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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冷器官保存技术及应用
卢强 张炜 杨丽斐 吕毅

【摘要】 在器官移植手术中，器官保存的主要目的是保持离体器官内部组织细胞的活性，为器官转运及分配、
受者术前评估以及手术团队准备赢得时间。器官保存的主要方法可分为常温机械灌注保存和低温保存。其中低
温保存是目前临床上最为常用的器官保存方法，但在低温保存状态下，组织细胞内部仍存在代谢活动，这导致
器官的长时间保存极为困难。超冷器官保存技术是一种新型的低温器官保存技术，极大地延长了器官的保存时间，
未来有望成为器官保存的重要手段，为“器官库”的建立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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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organ preservation in organ transplantation is to maintain tissue and cell activity of
donor organs so as to gain time for allo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of the organ, preparation of the recipient and organization
of staff and facilities. The main principles of organ preserv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normothermic mechanical perfusion and
cryopreservation. Cryopreservation is the favourite organ preservation method in clinical practice currently. However, the
metabolic activity still exists in donor organs preserved with current cryopreservation technique, which makes the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organs extremely difﬁcult. The supercooling organ preservation is a new type of cryopreservation technology,
which greatly prolongs the preservation time of organs. It is expected to become an important organ preservation technique in
the future, and it will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organ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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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的唯一有效

对氧自由基敏感性增加，尤其是血管内皮细胞 [10]。

手段 [1-4]，而器官保存为器官转运和分配、受者术前

超冷器官保存技术是指通过各种方法使器官组

评估、手术团队准备以及术中血管重建赢得了时间。

织细胞内外环境在冰点（0 ℃）以下保持不结冰状态

器官保存的关键在于保持器官离体后内部组织细胞的

（又称超冷状态）的一种器官保存方法。目前可实现

活性，保证器官植入受者体内后可发挥正常功能。目

器官保存超冷状态的方法包括以下几种：（1）高气压，

前器官保存的方法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将离体器官

在一定气压范围内，器官保存液的冰点会随着气压的

保存于常温状态下，通过机械灌注为器官内部组织细

升高而逐渐下降。因此，当对器官保存液施加一定气

[5]

胞提供代谢所需氧气和部分营养成分 ，如常温机械

压后，器官保存液可在冰点以下保持不结冰状态 [11]。

灌 注（normothermic machine perfusion，NMP） 和 亚

（2）在保存液中施加电场，当对保存液施加 3 000 V

低 温 机 械 灌 注（subnormothermic machine perfusion，

电压后，可使得保存液在冰点以下（-5 ℃）也可保

SNMP），但该方法不能完全模拟体内环境，限制了

持不结冰状态 [12]，但具体机制仍不清楚。（3）在保

器官的长时间保存；另一种保存方式是将离体器官保

存液中施加磁场，当保存液处于稳态磁场中后，内部

存于低温状态（4 ℃）中，降低了细胞的代谢水平并

水分子开始振动，导致水分子在冰点以下不能形成结

[6]

保持了细胞内部多种酶的活性 ，如静态冷保存（static

晶，使得保存液可以保持不结冰状态 [13]。（4）改变

cold storage，SCS） 和 低 温 机 械 灌 注（hypothermic

细胞内外的液体环境，主要是在细胞内外液中添加防

machine perfusion，HMP）。但是，器官组织在 4 ℃

冻剂。针对细胞外环境，所用的防冻剂为相对分子质

下仍存在部分代谢活动，使器官的长期保存变得十分

量为 35 的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glycol，PEG）；而

困难，如肝脏的低温保存时间一般≤12 h，肾脏≤24 h。

针对细胞内液，则是通过在细胞内液中创造高渗环境，

超冷器官保存技术是新近出现的一种新型器官保存技

所采用的物质为不被细胞所代谢的 3-O- 甲基 -D- 葡萄

术，其通过技术手段将器官的保存温度降低至冰点以

糖（3-O-methyl-D-glucopyranose，3-OMG）[14-16]。

下，延长了器官保存时间，有望成为器官保存的重要
手段，将为“器官库”的建立提供技术保障。

1 超冷器官保存技术
超冷器官保存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低温保存技术，

2 超冷器官保存技术的应用
Rudolf 等 [17] 于 1967 年最早开始研究将器官保存
在冰点以下，采用含 10% 二甲基亚砜和 5% 葡聚糖的
平衡盐溶液在 -5 ℃对犬肾脏进行灌注，此过程中犬

