Rh阳性红细胞及AB型血浆。

• 紧急输血应由麻醉科医疗组长以上资质的人员确认，在患者“输血申请单”左上角注
明“紧急情况输用O型血”，相关资质人员签名并盖章。

• 患者血型未知而紧急输用O型Rh阳性血时，一次取血量不超过4单位。输血科在发出O
型Rh阳性血后，应尽快进行患者ABO/Rh血型鉴定、抗体检查、交叉配血实验，如发
现Rh阴性、抗体筛查阳性或交叉配血不相合，则应立即通知临床。

大量输血（Massive transfusion, MT）

• 24小时内输入的浓缩红细胞＞20U或≥循环血容量

• 3小时内输血量＞1/2循环血容量

• 出血速度＞150ml/min

大量输血目标：
恢复血容量，纠正贫血，维持组织灌注和氧供
阻止继续出血，同时控制出血
科学合理输血，降低输血风险，提高抢救成功率

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M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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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输血的不良反应

• 急性溶血反应

• 血液制品的细菌污染

• 过敏反应

• 输血相关急性肺损伤（TRALI)

• 严重发热反应

• 输血相关循环超负荷

• 大量输血相关代谢问题

• 气栓& 微栓

• 内环境紊乱（酸中毒，高钾血症）

• 氧输送能力降低

• 低温

☆大量输血患者的致命三联症：凝血病理、酸中毒、低体温
☆ RBC输注＞20U后死亡风险大增

维持凝血功能：血浆、血小板、冷沉淀

• 不需与红细胞捆绑输注，且需足量输注 10~15ml/kg
• 可能发生大量输血的情况下早期使用

合理应用，避免滥用！

严重创伤大量失血的处理策略



维持酸碱平衡和电解质正常

监测血气

避免代谢性碱中毒

低钾低钙易发生，注意补充

失血比例 失血量 治疗考虑

<10％ 400ml 晶体液

<20％ 800ml 胶体液

20－50％ 800-2000ml 红细胞

50－100％ 2000-4000ml 红细胞＋FFP

>100％ >4000ml 红细胞＋FFP＋血小板

☆ 先补液，后输血
☆ 早期血浆和血小板治疗
☆ 如果FFP不能纠正凝血因子和纤维蛋白原水平，要及时补充冷沉淀
☆ 维持至少40%的血浆凝血因子和血小板计数50~100×109/L

血液保护措施

术中自体血回输

氨甲环酸的应用

纤维蛋白溶解抑制剂，可与血浆纤维蛋白溶酶原结合而抑制其与纤维蛋
白的结合，从而干扰纤维蛋白溶解的进程。

常规保温

• 低体温影响酶的活性，药物代谢减慢

• 低体温影响凝血、免疫，增加感染几率

• 低体温增加氧耗，减少脑血流

保温措施：

• 热风机+温毯

• 输血输液加温

• 温盐水冲洗

严重创伤大量失血的处理策略



经股动脉置入球囊导管的腹主动脉内球囊阻断技术，对骨
盆、盆腔、骶尾部、脊柱下段和下肢上段等部位手术出血
进行有效的控制 。

腹主动脉内球囊阻断术

图1  骶尾部巨大脊索瘤，采用阻断术后手术出血量仅 200ml ，手术时间 1h 以内。

图2  动脉内球囊阻断下无血/少血术野

策略小结

04

03

02

01 首要目标：血容量

维持酸碱和电解质平衡

纠正凝血功能

补充红细胞提高携氧能力
控制出血最关键！

合理应用血液保护措施

问 题 1
大量输血的概念不包括以下哪一项？

A. 24小时内输入的浓缩红细胞＞20U

B. 24小时内输血量≥循环血容量

C. 12小时内输血量＞1/2循环血容量

D. 3小时内输血量＞1/2循环血容量

问 题 2
大失血时，决定患者能否存活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A. 补充足够凝血因子

B. 补充足够血容量

C. 控制出血

D. 补充足够白蛋白

问 题 3
一次血浆输注的剂量通常为多少？

A. 5～8ml/kg

B. 10～15ml/kg 

C. 20～30ml/kg 

D. 无明确规定，按经验输

严重创伤大量失血的处理策略



问 题 4
氨甲环酸属于哪类药物？

A. 纤维蛋白溶解抑制剂

B. 抗血小板药物

C. 加快凝血过程药物

D. 溶栓药物

问 题 5
大量输血的致命三联征是指哪些并发症？

A. 循环超负荷、低体温、输血相关急性肺损伤

B. 低体温、酸中毒、凝血病理

C. 输血相关急性肺损伤、凝血病理、急性溶血反应

D. 酸中毒、急性溶血反应、循环超负荷

谢 谢！

严重创伤大量失血的处理策略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重症医学科
金晓东

www.westicu.cn

外科ICU合理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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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血液的携氧能力 纠正止凝血功能异常

除了这2个目的以外的输血，即为不合理输血

输血的目的

合理输血

3

• 红细胞输注指征偏宽

• 术前备血带有随意性

• 滥用血浆补充血容量和营养

• 有专家指出，滥用血浆何时了？

• “冷链”保护意识差

• Rh(D)阴性及其他稀有血型患者普遍缺少应急用血
措施。

临床输血存在的问题

4

大力提倡成分输血

限制不必要的输血

尽量减少输血

大力提倡自体输血

面对“血荒”和“血祸”应采取的对策

5

为何要成分输血

全血输注有很多缺点：最主要的缺点是全血中保存损害

产物多，如细胞碎屑、钾、钠、氨、乳酸等

成分输血有很多优点：最主要的优点是制品浓度高、疗

效好、不良反应少、减少输血相关传染病的发生、便于

保存、使用方便、综合利用，节约血液资源。

大力提倡成分输血

6

一、红细胞制品
悬浮红细胞(红细胞悬液 、添加剂红细胞)

浓缩红细胞（很少用）

少白细胞的红细胞(去白膜法和过滤法制备)

洗涤红细胞

辐照红细胞

冰冻红细胞

年轻红细胞（很少用）

红细胞

外科ICU合理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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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床输血技术规范》

附件三 手术及创伤输血指南

红细胞

 血红蛋白>100g/L，可以不输

 血红蛋白<70g/L，应考虑输

 血红蛋白在70～100g/L之间，根据患者的贫血程度﹑

心肺代偿功能﹑有无代谢率增高以及年龄等因素决定

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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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制品

1、新鲜冰冻血浆(FFP)

• 该制品是取新鲜全血于6～8小时内离心将血浆分出，并

迅速冰冻成块。

• 这样一种制备方法几乎保存了血液中所有的凝血因子。

• 多数血站将FFP制成200m1、100m1、50m1的不同规格。

2、普通冰冻血浆

血浆

9

新鲜冰冻血浆(FFP)的适应证

• 单个凝血因子缺乏的补充(无相应浓缩剂时)；

• 肝病病人获得性凝血功能障碍(这是应用FFP的最
佳适应证)；

• DIC的治疗

• 大量输血伴发的凝血功能障碍；

• 口服抗凝剂过量引起的出血；

• 抗凝血酶Ⅲ(ATⅢ)缺乏的补充；

•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治疗；

• 血浆置换时的置换液。

10

× 用于扩容

× 补充营养

× 促进伤口愈合

×治疗免疫缺陷

血浆不合理应用

11

FFP的用法

一般认为：

• FFP的输注剂量为10～20ml/kg时，多数凝血因子水平将上升25％

～50％。

• 大多数凝血因子在较低水平时就能止血，故FFP的应用剂量不必太

大，以免发生循环超负荷的危险。

• 通常FFP的首次剂量为10～15ml/kg，维持剂量为5～10ml/kg。

• 融化后在24h内用输血器输注，输注速度为5～10ml/min。

血浆的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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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血小板制品

• 手工法制备的血小板

• 单采法(用血细胞分离机)制备的血小板

• 去除白细胞的血小板

• 液态保存的血小板

• 冰冻保存的血小板

• 移除大部分血浆的血小板

• 洗涤血小板

• 辐照血小板

血小板

外科ICU合理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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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血小板输注的适应证

(一)治疗性输注(血小板数低伴有出血，国外统计仅占血

小板用量的30﹪)，主要用于:

• 血小板生成减少:见于各种原用所致骨髓抑制或衰竭。

• 血小板功能异常，如血小板无力症(罕见)、阿斯匹林类

药物所致(多见)。

• 血小板稀释性减少：见于大量输血的病人。

• 一般认为每㎡体表面积输入1.0×1011个血小板可提升血

小板数5～10×109／L。

血小板

14

(二)预防性输注(血小板数低不伴有出血，国外统计占血

小板用量的70﹪)，主要用于：

• 血小板＜20×109／L伴有发热或感染要输

• 血小板＜5×109／L需紧急输注(易发生颅内出血)

• 侵入性检查：如腰穿、肝、肾穿刺等，血小板要升至

50×109／L(骨髓穿刺例外)

• 特殊部位的手术，如脑、内眼等手术，血小板最好升

至100×109／L

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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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输血技术规范》

附件三：手术及创伤输血指南

血小板

• 血小板计数>100×109/L，可以不输

• 血小板计数<50×109/L，应考虑输

• 血小板计数是50～100×109/L，根据是否有自发性出血

或伤口渗血决定

• 如术中出现不可控制渗血，不受限制

血小板的输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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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冷沉淀的特点

• 400ml全血分离的血浆制成的冷沉淀为1个单位，

• 200ml全血分离的血浆制成的冷沉淀为0.5个单位

该制品主要含有5种成分 －－丰富的因子Ⅷ

－－丰富的纤维蛋白原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因子ⅩⅢ

－－纤维结合蛋白（纤维

粘连蛋白）

冷沉淀凝血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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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冷沉淀的临床适应证

• 治疗儿童和成人（轻型）甲型血友病

• 补充纤维蛋白原（每单位冷沉淀含有纤维蛋白原

200～300mg）

• 治疗血管性血友病（我国少见）

• 治疗因子ⅩⅢ缺乏症（罕见）

• 补充纤维结合蛋白（Fn）

冷沉淀的常用剂量为1～1.5单位/10kg体重（指200mlFFP制
备的冷沉淀为1个单位）

冷沉淀凝血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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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临床输血技术规范》

附件三：手术及创伤输血指南（冷沉淀）

纤维蛋白原<0.8g/L

冷沉淀凝血因子的输注规范

外科ICU合理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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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白蛋白临床应用指南》指出

• 正确的应用：休克、烧伤、ARDS、体外循环

• 偶尔的应用：急性肝衰竭、腹水、肾透析

• 进一步观察的应用：新生儿黄疸、汞中毒

• 不合理应用：补充营养、肾病综合征、慢性肝硬化

白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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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一切不必要的输血

• 限制急性失血患者的输血

• 限制慢性贫血患者的输血

限制不必要的输血

21

1.首批晶体液扩容

早期有效扩容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失血性休克补充血容量和组织间液都很重要；

动物实验证实先输晶体液好；

经验证明首批扩容液应“先晶后胶”；

晶体液用量至少为失血量的3～4倍；

限制急性失血患者的输血

22

2.胶体液扩容

*人造胶体液（血浆代用品，代血浆）

右旋糖酐 （中分子、低分子）

明胶制剂：

琥珀酰明胶（佳乐施）

羟乙基淀粉（706代血浆，贺斯，万汶）

*血浆蛋白制品（白蛋白，PPF）

*血浆（不宜作扩容剂）

休克病人未充分补充晶体液之前，不宜补充胶体液：

限制急性失血患者的输血

23

对于急性失血病人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心输出量（CO），

其次才是纠正贫血。

要维持CO，输血就不是有效途径，Hb可能通过增加肺血

管阻力指数阻碍右心室射血。

因此，在低血容量病人的早期扩容阶段，不应该选择输

血，而要选择无细胞的复苏液－晶体或胶体液。

限制急性失血患者的输血

24

根据循环失血量判定红细胞输血需求

失血量 是否输血
血容量

减少15%

750ml 无需输血，除非患者原有贫血、严重的心脏或呼
吸系统疾病，无力代偿

血容量

减少15%—30%

800-
1500ml

不一定需要输注红细胞，给予晶体液或胶体液，
除非患者原有贫血、心肺储备功能低下或继续出
血

血容量

减少30%～40%

1500-
2000ml

晶体液、胶体液，快速扩容，可能输红细胞

血容量

减少40%以上

>2000ml 应输注晶体液或人造胶体液，快速扩容，需要输
注红细胞

外科ICU合理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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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血红蛋白及患者病情
决定是否给予输血

Hb值 是否输血

Hb＞100g/L 不必输血

Hb＜70g/L 应考虑输注悬浮红细胞

Hb介于70g/L～100g/L 根据患者代偿能力、一般情
况和病情决定

26

• 慢性贫血病人无须紧急处理，应积极寻找病因，针对病因

治疗比输血更为重要。

慢性贫血病人的贫血是缓慢发生的，多数病人已通过代偿

能够耐受Hb的降低。

Hb及Hct的高低不是决定是否输血的最好指标，而要以症

状为主；

无明显贫血症状者可暂不输血。

限制慢性贫血患者的输血

27

慢性贫血不存在血容量不足的问题，有输血指征者只能
输红细胞，无须输全血。
选择何种红细胞制品要根据病情决定，如：
（1）有输血后发热者选用少白细胞的红细胞；
（2）有输血后过敏者选用洗涤红细胞。
慢性贫血病人的输血指征：
（1）Hb＜60g/L或Hct＜0.18伴有明显贫血

症状者；
（2）贫血较重，虽无症状，但需要手术或待

产孕妇。

*贫血越重，输血速度要越慢﹙防止发生心衰！﹚。

28

 减少医源性失血

 减少手术失血

尽量减少出血

29

自体输血：是用患者自己的血液或血液成分满足 本人手

术或紧急情况时需要的一种输血疗法。

有三种方式：

 稀释式自体输血

 贮存式自体输血

 回收式自体输血

大力提倡自体输血

30

在开输血医嘱之前，我们应扪心自问：

如果这位患者就是我自己或我的亲人

，我还会输血吗？

合理输血势在必行

外科ICU合理用血



临床输血安全风险管理
四川省临床输血质量控制中心 袁红
www.labmedol.com 1033660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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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学家Lower

•英国科学家King

•患者Coga

•羊血

•数量不详

•观察1周

•未见异常

•自称变成新人

•输血可以改变人的
行为？

•变得强壮…？？

1667年11月23日

历史上的输血安全

4

•法国人Denis

•梅毒患者

•小牛血

•多次输血

•无明显疗效

•溶血性输血反应

•两个月后输血、死
亡

•后果很严重！

•追究法律责任！

• 1668年起英法两国
禁止输血150多
年……

其后… … ，1667年

历史上的输血安全

5 6

临床输血安全风险管理



1900年

1907年

1818年9月26日

•人与人之间第一次
同种输血

•没有血型概念
•没有抗凝
•没有输血装置
•风险极大、疗效不
确定

•病理学家兰士台纳
（维也纳）研究中
发现不同人血液之
间的凝集现象

•人类的ABO血型及
凝集规律

•1930年诺贝尔生理
学/医学奖

•Ottenberg
•第一次开始输血前
血液相容性实验

•1913年证实配合试
验可有效预防输血
反应

•证明血型抗原比血
型抗体相对重要

历史上的输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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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培 训——

责任心——

输血安全的保障

 输血标本采集
 核对！——病人信息核对
 核对！！——血液信息核对
 核对！！！——病人与血液的信息核对
 输血过程观察
 及时处理输血不良反应
 没有及时记录病历或记录不准确，留下隐

