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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器官捐献供体及器官评估和维护规范（2019版）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

【摘要】

为了进一步规范尸体器官捐献供体及器官评估和维护，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器官移植

专家，从供体评估、供体维护、器官功能评估与选择、器官功能维护、器官保存和运输等方面，制订本规范，以
帮助器官移植工作者规范和优化尸体器官捐献供体及器官的评估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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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体评估和维护、器官功能评估与选择、器官功

体质量、体温、心率、呼吸、血压等。

能维护、器官保存和运输是尸体器官捐献（deceased

1.2.2 现病史 包括：（1）病因，诊断及鉴别诊断；

donation，DD）过程中的主要内容，决定了临床器官

（2）各种医学检查结果，包括各种供体标本实验室

移植疗效与安全。

检查结果及影像学资料；（3）病程记录，包括供体
治疗记录、抢救记录、护理记录等；（4）治疗方案，

1 供体评估
1.1 目

包括针对疾病的治疗、抗感染或预防感染治疗等；
（5）供体生命支持治疗措施，包括治疗起始时间、

的

供体评估的目的包括：（1）明确 DD 类型及其

持续时间、药物种类及其剂量等。

合理的捐献流程；（2）收集供体所有的医疗信息，

1.2.3 既往病史 包括高血压、代谢性疾病等可能影响

以利供体和器官功能的维护；（3）评估可捐献器官

器官功能的病史，传染病病史，手术史等。

种类及其数量；（4）排除捐献禁忌证，避免供体来

1.2.4 个人史 包括个人嗜好、吸毒史、不良职业环境

源性疾病的发生，保障器官移植的安全。供体传播肿

暴露史、疫区接触史、动物接触或咬伤史、疫苗接种

瘤相关疾病风险性见表 1。

史、性行为、过敏史等。

器 官 捐 献 的 绝 对 禁 忌 证 包 括： 原 因 不 明 的 昏

1.2.5 家族史 包括家族遗传性疾病、传染病等。

迷；侵袭性或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恶性传染病，如

1.3 特殊评估内容

获 得 性 免 疫 缺 陷 综 合 征（acquired immunodeﬁciency

1.3.1 尸 体 器 官 捐 献 类 型 的 评 估 评 估 内 容 包 括：

syndrome, AIDS）、狂犬病、乙型脑炎等；严重的未

（1）是否满足脑死亡判定标准；（2）不满足脑死

经治疗或未控制的败血症（特别是由多重耐药菌引起

亡判定标准时是否满足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的败血症）；特殊类型的感染，如血行播散型肺结核、

after cardiac death，DCD） 标 准；（3） 供 体 撤 除 生

毛霉和隐球菌感染、破伤风等

[1]

。

1.2 基本评估内容
1.2.1 基本信息 包括供体年龄、性别、民族、身高、

命支持后心脏死亡的预测 [ 可参考器官资源共享网络
（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UNOS）评估系统、
威斯康星大学评分系统 ][2]。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19.03.0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570680、81571555）
执笔作者单位：410008 长沙，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通信作者：彭龙开，男，1965 年生，博士，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婴幼儿供肾移植、边缘供肾的评估和利用、免疫耐受、缺血 - 再
灌注损伤，Email：penglongkai@c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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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 DCD 供体特征 [3]：（1）满足器官捐献的

