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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近来血液疾病研究及治疗学的进展，该类疾病患者的预后明显改善，

越来越多妊娠期患者进入我们的视线。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该类疾病的

病理改变以及处理原则。本章节旨于介绍妊娠期血红蛋白病和易栓症以

及相应的麻醉管理原则。 

 

血红蛋白病 

 

血红蛋白病是一组以血红蛋白分子亚基异常为特征的一组常染色体隐形

遗传疾病（图 1）。它可以由珠蛋白链合成减少（比如地中海贫血）或

珠蛋白链合成异常所致（比如镰状细胞贫血）。血红蛋白病最常见的表现为严重程度不一的贫血。该病患者产前可通过产

问题 
 
在继续阅读前，请回答以下问题。问题的答案及解释具体见本章节结尾处。 

判断一下说法是否正确： 

1. 地中海贫血: 

a. 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基因遗传疾病 

b. 重型 α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的治疗方法主要依赖红细胞输注 

c. 心脏疾病是重型地中海贫血患者的主要致死原因之一 

d. 该疾病是术中自体血回输的禁忌症 

e. 不易在该疾病患者中建立良好的气道通气 

2. 有关妊娠期镰刀形红细胞贫血患者的麻醉管理: 

a. 预防镰状细胞危险是首要任务 

b. 早产时建议采取硬膜外麻醉 

c. 体内常见多种红细胞抗体 

d. 剖宫产患者术中可使用自体血回输 

e. 术中需维持正常体温 

3. 遗传性易栓症: 

a. 导致高凝状态 

b. 蛋白 C 和蛋白 S 有促凝活性 

c. 在孕早期推荐使用低分子肝素进行抗凝治疗，并在分娩后暂停该治疗 

d. 在使用治疗剂量低分子肝素 12 小时之内，不应进行腰穿 

e. 妊娠期可使用口服抗凝药 

 
 

 

  
 

 
 

17th January 2017 

要点 
• 患有血红蛋白病的妊娠期患者贫血严重程度不

同，相应的处理方案也不同，需要多学科团队

合作制定治疗方案 
 

• 重复多次输血会导致红细胞抗体的产生，因此

围产期内每次输血前都应进行交叉配血 
 

• 在英国，血栓栓塞是导致孕产妇直接死亡的最

常见原因 2009-2012 (MBRRACE 2014)1 
 

• 在产前和产后，易栓症患者都可预防性使用低

分子肝素进行治疗 
 

• 倘若要进行椎管内阻滞，需结合考虑前一次 

LMWH 的使用时间决定是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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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咨询和产前筛查降低子女的患病率。对待该病孕产妇时，围产期多学科团队合作极为重要，包括血液科、产科、心内科

及麻醉科。 

 

  

地中海贫血 

 

地中海贫血一组遗传性疾病，遗传的基因缺陷致使血红蛋白中一种或一种以上珠蛋白链合成缺如或不足，临床症状和基因

缺陷的类型变异性较大。比如 α 珠蛋白生成障碍和 β 珠蛋白生成障碍就是分别缺少相应的珠蛋白链。在这种病理状态下，

血红蛋白会在红细胞内沉积，导致红细胞脆性增加或死亡（图 2）。根据病情轻重不同，地中海贫血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

类型： 

 纯合子 β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重型）会引起临床症状较重的贫血，只能依赖输注红细胞进行治疗。 

 纯合子 α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重型）又名 Hb-Barts 胎儿水肿综合征，当一对染色体上的 α 基因全部缺失时，

会形成 γ 珠蛋白四聚体，这种情况会导致死胎或自然流产。. 

 杂合子型地中海贫血临床症状较轻，可表现为轻中度的小细胞性贫血，血红蛋白中 α 或 β 珠蛋白链合成减少。 

 

重型 β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的患者可通过周期性输注红细胞以及铁螯合剂治

疗延长生存期。反复多次输注红细胞会导致细胞中铁大量沉积，影响重要脏器

功能。目前针对该类患者围产期诊治的经验仍十分有限，因为这类患者生育功

能会受到疾病影响。  

 

50%的 β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患者死于心脏衰竭。常规的心电图和心超可

以用来检测患者的心脏功能。在孕产妇中，可以使用心脏磁共振（MRI）来评估

心肌细胞中的铁负荷，从而判定发生心衰以及心律失常的可能性。铁在其它重

要脏器中沉积会引起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肝功能异常和髓外造血。 

 

