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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扩展标准供体
肾移植早期临床效果分析
阮东丽 张更 刘克普 李智斌 高龙 郑文峰 王会龙 袁建林

【摘要】

目的

比较扩展标准供体（ECD）及标准供体（SCD）肾移植的早期临床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

析接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肾移植的 85 例受体临床资料。根据供体类型，将相应受体分为 ECD 组
（31 例）和 SCD 组（54 例）。比较两组受体肾移植术后 3 个月内血清肌酐（Scr）水平、早期并发症发生情况
及预后情况。结果 ECD 组和 SCD 组术后 1 个月内的 Scr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ECD 组术后
60、90 d 的 Scr 水平分别为（189±97）、（175±69）μmol/L，明显高于 SCD 组的（142±49）、（135±41）μmol/L
（P=0.005，0.002）。ECD 组和 SCD 组的急性排斥反应（AR）发生率分别为 6% 和 15%，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
发生率分别为 23% 和 19%，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 10% 和 6%，其他早期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32% 和 15%，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ECD 组和 SCD 组人存活率分别为 97% 和 94%，ECD 组和 SCD 组肾存活率
分别为 84% 和 9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结论

与 SCD 相比，ECD 肾移植亦可获得相当的早

期临床效果。在目前供肾来源严重缺乏的条件下，ECD 的使用可以扩大供肾来源。
【关键词】 扩展标准供体（ECD）；标准供体（SCD）；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肾移植；血清肌酐（Scr）；
急性排斥反应（AR）；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肺部感染
【中图分类号】 R617，R6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45（2018）03-0010-05

Analysis of early clinical efficacy of renal transplantation from extended criteria donor of the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Ruan
Dongli, Zhang Geng, Liu Kepu, Li Zhibin, Gao Long, Zheng Wenfeng, Wang Huilong, Yuan Jianlin. Department of Urology, Xijing
Hospital, Air Force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Yuan Jianlin, Email: jianliny@fmmu.edu.cn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arly clinical efﬁcacy of renal transplantation between extended criteria
donor (ECD) and standard criteria donor (SCD).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85 recipients undergoing renal transplantation
from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DCD)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types of donors, all recip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ECD group (n=31) and SCD group (n=54). The level of serum creatinine (Scr), incidence of early
complications and clinical prognosis within 3 month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2 groups. Results
No statistical signiﬁcance was observed in the levels of Scr within 1 month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between the ECD group
and SCD group (all P>0.05). At postoperative 60 and 90 d, the level of Scr in the ECD group was (189±97) and (175±
69) μmol/L respectively, signiﬁcantly higher than (142±49) and (135±41) μmol/L in the SCD group (P=0.005 and 0.002).
In the ECD group and SCD group, the incidence of acute rejection (AR) was 6% and 15%, the incidence of delayed graft
function (DGF) was 23% and 19%, the incidence of pulmonary infection was 10% and 6%, the incidence of other early
complications was 32% and 15%, respectively, no statistical signiﬁcance was identiﬁed (all P>0.05). In the EC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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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CD group,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recipient was 97% and 94%,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renal was 84% and 91%, no
statistical signiﬁcance was identiﬁed (all P>0.05).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the SCD, renal transplantation from ECD
can achieve equivalent early clinical efﬁcacy. I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serious deﬁciency of donor kidney, the application
of ECD can enlarge the supply of the donor kidney.
【Key words】 Extended criteria donor (ECD); Standard criteria donor (SCD);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DCD);
Renal transplantation; Serum creatinine (Scr); Acute rejection (AR); Delayed graft function; Pulmonary infection

肾移植作为现阶段治疗终末期肾病的有效手段，

术 前 Scr 水 平（881±258）μmol/L， 中 位 透 析 时 间

供肾的缺乏是其发展的主要障碍。自 2015 年 1 月起

24（0～84）个月，包括腹膜透析 14 例，血液透析

我国全面取消使用司法途径的供体作为移植供体来

38 例，术前 2～4 个月由腹膜透析转为血液透析 2 例。

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已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主要的

PRA<10% 者 51 例，10%～30% 者 3 例，HLA 错 配 数

[1]

。在全球范围内，同样存在供体短缺，提

为 1～5 个。两组受体的年龄、性别、术前 Scr 水平

高供体利用率是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重点要解决的问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SCD 组

