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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器官捐献视角论我国脑死亡标准的立法
李小杉   胡春晓   杨雅君   钱共匋   陈静瑜

【摘要】

近年来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快速发展，然而我国尚未对脑死亡标准进行立法确认。本文介绍了国内

外脑死亡标准立法现状和我国现阶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实行的死亡判定标准，从器官捐献视角探讨了我国进行
脑死亡标准立法的必要性，并基于实际国情对脑死亡标准立法的形式和内容提出了建议，旨在为开展脑死亡标准
立法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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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legislation of brain death criteria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 donation Li Xiaoshan*, Hu Chunxiao,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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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University, Wuxi 214023,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s: Chen Jingyu, Email: chenjy@wuxip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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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rgan donation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China, whereas the brain death criteria have not
been conﬁrmed by relevant legislation. In this article,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situation of brain death criteria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current criteria for determination of death for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in China were introduced.
The necessity of legislation of brain death criteria in China wa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 donation,
and suggestions on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brain death criteria legislation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actual national
condition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legislation of brain death criteria.
【Key words】 Brain death; Cardiac death; Brain death criteria; 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followed by cardiac death; Organ transplantation; Legislation

自 2015 年以来，我国实现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

标准进行立法确认，因此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过程

献的转型，器官捐献事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我国现

中存在诸多法律风险，严重影响了捐献器官的质量和

阶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临床操作实行的是 3 类死亡

利用效率。本文从器官捐献视角探讨了我国进行脑死

判定标准，即脑死亡器官捐献，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和

亡标准立法的必要性，并基于实际国情对脑死亡标准

[1]

脑 - 心双死亡器官捐献 。但目前我国尚未对脑死亡

立法的形式和内容提出了建议，旨在为开展脑死亡标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0.06.014
基金项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专项研究课题（CODMP2017016）
作者单位：214023 江苏无锡，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办公室（李小杉、胡春晓、钱共匋），肺移植中心
（陈静瑜）；江苏云崖律师事务所（杨雅君）
作者简介：李小杉，男，1987 年生，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质量管理，Email：sclxs87@163.com
通信作者：陈静瑜，男，1963 年生，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肺移植，Email: chenjy@wuxiph.com；钱共匋，男，1983 年生，器官捐献
与移植管理办公室主任，研究方向为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质量管理，Email: qiangongtao@sina.com

器官移植

·７３８·
准立法工作提供参考。

第 １１ 卷

未达到脑死亡标准，但其具有不可逆脑损伤，已无继

1 国内外脑死亡标准立法现状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心脏死亡一直为宣告死亡

续治疗的意义，在家属同意放弃治疗的前提下撤除生
命支持措施，经医学评估达到心脏死亡标准后进行的
器官捐献行为；摘取器官时，供者心脏已不可逆性停

的通用标准，即将人体心脏停搏和呼吸停止作为判

搏，并随即（数分钟之内）达到脑死亡状态。脑 - 心

定死亡的标准 [2]。但随着医学的进步，许多出现心脏

双死亡器官捐献是指潜在供者经医学评估达到脑死亡

停搏和呼吸停止的危重患者可通过心肺复苏来恢复
全身循环；甚至随着体外循环技术的出现，患者可在
体外循环或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等体外生命支持技术的辅助下
长时间维持生命体征 [3]。因此，心脏死亡标准的固
有缺陷逐渐显现出来。自 1959 年法国神经内科学家
Wertheimer 等首次提出脑死亡的概念后，经过近半个
世纪的发展，脑死亡已成为公认的死亡判定标准 [4]。
在死亡判定过程中，脑死亡标准的法律地位主要

标准，但家属不认可脑死亡作为死亡判定标准，在家
属同意放弃治疗的前提下撤除生命支持措施，经医学
评估达到心脏死亡标准后再进行的器官捐献行为；其
特点为摘取器官时，供者脑、心脏均已死亡 [6]。