常用的铁螯合剂药物包括：去铁胺（皮下或静脉输注）、去铁酮和地拉罗司 

        

         图 1.地中海贫血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模式 

 

产科麻醉处理事项 

 

气道  髓外造血可能会引起颌面骨骼畸形（比如上颌骨增生和高腭穹），造成面罩通气和插管困难。 

呼吸 继发于髓外造血的肺纤维化和胸廓畸形可能引起肺限制性疾病。 

心脏  心脏功能异常可能由于心肌细胞中铁大量沉积造成，也可继发于慢性贫血，因此麻醉前心超必不可少。 

可通过测定血清铁和铁蛋白水平指导围术期铁螯合剂治疗。 

血红蛋白 围术期血红蛋白水平需维持在 10 g/dL 以上。产妇在进入手术室前，应再次进行配血检查，因为反复输 

血会导致红细胞抗体的产生，如有可能，术中应使用自体血回收装置。 

 

区域麻醉 

脊柱畸形和骨质疏松会增加区域麻醉的难度，但这些并不是绝对禁忌。对于脾脏增大的患者，如需行区域麻醉，应仔细评

估血小板减少的严重程度。  

脾切后的患者发生静脉血栓的几率会增加，可通过使用抗血栓弹力袜、LMWH 以及早期下床活动等措施降低发生几率。 

严格遵守无菌原则，降低感染的发生几率，对于脾切后的患者，如有必要，可使用预防性抗生素和疫苗来降低感染发生率。 

围术期也要针对相关并发症进行处理，比如糖尿病、肝脏疾病以及甲状腺功能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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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地中海贫血中的麻醉要点 

 重型 β 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的治疗方法为反复输注红细胞，需通过

铁螯合剂治疗降低体内铁沉着。 
 

 产妇可能会有困难气道，比如继发于髓外造血的颌面骨畸形 
 

 贫血和红细胞携氧功能异常可能会导致氧合功能下降 
 

 心肌中铁沉积可能会导致心衰发作，所以术前需行心超评估心脏功

能。 
 

 脊柱畸形会增加区域麻醉的困难度。 

 

 

镰状细胞贫血 

 

镰状细胞贫血（SCD）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血红蛋白病，发病原因为 β-

肽链第 6 位氨基酸谷氨酸被 ji 氨酸所替代，形成病理性的镰状血红蛋白

（HbS）。HbS 不稳定且易在低氧状态下出现凝集（PaO2< 5.2 – 6.5 kPa, 

SpO2 85%）。纯合子型 SCD 患者体内基本上所有血红蛋白皆为 HbS，这样

会引起慢性溶血性贫血、镰状细胞危象、多器官功能受损以及早期死亡。杂

合子型 SCD 患者或携带者体内约 30-40%的血红蛋白为 HbS，这样只会引起

轻中度贫血。在这类患者中，红细胞仅在严重低氧的情况下（SpO2 40%，

PaO2< 3.2 – 4.0 kPa）才会出现镰化。SCD 孕产妇出现母婴并发症的可能明

显增高，包括自发性流产、早产、急性腹痛、胎儿发育迟缓以及母体死亡。 

     图 2.低氧状态下红细胞镰化 

 

产科麻醉处理事项 

 

预防镰状细胞危象： 

约 50%的 SCD 孕产妇会出现急性镰状细胞危象，具体预防措施及处理原则如下：
 

 

 充足的阵痛：推荐术前即进行硬膜外置管，术后可从鞘内、蛛网膜下腔及静脉给予阿片类药物阵痛。不建议术后

重复使用哌替啶进行阵痛，因为这样会增加癫痫发作可能。
 

 充足的补液：应在合理范围内尽量缩短术前禁食禁水时间，如有必有可进行静脉补液或允许术前摄入少量清水。 

 避免酸中毒和低氧：通过吸氧维持氧饱和度≥95%。减少寒战的发生，因为寒战会增加氧耗。全麻时应避免由于

高碳酸血症所致的酸中毒。当氧饱和度出现下降时，应及时行动脉血气分析检查。 

 避免低温：确保手术室以及产房温度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有必要可行加温治疗以及体温监测。 

 术中常规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血液学相关考量 

 

