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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器官捐献防控管理
探索与实践
刘源 支雨娜 张宾 孙晨 王璐 栗光明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目前正在世界各地肆虐，防控形势非常严峻。我国自开展器官

捐献工作以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由于潜在捐献者具有来源复杂、发病突然、病情危重等特点，需要多部门
人员在供者评估、家属沟通、供者转运、器官功能维护、器官获取等环节与捐献者和家属接触，这就对新冠肺
炎疫情下潜在捐献者的筛查和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在疫情期间共完成 9 例
器官捐献，并制定了相关的筛查流程和防控要求，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效果，有利于疫情下的器官捐献工作有序、
顺利开展。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器官捐献；筛查；防控；潜在捐献者；评估；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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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organ dona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nagement under COVID-19 epidemic Liu Yuan*, Zhi Y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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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COVID-19) is currently raging worldwide,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ituation is very grim. Gratifying achievements of organ donation have been made in China since its
implementation.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tential donors, such as complicated personnel structure, sudden onset and
critical illness, it is necessary for multi-department to contact with the donors and their families during the work link of
donor evaluation, family communication, donor transportation, organ function maintenance and organ procurement, which
raises higher requirement for the screening and management of potential donors under COVID-19 epidemic. During the
outbreak, Beijing You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has completed 9 cases of organ donation, formulated the
relevant screening process , establishe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quirements, and gained certain experience and effects,
which beneﬁts the orderly and smooth development of organ donation under the COVID-19 epidemic.
【Key word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COVID-19); Organ donation; Screen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tential donor; Evaluation; Organ transplantation

2019 年 12 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
在我国和世界各地迅速蔓延，已被纳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
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1-3]。新型冠状病毒主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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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飞沫、接触传播，也可能通过粪口或气溶胶途径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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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获取筛查结果前不能启动供者转运等后续程序。

播，潜伏期为 1~14 d，个别患者潜伏期更长 ，这些

现根据本院已有经验制定各环节防控要求（图 1）。

都给疫情防控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1.2.1 潜在捐献者评估和家属沟通 当得到潜在捐

我国器官捐献工作自 2013 年正式全面启动以

献 者 信 息 时， 器 官 获 取 组 织（Organ Procurement

来 ，发展迅速，并得到了国际移植界的支持与认

Organization，OPO）需向所在医院及时了解患者的

[5]

可

[6-7]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公民自愿器官捐献已
[8]

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供器官来源唯一途径 。器官捐献
[9]

流行病学史，如新冠肺炎流行病学史明确或所在医院
或科室存在新冠肺炎疫情则为捐献禁忌。在未排除新

的特点主要是不同医院、多学科共同参与 ，这就给

冠肺炎前 OPO 评估人员尽可能采取远程评估，如病

新冠肺炎疫情下开展器官捐献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情复杂则需要按照三级防护要求进行现场评估，评估

势必要求在器官捐献流程和管控过程中做出调整和改

时需明确患者体温、血常规、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变

[1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在疫情期间

PCT）、胸部 CT（48 h 内）等检查结果，明确发热原因，

共完成 9 例器官捐献，制定了针对新冠肺炎较为完善

并将气道深部痰液标本（2 次，间隔 1 d）带至本院

的筛查流程和防控标准，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效果，

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有利于疫情下的器官捐献工作有序、顺利开展。

器官捐献协调员应尽量通过电话、微信与家属
联系，如需见面沟通需应佩戴 N95 医用级防护口罩，

1 资料与方法

并与家属保持 1.5 m 距离，避免在狭小、通风不良的
环境中沟通，避免参与人员过多，沟通过程需进一步

1.1 一般背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是以收治感染性

明确流行病学史，沟通结束后需更换口罩并进行手卫

和传染性疾病为主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长期担负北

生处理 [21]。如需反复沟通应重复上述过程。

京市传染病防控任务，拥有完整的传染病防控体系和

1.2.2 潜在捐献者转运及转运车辆要求 在 CT 结果明

应急机制，疫情期间为北京市新冠肺炎救治市级定点

确和 2 次核酸检测阴性后方可启动转运程序，同时上

医院 [11]。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医院快速部署

报医院医务处备案。转运人员由转运医师、护士和司

了一系列防控策略，制订了各种新冠肺炎相关管理规

机组成，人员相对固定。按照一级加强防护要求（穿

定、筛查流程和诊疗方案 [12-17]，这为疫情下本院开展

工作服和隔离衣、戴工作帽和医用防护口罩、必要时

器官捐献工作提供了先天优势。2020 年 2 月 14 日，

戴乳胶手套、严格执行手卫生要求）转运，转运时随

国内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器官捐献

车家属不得超过 2 名，并携带潜在捐献者的实验室检

与移植工作的防控策略》

[18]