患

 输血标本采集
 核对！——病人信息核对
 核对！！——血液信息核对
 核对！！！——病人与血液的信息核对
 输血过程观察
 及时处理输血不良反应
 没有及时记录病历或记录不准确，留下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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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
安全

程序分类
13

等级医院评审医院输血安全管理核心条款等级医院评审医院输血安全管理核心条款
建立输血标本采集流程，执行输血前核对制度。（★）

——职能部门、临床科室（护理）、输血科

有血液贮存质量监测与信息反馈的制度。（★）

——职能部门、临床科室（护理）、输血科

有临床输血过程的质量管理监控及效果评价的制度与流程。（★）

——职能部门、临床科室（护理）、输血科

有控制输血严重危害（SHOT）的方案与实施情况记录。（★）

——职能部门、临床科室（护理）、输血科、医务人员、管理委员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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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最大的风险，也是最好的安全保障人是最大的风险，也是最好的安全保障

•人•人

•人•人

血液筛查
与采集

血液储存
与运输

输血科血
型鉴定交
叉配血

临床样本
采集与输

血

16

输血培训不足

• 医院等级评审中，无论《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

还是《二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对于临床输血培训

都有明确的要求。

• 临床输血培训必须涵盖各个条款中提到的需要培训的内容。

• 你可以在输血条款里面搜索“培训”，然后区分输血科的培训，

还是临床培训，分别归类展开培训。

17

以培训管理为例：

• 培训内容：没有涵盖规定的主要内容（八大
项：？？？？？？）

• 培训范围：没有明确培训重点科室
• 培训记录：虚假记录、无记录，没有记录接受培训人员

的科室
• 下一级培训监管不足

18

临床输血安全风险管理



临床培训核心内容

1、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临床合理用血知识（护理相关）

2、临床医师输血知识

3、血液保护相关技术

4、输血标本采集流程，执行输血前核对制度（护理相关）

5、识别潜在的输血不良反应症状（护理相关）

6、识别输血不良反应的标准和应急措施（护理相关）

7、控制输血严重危害(SHOT) 制度和流程（护理相关）

8、紧急抢救配合性输血管理制度（护理相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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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标本采集为例（错误做法或风险）：

单份标本鉴定血型、交叉配血

先采集标本，再打印、粘贴标签——无法核对！

为了只采集一次标本，虚开急诊申请——应规定急诊输血在配血时送第二份标本鉴定血型

一次采集两份标本，一份送血型鉴定，一份送交叉配血

一次采集多个病人标本

采集标本时不进行核对

病患不清醒、无家属、无腕带——如何核对？
21

输血标本正确采集要求

初次标本送血型鉴定

医护人员、普通病
人

第二次采集标本送交叉配血

医护人员、普通病
人

确认两次独立标本

输血科

22

危险的急诊输血标本采集要求

采集1次标本送急诊配血

医护人员、急诊输血或抢救输血病人
只有一次标本血型鉴定、交叉配血

输血科

23

正常急诊输血标本采集流程

初次标本送血型鉴定和交叉配血

医护人员、急诊输血或
抢救输血病人

第2次采集标本送血型复查（验证）

医护人员、急诊输
血或抢救输血病人

发血时接收第二份标本，
输血前完成血型复查

输血科

24

临床输血安全风险管理



虚开急诊逃避第2次标本采集

采集1次标本送急诊配血

医护人员、急诊输血或抢
救输血病人

采集1次标本送急诊配血

医护人员、假急诊输血和假
抢救输血病人

只有一次标本血型鉴定、
交叉配血

输血科

25

恶劣而又愚蠢的行为！

一次采集2管标本先送血型鉴定

医护人员、普通病人

再送另一管送交叉配血

虚假两次独立标本进行血型鉴定
和交叉配血

输血科

26

恶劣而又愚蠢的行为！

一次采集2管标本先送血型鉴定和交叉配血

医护人员、急诊输血或抢
救输血病人

取血时送另一管送血型复查（验证）

发血时确认第二份标本，输血前
完成血型复查

输血科

27

医生申请输血

医（护）人员运送标本

医生打印、粘贴
容器标签

医院规定医生和护士共同到
病房核对容器标识与病人信

息，采集病人合血标本

输血科工作人员与医（护）
双方核对、交接标本

严禁先采血，后打
印标签！

每次采血只能带一
个患者的标本管，
只能采集一个病人

没有双签字的标
本，输血科严禁

接收！医院规定医生、护士共同
签字，确保标本采集无误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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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备血上手术

——占用紧急用血库！
——或无血可用！
——谁承担责任？

30

临床输血安全风险管理



发血记录单 患者信息

血液信息

双方签名

31

输血器等任何
形式操作对于
血袋的损坏

32

血袋回收风险

33

输入过期或变质血液
血站血液混装

运输过程温控不当，无监控

交接不清点

输血科储存不当（比如未逐袋分类）

提前解冻血浆，未及时输注

特殊品种超过有效时间

取血量过多，4小时内没有完成输注

输注过程中超4小时

临床科室自行储存血液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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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管理
安全至上

37 38

不良事件常见问题
血液标本采集、标识、运输等错误

申请血液血型错误

纸质申请和电子申请重要信息不一致

计划不当或运送不当造成血液报废

违规申请

操作不当造成血液报损、技术人员和医护人员创伤

血液无法保证强行手术（需用血）

39

20？？年输血不良反应事件类型及科室分布
责任科室

输血申请关键
信息错误

标本错误 血液报废 未取下针头
违反血液紧缺
管理规定

合计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合计

责任科室
输血申请关键
信息错误

标本错误 血液报废 未取下针头
违反血液紧缺
管理规定

合计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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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情同意为例：

• 输血全套结果（已抽取输血前检测标本，未出结果者，应
在相应项目栏内填写“标本已抽，结果未回”或类似批注）

• 输血目的、成分、血量、次数（没有次数则每次签署）

• 输血之外的其他选择（如替代药物）

• 特殊情况输血有特殊说明

• 有医患双方签名及时间

• 无患方签字的紧急输血有医务部批准盖章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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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输血治疗病程记录为例：

有输血前
评估记录

输血前评
估指征或
检测指标
符合规范

要求

有输注成
分、血型
和数量

有输血开
始和结束

时间

有输注过
程情况观
察记录

有输血后
输注效果

评价

输血无效
者有原因

分析

其他

43

临床输血护理、
观察记录表

44

临床输血护理、
观察记录表

45

以临床输血相关文书管理为例：
随病历永久保存：
《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
血型检验报告及抗体筛查检验报告（必要时）
输血前评估相关检验报告
发血记录单
输血病程记录
临床输血护理、观察记录
输血后效果评价相关检验报告
输血不良反应调查分析及处置记录（如果有时则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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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 抽查数 得分 存在的缺陷
？？：是否签署输血治疗同意书未填、抗体筛查结果未填
？？：输血目的未填；
？？：患者民族未填，标本采集无护士签名；
？？：输血目的未填；
？？：女性患者孕产史未填，输血史及输血不良反应史未填；
？？：输血目的未填，抗体筛查结果未填，感染筛查结果未填；邹冰玉：输血目的未填；
？？：是否签署输血治疗同意书未填。
？？：患者国籍、民族未填；
？？：标本采集时间有修改未签字。
？？：女性患者孕产史未填；
？？：患者姓名修改未签字，是否签署输血治疗同意书未填；
？？：女性患者孕产史未填。

输血文书缺陷记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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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文书缺陷记录示例
科室 抽查数 得分 存在的缺陷

？？：是否签署输血治疗同意书未填，抗体筛查结果未填，感染筛查结果未填；
？？：抗体筛查结果未填。
？？：抗体筛查结果未填。
？？：女性患者孕产史未填。
？？：患者国籍、民族未填，女性患者孕产史未填，抗体筛查结果未填；
？？：感染筛查结果填写不规范；
？？：申请血型未填。
？？：是否签署输血治疗同意书未填；
？？：标本采集时间未填；
？？：患者国籍、民族未填，输血不良反应史未填，标本采集护士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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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 抽查数 得分 存在的缺陷
**：输血目的填写错误，输血指征结果未填，感染筛查结果填写不完整。
**：输血目的未填，是否签署输血治疗同意书未填，抗体筛查结果未填。
**：输血目的未填，抗体筛查结果未填。
**：抗体筛查结果未填；
**：是否签署输血治疗同意书未填，抗体筛查结果未填。
**：抗体筛查结果未填；
**：临床表现、临床诊断及手术名称都未填，申请类型未填，抗体筛查结果未填。
**：是否签署输血治疗同意书未填；
**：是否签署输血治疗同意书未填。
**：是否签署输血治疗同意书未填；
**：输血目的未填；
**：输血目的未填。

输血文书缺陷记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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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文书缺陷记录示例
科室 抽查数 得分 存在的缺陷

**：输血不良反应史有修改未签字，抗体筛查结果未填；
**：是否签署输血治疗同意书未填；
**：抗体筛查结果未填。
**：感染筛查结果填写不规范。
**：抗体筛查结果未填。
1、未填写孕产史、输血史；
2、抗筛结果未填；
3、是否签署输血治疗同意书未填；
4、感染性疾病筛查结果填写不规范；
5、标本采集无护士签名。
6、 申请单修改不规范，未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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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输血不良事件
违规申请用血

申请用血方式不当（如需要紧急抢救配合性输血普通申请）

备血方式不当（不及时或时间错误）

未签署知情同意书或无效知情同意

提前取血自行存储血液

同一输血器连续使用5小时以上

血液混匀不佳造成输血器堵塞

血液中或血液输注过程中加入药物

输血过程中过滤网被堵塞时强行挤压过滤网和输血管道

从发血到输血结束超过4小时（极为严重，视为报废血液）

错误备血（品种、数量等错误）

其他不规范操作行为（包括各种记录不全）
51

敬请批评指正……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输血科

10336602@qq.com 袁红

临床输血安全风险管理



四川省临床输血质量控制中心
饶绍琴

raoshaoqin@126,com

输血形势带来的自体输血思考

2

主要内容

• 临床用血及无偿献血现状

• 异体血液的输注

• 自体输血的思考

01 临床用血及无偿献血现状

血
液
短
缺

志愿献血从“季节
性供血紧张”到
“全年供血紧张”

“互助献血”的取消

综合性大医院业务量每年以
10%以上增长；

农村大量人口来到城市。

医疗服务总量刚性增加

社会老龄化

临床用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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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国千人口献血率排名

系…

2016各
省千人
口献血
率排名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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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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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 泸州 自贡 达州 宜宾 资阳 广安

人口流出率

2018千人口献血率

人口流出与千人口献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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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供应“紧平衡”

血液供应时好时差，主要体现在红细

胞供应上，全省多个市州均有存在，

临床用血满足率在90%不等。新鲜冰冻血

浆、冷沉淀有时也不能满足供应。

以四川省人民医院为例，缺血严重的

月份，月平均暂停手术300台，红细胞月平

均缺口约220U。尤其春节前后A、B、O三

个血型均严重不足，日供应量只能勉强维持

急诊、抢救用血。

输血指针血红蛋白平均值逐年下降，血液供不应求。

02 异体血液的输注

你看到的只是

冰山一
角…

输血挽救生命

疟 疾

HTLV

梅 毒
HBV

HCV
艾 滋

输血传染病

输血形势带来的自体输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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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2

7

5

8

6

非溶血性发热性输血反应

急性溶血性输血反应

细菌污染性输血反应

过敏反应

迟发性溶血性输血反应 循环超负荷

枸橼酸盐中毒

肺微血管栓塞

输血不良反应

人类的血型系统复杂(目前红细胞上共发现36个血型系统)，同型
输血(ABO和Rh同型输注)实际上输的还是异型血(其它血型系统不相
同)，可能作为免疫原输入而在受血者体内产生相应不规则抗体，导致
输血不良反应发生

事件经过：2010年5月4日，毛毛8个月大的时候，在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做心脏病

手术，手术时输注了血小板、悬浮红细胞和血浆，涉及8位献血者。经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检测排查，最终确认原HIV抗体检测阴性的陈姓献血者，本次检测HIV抗体为阳性。该陈姓

献血者曾于2010年3月31日参加无偿献血，当时血液检测结果合格。此后该陈姓献血者未再

有过献血，在本次调查前并不知晓自身已感染了HIV。

调查结论：毛毛确系输入窗口期血液感染HIV。
补偿救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于输注“窗口

期”血液引起的HIV感染，血站和医疗机构虽不存在过错行为，但省卫计委还是要求省血液

中心和福建医大附属协和医院给予患儿人道主义的救助补偿。

关于异体输血的思考

事件经过：去年10月28号，该患儿因吃“苹果块”引起呼吸困难，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急诊科

就诊，在进行紧急气管插管抢救后被转入重症监护室，并作了一次输血救治。经过25天的治

疗，患儿好转出院，但两天后，由于病情加重，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入院抽血检查时，患儿的

HIV抗体初筛结果为阴性，但转院到重庆后HIV初筛成了阳性，由于患儿父母双方检测结果均为

HIV阴性，排除了母婴感染的可能，家属怀疑患儿极有可难是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感染了艾滋病

毒。

调查结果：感染源仍无法确定。

事件经过：2010年2月24日因交通事故刘建在被告医院处住院治疗，手术中输血600毫升，术前
检查肝功能正常，乙肝标志物为阴性。同年3月24日刘建出院。2010年7月11日，刘建因身体不
适到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就诊，7月12日血检报告显示乙肝标志物均呈阳性。

调查结论：医院治疗符合医疗原则，血源合法，输血告知手续完善，患者术前检查各项指标正
常，术后未发现患者有其他感染乙型病毒性肝炎的途径，五月后确诊为乙型病毒性肝炎，故与此
次术中输血有因果关系。本案例不构成医疗事故。

责任划分：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医疗机构应当证明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
其医疗行为没有过错，医院并未提出具有合理说服力及足以使人信赖的证据，依法要承担败诉的
法律后果，医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虽然血站提供了证据证明原告所用的血液不存在任何问
题，在采血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但乙肝检测存在一个医学上的“窗口期”问题，血液中心虽认为
这种概率极低，但其未对此主张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即在本案中对当时献血人员进行再次检验，
并提供检验结果来证明其主张，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对原告的损失，二被告均有
责任，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输血形势带来的自体输血思考



多数人在感染艾滋病毒后有3至6周“窗口

期”，在此期间，人体仍在产生艾滋病毒抗体，

但这些抗体尚无法测出，只能通过核酸检测检出

病毒感染，但这一最初感染期感染性最强，但在

各感染期都可能会传播艾滋病毒。

窗口期？

《2016国家血液安全报告》指出，我国血站

核酸检测HBV（乙肝）、HCV（丙肝）和HIV

（艾滋）的残余风险分别降低到1/10万、

1/500万和1/400万~1/300万。

核酸检测技术已经将安全风险控制在尽量下的

范围，但就是这极小极小的概率，如果以某种形

式发生在某个人的身上，都是100%的悲剧。

ELISA漏检的主要因素

• 窗口期问题

– HCV70天

– HBV56天

– HIV22天

• 灵敏度

– IU

• 亚型或变异问题

– 差异较大
病毒变异（检测逃避、疫苗逃避、治疗逃

避）

免疫静默感染（在慢性HCV感染者中，核酸

阳性而抗体阴 性者约占1%-2%）

NAT检测降低 输血传染病风险

NAT检测缩短窗口期HCV22天，HBV33天，HIV11天

民族地区输血

血液来源严重不足

1、血站供血无法满足临床，因地理、

交通、宗教、气候（11月至次年3月）

等）；

2、储血点太少（甘孜州18-1-2、凉山

州16-1-1、阿坝州13-1-2）；

3、经常外调血液、且血液偏型

4、主要采取应急采血方式（亲属、部

队、医务人员及志愿者现场采血）；

5、遇稀有血型患者更是困难

受地理条件制约采供血工作难度大

阿坝州

平均供血单程距离240公里，最
远达580公里；
平均送达时间6小时，最长12小
时。
血站一次采血需要4-5天（流动
式），每次多者能采血120-130
人，少者10余人，采血成本极
高。

