Ｖｏｌ． １１ Ｎｏ．５
Ｓｅｐ． ２０２０

器官移植
Ｏｒｇ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第 １１ 卷 第 ５ 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论著·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及利用的单中心数据分析
钱共匋 李小杉 周建梅 张丽花 胡春晓

【摘要】

目的

了解无锡地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及利用现状，为促进局部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的进一步开

展提供思路和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 151 例器官捐献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器官捐献成功者 37 例，潜在捐献者

114 例。分析潜在捐献者捐献失败的原因；收集器官捐献成功者的一般资料；分析器官捐献成功者的器官捐献情
况和器官利用情况。结果

151 例器官捐献者中，器官捐献成功者 37 例，捐献转化率为 24.5%。器官捐献失败

者 114 例，捐献失败的原因分别为家属不同意、未达到捐献状态标准、无充足时间评估和工伤纠纷未解决。器
官捐献类别包括 34 例脑 - 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BCD），3 例脑死亡器官捐献（DBD），无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
捐献者死亡原因包括 19 例颅脑外伤、14 例脑卒中和 4 例其他。37 例器官捐献成功者中，以流动人口为主。捐
献者共捐献大器官和组织 154 个，其中大器官 124 个。人均大器官和组织捐献个数（4.2±1.6）个，人均大器官
捐献个数（3.4±1.1）个。154 个捐献器官中，利用率为 96.7%（149/154），器官分配前 4 位城市为南京、无锡、
苏州、常州。结论

无锡地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功率及捐献转化率偏低，应建立局部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网络、

加大器官捐献宣传力度以及开展协调员技能培训。
【关键词】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器官获取组织；器官移植；终末期器官衰竭；潜在捐献者；脑 - 心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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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get a knowledge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organ donation and utiliz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in Wuxi District, and thereby provide ideas and basi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organ donation work in local
areas. Methods Clinical data from 151 organ donors, included 37 successful donors and 114 potential donor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reasons for donation failure of potential donors were analyzed.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for successful donors was collected. And the information on organ donation and organ utilization in successful dono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mong the 151 organ donors, 37 were successful donors, with the conversion rate reaching
24.5%. For the 114 donors with failed organ donation, the reasons for failure included family disagreement, failure to
meet donation status criteria, insufﬁcient evaluation time, and unresolved work injury disputes. The categories for organ
donation included 34 cases of 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followed by cardiac death (DBCD), 3 cases of 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DBD), and no case of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DCD). The reasons for death of donors includes 19 cases
of craniocerebral trauma, 14 cases of stroke and 4 cases of others. Among the 37 cases of successful donors, the maj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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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ﬂoating population. A total of 154 major organs and tissues were donated, of which 124 were major organs. The
number of major organs and tissues donated per citizen was (4.2±1.6) and the number of major organs donated per citizen
was (3.4±1.1).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154 donated organs reached 96.7% (149/154), with Nanjing, Wuxi, Suzhou and
Changzhou ranking the top 4 of organ distribution. Conclusions The rate for successful organ donation and convers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is low in Wuxi District. The organ donation work networks in local area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organ donation promotion efforts and skills training for coordinators should be developed.
【Key words】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Organ transplantation; Endstage organ failure; Potential donor; 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followed by cardiac death (DBCD); 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DBD);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DCD)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有效方

献时均已达到脑死亡标准。捐献器官均根据人体器官

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是我国目前主要的器官来源

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http://www.cot.org.cn/）进行

[1]

途径 。至 2019 年 6 月 15 日，我国已累计实现公民

分配。

逝世后捐献 24 269 例，捐献器官 69 302 个，志愿登

1.2 研究内容

[2]

记人数达 1 352 576 人 ，我国年度器官捐献数量目

分析潜在捐献者捐献失败的原因；收集器官捐献

前已位居世界第二。但目前我国整体器官捐献水平仍

成功者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器官捐献类别、

不高，2018 年百万人口捐献率（donation rate of per

死亡原因、籍贯；分析器官捐献成功者的器官捐献情

[3]

million population, PMP）仅为 4.53 ，远低于欧美等
发达国家水平

[4-5]

。据估计，我国每年大约有 30 万人

等待器官移植，器官来源严重不足是制约我国器官移
[6]

况和器官利用情况。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于符合

植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历年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

来无锡市人民医院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非

Organization，OPO）服务范围内的潜在捐献案例及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上四分