题。为提高供体利用率，肾移植已开始尝试使用边缘

受体术前透析时间长于 ECD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器官来源

供体，以减少器官废弃率

[2-3]

。然而，公民逝世后器

官捐献供体存在高龄、伴随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以
及捐献前使用药物等情况，均为影响肾移植受体术后

（U=2.235，P=0.025）。
1.2 免疫诱导与免疫抑制方案
免疫诱导方案采用抗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

恢复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空军军医大学

（50 mg/d，术前连用 3 d）+ 甲泼尼龙（术中 750 mg，

西京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的 85 例接受心脏死亡器官捐

术后 500、250、120 mg 连用 3 d）或标准双剂巴利

献（DCD）供肾移植的受体临床资料，对扩展标准供

昔单抗、双剂重组抗 CD25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或抗人

体（extended criteria donor，ECD）及标准供体（standard

T 细胞猪免疫球蛋白（750 mg/d，术前连用 5 d）+ 甲

criteria donor，SCD）肾移植的早期临床效果进行分

泼尼龙（术中 750 mg，术后 500、500、250、120 mg

析比较，现报道如下。

连用 4 d）。
免疫抑制方案采用吗替麦考酚酯（MMF）或麦考

1 资料与方法

酚钠肠溶片 + 他克莫司（FK506）或环孢素（CsA）+

1.1 一般资料

甲 泼 尼 龙 三 联 免 疫 抑 制 治 疗。FK506 用 量 为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接

0.1 mg/（kg·d），CSA 用 量 为 4.5 mg/（kg·d）， 并

受 DCD 供肾移植的 85 例受体的临床资料，其中包括

根据 FK506 及 CsA 血药谷浓度及时调整用量；MMF

31 例 ECD 肾移植（ECD 组）以及 54 例 SCD 肾移植

起始用量 2 g/d，麦考酚钠肠溶片起始用量 1 440 mg/d；

（SCD 组）。ECD 组供体纳入标准：（1）年龄≥ 60 岁。

甲泼尼龙在冲击治疗结束后给予 48 mg/d 口服，逐日

（2）年龄 50～60 岁，供体死亡原因为脑血管疾病、

减至 4～16 mg 维持。

肾功能不全、高血压 3 种情况之一

1.3 观察指标及并发症定义

[4]

。所有受体均签

署由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的患者知情同意书，符合医

观察 ECD 组及 SCD 组受体肾移植术后 3 个月内

学伦理学规定。所有供体均采用单纯低温静态保存。

Scr 水平（1、3、7、14、21、30、60、90 d）及急性

ECD 组 31 例，其中男 23 例，女 8 例，年龄（42±

排斥反应（AR）、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

12）岁。术前血清肌酐（Scr）水平（851±248）μmol/L，

肺部感染及其他早期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ECD 组

中位透析时间 12（0～60）个月，包括腹膜透析 4 例，

及 SCD 组受体肾移植术后 3 个月的人、肾存活率。

血液透析 25 例，术前 3 个月由腹膜透析转为血液透

AR 根据患者体温、尿量、Scr 水平及移植肾超声

析 1 例，术前未透析 1 例。群体反应性抗体（PRA）

检查等综合诊断，必要时行移植肾穿刺确诊。DGF 诊

均 <10%，人类白细胞抗原（HLA）错配数为 1～5 个。

断标准为肾移植术后 1 周内需血液透析，或虽未经血

SCD 组 54 例，男 46 例，女 8 例，年龄（39±10）岁。

液透析，但术后第 7 日 Scr 水平仍 >400 μmol/L，D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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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标准为停止血液透析或 Scr 水平 <200 μmol/L[3]。

生髂外动脉假性动脉瘤，切除移植肾后恢复血液透析

1.4 统计学方法

治疗；2 例发生原发性无功能。SCD 组中 3 例分别于

采用 SPSS 1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术后 14、60 及 90 d 发生肺部感染，均治疗无效死亡；

以均数 ± 标准差或中位数（全距）表示，比较采用

2 例于术后 14 d 发生移植肾真菌感染，均行移植肾切

t 检验或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除术，术后恢复血液透析治疗。

2

比较采用 Fisher 确切概率法或校正 χ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1

两组受体肾移植术后早期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incidences of early

complications in recipients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2 结 果

renal transplantation[n(%)]