，为制定器官捐献筛查

查和胸部 CT 结果。

流程和防控标准提供了可靠依据。众所周知，我国每

转运车辆要求为负压救护车，救护车驾驶室与车

年有 30 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而器官移植往往是这

厢严格密封隔离，转运过程中需保持救护车室内通风

些患者重获新生的唯一希望，这也正是在疫情期间依

（负压），呼吸机使用一次性管路，救护车辆配置清

然要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的意义所在。

洗消毒设施，做好车辆设施终末消毒处理（过氧化氢

1.2 新冠肺炎疫情下器官捐献各环节的防控要求

喷雾或含氯消毒剂、75% 乙醇溶液、一次性消毒湿纸

潜在捐献者多为各种原因导致的重度颅脑损伤患
者

[19]

，往往发病突然、病情复杂、病程短、患者来

巾擦拭消毒）。转运人员需进行防护相关知识和技能
培训 [22]。

源广泛，且基层医院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

1.2.3 器官功能维护 潜在捐献者经筛查门诊入院，入

ICU）多不具备隔离收治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条

住 ICU 单间床位（有条件可入住负压病房）。经治

件，这些原因都导致潜在捐献者不能及早筛查以排除

医护人员、辅助检查人员相对固定，所有接触人员需

感染，因此从获得潜在捐献者信息开始就需要进行新

行一级加强防护，其他人员不得随意进入病房，拒绝

冠肺炎的筛查防控，并根据筛查结果采取相应的防护

家属探视（可行视频探视），在此期间需请医院新冠

措施。器官捐献过程涉及供者评估、家属沟通、供者

肺炎诊疗专家组会诊排除新冠肺炎。

转运、器官功能维护、脑死亡判定、器官获取等多个

1.2.4 器官获取和器官转运 器官获取手术涉及人员较

环节，并需要不同医院、多学科人员参与

[20]

，因此

多，包括麻醉科医师、护士、OPO、器官获取人员、

刘源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器官捐献防控管理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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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潜在捐献者
放弃

来源于疫情医院
三级防护

初步评估（床旁）

医院医务处报备核准
体温、血常规、降钙素原等

患者及亲属流行病学史

新冠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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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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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诊疗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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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

器官分配

手术获取

转运与移植

伦理
审批

一级加强防护

图1

器官捐献流程防控要求

Figure 1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quirements of organ donation process

移植科医护人员、见证人员等，需做好身份标识，明

1.3 器官捐献新冠病毒筛查方案

确活动区域。采用一级加强防护（戴帽子→戴医用防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是医院工作的重中之重，这

护口罩→戴内层手套→手卫生后穿一次性手术衣→戴

就要求在器官捐献过程中必须要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的

外层手套），器官获取人员和高风险操作人员可用

筛查工作，杜绝出现在筛查不完善的情况下完成器官

N95 医用防护口罩和护目镜

。手术间采用负压手

捐献，并导致疫情播散的现象。因此，我们根据新冠

术间。器官获取手术结束后将所用器械集中存放、清

肺炎诊疗方案和医院相关制度制定了筛查方案，并从

洗、消毒，医疗垃圾按照病毒污染物进行处理，手术

3 个环节确认筛查结果。

间需进行终末消毒。

1.3.1 潜在捐献者发现环节 明确潜在捐献者流行病学

[23-24]

器官转运人员不得进入手术间，需将新冠肺炎筛

史，明确其体温、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胸部

查相关资料一并交接。

CT 结果（48 h 内）及 2 次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

1.2.5 器官捐献相关工作人员防护培训 由于器官捐献

果，对有发热患者需明确原因，如有疑似或者确诊新

涉及部门和人员较多，需进行针对新冠肺炎的防护培

冠肺炎感染情况则为捐献的禁忌证。根据筛查情况填

训，在医院内不同区域时，必须按照医院防护等级标

写“潜在捐献者新冠肺炎感染评估表”。此环节为启

准采用相应等级的防护措施，防止出现交叉感染。

动器官捐献程序的前提条件。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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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器官功能维护环节 器官功能维护期间需请医院

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大量医务人员支援防控一线工

新冠肺炎诊疗专家组会诊，根据潜在捐献者胸部 CT 和

作，加之普通门诊患者的收治对疫情防控带来不确定

2 次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阴性结果并结合入院后临床表

因素，导致就诊患者绝对数量普遍下降，对疫情下器

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进一步判断是否排除新冠肺炎。

官捐献和移植工作的开展造成客观影响。

1.3.3 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审批环节 新冠肺炎的筛查

3.2 新冠肺炎疫情对器官捐献的影响

已纳入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的审核内容，伦理委员会

疫情期间本院开展器官捐献的工作体会主要有以

有权对筛查内容提出质疑，如不能明确排除质疑，则

下几个方面：（1）疫情期间人员的社会活动减少、经

捐献终止。此环节作为器官捐献前针对新冠肺炎筛查

济停滞等因素导致潜在捐献者绝对数量减少；（2）各

的最终确认环节。

服务范围医院受疫情影响收治患者数量减少，对潜在
捐献者的关注度降低；（3）疫情对 OPO 工作的开展

2 结 果

造成心理和现实压力，并对 OPO 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按照上述筛查和防控要求，本院在疫情期间共发