3 器官捐献视角下我国脑死亡标准
立法的必要性
3.1 基于合规摘取脑死亡个体器官存在的法律困境
合规即是完全遵照供者生前意愿或其近亲属意愿，

表现为 3 种形式：（1）直接以法律形式承认脑死亡

根据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公民器官捐献流程获取人体器

是宣布死亡的依据，如芬兰、美国、法国、阿根廷、

官。心脏死亡和脑 - 心双死亡器官捐献时，供者均已

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和丹麦等国家；

达到心脏死亡状态，因此与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认定

（2）虽然没有正式制定脑死亡相关法律，但承认脑

的死亡判定标准相一致，其获取器官的行为并不存在

死亡是宣布死亡的依据，临床上也以脑死亡作为死亡

法律风险。但如何认定从脑死亡个体体内摘取器官行

的最终依据，如捷克、爱尔兰、新西兰、韩国和泰国

为的法律性质，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脑死亡个体被

等国家；（3）法律上未承认脑死亡是宣布死亡的依据，

摘取器官时尚未达到心脏死亡状态，若采用我国司法

但医学上承认脑死亡，如中国。

实践中认定的心脏死亡标准，那么从法律角度该个体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采用的死亡标准仍为传统
的心脏死亡标准，脑死亡标准尚未被法律确认。但我
国医学专家关于脑死亡标准立法的理论研究与临床实
践探索从未停止，这为推进我国脑死亡标准立法起到
了重要作用。在我国医学界，脑死亡标准已被普遍接
受并广泛应用，说明我国已具备脑死亡标准立法的医
学专业基础。近年来，我国诸多学者呼吁对脑死亡标
准进行立法确认 [5]，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 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死亡判定
标准
我国现阶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临床操作实行
的是 3 类死亡判定标准，即脑死亡器官捐献，心脏死
[1]

应该被认为是“存活”的，从活人体内摘取器官并导
致其死亡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应该受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的处罚。但从犯罪的主观方面而言，该种
行为并不具备构成犯罪的故意或过失的主观意愿和心
理状态。在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中也尚未有将此类行为
认定为犯罪的案例报道。因此，对于脑死亡器官捐献
这种涉及人体生命健康的重大行为在法律层面实则处
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这不仅不利于维护法律的庄
严性，也不利于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因此，从法律
层面确定脑死亡为死亡的判定标准有利于破解这种尴
尬的法律困境，使得合规摘取脑死亡供者器官具备坚
实的法律基础 [7-8]。
3.2 基于违规摘取人体器官行为定罪的法律困境
违规即违背供者生前意愿或其近亲属意愿摘取人

亡器官捐献和脑 - 心双死亡器官捐献 。脑死亡器官

体器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34 条之一关于

捐献是指潜在供者经医学评估达到脑死亡标准，且家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规定，“违背本人生前意愿

属认可脑死亡作为死亡判定标准后进行的器官捐献行

摘取其尸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

为；获取器官时，供者已被判定为脑死亡，但心脏并

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按‘盗

未停搏。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是指潜在供者经医学评估

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罪’处三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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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若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

捐献过程中出现赔偿纠纷，从而促进器官捐献事业的

器官，或者摘取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的器官，则按照‘故

发展。

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由此可见违规
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目前仍以“心脏死亡”为宣

4 器官捐献视角下我国脑死亡标准
立法的具体构建

布个体死亡的依据。因此，违规摘取心脏死亡或脑 - 心

立法形式和内容是我国脑死亡标准立法构建中

摘取器官的焦点在于受害者是否已经死亡。

双死亡个体的器官应按照“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

需要重点考虑的两个方面。合理的脑死亡标准立法形

体、尸骨、骨灰罪”定罪。但对于违规摘取脑死亡（尚

式应妥善处理脑死亡标准立法和器官移植法律之间的

未达到心脏死亡）个体器官行为的定罪则存在一定困

关系、脑死亡标准和心脏死亡标准之间的关系，并符

境。若采用我国司法界目前认定的心脏死亡标准，此

合我国立法的一般途径；而脑死亡标准立法内容应

时受害者应被视为具有生命的个体，则需按照“故意

对死亡的概念、脑死亡的判定标准和程序进行明确的

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但这种定罪方式显

界定。

然与“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危害程度不

4.1 对我国脑死亡标准立法形式的建议

相适应，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5 条“罪

4.1.1 脑死亡标准立法与器官移植法律的关系 全球范

责刑相适应”规定的“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

围内，脑死亡标准立法与器官移植法律之间的关系不

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反之，如果采

尽相同，主要有器官移植法律之内和之外的脑死亡标

用脑死亡标准，此时受害者被视为尸体，可按照“盗

准立法两种形式。英国《人体组织法》和美国《统一

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罪”定罪，显

遗体捐献法》中均涉及了脑死亡的判定，但未在法律

然更为合理。但鉴于我国法律目前并未承认脑死亡为

中对其进行详细的解释，是属于器官移植法律之外的

个体死亡的判定标准，因此在针对此类案件量刑定罪

脑死亡标准立法。而罗马尼亚《人类组织与器官摘取

时面临着无据可依的困境。因此，从法律层面确定脑

与移植法》明确规定，只有医学上确认为脑死亡后才

死亡为死亡的判定标准有利于对违规摘取人体器官的

能摘取器官，并在附录中明确了具体的脑死亡判定标

行为进行合理定罪。

准，则属于器官移植法律之内的脑死亡标准立法。相

3.3 基于工伤类器官捐献过程中面临的法律困境

比于器官移植法律之内的脑死亡标准立法，器官移植

工伤致死者在器官捐献案例中占有较高比例，该
[9]