捐献成功案例相关数据，旨在探索影响无锡地区器官

位数）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 2

捐献的因素，为进一步采取措施提升该地区器官捐献

检验或 Fisher 精确概率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例数提供依据。

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2 结 果

1.1 一般资料

2.1 潜在器官捐献者捐献失败的原因

回 顾 性 分 析 2015 年 1 月 至 2019 年 5 月 无 锡 市

151 例器官捐献者中，器官捐献成功者 37 例，

人民医院 OPO 登记的 151 例器官捐献者的临床资料。

捐献转化率为 24.5%。器官捐献失败者 114 例，捐献

其中男 123 例，女 28 例，年龄（42±16）岁，均为

失败的原因分别为家属不同意（59.6%，68/114）、

器官捐献协调员核实后登记在册。
151 例器官捐献者中，

未达到捐献状态标准（33.3%，38/114）、无充足时

器官捐献成功者 37 例，潜在捐献者 114 例。

间 评 估（6.1%，7/114） 和 工 伤 纠 纷 未 解 决（0.9%，

捐献成功者数据来源于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案例报
告 管 理 系 统（https://report.codac.org.cn/login.xhtml?t_

1/114）。
2.2 器官捐献成功者的资料分析

url=/），器官捐献流程、捐献死亡分类均按照《中国

37 例器官捐献成功者中，男 31 例，女 6 例，年

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指南》操作和判定。所有潜在捐献

龄 43（32，51）岁。器官捐献类别包括 34 例脑 - 心

者均是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国家卫生和计划

双 死 亡 器 官 捐 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followed

生育委员会）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发布的《脑死亡判

by cardiac death，DBCD），3 例 脑 死 亡 器 官 捐 献

定标准与技术规范（成人质控版）》或《脑死亡判定

（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DBD），无心脏死亡器官

标准与技术规范（儿童质控版）》进行判定

[7-8]

，捐

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DCD）。捐献者死

钱共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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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原因主要包括 19 例颅脑外伤、14 例脑卒中和 4 例其

弃用率为 3.3%（5/154），弃用器官包括 3 个肾脏和

他（包括脑胶质瘤、脑干占位、溺水和窒息）。37 例

2 个肺脏。器官去向前 4 位城市为南京、无锡、苏州、

器官捐献成功者以流动人口为主，包括 16 例江苏省

常州。其中肝脏的主要分配医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内居民和 21 例外省居民。

八一医院（37%，13/35）和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

2.3 器官捐献情况和器官利用情况

医院（34%，12/35）；肾脏的主要分配医院为苏州大

器官捐献成功者的器官捐献情况见表 1。37 例捐

学附属第一医院（35%，25/71）、常州市第一人民医

献者共捐献大器官和组织 154 个，人均大器官和组织

院
（30%，
21/71）
和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7%，

捐献个数（4.2±1.6）个，包括肾脏 71 个、肝脏 35 个、

12/71）；角膜主要分配至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87%，

肺脏 14 个、心脏 3 个、小肠 1 个和角膜 30 个。其中

26/30）；所有肺脏均分配至无锡市人民医院；3 个心

大器官 124 个，人均大器官捐献个数（3.4±1.1）个。

脏均分配至南京市第一医院；1 个小肠分配至南京大

不同年龄段捐献者捐献器官个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F=2.964，P=0.046）， 其 中 18 岁 以 下 捐 献 者 捐
献器官个数最多，而 18~34 岁捐献者捐献器官个数
最少。

3 讨 论
我国全面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以来，无

154 个捐献器官中，利用率为 96.7%（149/154），

锡市人民医院是率先成立专门 OPO 的医院之一，且

表 1 器官捐献成功者的器官捐献情况
Table 1 Organ donation status of successful organ donors（
参数

大器官和组织捐献个数①

性别

t 值 /F 值

P值

0.084

0.934

大器官捐献个数②

男

4.2±1.6

3.5±1.1

女

4.2±1.6

3.2±1.0
2.964

年龄（岁）

0.046

<18

5.8±1.6

3.8±1.6

18~34

3.3±1.4

3.0±1.2

35~49

4.1±1.1

3.4±0.8

≥50

4.2±1.9

3.6±1.1
0.856

死亡原因

0.434

颅脑外伤

3.9±1.4

3.2±0.9

脑卒中

4.5±1.8

3.6±1.3

其他

4.8±1.3
0.343

江苏省内

4.5±1.5

3.5±0.9

外省

4.0±1.6

3.3±1.2
1.027

文化程度

0.369

小学及以下

4.1±1.0

3.1±0.8

初中

4.6±1.8

3.7±1.3

高中及以上

3.8±1.4

3.3±0.9
2.532

职业

0.094

工人

4.2±1.5

3.4±0.9

学生

5.3±1.9

3.7±1.5

其他

3.6±1.3

3.3±1.2

注 ： ①包括心脏、 肝脏、 肾脏、 肺脏、 小肠和角膜。
②包括心脏、 肝脏、 肾脏、 肺脏和小肠。

t 值 /F 值

P值

0.594

0.556

0.609

0.614

1.073

0.353

0.466

0.644

0.833

0.443

0.208

0.813

3.8±1.0
0.961

籍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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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 DBD）、中国二类（C- Ⅱ，国际标准化 DCD）