和挑战；（4）疫情下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活动范

现潜在捐献者 20 例，完成器官捐献 9 例，2 例在新

围明显受限；（5）严格的筛查流程增加了潜在捐献

冠肺炎筛查过程中死亡，其余 9 例因家属不同意等原

者筛选和评估的时间成本，造成部分潜在捐献者在筛

因不能捐献。9 例成功捐献者均来自北京市内，其中

查和评估期间死亡；（6）由于疫情原因导致临床器

男 7 例，女 2 例，平均年龄 52 岁。共成功捐献大器

官移植工作受限，客观上影响器官分配进度，造成器

官 20 个，其中捐献肝脏 8 个，弃用 1 个；捐献肾脏

官利用率降低。

12 个，弃用 6 个（表 1）。器官移植术后受者均恢复

3.3 新冠肺炎疫情对器官捐献的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对器官捐献的要求包括以下几个方

良好，未发生任何新冠肺炎感染播散迹象。

面：（1）根据新型冠状病毒特点和严峻的防控形势，

表 1 9 例成功捐献者的基本情况

器官捐献工作必须以医院防控大局为重，在医院统一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9 successful donors
例序 性别 年龄（岁）

原发病

捐献器官
肝脏

肾脏

部署下开展工作；（2）器官捐献涉及人员较多，是
一项需要多学科合作的复杂工作，这就需要协调医务
处、医院感染科、疫情办、OPO、移植科等相关部门

1

男

36

脑出血

是

弃用

2

女

54

脑出血

是

弃用

共同制定出一套全面严谨、切实可行的筛查流程和防

3

男

39

创伤性脑出血

是

是

控方案；（3）由于器官捐献时间的不确定性，需要

4

男

59

脑梗塞

是

是

医院在防疫物资和医疗条件紧张的情况下保证器官捐

5

男

57

脑出血

是

弃用

献防护需要；（4）做好器官捐献参与人员的防护培训；

6

男

53

脑出血

是

是

（5）OPO 要及时将疫情下器官捐献的筛查流程和防

7

男

65

脑干出血

是

是

8

男

52

脑出血

是

是

控要求传达到各服务范围医院，争取各科人员的理解

9

女

53

缺血缺氧性脑病

弃用

是

3 讨 论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

和配合，做到器官捐献全链条的协调一致。
根据疫情期间本院器官捐献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
新冠肺炎筛查势必增加捐献过程的时间成本，本院
2 例潜在捐献者均在筛查过程中死亡，导致捐献失败。
这就要求在捐献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提高器官维护水平，

健康，此次疫情呈现出传染性强、潜伏期长、临床症

做好各环节衔接；同时由于疫情原因导致家属探视和

状差异性大、传染源隐匿性强的特点，给疫情的筛查

住宿的客观困难，需要对家属做好细致入微的沟通工

和防控带来严峻的挑战，并要求医院做出相应改变和

作，争取家属理解和配合，防止出现医患矛盾。

调整。
3.1 新冠肺炎疫情对医院的影响

总之，器官捐献要完全适应新冠肺炎防控形势的
需要，切不可盲目追求捐献数量而放松捐献过程的防

疫情的防控和诊治是医院工作的重点，为了适应

控要求。目前，我国已经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的阶段

疫情需要，医院的整体布局和人员结构以及就诊流程

性胜利，但在世界范围内，病毒仍然在无情肆虐 [25]。

刘源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器官捐献防控管理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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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本土病例明显减少，但输入性病例仍在不断

JIANG WS, MARIA PG, GLORIA P, et al. The beauty of

增加，并且出现了很多无症状感染病例，导致防控形

the data-focusing on the trend of global organ donation
[J/CD]. Chin J Transplant (Electr Vers), 2019,13(1):28-33.

势更加严峻复杂。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器官捐献工作是
为了满足广大等待移植患者的切实需要，这就要求整
个器官捐献过程必须严格遵守病毒筛查和防控要求。

DOI: 10.3877/cma.j.issn.1674-3903.2019.01.007.
[8]

黄洁夫 , 李焯辉 , 郭志勇 , 等 . 中国器官捐献的发展历
程 [J/OL]. 中华重症医学电子杂志（网络版）, 2017, 3(2):

虽然疫情对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

81-84. DOI: 10.3877/cma.j.issn.2096-1537.2017.02.001.

影响，但我们相信通过细致严谨的工作可以将这种影

HUANG JF, LI ZH, GUO ZY, et al. The development

响降到最低，并能促使器官捐献工作更加完善，也为

history of organ donation in China[J/OL]. Chin J Crit

全国的疫情防控工作贡献力量。

Care Intensive Care Med (Electr Edit), 2017,3(2):81-84.
DOI:10.3877/cma.j.issn.2096-1537.2017.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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