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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解读·

《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6版）》解读——
恶性肿瘤传播的风险
林俊 李诗新 杨洋

【摘要】

随着我国进入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时代，伴随潜在恶性肿瘤病史供者的器官捐献案例逐渐增多。

欧盟编写的《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 6 版）》（《指南》）已于 2019 年出版中文译本。本文对《指南》
第 9 章恶性肿瘤传播的风险进行了解读，以协助我国器官捐献协调员和移植团队筛查存在恶性肿瘤传播风险的
供者，以减少供者来源性肿瘤疾病传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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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Guide to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Organs for Transplantation(6th edition): risk of malignant tumor transmission
Lin Jun, Li Shixin, Yang Yang. Department of Urology,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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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a enters the era of organ donation after the citizen

s death, the organ donation cases with

potential malignant tumor history increase gradually. Guide to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Organs for Transplantation (6th
Edition) by European Committee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2019.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Chapter 9 of the guideline
"Risk of Malignant Tumor Transmission" to assist organ donation coordinator and transplant team in screening donors at
risk of malignant tumor transmission in our country and to reduce the risk of donor-derived tumor transmission.
【Key words】 Organ transplantation; Guide interpretation; Malignant tumor; Donor-derived tumor transmission;
Donor; Organ donation; Screen; 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器官移植供者存在的已知或未知恶性肿瘤，可以
传播给免疫抑制的受者 [1]。然而，通过对供者进行仔

1 检测和评估供者恶性肿瘤的一般建议

细地筛查，可降低恶性肿瘤传播风险，仅有约 0.05％

检测和评估供者恶性肿瘤的传播风险，应全面审

的受者可发生供者来源性肿瘤传播 [2-4]。随着等待移

查供者的临床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影像学

植患者数量的增加、可移植器官数量的短缺，伴随恶

检查和组织病理学检查等资料（图 1）。考虑到肿瘤

性肿瘤病史的器官捐献标准已被重新考虑 [5]。欧盟编

标志物的假阳性结果可能导致供者和器官的非必要舍

写的《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 6 版）》（下称

弃，《指南》并不推荐使用常规的肿瘤标志物进行筛

《指南》）已于 2019 年出版了中文译本 [6]。本文对《指

查。在选择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时，应当结合供者细

南》第 9 章恶性肿瘤传播的风险的解读如下。

致全面的临床病史和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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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器官获取期间，外科医师需探查胸、腹腔内

·４０１·

者病情严重，无法获得其他捐献器官时，通过受者风

器官（包括整个肠道和生殖器）。无论这些器官是否

险 - 收益分析可能有利于移植，则可考虑接受风险，

考虑用于移植，都需要检查可能存在的、隐藏的肿瘤

但必须强调，这种接受风险的情况是特例，仅应在受

或病理性淋巴结。任何可疑病变必须由经验丰富的病

者或其家属的充分知情同意下进行。如果在器官已经

[7]

理学专家即刻行冰冻切片诊断 。如果不能获得可疑

被移植后诊断出供者存在肿瘤，则必须及时告知受者，

病变准确的组织学诊断，该捐献器官应被舍弃。若受

并与受者讨论是否切除移植器官或进行再次移植。因

如供者有肿瘤病史
的额外评估程序

所有可能供者的评估程序

此，在整个器官捐献与移植的过程中，充分明确供者
肿瘤性疾病的相关情况、充分告知受者可能存在的肿
瘤转移风险十分重要。
在供者评估之前，若发现供者既往存在恶性肿

ICU
☆ 供者的详细既往史（家
族史、家庭医师、既往
医院病历）
☆ 特别是育龄女性出现月
经失调（妊娠或流产）,
可作为判断绒毛膜癌的
表现
☆ 伤痕、手术疤痕、皮肤
肿块、可触及或可见肿
瘤的体格检查
☆ 实验室检查：常规检查，
如月经失调需行人绒毛
膜促性腺激素检查
☆ 影像学检查：X 线胸片、
腹部超声检查
☆ 在脑出血情况下，必须
排除出血性肿瘤或肿瘤
转移（若无血管畸形或
高血压病史）

瘤诊断病史，则需要进行如下操作：（1）详细的组
ICU
☆ 病史：初次诊断时
间 , 组织学报告（分
级 与 分 期）, 类 型
和治疗时间（手术、
化学药物治疗、放
射治疗）规律随访
的证据 , 最近随访
时间和结果 , 无瘤
间期和（或）肿瘤
复发的记录
☆ 实验室检查：肿瘤
特异标志物（已确
定的）
☆ 影像学检查：胸、
腹部 CT 检查

织学报告、实际诊断结果，要以捐献信息形式记录；
（2） 器 官 移 植 中 心 需 要 决 定 是 否 接 受 该 器 官；
（3）寻求肿瘤学专家建议；（4）移植前寻求受者的
知情同意；（5）移植后进行定期随访，随时注意肿
瘤传播的可能性。
在供者器官评估、获取时和移植前，如供者临床
评估或手术检查期间偶然发现肿瘤，则需要进行如下
操作：（1）立即冰冻切片诊断；（2）立即通知受者
所在移植中心；（3）器官移植中心决定是否继续接
受该器官；（4）寻求肿瘤学专家建议；（5）如若移植，
移植前获得受者知情同意；（6）移植后进行定期随访，
警惕肿瘤传播的可能性。
在受者器官移植之后，发生确诊供者恶性肿瘤的
情况常包括：（1）冰冻切片误判，而最终病理学诊
断为恶性肿瘤（如冰冻诊断为肾嗜酸细胞瘤，而最终