1.3.4 脑炎供体的评估 评估内容包括：病因或致病病

医学条件；（2）尽管有可能成为脑死亡器官捐献

原体是否明确，脑脊液检查结果，诊断与鉴别诊断是

（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但目前并不满

否充分，供体是否存在动物接触或咬伤史及疫苗接种

足脑死亡判定标准；（3）灾难性脑损伤或其他疾

或相关治疗史，发病是否为群体性事件，供体疫区接

病；（4）患者的主治医师判定其已不具有生存预期；

触史。

（5）具有法定决策权的家属要求撤除呼吸支持和器

1.3.5 颅内出血供体的评估 评估内容包括：颅内出血

官灌注支持治疗；（6）在撤除呼吸支持和器官灌注

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是否明确，是否存在 CNS 肿瘤继

支持治疗之前，有可能获得具有法定决策权的家属的

发性颅内出血的可能，是否存在感染性疾病继发颅内

知情同意。

出血的可能。

1.3.2 供 体 来 源 性 感 染 的 评 估 供 体 来 源 性 感 染

总之，应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供体现病史、既往史、

（donor-derived infection，DDI） 的 评 估 内 容 包 括：

个人史及家族史等信息，细致分析并充分发现或排除

（1）各种感染相关性检查结果；（2）感染病灶部位

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禁忌证，同时也为器官捐献的后续

及类型；（3）供体是否存在感染病原体或病原体种

工作提供全面信息支持。

类不明确的感染；（4）抗感染药物的应用是否能够
避免或控制感染风险；（5）供体感染是否属于器官

2 供体维护

捐献与移植禁忌证；（6）是否存在诊断或鉴别诊断

2.1 供体维护的目标

不明确的感染；（7）是否为某些传染病的高危个体；

在器官捐献前供体的血流动力学、内环境及氧

（8）供器官灌注液与保存液的培养也是感染评估、

代谢往往处于紊乱状态，容易因有效循环血容量降低

预防及治疗的重要依据。

和器官组织低灌注出现器官功能衰竭。供体维护的目

下列感染性疾病患者禁止器官捐献 [4]：（1）多

标是纠正组织细胞缺氧，改善器官的灌注和氧合，挽

重耐药菌特别是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菌血症；（2）活

救器官功能和形态上的损伤，努力提高捐献器官的

动性结核；（3）未经治疗的细菌或真菌脓毒症（如假

质量和数量；量化的目标包括“4 个 100 原则”，即

丝酵母菌血症）；（4）地方性流行真菌病的活动性

收 缩 压 >100 mmHg（10 mmHg=1.33 kPa）， 尿 量 >

感染（如芽生菌、孢子菌、组织胞浆菌）；（5）潜

100 mL/h，动脉血氧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在 中 枢 神 经 系 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 感

oxygen，PaO2）>100 mmHg，血红蛋白 >100 g/L[1,6]。

染，包括不明原因的 CNS 感染（脑炎、脑膜炎）、

2.2 供体维护的措施

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曾有多瘤病毒 JC 病毒（JCV）

2.2.1 完善监测系统 基本监测项目包括：心电图，有

感染的病史、西尼罗病毒（West Nile virus，WNV）

创动脉血压，中心静脉压，体温，脉搏，氧饱和度，

感染、狂犬病、克雅病、未经治疗的隐球菌感染等；

尿量，呼吸机参数，血糖及电解质，血气分析和乳酸，

（6）血清学或分子学诊断人类嗜 T 淋巴细胞病毒

肝、肾功能，凝血功能，血、尿、痰标本及感染灶标

（human T lymphatropic virus，HTLV）-1 或 HTLV-2

本的病原微生物培养及药敏试验。

感染；（7）血清学或分子学诊断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2.2.2 循环系统功能支持 循环系统功能支持是供体维

（human immunodeﬁciency virus，HIV）感染；（8）未

护的关键，血流动力学紊乱可引起组织器官灌注量减

经治疗的寄生虫感染（枯氏锥虫、杜氏利什曼原虫、

少和组织器官缺氧，从而影响器官质量与功能，甚至

粪类圆线虫）等。

可导致器官捐献失败。应根据供体病情、监测结果、

1.3.3 肿瘤供体的评估 评估内容包括：（1）被诊断

检查结果等综合分析供体出现血流动力学紊乱的原

的时间、肿瘤类型及良恶性、肿瘤分化程度及分级、

因。在应用血管活性药物的同时，应首先纠正引起血

肿瘤病理学资料是否可查阅、治疗方案、是否复发等；

流动力学紊乱原因，如血容量的补充、内环境紊乱的

（2）若为 CNS 肿瘤时还应考虑肿瘤为原发性或转移

纠正等。对于血流动力学紊乱无法纠正的供体，有条

性，初发或复发，治疗方案，发生颅外转移的可能

件的情况下应考虑应用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性等；（3）基于现有临床资料是否需要进一步筛查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进行供体维护。

（表 1） 。此外，应重视器官获取过程中的探查。

2.2.3 呼吸功能支持 为保证组织器官的氧代谢需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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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维护供体的呼吸功能。在有效机械通气支持的同

失衡可导致循环系统不稳定、对血管活性药物不敏感

时，应避免误吸、肺水肿、呼吸机相关肺炎、院内感

以及器官损伤，应根据血气分析结果进行纠正。此外，

染以及全身炎症反应等对供体呼吸功能的损伤。此

供体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高钠血症易被忽视，从而导

外，针对肺移植的需要，在维护氧合的同时，应注意

致部分器官弃用。高钠血症的处理除了病因治疗外，

肺保护策略，包括尽可能降低吸入氧浓度（fraction

可根据如下计算公式进行补液纠正 [7]。水缺失量（L）=

of inspiration oxygen，FiO2）， 控 制 潮 气 量， 合 理

（ 男 性 0.6）（ 女 性 0.5）× 体 质 量（kg）×（ 血 清

设 置 呼 吸 末 正 压（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

钠离子测量值 / 血清钠离子正常值—1）

PEEP），控制呼吸道感染等。

2.2.5 预防感染和抗感染治疗 为保证供体维护的稳定

2.2.4 纠正水电解质和酸碱失衡 水电解质紊乱及酸碱

与器官移植的安全，在器官捐献前应进行有效的预防

表 1 移植传播供体相关恶性肿瘤风险分级 [5]
Table 1 Risk classification of transplantation transmission related malignant tumor from donor
风险分级

