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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肺段挫伤供肺肺移植的临床疗效分析
叶书高 李慧星 刘峰 刘东 陈静瑜

【摘要】 目的

探讨合并肺段挫伤供肺肺移植治疗终末期肺病的疗效及预后。方法

收集 73 例供、受体的

临床资料，根据供肺是否合并挫伤，将供、受体分为挫伤组（各 23 例，挫伤最大直径 5～8 cm）和标准组（各 50 例）。
比较两组受体术后主要临床指标 [ 包括术毕氧合指数、机械通气时间、胸管留置时间、原发性移植物失功（PGD）
发生率等 ] 及预后情况。结果

两组受体的术毕氧合指数、机械通气时间、胸管留置时间、PGD 发生率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标准组和挫伤组受体术后 1 年存活率分别为 74% 和 83%，两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合并肺段肺挫伤（最大直径 5～8 cm）的供肺肺移植疗效和预后接近标准供肺移植。

【关键词】 肺挫伤；肺移植；终末期肺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原发性移植物失功 (PGD)；氧合指数；
机械通气；离体修复；体外膜肺氧合（ECMO）
【中图分类号】 R617，R563

【文献标志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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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lung transplantation from donors combined with pulmonary contusion Ye Shugao, Li Huixing, Liu Feng,
Liu Dong, Chen Jingyu. Jiangsu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Wuxi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Wuxi 21402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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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ﬁcacy and prognosis of lung transplantation from donors combined with
pulmonary contusion o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end-stage lung disease.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73 cases of
donors and recipients were collected. The donors and recip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usion group (23 cases of donors
and recipients, with a maximum diameter of contusion in 5-8 cm) and standard group (50 cases of donors and recipients)
depending on combined pulmonary contusion. Major clinical indicators [postoperative oxygenation index, durati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chest tube drainage and incidence of primary graft dysfunction (PGD)] and prognosis of
the recipi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recipients in both groups presented no signiﬁcant difference
in postoperative oxygenation index, durati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chest tube drainage and incidence of PGD
(all P>0.05). The postoperative 1-year survival of the recipients in standard group and contusion group was 74% and
83%, which present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ﬁ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s The efﬁcacy and prognosis of lung
transplantation from donors combined with pulmonary contusion (with a maximum diameter of 5-8 cm) are comparable to
those of lung transplantation from standard donors.
【Key words】 Pulmonary contusion; Lung transplantation; End-stage lung disease; Chronic obstru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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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体资源稀缺极大限制了肺移植的发展 [1]。自

展捐献协调工作，供体亲属同意捐献器官，签署捐献

2015 年 1 月起，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移植器官

相关知情同意书，完成公民器官捐献流程。所有供体

来源的唯一渠道。2015 年全国约有 2 700 多例公民逝

均进行血气分析、胸部 X 线摄片或 CT 及床边支气管

世后进行了器官捐献，然而肺脏利用率仅约 6%，远

镜检查，评估供肺状态，符合获取标准。

远低于同期的肾脏利用率 [2]，许多潜在供肺缺少系统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肺捐献流程：停止

的维护，无法达到理想的供肺标准，作为边缘供肺应

呼吸机机械通气后，待心脏停搏 5 min，氧饱和度为 0，

用于肺移植临床。本文探讨 23 例合并肺段挫伤（最

由红十字会指定专家确定心脏死亡后，恢复呼吸机支

大直径 5～8 cm）的供肺用于移植的临床疗效，旨在

持；脑死亡器官捐献（DBD）或脑 - 心双死亡器官捐

分析其治疗终末期肺病的疗效及预后。

献（DBCD）供肺捐献流程：持续呼吸机机械通气支
持。呼吸机给氧浓度维持在 50%，潮气量 10 mL/kg，

1 资料与方法

并给予 5 cmH2O 呼气末正压（positive end expiratory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

pressure，PEEP）支持（1 cmH2O=0.098 kPa）以防止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在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中