 重复多次输注红细胞会导致体内多种抗红细胞抗体产生，因此配血时需同时进行 C、E、Kell 抗原检测，这样能明

显减少同种异体免疫的发生。同时血制品需行 CMV 检查，确保 CMV 阴性。 

 如果为了治疗镰状细胞贫血并发症而进行了紧急输血，那么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应选取相同类型的血制品。 

 高危孕产妇（比如多胎妊娠及经产妇）可适当扩大输血指征。 

 SCD 是自体血回输的禁忌症，因为在处理血液的过程中红细胞会出现镰化。 

 重复多次输液会造成体内铁负荷增加，因此 SCD 患者术前应行血清铁及关于器官内铁沉积的检查（具体见地中

海贫血部分）。 

 重复多次输注红细胞会导致心肌细胞内铁沉积增多，引起心脏衰竭。术前应行心电图及心超评估心脏功能（具体

见地中海贫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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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高压可以继发于反复出现的静脉栓塞性，从而导致肺梗死和肺纤维化的出现。 

 

 

 

镰状细胞贫血中的麻醉要点 

 纯合子型镰状细胞贫血患者体内基本上 100%的血红蛋白皆为 HbS。反复性的静脉

栓塞会导致多器官器质性病变。 

 围产期需要多学科共同协作，包括产科、麻醉科、血液科及疼痛小组。 

 为防止镰状细胞危险，需采取相应措施。 

 镰状细胞贫血是自体血回输的禁忌症。 

 反复多次输血会导致多种抗红细胞抗体产生，输血前需行交叉配血以及 CMV 检

测，确保 CMV 阴性。 

 在镰状细胞危象时，除了使用区域阻滞阵痛，也可使用阿片类镇痛药，但部分

SCD 患者对阿片类药物不敏感。 

 

易栓症 

 

易栓症是一系列因凝血过程中出现异常导致血液高凝倾向的疾病总称，易栓症患者体内纤溶和凝血的平衡受到了破坏。遗

传性易栓症是由天然抗凝因子缺失所致。2010-2012 年间，在英国血栓形成和血管栓塞是导致孕产妇直接死亡的最主要原

因。 

 

孕产期的生理改变会导致母体高凝状态，同时解剖学的改变会增加静脉血栓形成的几率(比如腹主动脉受压导致下肢血流减

慢)，顺产和剖宫产则会造成血管壁的损伤。上述三个情况正好是 Virchow 的血栓形成三要素，所以孕产妇在整个围产期内

身体都处于高凝状态。如若孕产妇本身就有潜在的易栓症，这种高凝状态就会更加明显。 

 

这些患者出现产期并发症的几率会明显增高，比如宫内发育迟缓、习惯性流产、胎盘早剥以及先兆子痫，并发溶血、肝酶

升高以及血小板减少（HELLP 综合征）。 

 

孕产期的血流动力学改变： 

孕产期，参与凝血的因子会显著增加，比如凝血因子 VII、VIII、X、纤维蛋白原以及 von Willebrand 因子，而抗凝能力却

有所减弱，比如蛋白 S 活性下降、对激活的蛋白 C 抵抗增强、各种纤溶抑制因子活性增加等。 

 

 

遗传性易栓症 获得性易栓症 

抗凝能力的减弱 

(形成血栓的高危因素) 

抗凝血酶缺乏 

蛋白 C 缺乏 

蛋白 S 缺乏 

 

凝血能力的增强 

(形成血栓的低危因素) 

凝血因子 V Leiden 突变 

凝血酶原 G20210A 突变 

抗磷脂综合征 

 

抗磷脂抗体：狼疮抗凝物、抗心磷脂抗体、β -

糖蛋白 1 抗体 

 

针对凝血因子的获得性抗体 

 图 3: 易栓症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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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因子 V LEIDEN 突变 

凝血因子 V Leiden 突变是遗传性易栓症中较常见的一种疾病，由于基因突变，即使凝血因子 V 处于正常水平，它对活化

的蛋白 C 仍有抵抗。患病孕产妇产生静脉栓塞的可能是常人的 5-10 倍。 

 

抗凝血酶缺乏 

抗凝血酶在肝脏生成，它可以阻止凝血酶以及凝血因子 IXa、Xa、Xia、 XIIa 的作用。肝素可以增强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

