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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术后早期一过性精神异常的回顾性分析

熊　烈 、 丁寿宁 、 杨　铁 、 杨爱桃

【摘要】目的　回顾性分析肾移植术后早期一过性精神异常的诊治。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1 月 ~2019 年 11 月我院肾移植术后出现早期一过性精神异常的 97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97 例

患者用药后其精神症状均逐渐消失，期间出现嗜睡状态 54 例（55.7％），呼吸伴鼾声且生命平稳体

征者 41 例（42.3％）。24~48h 后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将镇静药物剂量逐渐减少到停用，均没有精神

症状再次出现。14~45d 后痊愈出院 97 例。地西泮治疗无效者 2 例（2.1％），改用丙泊酚治疗 24h 后

症状均消失。3~27 个月的随访发现：患者血肌酐水平 63.1~205.7 μmol/L，平均（98.4±10.3）μmol/L，

均再没有精神症状。结论　肾移植术后早期部分患者出现一过性精神异常，治疗后预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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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ransient psychosis disorder in patients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XIONG Lie，DING Shouning，YANG Tie，et al. Yiyang Central Hospital，Yiyang 41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early transient psychosis in patient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97 cases of patients with transient psychosis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from November 2017 to November 2019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mental symptoms in all of the 97 patients gradually disappeared；54 patients（55.7％）were drowsy during the treat-

ment，41 patients（42.3％）had snoring with stable vital signs. After 24-48 hours of treatment，the sedative dosage for 

all the patients was gradually reduced and stop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s，and there was no mental 

symptoms again. All of the 97 cases（100％）were cured and discharged after 14-45 days. Two patients（2.1％）had no 

effect by diazepam treatment.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3-27 months. The serum creatinine level of the patients 

was 63.1-205.7 μ mol / L，with an average of（98.4 ± 10.3）μ mol / L. all of them had no mental symptoms appeared 

again. Conclusion　Part of patients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will have transient psychosis disorder，which can be 

effectively treated.

【Key words】Kidney transplantation；Early postoperative period；Transient psychosis disorder；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2/3 的肾脏移植手术患者术后会对可能发生的排

斥反应的恐惧等而感到焦虑［1］。调查发现术后几年

仍然有 1/2 的患者感到焦虑［2］。总体来说，移植后患

者出现焦虑或其他精神异常的发生率为 1/4 左右［3］。

但目前对移植手术后早期患者出现妄想、言语混乱、

兴奋等精神异常的报道较少，病因有待进一步确定，

也缺乏规范的治疗［4］。本研究回顾分析了肾移植术

后早期一过性精神异常的诊治和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1 月 ~2019 年 11 月我院肾

移植术后早期一过性精神异常患者 97 例患者的临

床资料，其中男性患者 51 例（52.6％），女性患者

46 例（47.4％），年龄 19~67 岁，平均（49.3±7.5）

岁；病程 2 个月 ~8 年，平均（4.2±1.3）年；透析时

间 2 个月 ~3 年，平均（1.3±0.4）年。在原发病方

面，高血压肾病 10 例（10.3％），糖尿病肾病 6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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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慢性肾小球肾炎 69 例（71.1％），多囊肾 9
例（9.3％），未确定原发病因 3 例（3.1％）。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术前均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2）