极低风险
（<0.1% 传播）

肿瘤类型
皮肤基底细胞癌
皮肤鳞状细胞癌且无转移
皮肤原位癌（非黑色素瘤）
原位宫颈癌
原位声带癌
浅表（非浸润性）膀胱乳头状癌（T0N0M0 期）（限于非肾移植）
孤立性甲状腺乳头状癌，≤0.5 cm
微浸润性甲状腺滤泡癌，≤1 cm
（已切除）孤立肾细胞癌，≤1 cm，分化良好（Fuhrman 分级 1～2 级）

低风险
（0.1%~1.0% 传播）

（已切除）孤立肾细胞癌，>1.0 cm 且≤2.5 cm，分化良好（Fuhrman 分级 1～2 级）
低级 CNS 肿瘤（WHO 分级 Ⅰ级或Ⅱ级）
原发性 CNS 成熟畸胎瘤
孤立性甲状腺乳头状癌，0.5～2.0 cm
微浸润性甲状腺滤泡癌，1～2 cm
经治疗的非 CNS 恶性肿瘤的病史（≥5 年）且治愈可能性为 99%

中度风险
（1%~10% 传播）

乳腺癌（0 期，即原位癌）
结肠癌（0 期，即原位癌）
（已切除）孤立肾细胞癌 T1b（4～7 cm），分化良好（Fuhrman 分级 1～2 级）Ⅰ期
经治疗的非 CNS 恶性肿瘤的病史（≥5 年）且治愈可能性为 90%～99%

高风险
（>10% 传播）

WHO 为世界卫生组织

恶性黑色素瘤
乳腺癌＞ 0 期（活动性）
结肠癌＞ 0 期（活动性）
绒毛膜癌
CNS 肿瘤（任何）伴脑室腹腔或脑室 - 心房分流术，外科手术（非单纯活组织检查），放射治
疗或 CNS 外转移
WHO 分级Ⅲ级或Ⅳ级 CNS 肿瘤
白血病或淋巴瘤
黑色素瘤、白血病或淋巴瘤、小细胞肺癌或神经内分泌癌的病史
经治疗非 CNS 恶性肿瘤的其他病史，并包含以下任一情况：
（1）随访不足影响预估能力；（2）认为不能治愈或治愈可能性 <90%
转移癌
肉瘤
肺癌（Ⅰ～Ⅳ期）
肾细胞癌 >7 cm 或Ⅱ～Ⅳ期
小细胞癌或神经内分泌癌，任何起源部位
其他活动性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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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或抗感染治疗。治疗原则包括各种治疗措施遵循

染及抗感染方案，心律失常、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时

无菌原则，合理应用抗生素预防感染，常规性进行血、

间，心肺复苏次数及持续时间，低血氧饱和度的时间，

尿、痰标本病原微生物检查和培养，存在感染时进行

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种类和剂量等）。注意起病后的

病原微生物培养及药敏试验并根据结果合理应用抗

主要症状、体征及其发展变化情况，并且详细了解在

生素。

供体治疗过程中所采取的急救措施、用药情况以及持

2.2.6 抗炎和免疫调节 供体因创伤、感染、应激、

续时间；系统地、动态地评估发病后早期、治疗过程

休克等原因容易出现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中反映可捐献器官功能的实验室检查以及影像学检查

inﬂ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 从 而 诱 发

结果，并与新近结果比较以判断可捐献器官的损伤程

器官功能损伤。在供体维护过程中可适当应用清除自

度、损伤是否为可逆性损伤。

由基和减轻炎症反应的药物，以保护器官功能。对

3.3 实验室检查

于 DBD 供体，确诊脑死亡后可应用甲泼尼龙抑制

包 括：ABO 血 型、 人 类 白 细 胞 抗 原（human

SIRS。

leukocyte antigen，HLA）配型、血常规、肝肾功能、

2.2.7 纠正凝血功能障碍 供体因创伤、感染、大量输

血电解质、血糖、血气分析、尿液分析、凝血全套、

血、休克、器官功能损伤等原因出现凝血功能障碍，

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检测（甲、乙、丙、丁、戊型肝炎

甚 至 弥 散 性 血 管 内 凝 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病毒，EB 病毒，巨细胞病毒，HIV，HTLV 等）；病