各县医院规模小，用血量少，距
离血站供血点距离远，各医院贮
存血液困难（拿不到），贮存的
血液过期浪费（经济损失）十分
严重。

凉山州

17个县市，仅西昌市属平原，其
余16县全为山区。

辖区内有59家用血医疗机构，一
个中心血站。

血站年供量10吨左右，服务半径
约180公里。

一个储血点，离中心血站最远医
疗机构木里县235公里。

甘孜州

最远输血医疗机构石渠县距康定
670公里。

多数区县因距州站太远，路况
差，无条件保障途中血液安全，
基本不在血站取血，紧急和常规
用血均为临时自采自供。

临床潜在用血将大幅增加

• 三州均是旅游大州，游客意外受伤用
血的情况时有发生

• 自然灾害和交通事故易发地区，突发
用血情况不断增多

• 随着全民医保政策的落实和医疗技术
的提高，申请用血单位逐年增加。

• 用血量将大幅度上升，无偿献血及血
液安全将面临极大压力和全新的挑战。

输血形势带来的自体输血思考



我省部分民族地区，大量存在距离血站超

过100公里甚至达到数百公里的医院，即使设

置了储血点，也是无血可储、无血可供。

甘孜、阿坝、凉山州的一些偏远县，面临

非常突出的供血问题，大量肝包虫病手术无法

得到血液保障，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维稳事

件，孕产妇等出现大出血的情况时有发生，却

因为缺血无法获得及时救治，医疗风险频发。

储血点“形同虚设”

03 自体输血的思考

2018年输血专项督导反馈·督导概况

指标评价得分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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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用血率

输血后评价率

输血前感染筛查率

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签署率

输血相容性室内质控指标开展率

室内质控失控分析处理率

室间质评项目参加率

输血相容性室间质评指标合格率

血液报废率

输血检测报告差错率

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

输血前评估

自体输血率

图4-3 指标评价各分项得分率（%）

指标评价考核内容共35项

指标评价中自体输血得分最低

(5.93%)，

2017年和2018年，中心与中国

输血研究所共同抽检的220家医疗

机构自体输血开展率仅为20%。

自身输血(Autologous blood 

transfusion/Autologoustransfusion/autotransfusion)：

是指在一定条件下，采集患者自身的血液或血液成分，经保存和处理后，当

患者手术或紧急情况需要时回输给患者的一种输血方法，又叫自体输血。

必要性：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三级医院、有条件的二级医院和妇幼保健院应当开展自体输血技

术，建立并完 善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提高合理用血水平，保证医疗质量和安

全。医疗机构应当动员符合条件的患者接受自体输血技术，提高输血治疗效果

和安全性。

● 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中已将异体输血量和自体输血率明确地列入B级、A级评
审指标中。

什么是自身输血？

● 1886年利用磷酸钠抗凝实施回收式自体输血

● 20世纪30年代对择期手术患者,术前1~2周采集自体血液保存于血

库,以备术中或述后需要时用.

● 1974年血液回收装置问世,自体血液回收技术真正进入了应用阶段

● 1984年在美国盐湖城进行了稀释式自体输血.

● 1986年以后自体输血在美国已上升到一个重要位置,西方发达国家

业已普遍开展

自身输血的历史沿革

● 1978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麻醉科报告了血液稀释和自身

输血150例

● 1979年天津市、上海市血液中心,先后发表了同类报告

● 198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输血科报告了心血管外科手术血液稀

释与自身输血100例.

● 1998.10.1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十五条“国家提倡并指

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

我国自身输血的进展

输血形势带来的自体输血思考



为什么要开展自身输
血？

020202

010101

030303050505

060606

避免血液传播疾病
避免同种异体输血导致的感
染性疾病，如肝炎、艾滋、

梅毒、疟疾等。

缓解血源紧张
作为同种异体输血的
替代措施，节约血液
资源，缓解采、供、
输血等各方面压力。

刺激患者骨髓造血
反复的自体采血，能增
强造血功能、促进失血

后恢复。

减少输血不良反应
可避同种异体输血产生的
抗体抗原免 疫反应所致
的溶血、发热和过敏反
应，防止移植抗宿主病。

减少人为差错事故
可避免同种异体输血
引起的差错事故发
生。

解决特殊群体输血

如稀有血型患者、宗教信仰而拒
绝使用他人血液的患者、血液供
应困难地区的患者等。

自身输血
的优点

自身输血
的优点

自身输血
的优点

040404

什么人适合采用自身输血？

无重要脏器功能损害

该脏器需要手术治疗者除外。

无感染性发热或菌血症

无骨髓造血系统疾病或异常

术前估计手术失血量
≥600ml
儿童或身体弱小者适当放宽标准

年龄18-65岁之间

血红蛋白≥110g/L
血细胞比容≥0.33

血小板计数≥ 100 x 10^9/L

凝血系统功能正常

重要脏器功能正常的可适当放宽，
儿童自身输血的实施应结合其理
解、配合能力及本身生理情况决
定。

长期血红蛋白较低者，标准可适放
宽。

功能正常，对于无任何出血倾向
者，标准可适当放宽至血小计数
>80 x 10^9/L。

自身输血的适应症

关于自体输血的思考

我国人口献血率只有0.87%，

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警戒线（1%）*

虽然我国血液短缺形势严峻，

但我国自身输血占总输血量仍相对

偏低。

自身输血概况

各国自体输血占输血总量百分比*
*www.cntv.cn 健康论坛
2012.0209

发达国家 澳大利亚 美国 中国（上海）

自身输血

我省各级医疗机构自体输血开展率*

三级 二级 二级以下

自身输血概况
我省自身输血开展率相对偏低，

且多以回收式自体输血为主，

稀释式、储存式自体输血基本开展

少。

建立全省自体输血规范，标准及流

程，推进自体输血，节约血液资

源，减少输血风险，势在必行。

*www.cntv.cn 健康论坛
2012.0209

关于自体输血的思考

如何增加自身输血开展率？

自身输血的成本效益如何？

自身输血开展率低的原因？

自身输血开展率低的原因

由于自身输血设备成本、药品耗材、血液

储存、人员占用、床位周转率等问题

医患双方更愿意使用异体输血

性价比低，
医院缺乏动力

各级医院日常管理中，在对医护人

员考核、晋升中，没有有关自身输

血的具体指标。

卫生行政部门重视不够
医患关系紧张，很多地方自身输血不能报销

自身输血涉及多学科知识，许多医生不愿冒险

患者不理解

缺乏对自身输血的认识

目前我国输血医师缺乏，输血科的

工作人员大多是临床检验专业

缺少输血技术方面的人才

自身输血的并发症

关于自体输血的思考

输血形势带来的自体输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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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体输血的思考

自身输血的成本效益分析

自身输血 异体输血

VS

十分之九的自体储血患者，其住
院治疗时间更短、死亡率也更低

自身输血与异体输血的
成本比较

异体输血患者手术后感染和肿瘤复发的
发生率均较未输血及自体输血者高

异体输血相关并发症治疗

增加的自体血收集、加工
和供给等额外费用

术前自体储血的时间
花费和误工费

异体输血手术后感染率为自体输
血及未输血患者的7～10倍

安全血源措施的实施成本，如
输血前相关项目的检查

血源安全性较高、并可降低
或避免异体输血成本和费用

传统成本效益分析，主要是采用直接的费用计算来评估自体或异体

输血的效价比，但实际上，许多费用或成本数据的主观性较强，往往难

以估算或精确计算，忽略了对输血免疫调节等潜在并发症的考虑。

总体来说自体输血“隐性”存在的优势巨大。

关于自身输血的思考

如何增加自身输血开展率？

完善管理机制

卫生行政部门将自身输血

工作纳入到医院综合目标

考核范围。

完善自身输血操作规范

合理的自身输血收费标准

提高医护人员
自身输血知识

对医生、护士、麻醉

师、输血科工作人员

教育培训

赋予输血科更多的职

责，培养输血科血科

带头人

加强自身输血宣传

完善自身输血设备
和技术

不断完善自身输血设

备和技术，严格掌握

自身输血适应症和禁

忌症，灵活运用，以

减少自身输血并发症

的发生。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
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
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
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
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
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

www.1ppt.com/sh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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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内科危重病患者个体化输血策略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李志强

概 述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1.血管里流动血液≠采供血机构提供的全血

2.血液制剂≠血液制品

3.1单位全血≠200ml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市六医院
李志强

4 2019/5/14

红细胞

少浆血（浓缩红细胞） 目前已很少应用

悬浮红细胞 容量150ml，保存35d

少白红细胞 容量150ml，保存24h（35d）

洗涤红细胞 容量130ml，保存6h

低温红细胞 容量130ml，保存6h

辐射红细胞 容量150ml，保存72h （28d）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市六医院
李志强

5 2019/5/14

浓缩白细胞混悬液

（粒细胞）

（辐射）容量25ml，保存8h。（少用）

血小板

机器分离（单采）浓缩血小板悬液：

容量250ml，保存期5d。

含较多血浆成分的手工分离浓缩血小板悬液:

容量25ml，保存24h。

血浆

普通冰冻血浆，容量100ml,保存1y

新鲜冰冻血浆，容量100ml,保存1y

冷沉淀物 容量25ml，保存1y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个体化血液成分
输注剂量控制

诠释内科危重病患者个体化输血策略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红细胞成分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1.手术过程中患者输注方案

根据四个指标提出围手术期患者红细胞成分输注评方案（见表1）

维持患者末梢血氧饱和度（SpO2）＞95％时所需吸入气氧浓度（%）

维持基本正常心输出量所需肾上腺素输注速度（μg/kg.min）

中心体温高低

是否有心绞痛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表1 手术过程中患者红细胞输注评分

项目 0分 1分 2分

维持SpO2＞95％时所需
吸入气氧浓度（%）

≤35 36-50 ≥51

维持基本正常心输出量
所需肾上腺素输注速度
（μg/kg.min）

不需要 ≤0.05 ≥0.06

中心体温（℃） ＜38 38-40 ＞40℃

心绞痛 无 运动或体力劳动
或激动时发生

日常活动或休息
安静时发生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1）评分原则

基础起评分为6分，根据是否具有加分因素在6分的基础上加分。

该评分为动态评分，即在每一次准备给患者输注红细胞成分前均需
对患者进行评分。

在进行评分时，需临床评估患者的血容量正常或基本正常。

倘若总分≥10分则仍按10分指导输注红细胞成分。

2）输注剂量计算 红细胞成分输注剂量（单位）

=〔评分-（血红蛋白值÷10）〕×2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例1：评分为9分，血红蛋白70g/L，

红细胞成分输注剂量（单位）=〔9-（70÷10）〕×2=4单位。

例2：评分为13分，仍按10分计算，血红蛋白75g/L，

红细胞成分输注剂量（单位）=〔10-（75÷10）〕×2=5单位。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2.非手术患者输注方案

根据心率、呼吸频率、休克指数、是否有心绞痛四个指标提出非手
术患者红细胞输注评分方案（见表2）。

其评分原则、输注剂量计算公式与注意事项同手术过程中患者输注
方案。

输注剂量计算 红细胞成分输注剂量（单位）

=〔评分-（血红蛋白值÷10）〕×2

诠释内科危重病患者个体化输血策略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表2    非手术患者红细胞输注评分

项目 0分 1分 2分

心率（次/min） ＜100 100-120 ＞120

呼吸频率（次/min） 16-20 20-28
（口唇紫绀）

＞28
（口唇明显紫绀）

休克指数 0.5 1.0-1.5 ＞1.5

心绞痛 无 运动或体力劳动
或激动时发生心
绞痛

日常活动或休息安静
时发生心绞痛或发生
心肌梗死

注：（1）平卧状态下，（2）休克指数＝脉搏/收缩压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血浆类成分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根据四个指标提出血浆类成分输注评分方案（见表3）

PT或/和APTT（s）或/和INR、

纤维蛋白原

FDP

血小板计数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表3    血浆类成分输注评分方案

项目 0分 1分 2分

PT或/和APTT（s）或
/和INR

正常
INR0.8-1.2

延长，1.5-2倍
INR1.5-2.0

延长，＞2倍
INR＞2.0

纤维蛋白原（g/l） 2.0-4.0 ＜1.5，＞4.0 ≤1.0

FDP（mg/L） 1-5 10-30 ＞30

血小板计数（x109/L） ＞100 50-100 ＜50

注：平卧状态下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1）评分原则

该评分为动态评分，即在每一次准备给患者输注血浆类成分前均需
对患者进行评分，其分值范围0-8分，且在计算剂量时需考虑患者体重。

（2）输注剂量计算公式

新鲜冰冻血浆输注剂量（单位）

=评分 X 体重 X 0.045（常数）

冷沉淀剂量=新鲜冰冻血浆输注剂量÷2。

例：患者评分为8分，体重75kg，

新鲜冰冻血浆输注剂量（单位）=8 X 75 X 0.045（常数）=27单位；

冷沉淀剂量=27÷2=13.5（四舍五入）≈14单位。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血小板成分

诠释内科危重病患者个体化输血策略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1.手术及创伤患者输注方案

根据四个指标提出）手术及创伤患者血小板输注评分方案（见表4）

出血量

尿量

血小板计数

PT或/和APTT（s）或/和INR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表4  手术及创伤患者血小板输注评分

项目 0分 1分 2分

出血量（ml） 无 ≤1600 ＞1600

尿量（ml/h） ＞60 20-60 ＜20

血小板计数（x109/L） ＞80 50-80 ＜50

PT或/和APTT（s）或
/和INR

正常
INR0.8-1.2

延长，1.5-2倍
INR1.5-2.0

延长，＞2倍
INR＞2.0

注：（1）平卧状态下；（2）手术及创伤前血小板计数值处于正常范围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1）评分原则

该评分为动态评分，宜在每次评分前测定血小板计数值从而计算输
注血小板剂量。

倘若有头颅或/和眼底出血其分值应在原分值上再分别加1分，其分
值范围0-10分。

2）输注剂量计算公式

单采血小板输注剂量（单位或治疗量）

=〔评分-（血小板计数÷10）〕÷2。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例1：评分为7分，目前血小板计数值30x109/L，

单采血小板输注量计算公式=〔7-（30÷10）〕÷2=2（单位或治疗
量）。

例2：评分为8分，有头颅出血与眼底出血，其分值应在原分值上再加2分，
最终评分10分，目前血小板计数值5x109/L，

单采血小板输注量计算公式=〔10-（5÷10）〕÷2=4.75（四舍五入）
≈5（单位/治疗量）。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2.非手术及创伤患者输注方案

根据四个指标提出非手术及创伤患者血小板输注评分方案（见表5）。

起病缓急

出血部位

血小板计数

PT或/和APTT（s）或/和INR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表5  非手术及创伤患者血小板输注评分