法律之外的脑死亡标准立法可能更符合我国当前国

类捐献案例往往涉及赔偿问题 。在一起器官捐献案

情。首先，脑死亡标准立法除了有利于增加器官移植

例中，患者由于突发脑出血于发病当日被医学诊断为

中的有效器官以外，还对判断何时可以撤除呼吸机

脑死亡，出于继续抢救已无意义的客观事实和节约医

等生命支持系统、节省医疗资源具有重要意义，若仅

疗费用的考虑，家属同意放弃治疗，并进行了脑死亡

将脑死亡标准立法置于器官移植法律之内，并不能全

器官捐献。但该案例在后续工伤赔偿中引发了较大的

面有效地发挥它的其他功能。另外，器官移植法律之

法律争议。原单位认为死者虽然病情严重，但还未达

内的脑死亡标准立法难免会让人们产生“器官捐献者

到法律层面的死亡，恰恰是家属放弃治疗并进行的脑

相较于一般患者有可能被特殊对待或不合理对待”的

死亡器官捐献直接导致了患者的死亡，因此单位可不

感觉，甚至会产生“医生为了获得有效器官而提前宣

予赔偿或只愿意给予象征性的慰问金补助。该案中，

布患者死亡”的误解。由此可能会对器官捐献和脑死

家属放弃治疗是基于脑死亡的事实而作出的决定，因

亡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反而不利于器官捐献事业的

此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脑死亡是否为有效的死亡判定标

发展 [10]。

准。如果从法律层面确定脑死亡为死亡的判定标准，

4.1.2 脑死亡标准与心脏死亡标准的关系 目前关于死

则本案就不存在争议。该案引发的后续效应即是诸

亡的判定标准，主要有一元标准及等效二元标准 2 种

多工伤致死器官捐献者家属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赔偿纠

立法形式。一元标准是指以脑死亡或心脏死亡的其中

纷，往往会继续延长无效抢救治疗时间，从而错过了

1 种作为判定死亡的唯一标准。瑞典在《关于人死亡

最佳捐献时机，导致捐献失败。因此，从法律层面确

判定标准的法律》中规定，“脑的全部机能不可逆地

定脑死亡为死亡的判定标准有利于避免在工伤类器官

完全丧失时为人体死亡”，即采用的一元标准中的脑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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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标准。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目前则采用的一元标准

畴，因此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脑死亡标准进行专

中的心脏死亡标准。等效二元标准是指将心脏死亡和

项立法。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脑死

脑死亡并列作为判定死亡的标准，两者具有同等的法

亡标准立法，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律效力。如美国《统一的死亡判定法案》中规定，
“血

对即将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做进一步的

液循环与呼吸机能不可逆性停止，或者包括脑干在内

司法解释，或印发指导性案例等方式，进行补充、修

的全脑机能不可逆性丧失时，可宣布死亡。”鉴于我

改和完善。鉴于目前我国还没有脑死亡法律，也可将

国当前具体国情，有学者认为可能采用等效二元标准

本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脑死亡

立法较为合适

[11]

。因为心脏死亡标准在我国一直被

使用，在公众的观念中已经根深蒂固

[12]

法律的事项，明确授权予国务院。国务院根据授权目

，特别是在

的和范围，结合脑死亡判定标准在医学界的实际施行

广大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心脏死亡仍然是医学上判

情况，对脑死亡相关事项制定行政法规，从而实现对

定死亡的有效标准。等效二元标准立法形式充分考虑

脑死亡标准的立法。脑死亡相关行政法规可作为制定

了民意基础，容易被公众所接受，有利于法律的实施。

法律的基础和过渡，待脑死亡行政法规成熟后再制定

同时，等效二元标准立法形式可以给大众以适当的选

法律。由于我国目前并无脑死亡相关的法律法规，因

择余地，较为符合脑死亡标准立法的本质，即脑死亡

此地方性法规也有权制定脑死亡法律。但对于能否以

标准立法并不是强制人们接受脑死亡判定标准，也不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形式进行立法的重要考量之一

是强制脑死亡患者捐献自己的遗体或器官，而是体现

即是其是否具有民族特点。尽管有学者认为脑死亡问

公众对死亡具有自己的决定权

[13]