coagulation，DIC），从而损伤器官或形成微血栓。

原微生物感染检查（细菌、真菌、梅毒螺旋体、寄生

在加强供体凝血功能监测的同时，若供体没有严重的

虫等），以及血液、脑脊液、体腔渗出液、尿液和

禁忌证，可预防性应用肝素钠。

痰液等分泌物的显微镜检测、病原体培养及药敏试

2.2.8 体温管理 供体因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感染等原

验等。

因易出现体温过低或高热，引起机体代谢紊乱，加重

3.4 器官评估内容的特殊要点

心血管负担，从而影响器官功能。首选物理方法持续

3.4.1 心脏检查 心功能的临床评估、心肌酶谱和肌钙

进行体温维护，如加热毯或冰毯。

蛋白的检测、心电图分析、X 线胸片检查、超声心动

3 器官功能评估与选择
一旦确定供体满足 DD 条件，在供体评估与维护

图，年龄 >45 岁供体若有条件时可行心导管检查。
3.4.2

肺脏检查

将 FiO2 设 定 为 100%、PEEP 为

5 cmH2O（1 cmH2O=0.098 kPa）， 通 气 30 min 后 检

过程中，应针对性进行可捐献器官的功能评估；在器

测氧合指数以及动态动脉血气分析；X 线胸片检查，

官获取过程中、器官获取后也应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器

支气管镜检查。

官功能评估。整个评估过程是动态的、连续的。

3.4.3 肝脏检查 肝功能、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分凝

3.1 器官功能评估的内容

血活酶时间以及彩色多普勒超声（彩超）、CT 等影

包括：（1）哪些检查或评估内容需进一步完善；

像学检查。

（2）哪些器官满足捐献条件；（3）供体为标准供体

3.4.4 肾脏检查 电解质、血尿素氮、血清肌酐（serum

或 扩 大 标 准 供 体（expanded criteria donor，ECD）；

creatinine，Scr）、尿常规或尿沉渣以及彩超等影像

（4）心脏、肺、肝、肾以及胰腺等可捐献器官的功

学检查。

能状态或受损严重程度；（5）在供体的维护及器

3.4.5 胰腺检查 动态血糖、血淀粉酶和脂肪酶等以及

官捐献手术实施前，可捐献器官是否有损伤加重的

彩超、CT 等影像学检查。

风险。

3.5 各脏器的功能评估与选择

3.2 临床信息收集要点

3.5.1 肾脏功能评估与选择 供肾功能评估包括临床评

包括：供体年龄、性别、体质量、身高；手术史、

估、血生化检测、供肾彩超、供肾外观及质地评估、

既往史及个人史（吸烟、吸毒、酗酒、性行为、过敏

机械灌注法评估和病理评估等，其中，临床评估包括：原

史）；发病原因；住院时间及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发病、既往病史、肾功能、尿量、尿蛋白、心肺复苏

care unit，ICU）内滞留时间；评估时已有的或新近

史、低血压及低氧血症情况等，以临床综合评估为主，

的临床资料（包括生理参数，机械通气参数，合并感

机械灌注指标和病理评估仅作为重要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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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如活检的肾小球数量达到 20～25 个，则有利于

供体基础 Scr 比较重要，而获取时 Scr<200 μmol/L 提

准确判断。适应证包括 ECD 供体、高血压供体、糖

示肾功能较好。在临床实践中，获取时 Scr 处于低水

尿病供体、肾损伤供体。病理取材可以在 3 个时间点

平供体的供肾可能出现移植后肾脏功能恢复不佳甚至

进行，分别是冷保存过程中、移植术中肾脏再灌注前、

原发性无功能（primary non-function，PNF）的情况，

肾脏再灌注后。获取的肾标本可以制备冰冻切片或石

因而需要结合供体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充分衡量供

蜡切片。对于分析组织学变化，判断血管硬化、肾小

体发病早期的 Scr（反映肾脏的基础状态）和获取前

球硬化、肾小管萎缩、间质纤维化，病理学标本制备

的 Scr（叠加发病后的损伤因素）。在器官维护阶段，

方法以石蜡切片为优，但冰冻切片因其快速的特点而

可能会出现 Scr 急骤上升，甚至需要辅助血液透析治

被广泛用于供肾评估 [1]。根据 Remuzzi 评分标准评估

疗等情况，此时需要结合供体原发病和具体治疗过程，

供肾病理学结果（表 2）。

仔细鉴别 Scr 升高的原因。若 Scr 升高是由不可逆性

3.5.2 肝脏功能评估与选择 脂肪肝：轻度大泡性脂肪

肾损伤所致，则需要谨慎考虑供肾是否可用；若是由

变性（<30%）的供肝移植相对安全，而中度大泡性

急性肾小管坏死等可逆性肾损伤导致 Scr 升高，则可

脂肪变性（30%～60%）的供肝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选

以考虑使用供肾。

择性使用；重度大泡性脂肪变性（>60%）的供肝一

尿蛋白在评估肾脏慢性病变中有很重要的参考
价值。

般不建议用于移植；由于难以通过大体观准确判断脂
肪变性严重程度，一旦怀疑存在明显脂肪变性，应进

超声影像学检查：超声是供肾评估的必备手段，

行病理学评估并确定脂肪变性程度。

有助于判断供肾基础情况，如供肾大小、实质回声有

热缺血时间：撤除生命支持治疗后，持续严重的

否异常、结石、肿瘤、积水等，彩超还可以观察供肾

低血压（动脉收缩压 <50 mmHg，并超过 15 min）会

血流，从而判断供肾功能。

增加肝移植术后胆道缺血和移植肝无功能的发生率以

供肾的外观和质地：在器官获取时观察供肾的外
观和质地是一种非常简单实用的供肾质量评估方式。
获取医师可以直接观察到供肾的大小、质地，灌注液

及受者的病死率。缩短热缺血时间可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供肝质量，从而提高肝移植效果。
冷保存时间：供肝冷保存时间一般不超过 12 h，