项目 0分 1分 2分

起病缓急 - 慢性 急性
（包括：肿瘤放化疗期间）

出血部位 正常 皮肤黏膜 内脏
（头颅或/和眼底出血，

计3分）

血小板计数
（x109/L）

＞50 20-50 ＜20
（＜10，计3分）

PT或/和APTT（s）
或/和INR

正常
INR0.8-

1.2

延长，1.5-2倍
INR1.5-2.0

延长，＞2倍
INR＞2.0

注：平卧状态下

诠释内科危重病患者个体化输血策略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1）评分原则

该评分为动态评分，宜在每次评分前测定血小板计数值从而计算输
注血小板剂量。

倘若有头颅或/和眼底出血、血小板计数＜10 x109/L，其分值应在
原分值上各再加1分，其分值范围0-10分。

2）输注剂量计算公式同手术及创伤患者输注方案。

例：患者评分为7分，伴有眼底出血与颅内出血，且目前血小板计数值
5x109/L，其分值应在原分值上再加2分，最终评分9分，

单采血小板输注量计算公式=〔9-（5÷10）〕÷2=4.25（四舍五入）
≈4（单位或治疗量）。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个体化血液成分
输注控制要素

红细胞成分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1）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患者血红蛋白＜40g/L，可输注；

（2）珠蛋白合成障碍性贫血患者血红蛋白＜130g/L，可输注；

（3）伴有心肺疾患如心肌梗死、肺心病、先天性心脏病，严重感染或/
和实施肿瘤放化疗患者，输注指征可适当放宽；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4）曾有输血过敏史、IgA缺乏症、晚期肝肾疾病与高钾血症的患者宜输
注洗涤红细胞；

曾有输血后非溶血性发热反应、需反复多次输血等的患者宜输注去
白细胞悬浮红细胞；

先天性或后天性（肿瘤放化疗后）免疫力低下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患者、新生儿宜输注辐照红细胞成分；

RhD抗原阴性和其他稀有血型患者可输注冰冻红细胞。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血小板成分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诠释内科危重病患者个体化输血策略



（1）存在其它止血异常（如遗传性或获得性凝血障碍）或存在高出血风
险因素（如发热、败血症、贫血、肿瘤放化疗后等），血小板计数＜
30×109/L时，应立即输注；

（2）急性大出血后大量输血或（和）大量输注晶体液或人工胶体液导致
稀释性血小板减少，伴有明显出血和体外循环、膜肺等情况下引起的急
性血小板减少，血小板计数＜50×109/L时，应立即输注；

（3）血栓弹力图（TEG）显示MA值降低伴有明显出血，应立即输注；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4）内科系统疾病患者实施各种有创操作前血小板计数须达到下列安全
参考值，否则应输注血小板，包括：

轻微有创操作时，血小板计数＞20×109/L；

留置导管、胸腔穿刺、肝活检、经支气管活检，血小板计数＞
50×109/L；

脑膜腔穿刺（腰穿）时，血小板计数＞50×109/L；

成人急性白血病患者血小板计数＞20×109/L，大多可承受腰穿而无
严重出血并发症；

骨髓穿刺和活检操作前一般无需输注血小板；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5）需反复输血的患者宜选择输注单采血小板；

由于免疫因素导致血小板输注无效的患者宜输注HLA配合型血小板；
先天性或后天性（肿瘤放化疗后）免疫力严重低下的患者宜输注辐照或
（和）去白细胞血小板；

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宜输注HLA配合型辐照血小板；

（6）由于免疫因素导致血小板输注无效并可能伴危及生命的出血时，在
无HLA配合型血小板情况下，可适当放宽一次性输注未经HLA配型的血小
板剂量；

（7）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或（和）肝素诱导血小板减少症应慎用血
小板成分。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单采粒细胞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1）为了减少输注无效发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选择HLA配合型单
采粒细胞；

（2）先天性或后天性（肿瘤放化疗后）免疫力严重低下、造血干细胞移植
的患者宜输注HLA配合型辐照单采粒细胞。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新鲜冰冻血浆
病毒灭活新鲜冰冻血浆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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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需要快速纠正华法林抗凝作用(如急诊手术)、华法林使用过量或
使用过程中发生颅内出血等严重出血时可输注。通常输注剂量为7-
10ml/kg；

（2）血栓弹力图（TEG）显示R值延长并伴有出血，可输注；
3）除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TP）外，其他疾病患者需实施血浆置换
时，可输注；

（3）输注病毒灭活新鲜冰冻血浆时，剂量可适当放宽。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冰冻血浆
病毒灭活冰冻血浆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1）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TP）患者可输注或（和）进行血浆置
换；

（2）血栓弹力图（TEG）显示R值延长并伴有出血，可输注；

（3）输注病毒灭活冰冻血浆时，剂量可适当放宽。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冷沉淀凝血因子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1）出血或DIC患者，疑有凝血因子XIII缺乏或低下时，可输注；

（2）血栓弹力图（TEG）显示K值延长、а角缩小并伴有明显出血时，
可输注；

（3）尿毒症伴止血功能异常、溶栓治疗药物过量时，可输注。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谢谢各位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李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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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妇产科
梅劼

前置胎盘诊治策略

内容概要

前置胎盘的定义及分类

前置胎盘的诊断要点

前置胎盘的处理决策

正常位置胎盘应附着在哪？

子宫

胎儿

胎盘

宫颈

脐带

定义

妊娠28周后，胎盘仍附着于子宫
下段，其下缘达到或覆盖宫颈内口，
位置低于胎儿先露部，称为前置胎盘
（placenta previa）。

高危因素
高危因素包括多次流产史、宫腔操作史、产褥
感染史、高龄、剖宫产史、多孕产次、孕妇不
良生活习惯（吸烟或吸毒妇女）、双胎妊娠、
辅助生殖技术受孕、子宫形态异常

妊娠28周前超声检查提示胎盘前置状态等。

Rao KP，Belogolovkin V，Yankowitz J，et a1．Abnormal placentation：evidence—based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placenta previa，placenta accreta，and vasa previa．Obstet Gynecol Surv，2012，67：
503-519．

病因尚不明确，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1.胎盘异常

2.子宫内膜病变或损伤

3.受精卵滋养层发育迟缓

4.辅助生殖技术

前置胎盘诊治策略



分类1：根据胎盘下缘与宫颈内口关系

1、完全性前置胎盘（complete placenta previa ）
或称中央性前置胎盘（central placenta previa ）

胎盘组织完全覆盖宫颈内口

2、部分性前置胎盘（partial  placental previa）
胎盘组织覆盖部分宫颈内口

3、边缘性前置胎盘（marginal placental previa）
胎盘附着千子宫下段， 下缘达到宫颈内口，但未超越
宫颈内口。
4、低置胎盘(low lying placenta)
胎盘附着千子宫下段，边缘距宫颈内口<2cm 。

前置胎盘的类型

由于子宫下段的形成、宫颈管消失、宫口扩张等
因素，胎盘边缘与宫颈内口的关系常随孕周的不同时
期而改变。

目前临床上以处理前 后一次检查结果来确定其
分类。

1、凶险型前置胎盘

既往有剖宫产史，此次妊娠为前置胎盘，且胎盘附着于

原子宫瘢痕部位者，常伴有胎盘植入。

前置胎盘伴胎盘植入≈凶险型前置胎盘

2、非凶险类

* Chattopadhyay SK, et al. Placenta previa and  accreta after previous cesarean section. Eur J Obstet
Gynecol Reprod Biol, 1993, 52:151-156.

分类2：根据疾病的凶险程度 前置胎盘伴胎盘植入示意图

临床表现

3
胎位异常

2
贫血、休克

1
无痛性阴道流血

典型症状：妊娠晚期或临产时，无诱因、无痛性反复阴道流血

无痛性阴道流血

妊娠晚期或临产后子宫下段逐渐伸展

胎盘不能相应伸展

胎盘与其附着处错位剥离，
血窦破裂出血

无
痛
性
阴
道
流
血

前置胎盘诊治策略



阴道流血发生时间、频率、出血量多少与前置胎盘类型的关系

类型

阴道流血
完全性前置胎盘 部分性前置胎盘 边缘性前置胎盘

时间 早 介于两者之间 晚

频率 频繁 介于两者之间 低

多少 多 介于两者之间 少

无痛性阴道流血
1

部分性 边缘性完全性

1.一般状况：贫血、休克

其程度与阴道流血量及流血持续时间呈正比。

2.腹部检查：

先露部高浮，胎位异常；

子宫大小与妊娠周数相符；

子宫张力正常；

宫底无上升；

腹部无压痛；

耻骨联合上有胎盘杂音；

胎儿窘迫。

体征 前置胎盘伴植入的产前诊断

剖宫产或子宫手术史

前置胎盘表现

前置胎盘伴植入

（一）病史：

警惕

（二）辅助检查：

生物物理方法：影像学诊断（重点）

生物化学方法

前置胎盘伴植入的影像学诊断

1

黑白超声

2

彩色多普
勒超声

3

三维彩色
多普勒超声

4

磁共振成像
(MRI) 

前置胎盘诊治策略



胎盘后血管侵入子宫肌层导
致膀胱浆膜面界限不清

胎盘内异常
静脉血流

子宫下段轮廓凸出

提示前置胎盘及胎盘植入

• 可清楚地显示子宫胎盘的关系

• 评价子宫后壁前置胎盘优于超声

• 能区分轻微的胎盘滞留与粘连

• 反映植入性胎盘子宫外侵犯情况

孕20周时常规超声筛查明确胎盘位置

经阴道超声检查是安全的，准确性更高

孕20周时胎盘位置不正常应进行影像学随访

对于前置胎盘患者应注意识别胎盘植入征象

RCOG Guideline No. 27（2005） Placenta praevia and placenta praevia accret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EB/OL]
http://www.rcog.org.uk/files/rcog-corp/uploaded-files/GT27PlacentaPreviaAccreta2005.pdf,2005-10.

影像学诊断时机（RCOG）： 前置胎盘伴植入的影像学诊断建议

推荐联合运用黑白超声结合彩色多普勒超声用于常规

诊断；

尚无确切证据表明MRI优于超声检查，并且MRI检查费

用昂贵、大多数医院无此设备，因此其临床应用受到

了较大限制。

胎盘植入的辅助检查
甲胎蛋白-AFP：

–优点：简便无创

–缺点：特异性差

1993年Kupferminc等复习了44名施行了围生期子

宫切除的患者资料，发现有45%（9/20）胎盘

植入患者血清AFP值升高超过两倍MoM值。

Kupferminc MJ, et al. Placenta accreta is associated with elevated maternal serum alpha-
fetoprotein. Obstet Gynecol,1993, 82(2):266-269.

新进展：

孕妇外周中游离胎儿DNA、胎盘mRNA、基因

芯片。

–优点：诊断率高

–缺点：成本较高

前置胎盘诊治策略



前置胎盘伴植入的处理决策

重视围术期处理——围术期怎么办？

产后出血抢救——怎样发挥多科协作及团队精神？

期待疗法

1. 一般处理

2. 纠正贫血

3. 止血

4. 糖皮质激素

终止妊娠指征
1、出血量大甚至休克，为挽救孕妇生命，无需考虑胎
儿情况，应立即终止妊娠；
2、出现胎儿窘迫等产科指征时，胎儿已可存活，可行
急诊手术
2、临产后诊断的前置胎盘，出血量较多，估计短时间
内不能分挽者，也应终止妊娠；
3、无临床症状的前置胎盘根据类型决定分挽时机。
合并胎盘植入者可于妊娠36周及以上择期终止妊娠；
完全性前置胎盘可于妊娠37周及以上择期终止妊娠；
边缘性前置胎盘可千38 周及以上择期终止妊娠；
部分性前置胎盘应根据胎盘遮盖宫颈内口情况适时终止
妊娠。

重视围术期处理—医患沟通

择期剖宫产优于急诊剖宫产

“不打无准备的仗”

术前医患沟通 杜绝医疗纠纷

重视围术期处理—

手术人员（胜任复杂性子宫切除术）

巡回护士、医师（联络员、沟通员）

麻醉医师

新生儿医师

检验科医师

介入医师、外勤工人等

人员配备
重视围术期处理—

备血、抢救物资、手术器械（必要时介入）

建立恰当静脉通道

准确估计术前、术中及术后出血

物资准备

前置胎盘诊治策略



重视围术期处理—

腹壁切口选择

膀胱粘连的处理

避免输尿管损伤的方法

子宫切口选择

手术技巧

手术治疗原则

先简单→后复杂→先无创→后有创。

尽量保留生育能力。

宫腔填塞（宫腔水囊、纱布填塞）→B-Lynch缝合→盆

腔血管结扎→子宫动脉栓塞→子宫切除。

一但保守治疗方法失败，果断及时切除子宫

纱布填塞

宫腔填塞 球囊宫腔填塞压迫止血

也可以选择三腔带囊胃

管，甚至避孕套自行制

作球囊。

保留子宫的处理方法

B-Lynch法

子宫局部加压缝合术，如“8”、“口”字、提拉式等缝扎止血

盆腔血管结扎术

如子宫动脉或髂内动脉结扎术

双子宫切口等

B-Lynch法

经子宫按摩和宫缩剂治疗无效并有可能切除子宫的患者，先试
用两手加压观察出血量是否减少，以估计B-Lynch缝合止血的
可能性，必要时实施B-Lynch缝合。

前置胎盘诊治策略



“8”“口”字缝扎止血 子宫动脉及髂血管结扎

大限度的减少
胎盘剥离时子宫出血

在胎盘剥离前，快速结
扎髂内动脉，卵巢血管
及子宫动脉下行支

1：双侧子宫动脉上行支结扎

2：双侧子宫动脉下行支结扎

3：双侧卵巢子宫血管吻合支结扎

图1
子宫血管结扎术步骤示意图

介入法—杂交手术室（急诊、预防）

18mm气囊堵塞肾下腹主动
脉或髂总动脉

暂时气囊堵塞腹主动脉或
髂总动脉

栓塞术适应证：经保守治疗无效的各种难治性产

后出血（包括子宫收缩乏力、产道损伤和胎盘因

素等），孕产妇生命体征稳定。

禁忌证：生命体征不稳定、不宜搬动的患者；合

并有其他脏器出血的DIC；严重的心、肝、肾和凝

血功能障碍；对造影剂过敏者。

何时启动围产期急症子宫切除术？

出血达到多少应该考虑切除子宫？

有指南吗？？有标准吗？？

方式？

前置胎盘诊治策略



剖宫产子宫切除术指征：

无法控制的产后出血

胎盘植入无法分离

无法修补的子宫破裂

需手术治疗的宫颈癌

子宫胎盘卒中

严重子宫感染，尤其是魏氏杆菌感染

多发子宫肌瘤不要求生育的妇女
Diaa M.EI-Mowafi, UNIT VIII : OPERATIVE OBSTETRICS ,Obstetrics Simplified,1997

怎么切

前置胎盘

或部分胎盘植入宫颈

或子宫下段及宫颈有明显异常

子宫全切除术

宫缩乏力 子宫次全切除术

围产期子宫切除术的注意事项

1. 强调抢救团队，有较好的手术基础的医

生协助。

2. 切除子宫已不可避免时，可不必强行剥

离胎盘，子宫切口可用粗丝线简单地连

续全层缝闭以减少出血。

3. 子宫切除时仍有活动性出血，故需遵循以

快的速度“钳夹、切断、下移”直至钳

夹至子宫动脉水平以下，然后缝合打结。

4. 对已有DIC切除子宫后盆腔广泛出血时，

在积极纠正凝血功能障碍的同时可行盆腔

内纱条填塞。

PlaucheWC. Caesarean hysterectomy: indications, technique, and comp lications. 
Clin Obstet Gynecol, 1986, 29: 318-328 