。我国当前器官移

题随医学科学发展而产生，不具有民族的特点，原则

植领域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死

上不能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脑死亡标准立法 [11]。

亡判定标准，同时承认并使用国际标准化脑死亡器官

但笔者基于长期的临床脑死亡判定工作实践发现，患

捐献、国际标准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和中国过渡时期

者家属对于死亡判定的接受其实极易受风俗习惯和民

脑 - 心双死亡器官捐献 3 种类型的死亡判定标准，其

族地域的影响。因此，在立法实践过程中，有必要进

实质完全符合等效二元标准立法论的观点

[6]

。但该标

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准也存在一定缺陷：从生理角度而言，一般情况下脑

4.2 对我国脑死亡标准立法内容的建议

死亡和心脏死亡都不是同时达到，因此等效二元标准

4.2.1 明确死亡的概念 对于自然死亡我国法律条文中

会使个体的死亡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可导致一个人在

并无明确规定。长期司法实践中，我国一直使用的是

某一时刻既是死的，又是活着的，如此一来，发生争

心脏死亡标准，即以不可逆性呼吸停止和心脏停搏为

议时则使人无所适从。

判定死亡的最终标准。因此，在脑死亡标准立法时，

鉴于一元标准和等效二元标准的缺陷，有学者又
提出了相互补充的二元标准

[14]

，即脑死亡和心脏死

有必要在法律条文中清楚地界定死亡的概念，如死亡
是指经过医学判定个体的不可逆性呼吸停止和心脏停

亡中任何一种首先出现则以此为判定死亡的标准。就

搏或包括脑干在内的所有脑功能不可逆性丧失。

生理过程而言，无非可将死亡分为 2 种情形：即首先

4.2.2 确定脑死亡的判定标准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

出现不可逆性呼吸停止和心脏停搏，然后达到脑死亡

国外脑死亡判定标准从最初的“超昏迷不可苏醒”状

状态；或是先达到脑死亡状态，再出现呼吸停止和心

态 [4]，过渡到全脑死亡标准 [15]，再到脑干补充标准 [16]。

脏停搏。从器官捐献角度而言，相互补充的二元标准

至今，国外脑死亡判定标准仍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之

可最大限度缩短器官受损时间，提高捐献成功率和器

中，但关于脑死亡的定义基本已达成共识，即脑死亡

官利用率。

是指全部脑组织机能完全地不可逆性地永久丧失，包

4.1.3 我国脑死亡标准立法途径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

括大脑皮质弥漫性死亡、脑干死亡和全脑死亡 3 种

国立法法》提供了多种立法途径，包括制定法律、行

类型。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国务院

我国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了脑死亡判定的理论

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制

研讨与临床实践。1986 年，医学界便草拟了我国首

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个《脑死亡诊断标准（草案）》。2003 年，原国家

而有关死亡和器官移植的问题又属于民事基本制度范

卫生部起草了《脑死亡判定标准（成人）（征求意见

李小杉等．基于器官捐献视角论我国脑死亡标准的立法

第６期

稿）》和《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成人）（征求意见
[17-18]

·７４１·

（1）不允许与供者有利害关系的医师为患者判定脑

。经过 10 多年的脑死亡判定临床实践和

死亡；（2）不允许与器官移植等待名单中的受者有

基础研究，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脑损伤质控

利害关系的医师为患者判定脑死亡；（3）参与脑

评价中心于 2013 年正式制订了《脑死亡判定标准与

死亡判定的医师不得再参与后续的器官获取和移植

技术规范（成人质控版）》和《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技

工作 [25]。

稿）》

术规范（儿童质控版）》

[19-20]

，自此，我国有了脑

死亡判定的行业标准。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5 小 结

会修改、完善并出版了《中国成人脑死亡判定标准与

对脑死亡标准进行法律确认，已成为国际社会的

操作规范（第二版）》和《中国儿童脑死亡判定标准

普遍做法。本文从器官捐献视角探讨了我国进行脑死

与操作规范》

[21-22]

。

在最新的《中国成人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

亡标准立法的必要性，并基于实际国情对脑死亡标准
立法的形式和内容提出了建议。但脑死亡标准立法工

范》中，脑死亡的判定标准为深昏迷、脑干反射消失

作涉及法律、医学、伦理、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

和无自主呼吸，且经脑电图、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

本文仅从器官捐献角度讨论了我国脑死亡标准立法的

和经颅多普勒超声中的两项进行确认。可见，我国医

相关内容，还不能为立法工作提供全面的参考意见，

学界采用了较为保守的全脑死亡标准。这是因为尽管

有待后续从更多维度对脑死亡标准立法进行深入综合

脑干死亡意味着脑整体机能丧失，但若是在脑干一次

的讨论。

性损伤而致脑死亡的情况下，脑干反射消失后，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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