流速以及灌注后供肾颜色，供肾是否存在肿瘤、囊肿、

国外研究发现冷缺血时间每延长 l h，移植物功能障

血管或解剖畸形，供肾是否有血栓、梗死、瘢痕等情况。

碍发生率相应增加 6%。缩短冷保存时间可促进移植

对于有疑问的肾脏可行进一步的病理评估或 LifePort

肝功能恢复，提高肝移植效果。

评估。

非计划性心脏停搏供体的保护和评估：供体易

机械灌注参数：近年来，机械灌注参数被广泛应

发生非计划性心脏停搏，较长时间的心肺复苏对器官

用于供肾功能的评估。LifePort 肾转运器使用 1 000 mL

功能有明显损害。研究表明，心肺复苏患者在胸外按

低温 KPS 器官保存液，以设定的压力从肾动脉进行

压条件下，氧运输量仅为生理量的 1/4，氧摄取率远

持续地肾脏灌注。推荐 LifePort 评估供肾参考指标为

高于生理状态。心肺复苏超过 10 min 后，全身组织

灌注 <3 h 时，阻力指数 <0.5，流量 >60 mL/min。

严重缺血、缺氧，组织代谢紊乱，复苏后出现的组织

病理学评估：病理学评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低灌注、再灌注产生的有害酶和自由基，后期释放的

取材可以采用楔形活组织检查（活检）或细针穿刺活

大量炎症细胞活性因子，都会导致脏器功能障碍。在

表 2 Remuzzi 评分标准
Table 2 Evaluation standard of Remuzzi
病 变

0分

1分

2分

3分

肾小球硬化比例

无硬化

＜ 20%

20% ～ 50%

＞ 50%

肾小管萎缩面积

无

＜ 20%

20% ～ 50%

＞ 50%

间质纤维化

无

＜ 20%

20% ～ 50%

＞ 50%

动脉和小动脉狭窄

无

管壁厚度小于管腔直径

管壁厚度等于或轻度大于管腔直径

管壁厚度远大于管腔直径

0～4 分提示轻度病变， 可行单肾移植 ； 5～6 分为中度病变， 建议行双肾移植 ； 7～12 分为重度病变， 建议弃用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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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通常供体恢复自主循环时