2.1 两组受体肾移植术后早期 Scr 水平的比较

别

n

AR

ECD 组和 SCD 组受体肾移植术后 1、3、7、14、

ECD 组

31

21、30、60、90 d 的 Scr 水平见图 1。其中 ECD 组和

SCD 组

54

SCD 组术后 1 个月内的 Scr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均为 P>0.05），术后 60、90 d，ECD 组的 Scr 水
平 分 别 为（189±97）、（175±69）μmol/L， 明 显 高

DGF

肺部感染

其他

2(6)

7(23)

3(10)

10(32)

8(15)

10(19)

3(6)

8(15)

χ 值

1.363

0.203

0.510

3.590

P值

0.238

0.652

0.476

0.057

组

2

其他并发症包括泌尿系感染、上呼吸道感染、移植肾
周血肿、移植肾血栓、移植肾真菌感染、移植肾输尿管结石、

0.002）。

髂外动脉假性动脉瘤、漏尿等

Scr 水平（μmol/L）

于 SCD 组的（142±49）、
（135±41）μmol/L（P=0.005，

1 200
1 000

ECD 组
SCD 组

800

3 讨 论
随着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的广泛开展，
DCD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器官短缺的问题，并逐渐

600

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主要来源 [1]。然而，等待肾

400

移植的终末期肾病患者数量众多，很多患者在等待供

200

肾的过程中死亡。扩展供器官来源、提高供器官利用

0

0

1

3

7

14

21

30

60 90

术后时间（d）

率是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追求的目标。
使用 ECD 一直存在争议，如何合理选择 ECD，

图 1 两组受体肾移植术后 3 个月内 Scr 水平比较

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有效地利用供肾资源是我们必

Figure 1 Comparison of Scr levels of recipients between

须关注的重点 [5]。文献建议 ECD 肾移植更适用于等

two groups within 3 month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待时间长并经严格筛选的受体（年龄≥ 60 岁，糖尿病
受体年龄≥ 40 岁，透析效果不佳或受限制等）[6-7]。

2.2 两组受体肾移植术后早期并发症发生情况和预后

法国 4 家移植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探讨影响 ECD 肾

情况

移 植 预 后 的 危 险 因 素，ECD 组 受 体 的 组 内 多 因 素
ECD 组和 SCD 组受体肾移植术后早期并发症发

分 析 认 为 移 植 当 日 供 体 特 异 性 抗 体（donor speciﬁc

生情况的比较见表 1，两组受体的 AR 发生率、DGF

antibody，DSA）及冷缺血时间是影响 ECD 受体移植

发生率、肺部感染发生率和其他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物存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8]。因此，本研究中我们选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

择 HLA 错配数少、PRA 低的 ECD 受体。

ECD 组和 SCD 组人存活率分别为 97% 和 94%

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是移植肾失功的

（P=1.000），ECD 组和 SCD 组肾存活率分别为 84%

主要因素，肾移植受体预存的 DSA 可显著增加 AMR

2

和 91%（χ =0.356，P=0.55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风险 [9]。Aubert 等 [8] 对 2 763 例肾移植受体的长期

（均为 P>0.05）。ECD 组中 1 例术后 60 d 发生肺部

随访研究中发现，ECD 组受体术后 7 年移植物存活率

感染，治疗无效死亡；1 例于术后 4 d 发生移植肾血栓，

显著低于 SCD 组。马枭雄等 [10] 研究发现 ECD 组术

切除移植肾后恢复血液透析治疗；1 例于术后 25 d 发

后 1、3、7、14、21、30 d 的 Scr 水平明显高于 SCD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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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Guidelines for organ donation after cardiac

，可能是

death in China(2 nd edition)[J/CD]. Chin J Transplant

由于本研究 ECD 组受体术前透析时间较短。继续随

(Electr Vers), 2012, 6(3):221-224. DOI：10.3877/cma.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文献报道不符

[10]

访观察，发现 ECD 组术后 60、90 d Scr 水平均明显
高于 SCD 组，提示 SCD 组移植肾功能恢复情况仍优

j.issn.1647-3903.2012.03.011.
[2]

影响 [J/CD]．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2015, 3(2):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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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WP. The impact of expanded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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