产后出血抢救

继续抗休克和病因治疗
容量治疗
DIC的治疗
使用血管活性药物
纠正酸中毒
应用抗生素
必要时子宫动脉栓塞或子宫切除术
重要脏器功能保护：心、脑、肺、肾等
重症监护（麻醉科、血液科、ICU等）

出血量＞1500ml
三级急救处理

新观点—标准化整体输血方案
产后出血的复苏在概念上与外伤后复苏相类似，现

代创伤复苏方案主张连续用药管理：

第一,开始注入胶体-晶体液代替失去的血管容积(

血容量)

第二,输入红细胞以恢复氧气运送量

第三,输入凝血成分与血小板以恢复生理需要量而

达到止血
Burtelow M, Riley E, Druzin M, et al.How we treat: management of life-threatening primary 

postpartum hemorrhage with a standardized massive transfusion 
protocol.Transfusion,2007,9(47):1564-1572

前置胎盘诊治策略



“血液包”服务
--理论上是 理想的大出血的替代疗法

全成分的血液制品可以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被收
集、分配以及运送到手术室、产房及急诊科。

•被用于替换一个70KG重

的人约70%全部红细胞量

以及60%循环血浆量

•近似于血浆与红细胞量以

60:40配比

6∪红细胞

4∪新鲜冰冻血浆

1∪新鲜冰冻血小板

防大于治
1、采取积极有效的避孕措施,减少子宫内膜损伤和子宫
内膜炎的发生；

2、避免多产、多次刮宫或引产以及剖宫产，预防感染，
宣传妊娠期保健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计划妊娠
妇女应戒烟、戒毒，避免被动吸烟；

3、加强妊娠期管理，按时产前检查及正确的妊娠期指导
，发生妊娠期反复发作无痛性阴道流血，及时到医院就
诊，早期确诊前置胎盘并作出正确处理。

感谢您的聆听！

前置胎盘诊治策略



儿童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及常见病的输血治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

朱易萍

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

概念

溶血性贫血— — hemolytic anemia

是指体内红细胞破坏加速，寿命缩短，超过

骨髓造血代偿能力所引起的一类贫血

若未超过骨髓的代偿能力，临床不出现贫血，

称代偿性溶血性疾病

分类

1

2

 血管内溶血：

红细胞直接在血管内破坏，多为急性发作

 血管外溶血：

红细胞被单核、巨噬细胞识别并破坏，多为

慢性经过

 根据溶血的部位划分

 红细胞内在缺陷所致的溶血

多为先天性，如：红细胞膜、酶、血红蛋白

缺陷

 红细胞外在缺陷所致的溶血

获得性或后天性

 根据导致溶血的机制划分

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 — — 分类

分类

3
 急性溶血

起病急骤，常有寒战、高热、头痛、呕吐、腰

背痛、气促、烦燥。血红蛋白下降迅速，可出

现血红蛋白尿，12小时后出现黄疸，严重者可

出现休克和急性肾功能衰竭

 慢性溶血

起病缓慢，通常有贫血、黄疸和脾肿大三大症

状，常并发胆石症及下肢皮肤溃疡

 根据溶血发生的速度划分

溶血危象：在慢性溶血过程中，可因感染、药物等因素诱发溶血加重，甚至表

现为急性溶血发作；

再生障碍危象：可出现一时性急性骨髓功能衰竭，表现病情加重，全血细胞减

少，网织红细胞减少，骨髓增生低下

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 — — 分类

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 — — 分类

类 型 疾 病

遗传性

膜缺陷

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

遗传性椭圆性红细胞增多症

遗传性口形红细胞增多症

酶缺陷

糖酵解的酶: 丙酮酸激酶缺陷症

葡萄糖磷酸异构酶缺陷症

磷酸戌糖旁路的酶: 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陷症

核酸代谢的酶: 嘧啶5’-苷酸酶缺陷症

血红蛋白病

地中海贫血

异常血红蛋白病: 镰形红细胞贫血

不稳定血红蛋白病

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 — — 分类

类 型 疾 病

后天性

免疫机制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药物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血型不合所致的新生儿溶血病

溶血性输血反应

膜缺陷 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物理因素

红细胞破碎综合征(DIC，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心
源性：心脏换瓣术后、行军性血红蛋白尿症)

烧伤

化学因素
蛇毒

药物引起的溶血反应(砷化氢、硝基苯、苯肼中毒)

感染因素 疟原虫、溶血性链球菌、产气荚膜肝菌等感染

其它 脾功能亢进

儿童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及常见病的输血治疗



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血红蛋白的代谢

1

2

3

 游离血红蛋白的释放和转归

 胆红素代谢异常

 骨髓代偿性增生亢进

4  红细胞受损伤的形态表现

5  其它异常（红细胞寿命缩短，血清乳酸脱氢

酶(LDH)增高 ）

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

病

理

生

理

变

化

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

1.红细胞破坏增加的证据（临床及实验室检查）

2.红细胞代偿增生的证据（临床及实验室检查）

3.红细胞受损伤的形态表现（实验室检查）

确定是否为溶血性贫血

确定是何种溶血性贫血（病因或基础疾病）：

特定溶血性贫血的实验室检查

确定有无贫血及程度

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

红细胞破坏增加的证据

贫血、黄疸、尿色深黄、胆石症、下肢溃疡

 临床表现

总胆红素增高，以间胆为主

粪尿胆原增高，尿胆红素不增高

血清LDH增高

血清结合珠蛋白下降

游离血红蛋白血症

血红蛋白尿

含铁血黄素尿

红细胞寿命缩短

 实验室检查

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

红细胞代偿增生的证据

肝脾肿大，以脾大为主；骨骼异常

 临床表现

网织红细胞增多，外周血出现有核红细胞;

骨髓红细胞系统代偿性增生，粒红比例降低或倒置

红细胞受损伤的形态表现：

红细胞异形：球形、靶形

红细胞破碎

红细胞被吞噬

红细胞凝集

变性珠蛋白小体

 实验室检查

红细胞代偿增生的证据-网织红细胞

贫血情况下，如 RPI	 2.0，
表明骨髓红系造血代偿不足
(hypoproliferative)，见于
骨髓增生低下或造血原料不
足等
贫血情况下，如RPI	 3.0，
表明骨髓红系造血代偿充分
(hyperproliferative)，多
见于失血或溶血

Ret	Index	(RI) =	Ret	count	(%)	 (Hct测定值
% /	Hct正常值%)(纠正网织红细胞计数)
Ret	Production	Index	(RPI)	=	RI/MF
(MF，成熟因子，纠正网织红细胞提前释放
入血，外周血留存时间延长的影响）

 网织红细胞计数(Reticulocyte	count):反映骨髓红系造血增生能力、鉴
别增生性和低增生性贫血的快速和简易指标

 升高见于：溶血性贫血和失血性贫血
 降低见于：骨髓衰竭性疾病、IDA、ACD等
 Normal	reticulocyte percentage：0.5%‐1.5%
 网织红绝对计数=网织红(%)红细胞数

成年男性正常值：(24‐84)  109/L

严重贫血时可出现网织红细胞比例升高的假象

儿童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及常见病的输血治疗



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

诊断特定溶血性贫血的实验室检查

 抗人球蛋白试验（Coombs 试验）

 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

 血红蛋白电泳

 G6PD 活性测定

 异丙醇试验

 包涵体生成试验

 遗传性疾病的基因检查

Thalassemia

地中海贫血

由于珠蛋白基因缺陷（突变、缺失等）导致一种或多种

珠蛋白肽链生物合成减少或完全不能合成，珠蛋白肽链

间的正常平衡异常、正常成人型Hb（HbA 22）合成

降低的一种高度异质性的遗传性血红蛋白病

地中海贫血

地中海贫血 — — 典型病例

 8月男婴，因“面色苍黄2+月，加重伴咳嗽、发热3天”入院

 现病史：

入院前2个多月，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面色苍黄，伴食欲不

振，奶量减少，小便色黄，但无浓茶样及葡萄酒样小便，家

长未予注意，面色苍黄逐渐加重。入院前3天，患儿受凉后

出现咳嗽，伴发热，体温38oC左右，于当地医院就医，查血

发现“重度贫血”，转入我院，以“贫血待诊”收入。病后

精神差，烦躁不安，体重近2月无明显增加

 家族史：

患儿母亲长期有轻微贫血，曾予以铁剂治疗，效果不佳

地中海贫血 — — 典型病例

 体格检查：

T 37.5oC, P144次/分，R 42次/分，BW 6.5kg

一般情况较差，发育营养中等，精神萎靡

面色苍黄，重度贫血貌，头颅额、顶、枕部稍隆起，鼻梁略低

平，眼距稍宽，全身浅表淋巴结未扪及

双肺呼吸音粗，无干、湿鸣。心率144次/分，律齐，心音尚有

力，心尖区可闻及II～III级收缩期杂音。

腹软，稍膨隆，肝脏肋下3cm，剑下4cm，脾脏肋下4cm，边

缘钝、质地中等。余无阳性体征

地中海贫血 — — 典型病例 地中海贫血 — — 地域分布和发生率

早在意大利、希腊和其他地中海区域的民族及其移民

的后裔中发现

在东南亚和我国长江以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

诸省都较常见

估计全球有3.45亿人携带地贫基因，全球每年有10-20万

重型地贫患儿出生

基因携带率: 四川(80年代) 2.18%

广西20%-25% 广东 7.8% 香港8.4%

儿童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及常见病的输血治疗



地中海贫血 — — 四川地区的发生率

四川省是地贫的高发区，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地贫总携带率

4.1%，地贫基因携带率2.18%，α地贫基因携带率1.92%，仅

次于广东和广西，近年来小样本量的报道四川地贫基因携带

率5-10%，近30年没有大样本量的统计数据

02

01

2015年四川作为国家卫计委地贫防控试点启动了地贫基线调

查，我院产前诊断中心负责实施全省抽样调查2万例人群地贫

患病和基因携带情况。地贫总携带率5.92%, 地贫基因携带率

2.75%, α地贫基因携带率3.3%, α同时携带0.13% 地中海贫血遗传学
（常染色体隐性或不完全显性遗传）

地中海贫血

地中海贫血 — — 分型

-地贫：由基因的点突变所致

-地贫：一般由基因的缺失引起

 根据肽链合成障碍的不同，分为：

重 型（-Thalassemia major, Cooley’anemia）
中间型（-Thalassemia intermediate）
轻 型（-Thalassemia minor）

静止型 (Silent Carrier)
轻型型 (- Thalassemia Trait)
中间型 (Hb H病）
重 型 （Hb Barts）

 根据临床严重程度，分为：





地中海贫血 — — 重型地中海贫血

01 04

02 05

03 06

自幼起病（3-6月）
地中海贫血面容：颧骨隆

起，眼距增宽，鼻梁低平

慢性进行性贫血，面色苍

白，黄疸

体格发育落后，智力发育

迟滞

肝脾肿大，腹部膨隆
并发含铁血黄素沉着症，铁沉

着于心、肝、胰腺、脑垂体等，

贫血和心力衰竭是死亡的主要

原因

临 床 表 现

地中海贫血 — — 重型地中海贫血

01

02

03

04

05

外周血象：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

骨髓象：红系增生极度明显，粒红比例倒置

RBC渗透脆性降低

血红蛋白电泳：HbF>40%

骨皮质间出现垂直短发样骨刺

地中海贫血 — — 重型地中海贫血

实

验

室

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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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无症状或轻度贫血、轻度脾肿大

 HbA2，3.5%6%

 HbF正常

地中海贫血 — — 轻型β地中海贫血

临床特点

地中海贫血 — — α地中海贫血

缺1个基因，无症状

静止型

缺2个基因，无症状或轻度贫血

轻型（标准型，地中海贫血特征）

缺3个基因，贫血，轻度黄疸，肝脾肿大；多余
的链聚合成HbH(4) ，HbH(4)

中间型（Hb H病）

缺4个基因，流产，死胎，生后死亡。胎儿重度贫血、
黄疸、水肿、肝脾肿大、浆膜腔积液。多余的链聚
合成HbBarts(4)，HbBart’s (4)

重型（Hb Barts；胎儿水肿综合征）

临
床
类
型
和
特
点

地中海贫血 — — α地中海贫血

α地中海贫血

临床分型

•开始时机

•铁过载的评估

•去铁方式选择

•去铁效果评价

•开始时机

•输血种类选择

•输血量和时间

•输血治疗目标

•供者选择

•移植的基础

•预处理方案

•移植的前景

输血 除铁 移植

地中海贫血的治疗和长期管理

不输血患儿的预期寿命为5岁

患儿常会出现生长发育障碍，

发生病理性骨折和面部畸形等

严重症状，主要致死原因是贫

血、心衰

患者生活质量明显好于不规则

输血，主要死因不再是贫血而是

含铁血黄素沉着症所致的肝硬化、

心衰和内分泌功能失调

长期输血但不用除铁治疗患者
的预期寿命为20岁以下

规律高量输血和除铁治疗的患
者可以长期存活

骨髓移植成功临床治愈的患者
可以长期无病存活

重型β地贫患者的预期寿命

添加标题避免慢性缺氧

所致的心功能

不全

有助于提高移

植的成功率

维持正常的生

长发育

减轻骨骼畸形、

肝脾肿大、脾功

能亢进等各种并

发症

输血

重要性

地中海贫血的治疗和长期管理

儿童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及常见病的输血治疗



地中海贫血的治疗和长期管理

输血治疗

超量高输血疗法3高量输血疗法2低量输血疗法1

 Hb 维持在60 ～70g/L

或更低；

患儿多死于出生后的

第1个10 年，通常是死

于贫血所致各种并发

症

输 血 前 Hb 维 持 在

120g/L以上：完全纠

正贫血;

输血量大，铁沉积更

多

输血前Hb 维持在90-
105g/L以上，纠正低氧
血症和抑制髓外造血，
从而抑制心脏长大、骨
病和肝脾肿大

将 输 血 前 Hb 维 持 在
100g/L水平的铁沉积仅
比将Hb 维持在60g/L增
加 50%，且高水平的
Hb可以降低肠道的铁
的吸收

1. Richard. CURRENT CONCEPTS IN THE OVERALL MANAGEMENT OF THALASSEMIA. Annals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980:375-383.

2. Piomelli. Prevention of bone malformations and cardiomegaly in Cooley’s anemia byearly hypertransfusion regimen. Ann. N.Y. Acad.
Sci. 1969: 165: 427.