均具有清晰的意识；3）均具有正常的理解能力。排

除标准：1）有精神障碍病史；2）有脑血管病史；3）

三代有家族精神病史。

1.3　方法

1.3.1　临床诊断　97 例患者中，术后 6~36h 有

兴奋症状的 76 例（78.4％），烦躁 82 例（84.5％），

失眠 69 例（71.1％），焦虑 58 例（59.8％），思维障

碍 24 例（24.7％），被害妄想 15 例（15.5％），有自

杀倾向 5 例（5.2％）。均无法对治疗进行有效配合，

严重的情况下还对医护人员侮辱、谩骂。血液生化

检查合并低蛋白血症（<30g/L）19 例（19.6％），合

并电解质异常 27 例（27.8％），血糖在 22.3mmol/L 以

上、尿液中酮体（+）9 例（9.3％），合并代谢性酸中

毒 6 例（6.2％），正常 3 例（3.1％）。头颅 CT 检查

68 例中，有轻微腔隙性脑梗塞表现 4 例（4.1％），正

常 64 例（66.0％）。

1.3.2　临床治疗

1.3.2.1　术前准备

术前对患者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必要的情

况下对患者进行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评估其

他脏器功能状态、疾病程度，将肾脏移植禁忌症存

在情况确定下来。术前合并慢性心功能不全 21 例

（21.6％），将其纠正过来。术前 1d 透析治疗 72 例

（74.2％），术前未透析治疗 25 例（25.8％）。术前

血肌酐水平 582-1125 μmol/L，平均（853.5±123.4）

μmol/L。淋巴毒试验在 5％以下，HLA 错配位点在 3
个及以下。

1.3.2.2　术中、术后情况及免疫抑制剂应用

97 例患者中，在麻醉方法方面，硬膜外麻醉 6
例（6.2％），全身麻醉 91 例（93.8％）。术中均具有

正常的循环功能、呼吸功能。采用髂外静脉吻合移

植肾静脉端侧作为血管吻合静脉，移植肾动脉吻合

髂外动脉端侧 81 例（83.5％），吻合髂内动脉端侧 16
例（16.5％），手术顺利。将血管开放前，以较快的

速度给予患者静脉滴注 500mg 甲基强的松龙。术中

给予患者静脉输入 2-6U 滤白红细胞悬液 +10-20g 白

蛋白。术后给予患者静脉滴注 500mg/d 甲基强的松

龙，3d 后改为给予患者口服 30mg/d 强的松。12h、

24-48h 后分别应用 1500mg/d 骁悉、5-6mg/kg/d 环孢

素 A 或 0.08-0.1mg/kg/d 他克莫司。

1.3.2.3　治疗方法

97 例患者中，在临床症状出现后均接受药物支

持治疗，包括白蛋白、血浆等，将酸碱、水电解质

失衡积极纠正过来，对血糖进行控制，如果患者无

尿或少尿，则给予其透析治疗。如患者经上述治疗

后临床症状无改善，对镇静药物进行适当应用，从

而使监护与治疗顺利进行得到保证，对躁动可能引

发移植肾破裂的现象进行有效预防。对患者生命体

征变化进行严密监测，以较慢的速度给予患者持续

静脉滴注地西泮（76 例，878.4％），其中 24h 最大用

量为 90mg2 例（2.1％），仍然无法对躁狂症状进行有

效控制 19 例（19.6％），给予其肌肉注射 25mg 异丙

嗪（国药准字 H14023384）+25mg 氯丙嗪（国药准字

H23020442）。对地西泮 + 异丙嗪 + 氯丙嗪治疗无效

者 2 例，改用丙泊酚（10-15ml/h）对躁狂症状进行

控制，在使用期间严密监测患者血氧饱和度，避免

呼吸抑制，24h 后无症状 2 例（2.1％）。

2　结果

2.1　97 例患者的一般资料分析 见表 1
表1　97例患者的一般资料分析

项目 分类 分布

性别 男性 51例（52.6％）

女性 46例（47.4％）

年龄（岁） 49.3±7.5

病程（年） 0.2～8

透析时间（年） 1.3±0.4

原发病 高血压肾病 10例（10.3％）

糖尿病肾病 6例（6.2％）

慢性肾小球肾炎 69例（71.1％）

多囊肾 9例（9.3％）

未确定原发病因 3例（3.1％）

2.2 　97 例患者的治疗方法分析 见表 2

2.3　97 例患者的移植肾功能恢复情况分析

9 7 例 患 者 中 ， 血 管 开 放 后 即 刻 泌 尿 9 1 例

（93.8％），术后尿量为 250-2000ml/h 68 例（70.1％），

肌酐呈进行性下降，48h 后恢复正常；早期尿量为

100-250ml/h 23 例（23.7％），2 周后肌酐逐渐恢复

正常；6 例（6.2％）患者术后呈少尿或无尿，给予规

律血透治疗，透析时间为 3～24 天，尿量逐步恢复，

肌酐逐步恢复正常。

2.4　97 例患者的治疗与随访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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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例患者中，用药后躁狂症状逐渐消失、能够

对治疗进行安静配合 97 例（100.0％），期间呈嗜睡

状态 54 例（55.7％），有呼吸伴鼾声出现、具有平稳

的生命体征 41 例（42.3％）。24-48h 后依据患者的

实际病情将镇静药物剂量逐渐减少到停用，均没有

躁狂症状再次出现、具有稳定的情绪。14-45d 后痊

愈出院 97 例（100％）。活动增多、焦躁不安对地西

泮治疗无效者 2 例，改用丙泊酚对躁狂症状进行控

制，24h 后无症状 2 例（2.1％）。对患者进行 3-27
个月的随访，患者血肌酐水平 63.1-205.7 μmol/L，

平均（98.4±10.3）μmol/L，均具有良好的肾脏功能，

均没有精神症状再次出现，见表 3。

3　讨论

肾移植术后很多因素均会引发患者精神状态

表2　97例患者的治疗方法分析

项目 分类 分布

术前准备 透析治疗 72例（74.2％）

未透析治疗 25例（25.8％）

术前血肌酐（μmol/L） 853.5±123.4

麻醉方法 硬膜外麻醉 6例（6.2％）

全身麻醉 91例（93.8％）

动脉血管吻合方式 髂内动脉 16例（16.5％）

髂外动脉 81例（83.5％）

术后尿量 250～2000ml/h 68例（70.1％）

100～250ml/h  23例（23.7％）

少尿或无尿 6例（6.2％）

临床表现 烦躁 82例（84.5％）

失眠 69例（71.1％）

焦虑 58例（59.8％）

思维障碍 24例（24.7％）

被害妄想 15例（15.5％）

有自杀倾向 5例（5.2％）

血液生化检查 合并低蛋白血症（<30g/L） 19例（19.6％）

合并电解质异常 27例（27.8％）

血糖在22.3mmol/L以上、尿液中酮体（+） 9例（9.3％）

合并代谢性酸中毒 6例（6.2％）

正常 3例（3.1％）

头颅CT检查 有轻微腔隙性脑梗塞表现 4例（4.1％）

正常 64例（66.0％）

表3　18例患者的治疗与随访结果分析

项目 分类 分布

用药后躁狂症状逐渐消失、能够对治疗进行安静配合 97例（100.0％）

呈嗜睡状态 54例（55.7％）

有呼吸伴鼾声出现、具有平稳的生命体征 41例（42.3％）

痊愈出院 97例（100.0％）

随访血肌酐水平（μmol/L） 63.1～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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