阴性
如果有可疑发现，
需进一步检查

病理学诊断为肾细胞癌）；（2）在受者所在移植中
心进行移植前准备时，偶然发现移植物肿瘤（但已经
移植了其他器官）；（3）器官移植完成后，供者尸

阴性

检结果发现肿瘤形成；（4）移植后任何时期受者的
选为供者

阳性诊断，如肾细胞癌的组织学发现，X 线、超声或
CT 检查发现可疑肿块，出现恶性肿瘤症状等，此时

手术室
仔细检查胸部和腹部器官（含不考虑移植的
器官）， 包 括 肠、 生 殖 器 和 为 检 查 肾 切 除 的
Gerota 筋膜和肾周脂肪等
即刻对可疑病变进行冰冻切片

则需立即通知器官获取机构和所有移植中心（其他器
官和组织移植）及受者；（5）发现恶性肿瘤后，尤
其发现肿瘤已转移时，需考虑进行供者尸检以确定原
发肿瘤的起源和程度（已完全切除的孤立性小肾细胞
癌 pT1a 不是必需的），在风险 - 收益分析的基础上，
医师和受者联合决定进一步的治疗方案
（切除或治疗）
，

即刻通知受者所在移植中心

图1

潜在器官移植供者的恶性肿瘤评估流程

Figure 1 Evaluation process of malignant tumor in
potential organ transplant donors

需告知受者严重不良反应，严格执行后续的流程。

2 恶性肿瘤转移风险的评估
在器官获取前或获取期间诊断出供者恶性肿瘤

器官移植

·４０２·

（包括活动性肿瘤和既往肿瘤病史），应从供者和受
者角度考虑相关的转移风险，如肿瘤的组织学类型、
病理分期与分级、基于现有证据的传播风险以及治疗
选择等，尤其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1）大多
数有活性的恶性肿瘤不能作为可接受的风险，因此对
器官获取过程中新诊断肿瘤的供者需更仔细的评估；
（2）既往接受过恶性肿瘤相关治疗的供者，在器官
移植前应实现 5~10 年的完全缓解，并可以咨询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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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类型恶性肿瘤的传播风险评估
3.1 实体器官恶性肿瘤
各地区对有恶性肿瘤供者的接受程度不尽相同，
基于现有的文献、国家登记数据、专家建议以及对比
非移植受者肿瘤情况的数据，将不同实体肿瘤供者预
计发生肿瘤移植传播的风险进行分层 [5-6,9,11]。
一般而言，
治疗完整、随访规律、无肿瘤复发、转移证据情况下，

学和病理学专家的建议，以评估转移风险；（3）转

已治愈的实体器官恶性肿瘤供者器官可移植给受者，

移性肿瘤患者不应作为器官捐献来源，除非某些初

但仍应意识到存在肿瘤传播风险的可能。治愈的可能

诊为 pN1 分期、完全治愈、随访无复发、诊断达 5~

性和传播的风险在不同肿瘤中表现并非一致，主要取

10 年的病例；（4）缺乏手术干预、患者恶性肿瘤缺

决于肿瘤的组织类型和肿瘤病理分期、等级等。例如

乏随访或随访不完整、姑息治疗等为器官捐献的禁忌

对 pT1N0M0 食管癌的 2 年和 25 年无复发生存进行

证（主动监测下的低级别前列腺癌除外）[8]；（5）必

器官捐献肿瘤传播风险评估，所得结果显然是不相同

须仔细评估有恶性肿瘤病史的供者，包括既往肿瘤复

的。但是目前的文献无法提供确切描述肿瘤传播风险

发及第二肿瘤产生的风险；（6）移植中心应基于风

的依据。国际上尚无对肿瘤供者无复发随访时间的共

险 - 收益分析获得知情同意，
使受者能够认识现实情况，

识，对于相同病理类型和分期的肿瘤，建议无复发随

但不至于在转移风险非常低时引起过度关注。

访时间需 5~10 年不等。此外，考虑到传播的肿瘤可

美国疾病传播咨询委员会，英国血液、组织与

能在受者体内获得理想的生长环境，需对每例有潜在

器 官 安 全 咨 询 委 员 会（Safety of Blood, Tissues and

风险的受者进行个人风险 - 收益分析。本《指南》提

Organs，SaBTO）和意大利国家移植中心等移植登记

供了协助评估不同肿瘤的建议，在临床实践中建议尽

中心曾发布过不同的转移风险分类

[5-6,9]

