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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膜肺氧合在肺移植围手术期的应用进展
于慧智   李小杉   张慧敏   李静静   马舒玉   胡春晓

【摘要】

肺移植是多种终末期肺病的终极治疗方法，但肺移植围手术期的管理错综复杂、患者病死率高。

体外膜肺氧合（ECMO）作为一种体外呼吸、循环支持的有效手段，在肺移植围手术期支持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突破了以往一些禁忌证的限制，促进了肺移植事业的发展。本文对 ECMO 在肺移植围手术期的适应证、置管策
略及应用作一综述。
【关键词】 体外膜肺氧合（ECMO）；肺移植；适应证；围手术期；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PGD）；桥接治疗；
体外循环；辅助通气
【中图分类号】 R617，R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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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progress of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lung transplantation Yu Huizhi*,
Li Xiaoshan, Zhang Huimin, Li Jingjing, Ma Shuyu, Hu Chunxiao.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Wuxi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Wuxi 214023,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Hu Chunxiao, Email: huchunxiao91211@163.com

【Abstract】 Lung transplantation is the ultimate treatment for many kinds of end-stage lung diseases. However,
the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of lung transplantation is complicated with high fatality of patients.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 is an effective method of extracorporeal respiration and circulation support. ECM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erioperative support treatment of lung transplantation, which breaks the limitation of
contraindications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lung transplantation. In this article, the indications, catheter placement
strategies and application of ECMO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lung transplantation were reviewed.
【Key words】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 Lung transplantation; Indication; Perioperative
period; Primary graft dysfunction (PGD); Bridging therapy; Cardiopulmonary bypass; Assisted ventilation

肺移植是多种终末期肺病的终极治疗方法，如

已有 40 多年历史，据体外生命支持组织登记处统计，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和肺囊性纤维

自 1989 年以来，ECMO 已为全球超过 65 000 例患者

化。肺移植成功的关键在于围手术期的体外肺辅助装

提供了辅助支持 [1-2]。近年来，ECMO 在肺移植术前、

置和措施。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术中和术后的心、肺支持方面的应用越来越成熟，并

oxygenation，ECMO）用于危重患者呼吸、循环支持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肺移植患者提供了灵活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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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策略。术前，ECMO 可作为肺移植的一种过渡手

满足氧合的终末期肺病患者最常见的桥接治疗方式 [8]。

段；术中，ECMO 的合理应用可以改善血流动力学

若存在高碳酸血症和（或）低氧血症，不伴有重度肺

状态或促进气体交换；术后，通过支持氧合和保护移

动脉高压，优先选择 V-V ECMO。V-V ECMO 要求排

植肺功能来辅助支持合并严重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

出静脉血，该血液通过膜式充氧器循环，并在充氧和

[3]

（primary graft dysfunction，PGD） 的 患 者 。 根 据

脱羧后返回静脉循环。最常见的置管部位为股静脉、

供者情况，受者术前情况以及术中呼吸、循环功能状

颈内静脉。常用循环途径为静脉管路自股静脉引出乏

态而及时给予 ECMO 辅助治疗，已成为保障受者术

氧血，经 ECMO 后的富氧血通过颈内静脉流入。采

前安全过渡、降低术中手术和麻醉风险、改善受者预

用单管双腔插管，可在经食道超声引导下置于颈内静

后的有效措施。

脉 [10]。Biscotti 等 [11] 的一项大样本单中心研究中，以

1 ECMO 在肺移植围手术期应用的适应证
1.1 术前适应证

清醒 ECMO 作为肺移植桥梁的患者首选 V-V ECMO。
Bofﬁni 等 [12] 对肺移植术 ECMO 的相关因素进行研
究发现，172 例患者中有 25 例在移植术后需要 V-V

经过积极的治疗后，仍存在难以改善的低氧血症、
[4]