物的作用。遗传性抗凝血酶缺乏主要由多种突变导致的抗凝血酶生成降低所致。获得性抗凝血酶缺乏主要有消耗增加所致 

(比如脓毒血症及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蛋白 C/S 缺乏 

蛋白 C 是由肝脏生成的一种依赖维生素 K 的糖蛋白，它被凝血酶激活后变成活化的蛋白 C（APC）。APC 与蛋白 S 一同

作用通过抑制凝血因子 Va 和 VIIIa 活性阻断凝血过程。蛋白 C/S 缺乏会导致凝血因子 Va 和 VIIIa 的持续活性延长，增加

患病孕产妇血栓形成的风险。 

 

抗磷脂综合征 (APS) 

APS 是一种以抗膜磷脂抗体（狼疮抗凝物或抗心磷脂抗体）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些抗体会阻止磷脂蛋白复合物的

作用，从而破坏凝血-抗凝血的平衡，但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该病的具体致病机制。 

APS 患者以下风险会增加: 

 反复动脉或静脉血栓 

 习惯性流产 

 先兆子痫 

 胎盘早剥 

 心脏并发症，比如冠脉血栓 

 肺高压 

 

患者从孕早期即开始预防性使用 LMWH 和阿司匹林。因为产后是血栓发生风险最高的时期，LMWH 需在产后继续使用。 

 

根据形成血栓的风险程度，患病孕产妇应在围产期内接受相应的抗凝治疗。在使用抗凝药物后，应注意以下事项： 

 

围产期需预防静脉栓塞的发生 10
 

 

• 所有患者应在孕前或孕前期进行静脉血栓形成风险的评估。 

• 患者入院后或出现相关并发症后，应重新进行风险评估。术中和产后应再次进行风险评估。 

• 对于之前发生过静脉栓塞的抗凝血酶缺乏或 APS 孕产妇，应在产前给予高剂量的 LMWH（预防性或治疗性）并

持续使用至产后 6 周或产后即替换为口服型抗凝药。 

• 患者需接受有相关经验的血液科医生的治疗。 

 

使用低分子肝素患者的麻醉要点 

 

• 接受预防性 LMWH 剂量 12 小时内或治疗性 LMWH 剂量 24 小时之内，不能进行椎管内阻滞。如有必要可使用普

通肝素。 

• 椎管内置管或置管拔除 4 小时之内，禁止给予 LMWH 。 

• 给予 LMWH12 小时后，才可行硬膜外导管拔除。 

• 产后应尽早给予第一剂预防性 LMWH 治疗，除非患者出现产后出血或术中使用椎管内麻醉。 

• 当出现凝血异常、严重产前产后出血或可以腹腔内出血时，可现采取物理性方法预防血栓形成（比如弹力袜），

直到可以安全使用 L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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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产前即开始使用 LMWH，在进行剖宫产和椎管内阻滞前，应注意调整最后一次 LMWH 的使用时间和剂量。 

 

 

 

 

 

 

答案 

 

1.地中海贫血: 

a. 错误: 地中海贫血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 

b. 错误: Barts 婴儿水肿型地中海贫血会导致死胎和自发性流产 

c. 正确: 由于反复进行红细胞输注，约 50%的患者会因为心肌细胞中铁沉积增加而出现心脏疾病。 

d. 错误: 该病并不是术中自体血回输的禁忌。 

e. 正确: 髓外造血会造成颌面部畸形，增加困难气道的发生几率 

 

2. 有关妊娠期镰刀形红细胞贫血患者的麻醉管理: 

 

a. 正确: 镰状细胞危象可通过避免低氧、酸中毒及低温等进行预防 

b. 正确: 疼痛会促使镰状危象的发生，所以术前即可开始硬膜外阵痛 

c. 正确: 重复多次输注红细胞会导致红细胞抗体增加 

d. 错误: 自体血回输会导致红细胞镰化，SCD 为自体血回输的禁忌症 

e. 正确: 为预防镰状细胞危象，术中需维持患者体温，避免低温的发生 

 

3.遗传性易栓症: 

a. 正确: 易栓症会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 

b. 错误: 蛋白 C 和 S 通过抑制凝血因子 Va 和 VIIIa 来阻止血栓形成 

c. 错误:  低分子肝素需使用至产后六周或替换为口服抗凝药 

d. 错误: 在治疗剂量后 24 小时内，不建议行椎管内阻滞 

e. 错误: 口服抗凝药有一定的致畸形，所以在孕早期禁止使用。但在高危产妇（比如患有瓣膜疾病）中，可根据

需要口服华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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