脉血管活性药支持 [ 前、后负荷调整到位后，仍需多

间 <10 min 且肝功能基本正常，供肝可以被用于移植。

巴胺 20 μg/（kg·min）或者其他相似剂量的肾上腺素

高钠血症：脑损伤供者常发生高钠血症，从而

类药物 ]，超声心动图显示轻微的室壁运动异常；或

损伤肝脏，高钠血症是影响术后移植物功能恢复的重

尽管在正性肌力药物应用下血流动力学稳定后左心室

要原因。有研究指出血清钠离子水平 >155 mmol/L 是

射血分数仍 <40%，不推荐利用此类心脏。

移植肝功能丧失的重要危险因素，而当血清钠离子水

目前，心脏供体一般标准为：（1）年龄 <50 岁；

平 >180 mmol/L 时移植肝存活率明显下降，这与供肝

（2） 体 质 量 差 <20%；（3） 没 有 严 重 结 构 性 心 脏

获取前后细胞内外渗透压的快速改变导致细胞肿胀和

病；（4）没有持续性低血压和低氧血症；（5）血

损害有关。与血清钠离子水平正常者相比较，供者血

流动力学稳定，平均动脉压 >60 mmHg，中心静脉压

清钠离子水平 161～180 mmol/L 极大地增加了相应受

8~12 cmH2O，血管活性药物（多巴胺或多巴酚丁胺）

。在供肝功能评估

用量 <10 μg/（kg·min）；（6）正常心电图；（7）正

过程中，应详细评估供体血清钠离子水平，以及高血

常超声心动图；（8）正常心脏冠脉造影（没有冠脉

清钠离子水平持续时间。

造影的供体，术中需要再次探查，评估冠脉情况），

3.5.3 心脏功能评估与选择 年龄：年龄 <45 岁的供体，

心肌酶学基本正常；（9）输血全项阴性（包括乙型

其供心在缺血时间延长、受体存在并发症以及受体术

肝炎表面抗原、丙型肝炎病毒和 HIV）[9-11]。

前血流动力学变化的情况下，也能耐受手术。供体年

3.5.4 肺 脏 功 能 评 估 与 选 择 理 想 供 肺 标 准 如 下：

龄在 45～55 岁，供心冷缺血时间≤6 h，受体无并发

（1）ABO 血 型 相 容；（2） 年 龄 <60 岁；（3） 吸

症且不存在可能由供体心功能稍弱引起的严重并发症

烟 史 <400 支 / 年；（4） 持 续 机 械 通 气 <1 周；

时，可考虑使用。供体年龄 >55 岁，不建议选用或仅

（5）PaO 2/FiO 2>300 mmHg（PEEP=5 cmH 2O）；

用于挽救生命等特殊情况。

（6）胸片显示肺野相对清晰；（7）支气管镜检查各

者早期移植肝功能不全的发生率

[8]

体质量：供体体质量不低于受体体质量的 70%，
进行心脏移植是安全的。男性供体平均体质量为 70 kg

气道腔内相对干净；（8）痰液病原学无特别致病菌。
可接受供肺的标准如下 [9]：（1）ABO 血型相

时，无论受体体质量大小如何都是安全的。但当供体

容；（2） 年 龄 <70 岁；（3） 吸 烟 史 <400 支 / 年；

为女性、受体为男性时，供体体质量不得低于受体体

（4） 呼 吸 机 时 间 不 作 为 硬 性 要 求；（5）PaO2/

质量的 80%。

FiO2>250 mmHg（PEEP=5 cmH2O）；（6）X 线胸片

冷缺血时间：心脏冷缺血时间应 <6 h。在年轻供

肺野内有少量到中等量的渗出影；（7）供、受体大小

体心功能正常、未使用正性肌力药物支持条件下，冷

匹配度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供肺减容或肺叶移植；

缺血时间 >6 h 的供心可被接受。

（8）胸部外伤不作为排除标准；（9）如存在轻微的

心脏基础病变：在发现供心任何一条冠状动脉主

误吸或者脓毒症经治疗维护后改善，供肺不作为排除

干发生堵塞时将不考虑使用，如果心电图未发现左心

标准；（10）如气道内存在脓性分泌物经治疗维护后

室肥大及左心室壁厚度 <14 mm，供体仅有轻度左心

有改善，供肺不作为排除标准；（11）供肺痰标本细

室肥大可以考虑使用。

菌培养药敏排除泛耐药或者全耐药的细菌；（12）供

关于有“酒精滥用史”的供体心脏移植存在分歧，

体不能有基础性肺疾病（如活动性肺结核、肺癌），

使用此类供心仍被认为是不明智的。死于一氧化碳中

但支气管哮喘是可以接受的；（13）多次维护评估

毒的供体心脏的移植安全性未被确认，建议慎用，可

后不合格的供肺获取后经离体肺灌注修复后达标；

以考虑选用的条件包括：心电图及心脏超声检查结果

（14）冷缺血时间≤12 h（原则上）[12-14]。

正常，心肌损伤标志物仅轻度升高，正性肌力药物应

3.5.5 胰腺功能评估与选择 包括：（1）理想的胰腺

用剂量较低，心脏缺血时间短，供、受体体质量匹配

供体年龄在 15～40 岁之间，一般情况好的前提下可放

良好，受者肺动脉阻力正常。

宽至 45 岁；（2）供体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不主张使用死于脓毒血症或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
供体心脏。
供体有难以控制的室性心律失常，需要大剂量静

BMI）<25 kg/m2；（3） 原 发 病 为 外 伤；（4） 无 胰
腺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病史；（5）无胰
腺损伤或外伤；（6）血淀粉酶正常，脂肪酶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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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供胰热缺血时间 <10 min，冷缺血时间 <12 h；