依据范特霍夫规则（vant Hoff rule），即温度每下降

肾脏未发生结冰现象。1984 年，美国学者 Wicomb 等 [18]

10 ℃，组织细胞内酶的活性下降 1.5~2.0 倍 [7]。目前

将兔肾脏在 -4 ℃结冰状态中保存 1 h，再次检测发现

临床上常用的低温保存技术所采用的保存温度为 4 ℃，

肾功能严重受损，提示器官即使经结冰状态保存极短

此时组织细胞内酶的活性只有正常水平的 1/10，而假

时间也可能损伤功能。1999 年，Ishine 等 [9] 对经过冰

如能将器官温度下降至 -4℃，此时酶的活性则只有正

冻保存后的大鼠肝组织进行组织学分析发现肝细胞在

常水平的 1/17。已有团队尝试将器官在冰点以下保存，

经历冰冻保存后可以保持结构完整，而血管内皮细胞

但未取得成功。其主要原因为当器官处于冰点的环境

则会受到严重损害。紧接着，该研究团队尝试将冰冻

中时，组织细胞内外将发生结冰现象，细胞基本结构

后的大鼠肝脏复温后作为供肝进行移植，结果显示移

发生改变，细胞膜通透性改变致细胞内外渗透压改变，

植肝可产生胆汁，但大鼠无法长期生存，提示血管内

导致细胞死亡

[8-9]

。此外，细胞内外结冰还将导致细胞

皮细胞的连续性缺失是导致移植后不良结局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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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8]。因此，保持器官组织细胞内外环境处于不结冰

保存。在前期研究中，该研究团队首先通过体外实验

状态是实现超冷器官保存的关键。

发现 -4 ℃为肝细胞超冷保存的最适温度 [23]。紧接着

Matsukawa 等 [19] 于 2000 年 最 早 开 始 探 索 超 冷

该团队利用机械灌注和超冷保存相结合的保存技术将

器 官 保 存 技 术， 利 用 改 进 的 威 斯 康 星 大 学 保 存 液

大鼠肝脏保存 96 h 后成功移植 [14]。其采用的超冷保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olution，UW 液）[UW 液 +

存方案为通过改变细胞内外液体环境来降低冰点，从

抗 核 蛋 白（anti-nuclear protein，ANP）20 μg/mL +

而实现器官超冷保存。首先，在超冷保存之前，通

抗 坏 血 酸 2- 葡 萄 糖 苷（ascorbic acid 2-glucoside，

过 SNMP 将 3-OMG 导入供肝细胞内部以提高细胞内

AA-2G）100 μg/mL] 在 -3 ℃ 下 保 存 大 鼠 肝 脏 后 成

渗透压进而降低冰点；然后，逐渐将器官温度降低至

功行移植手术，移植肝可发挥正常功能，血管内皮

4 ℃（1 ℃ /min），同时使用 10 mL 含有 5% PEG 的

细胞结构完整。在该研究中，ANP 是一种防冻剂，

UW 液对器官进行灌注，后将肝脏放入 75 mL（4 ℃）

AA-2G 的主要作用是保护血管内皮细胞，但是该研

的上述液体中；紧接着将肝脏放入冰箱并将温度降低

究并未观察大鼠肝移植术后长期生存情况。2001 年，

至 -6 ℃（0.1 ℃ /min），保存 72 h 或 96 h；最后，保

Takahashi 等

[11]

将大鼠肝脏在 -2 ℃和 5 mPa 静水压

存结束后将器官温度逐渐上升至 4 ℃，SNMP（21 ℃）

的条件下保存 5 h 后再行肝移植，
移植术后肝功能良好，

3 h 后进行同种异体原位移植 [15]。术后结果显示肝脏

大鼠可长期生存，但是当保存压力 >10 mPa 时，大鼠

经超冷保存 72 h 后再次移植，受体大鼠全部存活；

生存率显著降低。

而肝脏超冷保存 96 h 后仍有 60% 的受体大鼠存活。
采用在保存液中施加电场来实现器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超冷保存后的 SNMP 保存期间供