构 。经过多年的发展，医院 OPO 组织建设及捐献

和中国三类（C- Ⅲ，中国过渡时期 DBCD）3 种类型

数量均取得了快速进步，为推动周边地区器官移植事

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死亡判定标准 [20]。DBD 不仅

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系统性总结分析历年

可以大幅度提高捐献器官利用率，还可避免过渡医疗

器官捐献情况，对优化后期工作，进一步促进无锡地

造成的医疗资源浪费。但由于心肺死亡观念在公民心

区器官捐献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10-11]

。

中“根深蒂固”、脑死亡观念还未被普遍接受，且脑

据统计，2011 年至 2016 年无锡市居民标化死亡

死亡在我国还未进行立法确认，因此 OPO 在实际捐

率为 394.9/10 万；其中 2016 年前 5 位死因依次为肿瘤、

献过程中绝大多数捐献仍使用 DBCD 标准 [21-22]。经

循环系统疾病、损伤与中毒、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

我院 OPO 捐献的 37 例捐献者中 DBD 捐献者仅有 3 例，

[12]

。这提示，尽管近年来医院 OPO

且均为 DBCD 捐献者，这表明需在无锡地区进一步普

每年发现潜在捐献者的数量不断上升，但仍有较大比

及脑死亡观念，并在国家层面进行脑死亡立法工作的

例的潜在捐献者未被及时发现。鉴于医院 OPO 规模

推进 [23]。就捐献器官的种类而言，肾脏和肝脏为捐献

的限制，目前 OPO 与部分医疗机构间尚未建立有效

数量最多的大器官，而肺脏和心脏捐献数量最少。大

的信息交流渠道。因此，在后续工作中需进一步加大

器官捐献数量的巨大差异除了与不同器官功能维护难

OPO 与各医疗机构之间的联系力度，并探索构建局

度不一致有关以外，公民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是重要原

部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网络，以及时有效地发现潜在捐

因之一。部分公民认为特定的器官（如心脏）对逝者

营养和代谢疾病

献者。2015 年至 2019 年，医院 OPO 服务范围内各

“重生”或“转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不愿捐献。

医疗机构上报的 151 例潜在捐献者中 37 例成功捐献，

潜在捐献者中流动人口实现成功捐献的比例显

捐献转化率为 24.5%，显著低于法国（47%）、德国

著高于无锡本地人口，实则反映了器官捐献后医疗救

（47%）、英国（45%）、比利时（44%）和西班牙（54%）

助的问题。本研究中 36 例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外

等欧美国家水平

[13]

，也低于赵纪强等

[14]

报道的中国

来务工者，家庭经济状况欠佳。适当医疗救助是对器

[15]

官捐献无私奉献精神的鼓励，是人道主义的体现，与

报道的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数据（29.5%）。

商业化补偿存在本质区别，也与我国器官捐献规定的

捐献失败原因分析显示，家属不同意和未达到捐献标

“无偿”原则并不矛盾。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

准是两个主要因素。由于我国器官捐献工作起步较晚，

透明、具有公信力的器官捐献和分配管理体系，然而

公民对于器官捐献的认知、态度及意愿均处于较低水

避免公众对器官捐献后的补偿、激励政策产生误解非

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数据（31%）和贾丽娜等

平

[16-17]

，因此大力普及器官捐献知识、转变公民对器

官捐献的态度、提高捐献意愿仍然是我国器官捐献事

常重要。但目前还缺乏相对成熟的救助实施办法和合
理的救助标准，这是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业发展过程中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此外，器官捐献

综上所述，无锡市人民医院 OPO 近年来得到了

协调员作为一线信息的发掘者，可与潜在捐献者直接

快速发展，但建立局部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网络、加大

接触，其专业知识水平和沟通技能对家属捐献态度会

器官捐献宣传力度、开展协调员技能培训，从而有效

产生重要影响，应定期对协调员进行捐献沟通能力培

发现更多潜在捐献者、提高捐献转化率、增加大器官

[18-19]

。器官未能达到捐献标准的比

捐献数量仍是今后 OPO 工作的重点。此次单中心回

例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医院对潜在捐献者器

顾性数据分析结果为解决上述问题、进一步促进无锡

官维护能力的不足。在 OPO 工作中有必要对医护人

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数据支持和借鉴，也

员，尤其是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和

为整个器官捐献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思考方向。

急诊等捐献密切相关科室的工作人员开展器官维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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