程中常规足量补充白蛋白或血浆制品有利于改善供体

（8）糖化血红蛋白（HbA1c）正常。

内环境及供器官功能。此外，尽早地获取供器官也是

3.5.6 小肠功能评估与选择 尸体供小肠多选择血流动

维护供器官功能的重要方式之一 [15]。

力学稳定、ABO 血型相合的脑死亡供者。脑死亡供

4.2.3 供器官循环支持 首先应进行积极的输液复苏治

体一旦确定，需进行一系列的循环和呼吸维持治疗，

疗以纠正由于限制液体、中枢性尿崩症等原因引起的

尽量减轻对供小肠的损害，有条件的可行肠道准备。

低血容量或低血压，维持充足的血容量，保证有效的

供小肠热缺血时间 <10 min。

心输出量和器官灌注；其次，可加用血管活性药物，

绝 对 禁 忌 证：（1） 有 肠 系 膜 血 管 病 变 者；

如多巴胺、肾上腺素或去甲肾上腺素，加强心血管功

（2）恶性肿瘤（未转移的皮肤基底细胞癌、脑胶质

能支持；此外，临床应用小剂量血管加压素除能治疗

瘤者除外）；（3）严重腹腔创伤；（4）未经控制或

尿崩症外，还能改善动脉血压，降低机体对外源性儿

治疗的败血症，未知感染源的败血症；（5）HIV 抗

茶酚胺的需求，有利于肾脏、肝脏和心脏功能的保护。

体阳性及存在 HIV 感染高风险病；（6）活动期梅毒；

对不准备捐献心脏的供者，可以维持较高的平均动脉

（7）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阴性受

压以增加其它器官的灌注。对于严重循环功能不稳定

者接受 HBV 阳性器官。

的供体，可考虑应用 ECMO 进行器官功能维护。

相对禁忌证：（1）年龄 >65 岁；（2）HBV 和

4.2.4 供肝功能的维护 供体高钠血症是影响供肝移植

丙型肝炎病毒血清学阳性；（3）巨细胞病毒聚合

效果的重要原因，故在供体维护及加强供体肝功能的

酶 链 反 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 阳 性；

监测同时，也应积极监测供体血清钠离子水平、防治

（4）某些严重内科疾病，如糖尿病、系统性红斑狼疮

高钠血症。

等；（5）严重的大血管畸形或病变。

4.2.5 供肾功能的维护 积极监测肾功能、尿量等指标。

4 器官功能维护
一旦确定潜在捐献者满足器官捐献条件，供体的

供体在治疗或维护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急性肾损伤，通
过系统性改善供体血流动力学及内环境，避免使用具
有肾毒性药物等措施，改善供肾功能。对于婴幼儿供

治疗方案应转为维护器官功能以满足器官移植的需要，

肾，在器官获取前应充分使供体全身肝素化。

称为“救治器官”。

4.2.6 供肺功能的维护 呼吸治疗措施在维持氧合的同

4.1 供器官功能维护的目标

时，应强调肺保护的重要性。在供体维护过程中，应

正如此前描述的供体维护目标，供器官功能维护

积极避免或治疗肺损伤、肺水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的目标是改善组织器官的灌注和氧合，防止甚至挽救

院内肺部感染以及严重的全身炎症反应。同时，尽可

器官功能和形态上的损伤；通过在供体维护过程中使

能应用较低的 FiO2，潮气量 6~8 mL/kg，避免呼吸损伤，

用必要的手段提高可捐献器官的质量和数量。

同 时 将 PEEP 控 制 在 5～10 cmH2O， 维 持 PaO2 在

4.2 供器官功能维护的内容

75 mmHg 以上，谨慎输液治疗，并监测中心静脉压、

4.2.1 供器官功能的监测 加强全身及各脏器功能监测

肺动脉楔压，合理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控制呼吸道感

的目的就在于尽早发现供者器官功能紊乱，及时纠正，

染等。

使可捐献器官的功能损害控制到最低程度。既要监测

4.2.7 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的应用 当供者出现以下

机体整体的功能状况，持续监测供者的血流动力学、

情况时，可考虑使用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呼吸功能、内环境、凝血功能及体温等变化，更要重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技术：（1）血清钠离

视监测各个实体器官的功能以满足器官移植的需要。

子水平 >160 mmol/L；
（2）血清钾离子水平 >6 mmol/L；

4.2.2 供器官功能维护的主要措施 供器官功能的维护，

（3）严重的代谢性酸中毒，血清碳酸氢根 <10 mmol/L，

主要从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呼吸功能支持、抗炎和

补碱难以纠正 ；
（4）少尿或无尿[尿量<0.5 mL/(kg· L)]，

免疫调节、纠正水电解质和酸碱失衡及感染防治等方

液体负荷过重；（5）急性肾损伤 2 期、3 期。

面进行维护，最终达到改善组织细胞供氧，维护器官

4.2.8 器官获取过程中、获取后功能维护 在器官获取

功能的目的。需要强调的是供体在治疗过程中过量补

过程中应给予供体适当麻醉管理。除加强监测、及时

充晶体液可致全身水肿以及低蛋白血症，供体维护过

纠正内环境紊乱、保证重要器官有足够的血流灌注等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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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外，还必须给予供体适当的镇痛和肌肉松弛等麻

该方法因其有效、简单、廉价，成为目前最常用的器

醉措施，消除器官切取期间的有害应激反应，以避免

官保存方式 [26]。这种保存方式以降低细胞代谢水平、

对器官功能的进一步损害。器官获取前应常规给予肝

防止细胞肿胀为目的，对于保存时间不长的标准供体，

素钠以防止血栓形成。对于 ECD 供肾，可考虑使用

可以起到很好的器官保护作用；但这种方式保存器官

LifePort 持续灌注进行功能维护。

时间有限，器官恢复血流后有引起缺血 - 再灌注损伤

对器官捐献供体的病情及器官功能进行全方位评

的风险。

估，同时尽早开始供器官功能维护，可以改善捐献器

由于 ECD 器官移植的 PNF 和移植物功能延迟恢

官的质量，保证受者器官移植的安全，降低器官移植

复（delayed graft function，DGF）风险较高。ECD 供

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器官的广泛使用对器官保存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传
统的静态冷保存技术已经无法满足临床需求，低温机