官超冷保存，结果发现经超冷保存（-4 ℃）24 h 后的

肝胆汁生成量以及血管阻力可以作为判断供肝保存质

大鼠心脏、肝脏及肾脏损伤均小于常规低温保存方法，

量的重要指标。在大鼠实验成功的基础上，该团队紧

但是该研究只在体外评估了经超冷保存后器官损伤，

接着又采用该技术进行人肝脏超冷保存。该研究利用

Monzen 等

[12]

[20]

采用

临床上废弃的供肝，由于人肝脏体积较大，利用大鼠

相似的技术在超冷状态下保存了人肺组织，结果表明

肝脏超冷保存的技术可能会导致肝脏结冰。因此，该

人肺组织经超冷保存（-5 ℃）5 d 后肺泡、支气管和

研究团队对保存方案进行了改进，包括将肝脏密封保

血管结构完好，支气管上皮细胞形态正常，纤毛明显

存以消除气液平面、添加细胞保护剂（海藻糖和甘油）、

完整，肺血管中的内皮细胞也保持正常形态，但该研

采取“鸡尾酒保存方案”等。该研究采用的保存方案

究仍然只评估了经超冷保存后器官结构的变化而未评

是在超冷保存前、后各增加了一段时间的 HMP，其

而未进一步评估器官功能状态。此外，Abe 等

利用同样的技术将大鼠

中超冷保存时间为 20 h，总保存时间为 33~39 h，保

肺脏在 -2 ℃保存 17 h，并评估了保存结束后部分肺

存结束后采用 NMP 模拟肝移植后状态进一步评估肝

功能变化，结果显示大鼠肺脏经超冷保存后肺动脉压、

脏保存质量。结果显示，肝脏经超冷保存之后部分指

潮气量以及动脉氧气压力与正常肺脏相当，提示肺脏

标（胆汁 pH 值、碳酸氢根浓度、葡萄糖浓度以及肝

经超冷保存后仍可以保持良好的功能。除了利用超冷

细胞凋亡水平）已达到临床肝移植标准 [16]。

估功能的变化。Okamoto 等

[21]

器官保存技术保存肝脏、肺脏以及肾脏之外，Kato 等 [13]
通过在保存液环境中施加磁场来进行大鼠心脏的体外
超冷保存，结果显示大鼠心脏经超冷保存（-3 ℃）后

3 小结与展望
超冷器官保存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器官保存技术，

血液动力学和代谢指标均优于相同时间的常规低温保

极大地延长了器官的保存时间，使器官远距离转运成

存方法（4 ℃）。在此基础上，该团队利用相同的技

为可能，有助于提高供体器官的利用率，缓解供体器

术将猪心脏在 -3 ℃下保存 12 h 后检测心脏组织无氧

官短缺的困境，也为未来“器官库”的建立提供了技

代谢量及组织超微结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超冷保存

术支持。但是，目前器官超冷保存技术仍处于临床前

可显著抑制心脏无氧代谢，从而保护心肌功能

[22]

。

探索阶段，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目前超冷

近年来，来自美国麻省总医院医学工程中心的研

器官保存技术的保存温度大多为 -6 ℃左右，但是在

究团队介绍了一种将机械灌注和超冷保存技术结合的

此温度下组织细胞仍存在一定代谢，因此，如何尽可

器官保存方法，并将该技术成功应用于大鼠及人肝脏

能大地降低细胞内外环境冰点是降低细胞代谢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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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延长器官保存时间的关键；其次，在超冷保存技术

[13] KATO H, TOMITA S, YAMAGUCHI S, et al. Subzero 24-

中所用的某些添加剂（如丙三醇）仍存在一定细胞毒

hr nonfreezing rat heart preservation: a novel preservation

性，如何降低此类添加剂的毒性以及研发新的无毒性
组织防冻剂也是需要探索的内容；除此之外，器官经
超冷保存后需要逐渐复温，但是在此过程中容易诱发
器官内部结冰，因此，如何将超冷保存的器官顺利复
温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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