肺泡萎陷。如条件允许，此时再行气管镜检查，观察

心共完成肺移植 106 例，排除利用合并散在结节状轻

气道情况，吸尽气道内分泌物。所有供体均按照国际

度肺挫伤（最大直径 1～2 cm）供肺、移植前切除肺

标准化心肺肝肾多脏器获取流程进行，供肺灌注液采

挫伤组织供肺、挫伤供肺对侧单肺或合并肺水肿供肺

用改良棉子糖低钾右旋糖酐液。

等其他情况的边缘供肺肺移植病例后，共收集 73 例

取出后现场评估情况：标准组 50 例供肺均可膨

供、受体的临床资料。根据供肺是否合并挫伤，将供、

胀完全，顺应性良好，无不张、实变；挫伤组 23 例

受体分为挫伤组（各 23 例）和标准组（各 50 例）。

供肺部分肺段合并淤血挫伤（右下肺背段 8 例，右下

供体资料：挫伤组，男 16 例，女 7 例，年龄（32±

肺后基底段 2 例，左下肺背段 10 例，左下肺后基底

12）岁，捐献供体死亡原因均为颅脑外伤，冷缺血时

段 3 例），轻中度实质性改变，供肺离体后应用较大

间（6.0±3.0）h。供肺影像学资料出现部分肺段合并

气道压力（30 cmH2O）肺挫伤组织尚可膨胀，大致

片絮状、斑片状的肺挫伤阴影，密度不均匀，最大直

符合术前影像学资料情况。

径 5～8 cm；标准组，男 35 例，女 15 例，年龄（35±

1.3 肺移植手术方式

16）岁，捐献供体死亡原因为颅脑外伤、自发性脑出

确认供肺质量良好以后，受体在移植手术室开

血，冷缺血时间（7.5±2.5）h。供肺影像学资料提示

始手术前麻醉准备，检测心脏血流学及肺功能情况。

肺纹理清晰，未见明显特殊。

31 例受体术前评估符合体外膜肺氧合（ECMO）置入

受体资料：挫伤组，男 18 例，女 5 例，年龄（52±

术适应证（挫伤组 12 例，标准组 19 例）予 ECMO 治疗，

12） 岁， 原 发 病 分 别 为 肺 间 质 疾 病 9 例， 慢 性 阻

计算供肺到达时间，提前肺切除手术，缩短供肺冷缺

塞 性 肺 疾 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血时间。本中心采用不横断胸骨的双侧前胸壁切口行

COPD）6 例，其他 8 例。标准组，男 37 例，女 13 例，

序贯式双肺移植，手术方式详见文献 [4]。23 例挫伤

年龄（53±13）岁，原发病分别为肺间质疾病 25 例，

供肺均未行解剖性切除挫伤肺段，供肺完整利用。

COPD 9 例，其他 16 例。

1.4 术后管理

供、受体匹配情况：供、受体血型匹配，身高相

术后将受体转入重症监护室（ICU）后，连续监

近，体质量相差均在 20% 以内，胸腔大小匹配，补

测有创动脉压、肺动脉压和（或）中心静脉压，根据

体依赖淋巴细胞毒性试验（CDC）均为阴性。

血气分析及生命体征调节呼吸机参数。围手术期呼吸

1.2 供肺获取情况

机机械通气方案及补液方案详见文献 [5]。术后采用

所有供体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脑干反射消失，经

他克莫司（FK506）+ 吗替麦考酚酯（MMF）+ 肾上

过严格医学检查后，分别依据《脑死亡判定标准（成

腺皮质激素（激素）预防排斥反应，使用广谱抗生素

人）》、《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成人）》和《中国

预防细菌感染，同期预防病毒、真菌感染。免疫抑制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分类标准》

[3]

，由第三方机构判

定为脑或心脏死亡，并经由中国红十字会人员成功开

剂及抗感染药物调整方案详见文献 [6]。受体术后接
受长期随访，定期检测 FK506 血药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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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方法

失功（primary graft dysfunction，PGD）发生率等 ] 及
预后情况。
1.6 统计学方法

累积存活率（%）

指数、机械通气时间、胸管留置时间、原发性移植物

标准组

100

比较两组受体术后主要临床指标 [ 包括术毕氧合

挫伤组

50

采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正态分
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
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比较
采用 Wilcoxon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采用 Kaplan-Meier 法绘制两组的生存曲线，
采用 Log-rank 法进行存活率比较。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0
100

0

200

300

400

术后时间（d）

图1

两组受体肺移植术后的累积存活率

Figure 1 Cumulative survival rate of recipients after
lung transplantation between two groups

2 结 果

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7]。值得重视的是，器官捐献

2.1 两组受体术后临床指标的比较

列病理生理变化，导致供体器官功能损害 [8-9]。供体

者因原发疾病发生脑死亡、心脏骤停后，引起的一系

两组受体术后主要临床指标见表 1。两组受体的

器官的质量直接影响捐献的成功率及移植患者的术后

术毕氧合指数、机械通气时间、胸管留置时间、PGD

预后情况 [10-11]。

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

3.1 供体维护

2.2 两组受体预后情况的比较

目前我国捐献公民原发病主要为严重颅脑外伤、

两组受体术后的生存曲线见图 1。标准组死亡

脑卒中等 [12]。从发病至抢救无效达到脑死亡捐献状

13 例，其中术后早期（3 个月内）死亡 11 例，死因

态，许多供体家属仍无法接受既定事实，仍需要大量

分别为 PGD 2 例，感染性休克 4 例，多器官功能衰

时间与之沟通捐献事宜。因此供体气管插管机械辅助

竭 5 例，术后中晚期（3 个月后）死亡 2 例，死因均

通气时间很难控制在 48 h 以内。气管插管机械辅助

为重症感染。挫伤组死亡 4 例，其中术后早期死亡 3 例，

通气时间超过 3 d，
供肺大多会合并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死因分别为 PGD 2 例和多器官功能衰竭 1 例，术后