ECMO 支持，与移植术后 ECMO 相关的因素有血管

高碳酸血症、右心衰竭的肺移植潜在受者 。

疾病、供者年龄和移植期间是否需要 ECMO 支持。

1.2 术中适应证

Scaravilli 等 [13] 报道显示 70 例囊性纤维化患者，其中

（1）术前超声心动图证实肺动脉压中、重度

13 例通过 V-V ECMO 桥接至肺移植，28 例（40%）

增 高， 或 术 前 右 心 漂 浮 导 管 检 查 测 得 平 均 肺 动 脉

需要术中 V-A ECMO 支持，6 例术后仍需要 V-V ECMO

[5]

压 >25 mmHg（10 mmHg=1.33 kPa） ；（2）美国纽

支持。

约心脏病学会（American 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

2.2 静脉 - 动脉 ECMO

NYHA）心功能分级Ⅲ级及以上；（3）综合考虑认

V-A ECMO 可同时支持呼吸和循环功能，提供较

为患者术中或术后可能出现血流动力学不稳定、高碳

充分的氧供和更有效的循环功能支持，适用于严重心

酸血症、低氧血症等情况，需要预防性术中 ECMO

力衰竭和呼吸衰竭的患者。最常用的置管方式包括中

支持；（4）边缘性供肺需进行体内肺修复；（5）夹

心 V-A 置管和外周 V-A 置管 [10]。对于因肺血管阻力

闭肺动脉、吻合肺动静脉等重要手术步骤时可出现肺

增加而导致的重度肺动脉高压和心功能不全接受肺移

动脉压的急剧变化以及血流动力学的显著波动，增加

植桥接治疗的患者，V-A ECMO 辅助支持是必需的。

右心室负荷，积极治疗后仍出现右心衰竭；（6）再

外周 ECMO 支持如不能满足维持术中氧合或循环需

灌注损伤出现肺动脉压的急剧增加和气体交换功能的

要，则应改变 ECMO 支持策略。Yanagida 等 [14] 报道

显著障碍，明显影响供肺及患者的预后。

了 15 例因严重呼吸衰竭行双腔 V-V ECMO 进行肺移

1.3 术后适应证

植桥接治疗的患者，7 例患者完成桥接治疗并成功进
[6]

（1）急性排斥反应，出现或预期出现 PGD ；

行肺移植，其中 3 例患者在治疗期间因低氧血症合并

（2）严重的肺动脉高压患者肺移植术后更容易出现

肺动脉高压转换为 V-A ECMO。Hashimoto 等 [15] 回顾

左心功能不全及 PGD 相关的氧合障碍，预防性使用

性研究 34 例经 V-V ECMO 桥接治疗后成功行肺移植

ECMO 或延长 ECMO 的撤机有利于恢复心脏功能及

的患者的术中体外支持配置，研究显示 20 例（59%）

改善肺水肿

[7-8]

；（3） 体 外 循 环（cardiopulmonary

患者继续使用 V-V ECMO；11 例（32%）转为中心 V-A

bypass，CPB）支持下行肺移植，术后难以脱离 CPB，

ECMO，主要原因为术中持续性低血压和（或）肺动

需静脉 - 动脉（veno-arterial，V-A）ECMO 辅助撤离 [9]。

脉高压；术中 3 例（8.8%）需行 CPB 支持治疗；V-A

2 ECMO 在肺移植围手术期应用的置管
策略
2.1 静脉 - 静脉 ECMO
静脉 - 静脉（veno-venous，V-V）ECMO 可为呼
吸衰竭患者提供呼吸支持，是在呼吸机支持下仍不能

ECMO 组和 V-V ECMO 组 1 年生存率分别为 90% 和
73%，两组总体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ECMO 在肺移植围手术期的应用
3.1 ECMO 作为肺移植术前的桥接治疗
美 国 的 肺 源 分 配 评 分（lung allocation score，