，且前两者的

可能对供者进行完整评估，而具体各地区及个人评估

风险分类中规定了估计的转移风险百分比。欧洲委员

策略需与当地专家商议讨论后决定。

会也提出了一种风险分类：（1）最小风险，即所有

3.2 造血系统恶性肿瘤

供者器官，所有受者均可接受；（2）中等风险，根

在器官捐献过程中，对造血系统疾病应持最谨慎

据受者的具体健康状况或临床严重程度，以风险 - 收

的态度 [12-18]，由于此类疾病呈全身系统性扩散，不应

益分析为基础来判断风险是否可接受；（3）高风险，

接受其作为供者。目前尚缺乏关于供者接受造血干细

仅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讨论其是否可接受，在其他治疗

胞移植治疗后，于无复发的短期和长期存活情况下作

无效、需通过移植挽救生命者，经过合理的风险 - 收

为供者的数据报道。对于疾病缓解和应用先进治疗方

益分析，并获得受者的知情同意；（4）不可接受风险，

案（无干细胞移植）的患者，不能排除恶性克隆细胞

由于活跃性恶性肿瘤和（或）转移性疾病导致的绝对

发生器官移植传播的风险。指南对器官获取期间供者

禁忌证。

新诊断的白血病、淋巴瘤和浆细胞瘤，或既往诊断尚

在评估存在活动性肿瘤或者既往肿瘤病史的潜

处于活动期的（急性或慢性）白血病、淋巴瘤和浆细

在供者时应主要考虑哪些信息？供者信息主要包括：

胞瘤视为器官捐献不可接受的风险。对经过治疗、随

（1）既往肿瘤病史包括无瘤时间、此肿瘤与晚期复发

访 5~10 年无病生存的急性白血病和淋巴瘤患者作为

是否相关、预计 5 年无病生存率；（2）活动性肿瘤

供者，有一定的高风险传播可能。
骨髓增生性肿瘤经积极治疗一般可获得较好的预

包括肿瘤的特定类型、肿瘤的程度（肿瘤分期、分级）、

[19-21]

肿瘤传播的风险（基于目前临床证据）。受者信息主

后

要包括：（1）受者的潜在诉求、是否完全理解存在

性疾病，有通过器官移植发生肿瘤传播的风险。目前

的风险；（2）适合这种情况的移植后复查类型及频次；

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文献报道，因此没有依据可以

（3）若发生肿瘤传播的可选择治疗措施；（4）若担

有效估计肿瘤传播风险。克隆性增生的干细胞主要位

心肿瘤传播导致移植延期的替代治疗方法

[10]

。

。但是，需注意的是此类疾病为不能治愈的慢

于骨髓中，但也存在于血液循环，并可在脾脏和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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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积累（可能通过肝移植发生传播）。此外，不能排

性肿瘤的传播是器官移植中的严重不良事件。当怀疑

除即使在器官获取期间器官灌注后仍有干细胞黏附于

供者肿瘤传播到受者时应立即通知器官获取机构和所

血管壁，也可能在再灌注过程中释放到受者的血液中。

有移植中心。当肿瘤传播已被确认时，医师必须与受

由于缺乏报道和证据，不能评估其肿瘤传播风险，并

者一起讨论并决定干预方案。对于如何干预，《指南》

且无法获知传播的骨髓增生性肿瘤在免疫抑制治疗的

没有明确的建议，但该决定必须考虑肿瘤类型、疾病

受者中的可能后果。

扩散转移、受者状况和移植器官类型。

3.3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
中 枢 神 经 系 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
肿瘤的颅外转移较罕见，但也有报道

[22-23]

5 小 结

。与 CNS

肿瘤的颅外转移风险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1）特
异性组织学类型和高度恶性肿瘤；（2）肿瘤位于颅
内边缘位置；（3）既往有开颅手术或立体定向手术史；
（4）脑室 - 体循环分流或脑室 - 腹腔分流；（5）既
往有化学药物治疗（化疗）或放射治疗（放疗）史；
（6）疾病的持续时间和手术治疗后的存活时间 [24]。
根据现有信息和肿瘤传播的估计风险 [1,25]，《指
南》提出了 CNS 恶性肿瘤的定性分类：（1）世界卫
生 组 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分 级 在
Ⅰ级和Ⅱ级的肿瘤，肿瘤传播风险最小。（2）WHO
分级Ⅲ级的肿瘤，以前的分类将此类肿瘤归为高风
险传播。近期的分析表明这可能会高估风险，SaBTO
则将其评估为肿瘤传播的低风险。如果没有危险因素
（如切除、脑室 - 腹膜或心室 - 心房分流、化疗或放疗）

随着我国全面进入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时代，
大量边缘供者、扩大标准供者的使用造成移植器官存
在潜在风险的可能，供者来源性肿瘤传播是新时代器
官移植从业者面临的又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有恶性
肿瘤病史供者的器官捐献标准值得被我们探讨和制
定。对于存在恶性肿瘤病史、乃至部分活跃性恶性肿
瘤疾病的供者，不应一概否决其器官捐献的可能。同
时， 移 植 团 队 与 器 官 获 取 组 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OPO）在每个移植病例的风险评估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指南》这一部分的解读，
希望为器官移植从业者们提供建议，为将来制定符合
于我国器官移植现状的指南提供必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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