3. Propper. New approaches to the transfusion management of thalassemia. Blood. 1980. 55: 55-60.

目前通常采用高输血疗法

地中海贫血的输血治疗和长期管理

发展中国家输血治疗的误区

不少医师仍然采用低量输血疗法

认为高量输血增加机体铁负荷，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去铁
药物

将Hb维持在95-100g/L以上，误解为将重度贫血纠正到Hb
90- 100g/L 左右

认为地贫是慢性贫血，与再障和MDS等贫血类似，Hb低于
60g/L才输血

国内输血指南：慢性贫血输血指征Hb<70g/L，未涉及地贫

对地贫采取姑息或放弃治疗的态度

患儿长期处于中重度贫血的状态，严重影响了患儿的生存
质量和长期存活

地中海贫血的输血治疗

A

B

C

确诊后开始输血，并长期维持血红蛋白在90-

105g/L以上

输血要求

通过一次或几次输血使血红蛋白达到120-

140g/L，然后每月输血一次，输血量为

每公斤体重12-14ml红细胞

输血频率和输血量

一般情况下每月血红蛋白下降 40g/L，而提高

10g/L血红蛋白则每月每公斤体重需红细胞3ml(红

细胞压积75%），40g/L血红蛋白为12ml。所以每

10kg体重每月需120ml红细胞（我国血站中1单位

红细胞为120-150ml，相当于200ml全血中红细胞）

依据

重
型
地
中
海
贫
血
的
输
血
方
案

地中海贫血的输血治疗间隔

建议输血前血红蛋白95-100g/L

输血后不超过140g/L

输血间隔期间维持平均血红蛋白在120g/L

血红素值平均每周下降10g/L

输血的间隔2-6周

地
中
海
贫
血
的
输
血
治
疗

地中海贫血的输血治疗

01

02

03

 输血的总量不应该超过15-20ml/kg/

天， 大速率为5ml/kg/小时，以避

免血容量迅速增加

 对于有心脏病的患者或血红素低于

50g/L，每次的输注量应该更小，输

血量不超过5ml/Kg, ，输注速度更慢

（不超过2ml/kg/小时）

 对于出现心力衰竭或严重贫血的患

者，建议在输血前应用利尿剂

输血量和输注速度

儿童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及常见病的输血治疗



血液的处理

滤白红细胞：重型地中海贫血患者应该接受滤除白细胞的浓缩红细胞输

注（血红蛋白含量 低为40g）

将白细胞减至1x106/单位或更低（平均计数低至0.05x106是可以达到的）

是减轻白细胞导致的不良反应（主要有HLA不和所致的同种异体免疫反

应，输血传播的各种感染，供者T淋巴细胞所致GVHD等）关键阈值，

且可以减少血小板抗原所致同种异体免疫反应

滤白红细胞：去除白细胞

保存前过滤：血液采集后6-8h过滤 理想，细菌的污染和细胞因

子的释放 少

输注前过滤

床旁过滤

血液的处理——针对特殊病人的血液制品

洗涤红细胞：采用生理盐水洗涤，去除血浆蛋白

适应症：适合于反复发生输血过敏反应者

选择性IgA缺乏者

注意点: 1) 洗涤红细胞不能代替白细胞过滤，与其联合使用；

2) 红细胞洗涤过程中有可能损失不同程度的红细胞；

3) 输注后常规检查Hb浓度，保证达到预期水平

冷冻红细胞：储存在-60°C至-80°C，适合少见血型和配血困难者

单采红细胞：从同一供者可获得2单位红细胞，降低感染的传播、同种

异体免疫反应等

年轻红细胞：要求更多单位的血和更多供者，增加病毒感染和免疫反应

的发生率

红细胞表面存在ABO系统，MNS系统，Rh系统，P系统，Kell系

统等30多种抗原系统，我国输血规范只要求对ABO和Rh（D）

血型交叉配血

反复输血的地贫患儿长期接触ABO和Rh（D）以外的红细胞膜抗
原，容易产生不规则抗体（4%-37%）和自身抗体（6.5%），导
致配型困难、输血效果下降、溶血，甚至危及生命

对于反复输血的地贫患儿需积极预防同种异体不规则抗体和自身

抗体的产生；已产生者需调整输血策略，避免抗体引起的红细胞

输注问题

地贫患儿输血相关红细胞免疫问题 血型抗原系统
ISBT（国际输血协会）：红细胞共36个血型系统， 346个血型抗原

ABO, Rh, MNS, P, Lutheran, 
Kell, Lewis, Duffy, Kidd, Diego, 
Mur   等等（308）

血型集合（14） 低频抗原700系列（17）

高频抗原900系列（7）

RBC抗原 血浆抗体
A抗原 B抗原 抗-A 抗-B

A型 + - - +
B型 - + + -
O型 - - + +

AB型 + + - -

1. 规则抗体（regular antibody）

2. 不规则抗体/意外抗体(irregular antibody)

除ABO系统外，其它血型系统产生的抗体均无上述规律

称为意外抗体，含ABO亚型产生的抗体

血型抗体

输血前血型血清学检测：

——血型鉴定（受血者、献血者的ABO和RhD血型）

——抗体筛选（受血者意外抗体筛查）

——交叉配血

卫生部《临床输血技术规范》

输血相容性检测

儿童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及常见病的输血治疗



输血相容性检测
主侧：患者血浆+供者红细胞 次侧：患者红细胞+供者血浆

主侧不合

患者

抗筛阳性

供者

直抗阳性

次侧不合

患者

直抗阳性

供者

抗筛阳性

应该避免输注来自一
级亲属的血液，因为
产生的抗体可能会影
响之后干细胞移植的
效果

病例

• 患儿男，11岁7月，重型β地贫、贫血性心脏病、心力衰竭、

铁沉积心脏病。

• 2018年9月9.25，26，27日，因低Hb：15g/L，分别输注去白红

细胞悬液：2U,1U,1U。9月28日，临床医生电话联系血库，患

儿输血后Hb上升不明显，黄疸，输血后有茶色尿。

• 患儿家属描述： 2017年9月10日左右全身水肿、精神饮食欠佳，

小便减半，呈酱油色

• 血库启动输血反应调查

抗体鉴定(Rh分型：DCcEe；谱细胞鉴定）

•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elit.Lor

患者血浆中存在抗-JKa，抗-Wra抗体

• 临床上严重的输血反应，特别是严重的迟发性溶血性输血反应，JK抗

体通常是主要原因。即使抗体已经检测不到，输入抗原阳性红细胞会

快速导致迟发性溶血性输血反应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1、教育患者家属，任何时候需要输血，告知临床医生、血库(留标识牌）

2、血库输血信息系统做改进，这类患者永久标记

JKa（73%）、JKb（76%）、JK3（100%）

JK(a+b-）（23%），JK(a+b+）（49%）

临床上严重的输血反应，特别是严重的迟发性溶血性输血

反应，JK抗体通常是主要原因

—选择抗原阴性红细胞
—即使抗体已经检测不到，输入抗原阳性红细胞会快速导致迟发性溶血
性输血反应
—许多弱反应抗体，如Dfuuy、Kidd，MNSs，只和纯合子供血者反应

抗原

性质

预防

7个抗原，其中wra，wrb

—wr（a+b+）为1%
—wr（a-b+）为99%

抗wra通常无红细胞刺激而产生，可能引起中等甚至

严重程度的HDN、 溶血性输血反应

选择抗原阴性红细胞（交叉配血相合）

抗原

性质

预防

儿童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及常见病的输血治疗



在输血治疗开始前患者需进行广泛的红细胞抗原的检测，至少包

括C，c，E，e和Kell，如果之后出现免疫反应可以帮助识别抗体

的特征

我院对反复输血的患者常规筛查23种常见引起输血反应和新生儿

溶血的抗体。如果抗筛阳性，尽量避免输注相应抗原的红细胞。

所有地中海贫血患者应该输注ABO和Rh(D)相容的血液

为避免同种异体免疫反应，强烈建议应用C，E和Kell抗原相合

的血液

进行肝炎病毒（HBV、HCV）和HIV的检测

血液相容性检测和病毒学检查 地中海贫血的输血治疗

01

02

03

 输血的总量不应该超过15-20ml/kg/

天， 大速率为5ml/kg/小时，以避

免血容量迅速增加

 对于有心脏病的患者或血红素低于

50g/L，每次的输注量应该更小，输

血量不超过5ml/Kg, ，输注速度更慢

（不超过2ml/kg/小时）

 对于出现心力衰竭或严重贫血的患

者，建议在输血前应用利尿剂

输血量和输注速度

acute reactions

24小时内发生
I类：轻度反应：轻度超敏、荨麻疹

II类：中度严重反应

—严重荨麻疹

—非溶血性发热（HLA,HPA、蛋白抗体）

—细菌污染、热原

III类：威胁生命的反应
—急性血管内溶血

—细菌污染、败血症

—中度超敏、液体超负荷、相关肺损伤

24小时后发生
I类：输血传播疾病
—HIV、乙丙肝、梅毒、疟疾、巨细胞

—少见，人类B19细小病毒、甲肝

II类：
—迟发性溶血反应

—输血后紫癜

—移植物抗宿主病

—铁超负荷（多次输血患者）

acute reactions

24小时内发生

任一急性溶血的表征及症状
疼痛、畏寒、DIC、鼻出血、发烧、血尿、低血

压、少尿/无尿

—Hb、FIB、结合珠蛋白降低

—LDH、TB升高

—溶血、血红蛋白尿

—DAT阳性

输血前交叉配血不相合（免疫性）

通常由IgM抗体导致

24小时-28天之间产生的抗体致DAT阳性

及以下任意一项

—ELU阳性

—受血者血清出现新的同种抗体

及以下任意一项

—无法解释的球形红细胞

—Hb上升不理想甚至降低

输血前交叉配血相合

通常由IgG抗体导致

acute reactions

1、立即停止输血 ，抽病人的血标本

连同血袋送血库进一步检查

2、补液以防止肾功衰，输生理盐水、

速尿。维持血压并将尿量增至100ml/

小时，维持18－24h

4、小量多巴胺（3－5微克/kg/分钟）

5、处理并发症及对症治疗

6、多数病人不需要换血

1、以血管外溶血为主，也有致死者

2、通常不需要处理，反应严重时，处理

同急性

所有输血不良反应需及时通过HIS报给血库

葡糖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G-6-PD)— 典型病例

 3岁，男性幼儿，在进食蚕豆后24小时出现头晕、恶心、呕

吐，继而出现面色发黄、苍白、解深茶色和酱油色小便。血

常规检查血红蛋白减低，网织红细胞比例增高，白细胞计数

增高，血小板计数正常

儿童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及常见病的输血治疗



G-6-PD缺乏症— — 概念

 是一种 常见的遗传性红细胞酶的异常

导致的溶血性贫血

 在全球累及2亿～4亿人，该病好发于东

半球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我国以南方

各省多见，发生率约占5.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标准化方法

确定G6PD的生化特性，迄今已发现400

多种G6PD变异型，各变异型酶活性不

同，其中20多种可致溶血

G-6-PD缺乏症

G-6-PD缺乏症— — 遗传方式

G6PD缺乏呈X连锁不完全显性遗传，男性半合子和

女性纯合子均发病。女性杂合子存在酶活性正常和缺

乏两类细胞。红细胞平均酶活性变异幅度大，多数无

症状，很少数与男性半合子相近而发病

大多数患儿平时无贫血的表现，在吃蚕豆、服用氧化

性药物、感染等诱因下发生急性溶血性贫血。当酶严

重缺乏的红细胞因溶血被清除后，网织红细胞代偿性

增高，这些新生红细胞G6PD活性较高，因而溶血呈

自限性

G-6-PD缺乏症— — 发生机制

G6PD是红细胞葡萄糖磷酸戊糖旁路中的限速酶，能够产生还

原型辅酶II（NADPH）和还原型谷胱甘肽（GSH），防止内

源性或外源性药物、感染等产生的氧化剂对红细胞的损害

02

01

G6PD缺乏时，使红细胞变形能力降低，容易被骨髓、脾脏和

肝脏等单核巨噬细胞吞噬和清除，发生血管外溶血。也可在

循环中被破坏，发生血红蛋白血症和血红蛋白尿

当酶严重缺乏的红细胞因溶血被清除后，网织红细胞代偿性

增高，这些新生红细胞G6PD活性较高，因而溶血呈自限性，

通常1周左右

03

G-6-PD缺乏症— — 临床表现和类型

临床类型 诱因 发病时间 临床表现

蚕豆病
蚕豆

蚕豆制品

蚕豆成熟季节（4月和

5月），食蚕豆后5～

24小时发病

急性溶血性贫血：突发性黄

疸、面色苍白，血红蛋白迅

速下降，头痛、恶心、腰背

痛、寒颤、发热、血红蛋白

尿（酱油色小便）等，严重

者可出现急性肾功衰。持续

约1周左右

药物诱发的溶血

抗疟药

解热镇痛药

硝基呋喃类

磺胺类

服药后1～3天发病 急性溶血性贫血：同上

感染诱发的溶血 细菌、病毒、立克次氏体 感染后几天
急性溶血性贫血，程度大多

较轻，黄疸多不显著

新生儿黄疸

感染、缺氧

乳母服用氧化性药物

樟脑丸

生后24天
黄疸重，贫血相对轻，重者

可致胆红素脑病

先天性非球形细胞性溶

血性贫血

感染或氧化性药物可诱发

急性溶血
常于婴儿期发病

慢性溶血性贫血：贫血、黄

疸、肝脾肿大

G-6-PD缺乏症— — 实验室检查

01

02

03

04

05

外周血象：贫血多为中度、重度甚至极重度；网织红

细胞升高，白细胞正常或升高，血小板正常

肝功能检查：总胆红素升高，以间接胆红素为主，乳

酸脱氢酶（LDH）可增高

小便常规检查：小便隐血阳性，尿胆原阳性，镜检无

红细胞

红细胞G6PD缺乏的筛选试验：国内常用的有高铁血红

蛋白还原试验、G6PD荧光斑点试验、硝基四氮唑蓝纸

片试验

G6PD活性定量测定：有硝基四氮唑蓝法和紫外分光光
度法，是特异性的直接诊断方法，正常值随测量方法
而不同

实

验

室

检

查

G-6-PD缺乏症— — 治疗

去除诱因：

急性溶血者应去除诱因，已知G6PD缺乏者应避免进食蚕豆及氧化
性药物

水化和碱化尿液：

在急性溶血期注意补充足够水份，给予适量碳酸氢纳，使尿液碱
性，防止血红蛋白在肾小管沉积

输血治疗：

大多数呈自限性，轻度贫血无需输血，去除诱因后溶血大多于1周
内停止；中重度贫血（Hb<80g/L)，可输注G6PD正常的红细胞1～
2次
新生儿黄疸1周内有可能并发胆红素脑病，可用蓝光治疗，当血清

胆红素＞20mg/dl时，应考虑换血疗法

重症患者可以早期，大量、短程应用氢化可的松或地塞米松静脉
滴注

儿童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及常见病的输血治疗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 典型病例

 患儿，男性，2岁，因“反复面色苍白1月余，加重伴咳嗽1

周”入院

 1个多月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腹泻，大便每日3-4次，为黄

色稀水便，无粘液，无大便带血。同时逐渐出现面色苍白，

解深茶色小便，在当地医院查血红蛋白65g/L，予输注洗涤

红细胞、静脉丙种球蛋白和地塞米松等治疗后，血红蛋白升

至98g/L，以后口服强的松并逐渐减量。1周前患儿受凉后出

现发热，体温38C，伴流涕，咳嗽，再度出现面色苍白，并

逐渐加重，解深茶色小便，复查血红蛋白降至60g/L，转入

我院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 概念

 是由于机体免疫功能异常，产生抗自身红细胞的抗体，使红细胞

破坏加速造成的获得性溶血性贫血。儿童年发病率约为1/8000，大

多发生在1岁以后，4个月以内的婴儿少见

 本病临床上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类。原发性多见，原因不明，

无原发性全身疾病的证据。继发性多由感染、药物、自身免疫性

疾病和恶性肿瘤引起

 根据红细胞自身抗体和抗原的特征分为温抗体型；冷凝集素病；

阵发性冷性血红蛋白尿症三种类型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 autoimmune hemolytic anemia, AIHA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 临床表现