器官移植

·７５６·

第 １１ 卷

LAS）是根据肺移植患者术前的病情严重程度决定等

队的联合评估，且只能应用于已列入器官分配与共享

待时间的长短，这种器官分配方式有利于病情最严重

系统等待名单中的患者。多器官衰竭被认为是 ECMO

的患者，同时可有效地利用辅助支持技术进行桥接治

桥接治疗的绝对禁忌证，对于可逆性多器官衰竭患者，

疗。ECMO 作为终末期肺病患者安全进行肺移植的桥

需进行综合评估，不能简单认为是 ECMO 桥接治疗

接治疗手段，可优化患者术前通气需求，稳定和改善

的禁忌证 [26]。60 岁以上、体质虚弱、有合并症的患

终末期器官的灌注情况，增加病情危重患者接受肺移

者接受在 ECMO 桥接治疗后预后较差 [27]。

植手术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减少移植前危及生命的可

3.2 ECMO 在肺移植术中的应用

能性因素如呼吸、
循环不稳定等

[16]

。
在决定桥接治疗时，

随着肺移植适应证的扩大，接受肺移植治疗的危

应严格遵循术前 ECMO 适应证，不仅要考虑患者未

重患者比例有了相当大的增长，这些危重患者术中经

经移植而死亡的风险，还要考虑其移植术后的生活质

常需要心肺支持。手术及管理技术的进步、扩大标准

量和生存时间

[17]

Hayanga 等

供者的增加导致 ECMO 在肺移植术中的使用率迅速

。

[18]

对美国器官资源共享网络（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UNOS） 数 据 库 2005 年

增加。术前患者的基础病情与术中是否需要 ECMO
辅助支持密切相关。

至 2017 年 的 数 据 进 行 分 析 发 现， 共 有 21 576 例 患

Zhang 等 [28] 的 研 究 中， 接 受 肺 移 植 的 138 例

者接受肺移植，其中 664 例患者在接受 ECMO 桥接

患 者 中 有 44 例 需 要 V-V 或 V-A ECMO， 结 果 显 示

治疗后进行肺移植。在此期间，术前 ECMO 的应用

高 龄、 术 前 机 械 通 气 时 间 长、 肺 动 脉 压 力 高、 潜

增加了 271%，而机械通气支持减少了 38%，这表明

在肺疾病和术前急性生理学及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

ECMO 在肺移植患者中的术前桥接支持治疗取得了良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好的效果

[15, 18]

。在等待肺移植的患者中使用 ECMO

APACHE Ⅱ）评分高可能是肺移植术中需要 ECMO

可以获得较高的物理治疗效果，避免进行机械通气，

支持的危险因素。一项针对因不同适应证接受双肺移

与其他肺病患者相比，肺囊性纤维化患者有更多的

植患者的混合队列研究提示，右心室功能受损和呼吸

[11,19]

。这表明

衰竭都与术中 ECMO 支持治疗有关。Jauregui 等 [29]

ECMO 作为一种桥接治疗策略，可使危重患者摆脱

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显示，在 64 例（成人 38 例）肺

机械通气，优化其肺移植前的营养状况，并能够在术

囊性纤维化患者中，29 例（45%）需要 ECMO 支持，

前进行日常康复。患者在病情严重或危重之前及早行

且肺移植前肺功能损害较大的患者需要 ECMO 支持

ECMO 支持治疗可提高肺移植桥接的成功率。

的概率更高。术前血氧含量、肺动脉高压严重程度和

术前桥接治疗需要（47.5% 比 25.0%）

Hakim 等

[20]

分 析 30 例 以 ECMO 为 肺 移 植 桥

接治疗的患者，26 例（87%）患者成功桥接至肺移

右心室扩张程度是术中需要 ECMO 支持的独立预测
因素。

植，移植成功的患者中，30 d、1 年、3 年生存率分

术中 ECMO 通常用于肺动脉高压、血流动力学

别为 92%、85%、80%，表明 ECMO 作为移植桥梁可

不稳定、不能耐受单肺通气或因肺移植期间肺体积

提高围手术期疗效和患者早期生存率。Halpern 等

[21]