而且易合并耐药菌感染，因此首先需要行影像学检查

中晚期死亡 1 例，死因为重症感染。标准组和挫伤组

了解有否感染、挫伤、实变、肺叶不张等情况，而后

受体术后 1 年存活率分别为 74% 和 83%，两组比较

根据影像学检查具体结果，酌情予抗感染、预防肺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肿、保护性机械通气、定期行气管镜清除气道分泌物
等对症治疗措施 [2, 13]。肺挫伤供体维护主要措施为限

3 讨 论

制晶体补液的输入总量及速度，同时提高胶体补液的

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较欧美国家起步较晚，但近
年随着我国一系列法律法规颁布以来，进入了法制化
表1
Table 1

取前再次行影像学检查，评估挫伤进展程度。

两组受体术后临床指标的比较

Comparison of clinical indexes after operation of recipients between two groups
单侧

双侧

机械通气时间
[M(Q)，h]

胸管留置时间
，h）
（

PGD
[n（％）]

50

348±140

315±139

22（16～38）

17±6

10（20）

23

332±167

384±119

20（16～29）

18±4

02（9）

别

n

标准组
挫伤组

组

比例；大量短程使用激素；提高抗生素抗菌等级；获

术毕氧合指数（

，mmHg）

统计值

0.233

-1.750

719.5

-0.059

1.466

P值

0.818

-0.086

0.118

-0.557

0.317

10 mmHg=1.33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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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质量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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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体下，限制液体过量输入，减少晶体补液比例。

国外潜在捐献供体的选择标准

[14]

：（1） 年

（2）保护性肺通气策略。（3）快速康复功能锻炼，

龄 <55 岁， 身 高、 体 质 量 与 受 体 情 况 大 致 匹 配。

康复营养医师在围手术期随即介入指导，术前帮助患

（2）无既往心肺手术史。（3）气管插管机械辅助通

者进行呼吸功能肌肉群锻炼，参与术前宣教工作；在

气时间 <48 h。（4）胸部影像学资料显示肺野清晰。

有创机械辅助通气期间予患者被动锻炼，防止肌肉萎

（5）在纯氧、PEEP 为 5 cmH2O 的呼吸机参数通气

缩、关节僵直；在撤出机械通气自主呼吸时鼓励患者

0.5 h 后查血气分析，结果提示氧合指数 >300 mmHg

自主活动锻炼，指导患者进行咳嗽、咳痰、廓清式呼

（10 mmHg=1.33 kPa）。（6）支气管镜检查提示无

吸等运动；全程评估患者营养状态，在术后尽可能限

脓性分泌物，痰培养无特别致病菌。

制补液的前提下，给予患者肠内营养方案精细化管理。

本中心根据现有情况，将供体选择标准具体调

（4）ECMO 措施的积极处置，ECMO 不仅可帮助患

整为：（1）年龄 <50 岁，与受体身高相近、体质量

者术前安全过渡，
术中降低肺动脉压力，
保证机体氧合，

相差在 20% 以内。（2）无既往心肺手术史，无严重

而且术后也常用于治疗 PGD。本研究挫伤组受体中，

胸部外伤。（3）气管插管机械辅助通气时间 <1 周。

有 12 例受体使用 ECMO 辅助过渡，经积极治疗后，

（4）胸部影像学资料显示肺野相对清晰，排除肿瘤、

最终仅有 4 例受体死亡，其余受体均恢复良好，顺利

重度感染、重度肺挫伤等情况。（5）在纯氧、PEEP

出院，存活至今。
总之，随着临床医师对潜在供肺认识的加强，及

为 5 cmH2O 的呼吸机参数下通气 0.5 h 后查血气分析，
结果提示氧合指数 >300 mmHg。（6）支气管镜检查

早的干预治疗，对供体器官的妥善处理，对供肺质量

提示无脓性分泌物，痰培养结果无多耐药致病菌菌株。

的全面评估选择，再加上越发成熟的移植术后重症监

（7）如术前无法行胸部 CT 检查，供体肺获取离体

护，合并肺段挫伤的供体肺移植也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后判断肺顺应性等情况，如合并肿瘤，肺叶实变、不

但本研究存在所选样本数量较小、挫伤程度非重度实

张，大面积挫伤，顺应性差，重度肺水肿，则弃用。

变情况、随访时间有限等不足之处，故可加大样本量，

3.3 离体边缘供肺修复技术

并观察患者的长期效果，以作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国际上供肺离体机械灌注技术早已在临床上应用，
该技术可帮助供肺修复，改善供肺肺水肿情况，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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