温抗体型AIHA

 抗体作用于红细胞的 适温度是37C，主要是IgG，罕

见IgM，发生血管外溶血，约占AIHA的80%

 通常表现为急性溶血，面色苍白，软弱乏力，可出现

血红蛋白尿，伴有黄疸和脾肿大。继发性病例还有原

发病的症状。少数同时出现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称为

Evans综合征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 临床表现

冷凝集素病

 抗体主要是IgM，也有IgG，在04C作用 强。多继

发于支原体肺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麻疹、腮

腺炎、风疹和淋巴瘤等。通常在寒冷季节暴露于室外

后诱发血管内或血管外溶血。出现面色苍白，黄疸，

脾肿大，血红蛋白尿等表现

阵发性冷性血红蛋白尿症

 自身抗体为冷热双相溶血素（IgG）。受冷后抗体结合

于红细胞表面，温度回复后则激活补体，发生急性血

管内溶血。出现面色苍白和血红蛋白尿。通常继发于

梅毒和病毒感染。原发性少见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 实验室检查

实验室检查

呈正细胞正色素性贫血。贫血程度轻度至重度不等，网

织红细胞通常增高，偶尔正常或降低，见于继发感染使

骨髓功能暂时受抑

外周血涂片在温抗体型可见较多小球形细胞，或见泪滴

状红细胞、红细胞碎片。在冷抗体型可见红细胞明显地

凝集成团

 血常规

骨髓检查的目的是排除肿瘤、骨髓增生异常、造血功能

衰竭等疾病。本病骨髓红系显著增生，粒：红比例降低

甚至倒置，以中、晚幼红细胞增生为主

 骨髓像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 实验室检查

实验室检查

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是诊断本病 重要的依据，该试验

测定吸附于红细胞是的抗体（IgG）和/或补体。少数患

者因为红细胞上吸附的抗体量少，低于Coombs试验的

阳性临界水平，Coombs试验始终阴性

如果临床表现符合AIHA，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和脾切

除有效，能除外其他溶血性贫血，亦可诊断

 抗人球蛋白试验（Coombs test）

儿童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及常见病的输血治疗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 实验室检查

实验室检查

冷凝集素病患者阳性

 冷凝集素试验

阵发性冷性血红蛋白尿症患者阳性

 冷热溶血试验（Donach-Landsteiner实验）

多数患者血清总胆红素及间接胆红素升高；

乳酸脱氢酶(LDH)酶和谷草转氨酶（AST）等反应溶血的指

标亦可增高

 其他试验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 治疗

温抗体型AIHA通常对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反应良好，是本

病首选。若激素治疗无效，可选用免疫抑制剂，常用硫唑嘌

呤，环磷酰胺，环胞霉素A等

静脉丙种球蛋白(IVIG)的应用：IVIG 对成人AIHA有较好

疗效，但儿童的效果不确切，一般不作为儿童常规用药

冷抗体型AIHA治疗的关键在于避免寒冷的刺激，保持在温

暖的环境中。由于该种类型多见感染刺激，往往呈急性自限

性过程，故治疗原发病和加强支持很重要。也可短期应用皮

质激素减少红细胞的破坏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 输血治疗

输血治疗应慎重，由于输入补体而加重红细胞破坏。但如果严重

贫血(Hb<50g/L)影响心脏功能而危及生命时，应考虑输血

温抗体型自身抗体可与几乎所有红细胞都有反应（即泛反应性），使患者

多种红细胞发生凝集，故造成确定血型和交叉配血困难。由血库排除同时

存在的既往输血产生的同种抗体很重要。如果能排除同种抗体，即使输注

不相容的血液制品也很少出现溶血性输血反应

选择ABO血型相合红细胞悬液或洗涤红细胞，主测相合优先

紧急情况，血型鉴定困难，选择O型红细胞缓慢输注，提前使用糖

皮质激素减轻输血不良反应

输血中，急性全身性输血反应并不常见，偶尔出现血红蛋白血症

和血红蛋白尿，大量水化可防治肾功衰。输血开始时速度宜慢，

并定期观察小便颜色

谢 谢

儿童溶血性贫血的诊断思路及常见病的输血治疗



临床内科疾病合理安全输血

四川省人民医院血液科 黄晓兵

 内科输血原则

 红细胞输注指南

 红细胞输注并发症与注意事项

 血小板输注指针与指南
 预防性血小板输注

 治疗性血小板输注

 血小板输注的注意事项和禁忌症

 血浆成分输注指南

 血浆成分输注并发症与注意事项

内容提要

 输血前医师必须回答的问题：患者是否确切需要输血?

 充分考虑输血的获益与危险？

 输血程序是否清楚？

 输血原则：
正确的病人
正确的原因
正确的血液

合理、安全输血前注意事项及输血原则

 开展输血治疗有两个前提（正确的病人）：
不能用其它治疗手段达到治疗目的，必需输血
病员本身失代偿，不得不输血

 确定患者必须输血，有明确的输血适应症（正确的输血原因）

 确定需要输血的病人需要的血液成分（正确的血液成分）

 科学认识输血的风险、副作用与获益

合理、安全输血原则

Williamson LM, et al. BMJ. 1999;319:16-9.

输血相关不良反应/不良事件

Based on 366 spontaneously-reported
deaths/major complications between 
October 1996 and September 1998 
in the UK and Ireland.

输血相关感染

急性肺损伤

输血后紫癜

移植物抗宿主病

迟发型输血反应

急性输血反应

不正确的成分输注

3%

6%

8%
2%

14%

15%

53%

输血相关不良反应/不良事件

临床内科疾病合理安排输血



非感染性输血危险（常见） 发生率

发热反应 <1 in 100单位

过敏反应 2-3 in 100单位

重症全身性变态反应 2 in 100,000单位

输血相关肺损伤 2 in 10,000单位

输血相关容量负荷过重 1 in 100 单位

输血差错 1 in 12000单位

移植物抗宿主病 罕见

充分认识输血的危险性

注意:输血不良反应报告制度

输血相关感染 发生率

HIV感染 1 in 2,000,000

乙肝病毒感染 1 in 150,000

细菌性败血症 1 in  2,500

丙肝病毒感染 1 in 50000

梅毒感染

CMV 、EB等病毒感染

寄生虫感染

充分认识输血的危险性

注意:输血不良反应报告制度

 ATR可以是仅带来一些麻烦的临床良性反应，也可以是危及
生命的反应

 反应的性质可能不能立即明确，因为很多反应开始于非特
异性的症状，如发热或发冷

 接受输血的患者常合并复杂的基础临床疾病，这些疾病的
症状可能与输血反应相似

 因此，当患者出现符合ATR的症状或体征时，必须立即对患
者进行评估(需输血机构的参与和协助)，并尽可能迅速地进
行治疗，以最大程度地减轻输血反应的影响

急性输血反应

 (AHTR)是一种危及生命的反应，由输入的红细胞发生急性血管内

溶血引起

 其原因常为配血差错以致受者输注了错误的血液制品

 主诉症状包括发热、发冷、腰痛及静脉注射部位渗

 立即联系输血机构是非常关键的，以进行恰当的记录核对，这样可

防止另一名患者被给予错误标记的血液单位。治疗包括积极补液和

利尿

急性溶血性输血反应

急性溶血性输血反应

 除荨麻疹外的其他任何变态反应均构成过敏性输血反应

 这包括血管性水肿、喘鸣和/或低血压

 过敏性输血反应可发生于IgA缺陷的个体，这些个体可产生抗

IgA抗体并与输注血液制品中的IgA反应；过敏性输血反应也可

发生于对输注血液制品中的其他成分过敏的患者中

 处置可包括使用肾上腺素、抗组胺药及血管加压药，具体取决

于过敏症状的严重程度

过敏性输血反应

临床内科疾病合理安排输血



 (FNHTR)以发热为特征，常伴发冷，而缺乏其他的全身症状

 FNHTR是个排除性诊断；必须排除其他可能出现的发热性输
血反应，包括AHTR、脓毒症或输血相关的急性肺损伤(TRALI)

 FNHTR最常见的原因是未去除白细胞的血液制品中的白细胞
释放细胞因子。血小板输注时会出现以发冷和/或寒颤为特征
的相似反应，但无体温变化。

 处理通常为对症处理。目前缺乏高质量证据支持预防性使用对
乙酰氨基酚或抗组胺药的前驱给药

发热性非溶血性输血反应

 TACO是由容量过多或循环超负荷引起的一种肺水肿，发生于

短时间内接受大容量的血液制品输入的患者，或发生于存在基

础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处理方法包括利尿和补充氧气；通气支持可能少有需要。

输血相关循环超负荷

 输血相关脓毒症(或细菌性感染)是由输入含微生物的血液制品

所致

 初始表现可能包括发热、发冷和低血压

 与基础局部感染所引起的脓毒症不同，输血相关脓毒症可能涉

及大静脉侵染，在涉及革兰阴性微生物的情况下可能发生内毒

素输入

 治疗包括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血流动力学支持

输血相关脓毒症

 TRALI是一种危及生命的急性肺损伤形式，当受者的肺血管被
适当预致敏，其中的中性粒细胞被输入的血液制品激活时即可
发生本病

 主诉症状包括发热、发冷及呼吸窘迫
 主要为支持性的治疗，可能包括插管和机械通气
 后续评估目的是识别与此相关的供者，以使其不再继续献血。

患者可接受来自其他无限制条件的供者的血液制品，但不应接
受“肇事”产品的任何未输入的残留部分或来自相关供者的任
何其他制品

输血相关急性肺损伤

CXR in TRALI

Bilateral pulmonary infiltrates

in hilar region

 荨麻疹性反应伴有荨麻疹但无其他过敏表现(即，无喘鸣、血管
性水肿、低血压)

 最常见的原因是患者和血液制品之间发生抗原-抗体反应

 常见的相关抗原包括许多供者的血清蛋白

 只要明确不存在其他过敏症状，则荨麻疹性输血反应不是继续
输血的禁忌证。

 可以给予抗组胺药，但无预防性应用指征

荨麻疹性输血反应

临床内科疾病合理安排输血



输血合并病毒感染
Decline in HIV, HBV, HCV Risks of Transmission via Blood Tx

Busch MP, et al. JAMA. 2003;289:9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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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Revised Donor
Deferral Criteria

Non-A, Non-B 
Hepatitis 

Surrogate Testing

HIV Antibody
Screening

HCV Antibody
Screening

p24 Antigen
Testing

HCV and HIV
Nucleic Acid

Testing

HIV
HCV

HBV

HIV = 1 in 1.8 million
HCV = 1 in 1.6 million
HBV = 1 in 220,000

T-细胞增殖受抑制

 抑制 CD3, CD4, CD8 T-细胞功能

 增加可溶性细胞因子
 sTNF-R, sIL-2R

 增加细胞介导淋巴细胞溶解

 增加肿瘤坏死因子

 增加抑制性T细胞活性

 减少自然杀伤细胞活性

输血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McAlister FA, et al, British Journal of Surgery 1998; 85: 171-178
Innerhofer et al.  Transfusion 1999 Oct;39(10):1089

输血注意事项（易犯错误）
“NEAR MISS” EVENTS 1997/98 - 2003 (n=2427)

57%

14%

11%

10%

8% <1% Sample errors (1381)

Laboratory component selection
handling, storage & issue errors
(333)

Laboratory sample handling &/or
testing errors (279)

Component collection,
transportation, ward handling &
administration errors (248)

Request errors (185)

Miscellaneous errors (1)

合血标本不能超过72小时

贫血的病因及分类

病因 机理 临床表现
失血性贫血 血细胞及血浆丢失 急性 正细胞正色素贫血 ;慢性 小细胞低色素

贫血,常伴铁缺乏

干细胞异常性贫
血

损害HSC或CFU-S ，发生
良性或恶性克隆异常

全血细胞减少 ，再障/纯红再障 ，PNH或MDS,
急性白血病等

营养不良性贫血 造血原料缺乏 当缺铁或铁利用障碍 小细胞低色素贫血 ；当
叶酸、维生素B12缺乏 DNA合成障碍 大细胞贫
血

骨髓病性贫血 骨髓面积减少 如：转移癌、纤维化。 正细胞正色素贫血

造血调节异常 EPO及受体等细胞因子及
激素异常

骨髓基质细胞受损至骨纤， 造血调节因子水

平异常如肾功不全

溶血性贫血 红细胞寿命缩短 ，红细
胞过度破坏

贫血、黄疸、LDH升高

治疗贫血的首要任务是去除病因，药物治疗有效就不输血。输血为辅助性治疗。

怎样诊断贫血（贫血诊断流程）

确诊贫血

（符合贫血的诊断标准）

急性、慢性失血

病史：消化道、生殖道

鼻出血

红细胞破坏增加

（红细胞生存期短）

贫血、黄疸

网织红细胞增加

红细胞生成不足

干细胞异常性

营养不良性贫血

骨髓病性贫血

造血调节异常

贫血的程度、铁代谢
物检测

抗人球蛋白试验、遗传性
溶血、相关检查、CD55、

CD59检测

贫血代谢物、骨髓检查、
细胞遗传学检查、基因

检查，血清EPO

临床内科疾病合理安排输血



外周血红蛋(g%） 临床表现 是否需要输血

9-11 不明显 不需要输血

7.0 活动后气紧 缺血性心脏病、循环不良
者输血

6.0 虚弱 多数患者需要输血

3.0 静息时呼吸困难 紧急输血

2-2.5 心力衰竭、意识障碍

死亡

紧急输血

贫血程度、临床表现与输血适应症
是否存在血流动力学异常？缺氧程度？器官功能？

LINMAN.NEJM 279:812, 1968

 对于血流动力学稳定的住院患者，当血红蛋白达到多少时须考虑输注

RBC ?

 对于成人和儿童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当血红蛋白≤7 g/dl时

应考虑进行RBC输注

 对于术后患者，当血红蛋白降至8 g/dl或以下时，或存在胸痛、体位

性低血压、心动过速且输液无效、或充血性心力衰竭症状时，应考虑

进行RBC输注

红细胞输注指南
美国血库协会（AABB）发布红细胞输注标准指南2012

限制输血组 自由输血组

输血要求Hb水平 Hgb < 7 (afterwards, 
maintained at 7-9 
g/dL)

Hgb < 10  (afterwards, 
maintained at 10-12 g/dL)

30天死亡率 18.7% 23.3%（p=0.11）

疾病加重 8.7% 16.1%（p=0.02）

明显心脏并发症 20.5% 22.9%（p=0.69）

红细胞输注阈值的循证医学（重症监护病房）

Hebert. NEJM 1999; 340: 409-417

主要结果：所有输血原因的30天死亡率分析

红细胞输血“指针/阈值”与结果

18.7

23.3%
自由输血策略

限制输血策略

Hebert, 1999

急性冠脉综合症患者限制输血与自由输血的结果

Rao SV et al. JAMA. 2004;292:1555-1562

Transfusion

No Transfusion

Adjusted 
hazard ratio 

3.94
(3.26-4.75)

心脏功能不全的患者要限制输血

成分 特性 适应症

全血 高容量，流动性好 大出血;换血疗法

红细胞悬液 全血离心后去血浆，加入

适量红细胞添加剂，

红细胞减少;贫血

浓缩红细胞 高红细胞压积，低容量 红细胞减少;慢性贫血；

血流的力学正常

去白红细胞 < 106白细胞 减少白细胞效应

洗涤红细胞 去除血浆 过敏性反应、抗体及补

体介导的溶血

冰冻红细胞 长期贮存 稀有血型; 自体储血

红细胞成分特点及适应症（输什么？）

临床内科疾病合理安排输血



子宫内输血，新生儿输血.