缩小而出现高血流灌注的患者。据胡春晓等 [30] 报道，

对 UNOS 近十年内的数据分析发现，20 976 例患者

ECMO 在不同基础疾病患者肺移植手术麻醉中的应

中有 611 例（2.91%）接受 ECMO 作为移植桥梁，而

用均取得了明显的治疗效果，麻醉、手术顺利，围麻

ECMO 桥接治疗与移植术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一项

醉期患者氧合良好，血流动力学平稳。多个移植中

回顾性研究显示，通过 ECMO 桥接至移植的患者，其

心相继报道了肺动脉高压、囊性纤维化等不同原发

1 年生存率在手术量大的中心为 80.8%，而在手术量

病患者肺移植术中应用 ECMO 的疗效，均显示术中

[22]

小的中心仅为 61.9% 。有研究表明，与非桥接治疗

应用 ECMO 的患者生命体征稳定，预后得到显著改

患者相比，桥接治疗患者虽 LAS 评分较高，但二者

善 [8,13]。ECMO 为严重呼吸衰竭和心力衰竭患者提供

移植术后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21, 23-25]。也有研

心肺支持，进行体外气体交换，改善术中单肺通气

究报道，与非桥接治疗患者相比，桥接治疗患者的生

时、移植肺肺动脉开放前的全身性低氧血症和高碳酸

存率明显提高

[11,18]

。

肺移植术前的 ECMO 桥接治疗，须经多学科团

血症，减少夹闭肺动脉后肺动脉压力的急剧升高和
右心衰竭的发生率 [31]。有研究报道，与 CPB 患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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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ECMO 患者在肺移植术后 3 个月（70%~85% 比

（1 cmH2O=0.098 kPa），FiO2≥60% 时，应考虑 V-V

85%~94%）、9 个月（59% 比 81%）、12 个月（56%~66%

ECMO[39]。对于 PGD 患者，V-V ECMO 可以降低机

比 74%~81%） 和 36 个 月（57% 比 75%） 的 生 存 率

械通气和氧化应激相关的风险，阻止疾病进展，并为

更高

[32-34]

愈合提供时间 [40]。早期 PGD 患者的 V-V ECMO 启动

。

时间与生存率相关。早期启动 V-V ECMO 已被证实

3.3 ECMO 在肺移植术后的应用
术中行 ECMO 支持治疗的患者大部分在移植术
毕可顺利脱离 ECMO，但仍有部分患者呼吸或循环不
稳定，术后需要 ECMO 支持治疗。影响肺移植术毕
撤除 ECMO 的因素包括患者年龄、血氧分压及手术

可以改善生存率，而延迟启动 ECMO（>48 h）则没
有任何益处 [41]。

4 小 结

时间 [35]。肺移植术后早期可出现 PGD、急性心功能

ECMO 是肺移植围手术期的一种有效辅助治疗

不全、
膈神经受损、
肺动脉或静脉吻合口异常等并发症，

手段。尽管 ECMO 可能导致凝血功能异常、加重感染、

临床表现为低氧血症、肺动脉压力增高、心功能不全

肢体缺血、包括肾功能不全在内的器官衰竭等多种并

或衰竭、
移植肺渗出性改变等

[36]

。
在治疗原发病的同时，

ECMO 成为一种有效的辅助支持手段。

发症，但相较于传统 CPB，其具有预充容量少、抗凝
血药用量低、操作简单等优点。及时、合适的 ECMO

PGD 是肺移植术后常见的并发症，通常采用机

支持能给肺移植患者提供不同方面的有效支持，可作

械通气和限制性液体治疗，但在重度 PGD（PGD 3 级）

为术前桥接治疗手段，维持术中血流动力学稳定，促

患者中，这些治疗并不能提供足够的气体交换和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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