5 器官保存和运输

械灌注技术引起了移植专家的重视。目前已有多款肾
脏灌注仪器获批上市，包括在欧洲及我国广泛应用的

5.1 器官保存液
器官保存液需同时满足 3 个条件：能有效降低三

LifePort（美国 Organ Recovery System 公司）、RM3

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的消耗，能

（美国 Waters Medical System 公司）以及 Kidney Assist

抑制细胞酶的活性，能降低磷酸化水解所导致的细胞

（荷兰 Organ Assist 公司）等。
LifePort 是便携式带有简单监控系统的机械灌注

降解 [16]。
威 斯 康 星 大 学 保 存 液（University of Wisconsin

机器，具有评估肾脏质量、清除残存血栓、改善肾脏

solution，UW 液）是一种高钾、无钠的高渗液体，其

微循环、降低灌注阻力、保护肾脏、降低 DGF 发生

离子成分和细胞内液相似。UW 液的缺点：其中的腺

率的作用，适用于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的体外灌

苷有可能形成结晶，需要在灌注管道中置入滤网；高

注和保存，尤其是适用于需要长时间运输、DCD、高

黏滞度导致器官灌洗不充分，有导致缺血性胆道并发

龄、高血压和糖尿病史、有心肺复苏和低血压过程、

症和移植物微循环障碍的可能；高钾成分有导致心跳

肾功能损害、缺血时间长等边缘供肾，以及获取过程

骤停的风险。使用方法：主动脉原位灌注 3～4 L，门

中灌注不良等具有 DGF 高危因素的供肾。LifePort 使

静脉灌注 1～2 L。UW 液能改善 ECD 供肝的预后 [17]。

用低黏滞度的 SPS-2 循环液，可以在器官转运过程中

组 氨 酸 - 色 氨 酸 - 酮 戊 二 酸 盐 液（histidinetryptophan-ketoglutarate solution，HTK 液）是一种晶
体液，最初被用作心脏停搏液，它的渗透压略低于细
胞内液，较之 UW 液，HTK 液更为廉价，黏滞度较低，
含钾量较低，灌注管道内不需要置入滤网

[18]

对器官进行持续灌注，但应避免颠簸，以免机器启动
断电保护机制 [15]。
常温机械灌注（normothermic machine perfusion，
NMP）是利用机械装置将供体的血液充分氧合后在体
外移植物内进行常温循环，定时监测循环液的电解质

。

Celsior 液用于腹部和胸部器官保存，其内加入

和酸碱度并进行及时调整。NMP 保存能在保存期间

非渗透乳酸酯和甘露醇以减轻细胞水肿，与 UW 液相

稳定细胞膜、提供 ATP、维持移植物的正常生理状态、

比，Celsior 液黏滞度较低，对酸中毒的缓冲能力更强。

能够预测移植后器官功能、清除代谢产物、促进移植

[19-21]

、胰

物的修复。NMP 保存优于冷保存，较长时间的 NMP

；但美国国家

保存时间优于较短时间的 NMP 保存时间。中山大学

登记系统统计数据显示，与 UW 液相比，在肾移植、

附属第一医院的无缺血肝、肾移植更是这种理念的进

胰腺移植和肝移植当中应用 HTK 器官保存液，会引

一步发展。

HTK 液、Celsior 液 和 UW 液 对 肾 脏
腺

[22-24]

、DCD 供肝的保存效果相同

[25]

起更多的不良后果和移植物早期丢失；UW 液已成为

肾脏体外 NMP 保存，同时具有器官保护、器官

肾脏、肝脏、胰腺和小肠移植物静态冷保存的标准推

功能评估和损伤修复的作用，能够延长移植物的保存

荐，也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器官保存时间最长的器

时间，降低 ECD 供肾 DGF 和 PNF 的发生率；能够

官静态冷保存液。

通过阻力指数和肾脏排尿量评估移植物的功能，对于

5.2 器官的保存方式和运输

部分本拟弃用的 ECD 供肾，通过 NMP 的评估和修复，

1969 年，Collins 提出了器官静态冷保存方法，

有再利用的可能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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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体外 NMP 保存，已被证明具有足够的安全
性和可行性，与其它保存方式相比，这一技术延长了
肝脏的保存时间，使得对供肝功能进行评估成为可能。
对于边缘供肝，可以通过保存期间的胆汁产生量和乳
酸清除率对肝脏的功能进行评估，能够提高供肝的利
用率，使得器官的分配和利用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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