造血干细胞采集前1周输血, 自体或者异基
因移植后12月.

霍奇金淋巴瘤

嘌呤类似物药物治疗后6月 (fludarabine, 
2-CdA, deoxycofomycin)

再障使用ATG治疗后6月

近亲属或者HLA相合供者捐献的血液.

先天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患者的输血

辐照红细胞

血液辐照仪:γ射线照

射血液以灭活淋巴细

胞

最佳照射剂量：最低
标准为25Gy

特殊红细胞成分输注

 输血不是自免溶贫的禁忌症，但是要严控适应症

 重要的是正确地配血，自身抗体可能干预血型鉴定

 若不能确定血型，紧急情况下可用O型红细胞缓慢输注

 能够确定血型者，应输注同血型红细胞

 积极治疗原发病，使用免疫抑制剂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患者的输血

 D抗原免疫原性很强，Rh(D)相关的溶血主要发生在胎儿、新生儿

 弱D患者要看作阴性、尽量输Rh（D）阴性血（供者为弱D要当Rh（D）阳

性血用）；

 患者为Rh（D）阴性，又含有抗-D，必须输Rh（D）阴性血；

 紧急情况下,患者为Rh（D）阴性，没有检测到抗-D，男患者或无生育能

力的妇女可输Rh（D）阳性血（将来也许只能输Rh阴性血）；

 患者为Rh（D）阴性，体内虽未检测到抗-D，但患者是有生育能力的妇

女（包括女童），应输Rh（D）阴性血

Rh（D）阴性的输血问题

 如临时找不到Rh（D）阴性血，不立即输血会危及患者的生

命，应本着抢救生命第一的原则，先用Rh（D）阳性血抢救。

Rh（D）抗体的产生至少2周以后，此时病人已渡过危险期，

有了充足时间寻找Rh阴性血，和处理Rh溶血

 但要在《输血治疗同意书》中注明并征得家属同意（可能

产生抗-D，将来只能输Rh阴性血，或发生新生儿溶血病）

Rh（D）阴性的输血问题

 尽管血小板表面无D抗原，但制品中含有一定量的红细胞（可

使患者致敏），故Rh（D）阴性生育期的女患者（包括女童）

应输Rh（D）阴性血小板。

 Rh（D）阴性男患者和Rh（D）阴性无生育能力的女患者只要

体内无抗-D，紧急情况下可输Rh（D）阳性血小板。

Rh（D）阴性的患者血小板输注问题

1、输血具有危险性、药物治疗有效者，尽量避免输血

2、输血指针必须严格掌握

3、对于没有血流动力异常的患者，输血门栏/阈值: 6-7g/dl

4、对于无血流动力异常的慢性贫血患者，通常一次输血剂量: 
1 unit

5、注意观察与防治输血并发症，保护患者

合理安全输注红细胞小结

临床内科疾病合理安排输血



Bleeding 

disorders

Vascular 

abnormalities

Platelet 

disorders

Clotting factor

abnormalities
DIC

出血性疾病分类：血小板减少与成分输血

血小板减少的原因
• 骨髓浸润（肿瘤、白血病、骨髓纤

维化及结核等）

• 骨髓抑制药物

• 辐射

• 巨核细胞再生障碍、病毒感染等。
血小板生成减少

血小板破坏增加

遗传性

获得性

非免疫性血小板破
坏增强

•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 感染、

• 药物引起、

•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 严重烧伤。

免疫性血小板破坏
增强

血小板分布异常 脾肿大等

•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 药物引起

• 肝素引起

• 输血后紫癜

血小板输注适应症
Clinical Indications for Platelets

血小板生成不足 血小板破坏增多/稀
释

血小板功能被抑制

白血病合并血小板减少

其他原因致骨髓病性血
小板减少

化疗致血小板减少

遗传性血小板减少

DIC

大量输血

骨髓增殖性疾病

抗血小板药物：
Aspirin/Plavix

血小板无力症

能够使用药物治疗，短期内血小板预计能够提升到安全水平的患者，最好不输血小板

输注指针 血小板计数

骨髓衰竭患者需要预防性输注. < 10 x 109/L

骨髓衰竭合并危险因素: 发热，抗生素治疗, 系统性
出血 < 20 x 109/L

大出血.
大量输血
患者需要外科手术，或者侵入性操作.
DIC

< 50 x 109/L

脑手术，眼科手术.
< 100 x 109/L

血小板减少是主要出血原因.
任何伴出血的血小板减少

遗传性，或者获得性功能异常伴出血 血小板计数正常，但其功能减
低

血小板输注总指南
Accepted Clinical Indications for Platelets

治疗时机选择：血小板计数与出血危险评估

Grade Descriptor

0 No bleeding

1 Petechiae

2 Mild blood loss

3 Gross blood loss

4 Debilitating blood loss

WHO Bleeding Scale

血小板计数>30×109/L,如果不伴外伤、手术、出血，一般不需要治疗，观察
成人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16版

可能的益处：
 减少微小出血的发病率；
 降低大量出血的发病率／死亡率。

血小板输注的相关风险：
 同种异体免疫反应,导致无效性血小板输注（连续两次以上输 PLT后未能

使PLT计数升高至预期值，患者的出血症状无改善）
 输血感染；
 过敏反应；
 输血相关性急性肺损伤；
 输血相关移植物抗宿主病；
 来源困难，保存困难,价格昂贵。

评估血小板输注的利弊

1、 STEPHEN, et al. 2001 Oncology Special Edition. Vo 4 .
2、《血小板输注指南》，英国血液学标准委员会（BCSH）、输血特别委员会

临床内科疾病合理安排输血



内科疾病血小板输注指南（适应症？）

血小板计数和临床出血症状结合决定是否输注血小板：

血小板计数＞50×109/L 一般不需输注

血小板计数＜5×109/L 应立即输血小板防止出血

血小板10-50×109/L 根据临床出血情况,可考虑输注

血小板预防性输注的循证医学（输多少？）
Dose of Prophylactic Platelet Transfusions and Prevention of Hemorrhage

输注血小板数量 2级以上出血发生率

小剂量组 1.1 x 1011 platelets/m2

BSA
71%

中剂量组 2.2 x 1011 platelets/m2

BSA
69%

大剂量组 4.4 x 1011 platelets/m2

BSA
70%

NEJM 2010; 362: 600 – 13

结论：3组不同血小板剂量输注，出血发生率无差异

血小板制剂

 单采血小板

 浓缩血小板

 特制血小板：

洗涤血小板；

少白细胞的血小板；

冰冻血小板；

辐照血小板

全血

红细胞
富血小板

血浆

浓缩血小
板

重离心移
出血浆

46

 机采/单采血小板平均计数在2.9×1011/袋，每袋容积为200ml

 血小板可常温保存3天，加5%二甲基亚砜后的血小板可存放于-
80℃低温冰箱内冻存备用

 一般1天输注1个治疗剂量的机采血小板，也可根据患者出血情
况和体内止凝血功能状况及其变化酌情增减。

 自-80℃低温冰箱内取出冻存的血小板，迅速置于40～42℃水浴
箱融化。用输血器以患者可以耐受的最快速度输注。

血小板制剂

 有输血相关移植物抗宿主病(TA-GVHD)危险的患者
应接受辐照的血小板(C等，IV级)。

骨髓移植
受者

实体器官移
植的免疫低
下受者

接受直系亲
属血液者

先天性免
疫缺陷症

需要接受辐照血小板输注的患者

血小板制剂选择
辐照的血小板 血小板输注疗效评估

有出血表现时应一次足量输注并测CCI值。

CCI=（输注后血小板计数-输注前血小板计数）
（1011）×体表面积(M2)/输入血小板总数(1011) 

注：输注后血小板计数为输注后一小时测定值。
CCI＞10者为输注有效。

输入血小板数1.0×1011个，可使输注后1h的外周
血小板数增高约10×109/L。

临床内科疾病合理安排输血



1.输注前应检查血袋是否完好，是否有颜色异常和浑浊
(提示有细菌污染)；

2.建议输注时间应在20-30分钟；

3.应当使用标准的血液或血小板输注装置，已经用于输血
的装置不能用来输血小板；

4.输血小板前，病人不应常规用皮质激素及扑尔敏

血小板输注注意事项

5. 应当告知病人可能的并发症；

6. 输血时评估病人情况最好的方法是对病人进行观察，
建议输前先对病人做基本检查(P、T、BP)，15分钟后
和结束时应再测量；

7. 如果怀疑病人发生输血反应，应立即停止输血，并根
据输血反应的类型和严重程度进行处理。

血小板输注注意事项

推荐：

1.鉴别是否HLA抗体引起，因为提供HLA匹配的血小板可
能会改善效果；(B等，III级）

2.其它处理同种免疫输注无效的措施：大剂量静丙、切
脾、血浆置换，效果并不好

3.增加血小板输注剂量或停止输注可能是改善效果的有
效的策略(C等，IV级)；

血小板输注无效
处理指南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hrombot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TTP)

 肝素诱导血小板减少症(heparin-induced 
thrombocytopenia，HIT)

 相对禁忌症：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血小板输注的禁忌症

Bleeding 

disorders

Vascular 

abnormalities

Platelet 

disorders

Clotting factor

abnormalities
DIC

出血性疾病分类：凝血因子异常与血浆成分输注
凝血异常的初步检查流程

凝血图异常

PT延长 APTT延长 TT延长

因子Ⅱ、Ⅴ、Ⅶ、Ⅹ
或凝血酶原缺乏
纤维蛋白原缺乏、异常
严重肝病
播散性血管内凝血
血循环中存在抗凝物

因子Ⅷ、Ⅸ、
Ⅺ、Ⅻ减少或缺乏

纤维蛋白原缺乏
血循环中存在抗凝物

纤维蛋白原缺乏/分子异常、
播散性血管内凝血

FDP增高
尿毒症

肝素、类肝素抗凝物质存在
AT-Ⅲ显著提高

如果有多个凝血因子缺乏，往往提示凝血因子抑制物存在于血浆

临床内科疾病合理安排输血



凝血因子 外科手术止血水平 PT检查的敏感性

FII 20-30% 28%

FV >20% 52%

FVII >15% 49%

FVIII >40% N/A

FXI >30% N/A

FX >20% 49%

外科手术与凝血因子水平（防止出血的最低要求）

疾病 治疗制剂

血友病A 重组VIII 因子、浓缩VIII 因子、冷沉淀

血友病B 重组IX因子、浓缩IX因子、凝血酶原复合物

血管性血友病 冷沉淀

XI 因子缺乏 新鲜冰冻血浆

因子缺乏XIII 冷沉淀、新鲜冰冻血浆

低纤维蛋白原 浓缩纤维蛋白原、冷沉淀

常见遗传性凝血因子缺乏的替代治疗

 用量:一般需输入10-15ml/kg体
重新鲜冰冻血浆

 成人 10ml/Kg

 儿童 10-15ml/Kg

 升高凝血因子15-20%

 FFP的剂量不必过大，以免发生
循环超负荷的危险，特别是心
功能不全的患者剂量要控制

新鲜冰冻血浆输注指南

全血

红细胞 白膜层 液体血浆

普通冰冻血浆
新鲜冰冻血浆

6～8小时冰冻

新鲜冰冻血浆中的凝血因子浓度
Mean Coagulation Factor Activity in Thawed Apheresis FFP Stored at 1-6° C for 5 Days

Factor Day 1 Day 3 Day 5 % Decrease Day 1-5
P Value 
Day 1-5

Fibrinogen (mg) 322.3 315.9 316.2 1.9 Not significant

Factor II (%) 90.9 88.2 88.5 2.6 Not significant

Factor V (%) 95.4 90.1 87.0 8.8 <0.0001

Factor VII (%) 93.6 92.4 90.2 3.6 Not significant

Factor VIII (%) 89.5 76.4 76.7 14.3 0.0016

Factor X (%) 100.3 99.1 101.5 0.0 Not significant

Factor XI (%) 105.0 108.9 106.5 0.0 Not significant

From Sidhu et al.  J of Clin Apheresis. 2006; 21:224-226

在37 ℃水浴轻摇融化，不能在室温放置自然融化

温度与凝血因子活性
Effect of Hypothermia on coagulation factor activity

 容量： 20-30ml/袋

 成分：含有五种主要成分：

因子Ⅷ 、因子ⅩⅢ、血管性血友
病因子；纤维蛋白原、纤维结合蛋白

200ml新鲜冰冻血浆制备：

纤维蛋白原含量 ≥150mg，Ⅷ因子
含量≥80IU

100ml新鲜冰冻血浆制备：

纤维蛋白原含量 ≥75mg，Ⅷ因子
含量≥40IU

所含的纤维蛋白原和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较稳定，而Ⅷ因子的含量不一致

冷沉淀凝血因子

新鲜冰冻血浆

重离心

移出上层血浆

冷沉淀

（不溶解的白色沉
淀物）

4℃条件下融化至

尚剩少量冰渣

临床内科疾病合理安排输血



儿童和成人(轻型)甲型血友病

先天性或获得性纤维蛋白原缺乏症患者

血管性血友病(我国少见)

手术后出血，严重外伤及DIC等患者的治疗

保质期：在－18℃以下冰冻保存，自制备新鲜冰冻血浆之
日起为1年

冷沉淀输注的适应症

 甲型血友病患者的剂量，通常轻度出血患者为10-15IU ／Kg，维持用药
的天数据病情而定（3-14天），维持剂量可减半。中度或重度出血者最
好选用因子Ⅷ 浓缩剂治疗

 血管性血友病患者的剂量为1单位／10Kg，每日一次，维持3-4天

 输用1-1.5单位／10Kg，可使血中纤维蛋白原维持在0.5-1.0g/L为适度

 在37 ℃水浴中10分钟内可完全融化

冷沉淀输注的用法

 融化温度不能超过37 ℃，在4小时之内用于患者

 应以患者能耐受的速度尽快输注

 若在37 ℃不能完全融化，提示纤维蛋白原转化为纤维蛋白
，则不能使用

 ABO血型同型输注

 因故未能及时输注，不宜再冻存

冷沉淀输注的注意事项

 PCC以新鲜冰冻血浆为原料，制备方法有多种

 成分：主要含有维生素 K依赖性凝血因子如FⅡ、F Ⅶ、F Ⅸ和F X 

 适应症：
血友病B： 患者缺乏F Ⅸ ；所需剂量（u）＝[欲达到血浆F Ⅸ：C的水
平（%）-实际所测F Ⅸ：C的水平（%）]×体重（/kg）×0.07×（1-
血细胞比积）

因肝病引起的凝血机制紊乱
口服维生素K拮抗剂类抗凝药物导致的出血等严重的出血事件
DIC有多种凝血因子消耗性缺乏，可补充PCC 

凝血酶原复合物

成分血制品 开始输注 完成输血时间

红细胞 移出冰箱30分钟 4小时内

血小板 立即 20分钟

新鲜冰冻血浆 30分钟内 20分钟

成分输血时间限定

 合理输血是提高血液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务人

员的责任与义务，做到依法输血。高度重视输血安全，

常备不懈 。

 每个血液成分应用于有适应症特定病人需求，输血前

要评估输血的利弊，根据输血指南，严格掌握输血适

应症。

 从患者合血标本采集、配型、输注、不良反应观察到

输血记录，需要高度责任心及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注意输血的每个细节。

临床合理与安全输血小结

临床内科疾病合理安排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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