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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危重患者的体外膜肺氧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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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总结台湾大学医院 1994年以来施行体外膜肺氧合 ( ECMO )的经验。方法 　总结 305例各种不同病

种应用 ECMO病例。结果 　施行 ECMO支持的病例包括心脏移植 ,肺移植 ,无心跳供体 ,心脏术后心源性休克 ,

急性心肌炎及神经外科手术等。结论 　ECMO对各种原因引起的心肺衰竭是理想的心肺支持方法。

关键词 :外科 ;危重患者 ;体外膜肺氧合

中图分类号 : R654. 1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2 - 1403 (2005) 04 - 0226 - 05

Extracorporea l M em brane O xygena tion Support

for Severe Surg ica l Pa tien ts
KO W en - je, CHOU Yueh - ting

(N a tiona l Ta iw an U niversity Hospita l, Ta iw am )

Abstract: O BJECT IVE 　To sum up the experience of ECMO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 ital since 1994.

M ETHOD S　To summarize 305 cases of ECMO in various department of the hosp ital for different patients. RESUL TS　

Patients reguired ECMO support include: heart transp lantation, lung transp latation, non - heart - beating donor, postcar2
diotomy cardiogenic shock, acute myocarditis and neurosurgery ect. CO NCL US IO N　ECMO is an excellent technigue of

cadiopulmonary support for cadiopulmonary failure due to various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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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CMO的发展

1953年 , John Gibbon第一台机械心肺机的问

世 ,开创了心脏外科手术的新纪元 ,使得外科医生可

以在心脏静止的情况下进行心脏手术。随着心脏外

科的飞速发展 ,人们开始考虑通过改良心肺机来进

行长时间的心肺支持。1972年 , H ill等首次报道了

一例创伤后呼吸衰竭的患者经长时间体外循环支持

成功的经验 ,该病人行 V - A体外循环路径支持了 3

天 [ 1 ]。从此 ,体外循环膜肺支持 ( ECMO )就成为描

述利用机械装置进行长时间 ( < 30天 )心肺支持的

术语。正如心脏手术需要手术室一样 , ECMO开始

涉足重症监护室 ( ICU )。心肺机 ,亦称为体外循环

机 ,应用于手术室使得心脏在静止状态下进行心脏

手术 ;而 ECMO应用于 ICU,对完全心肺衰竭的病人

进行心肺支持 ,直到病人心肺功能恢复或过度到心

肺移植。CPB和 ECMO的目的都是代替心肺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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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者有着显著差别 (表 1)。
表 1　CPB与 ECMO的主要区别

CPB ECMO

应用场所 手术室 重症监护室

静脉储血室 有 无

激活凝血时间 ( s) > 600 120 - 180

自体输血 有 无

低温 需要 不需要

溶血 有 无

血液稀释 需要 不需要

动脉滤器 有 无

类型 静 - 动脉路径 静 - 动脉或静 - 静脉路径

　　在 CPB 期间 ,静脉引流管可能会吸入大量气

体 ,而且在心脏手术过程中通常伴有血容量的急剧

变化。因此 ,为了消除吸入气体和应对体内外血容

量的经常变化 ,需要将静脉引流管连接于一个大的

静脉储血室。由于静脉储血室内血液处于静止状

态 ,而且在心脏手术全流量 CPB期间 ,肺循环以及

一些心腔内血流停止 ,为了防止静脉储血室、肺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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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内血液凝结 ,需要进行全身抗凝 ,通过给大剂量肝

素使全血凝血时间无限延长的方法来取得全身抗凝

效果。全身抗凝以及 CPB期间血液不断从冠状静

脉窦、支气管静脉、心最小静脉和手术切口流入术

野 ,可导致持续出血。为了减少出血和降低高流量

引起的风险 ,流量 2～4L / (m in·m
2 )和红细胞压积

(Hct)通常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 ( 20% )。但是 ,低

流量和低 Hct可导致全身氧供不足 ,这就需要通过

低温降低氧耗的方法来弥补氧供的不足。

与 CPB相比 , ECMO只是提供部分心肺支持 ,

病人的心肺仍然做功。ECMO属密闭循环系统 ,无

静脉储血室 ,而且病人机体和 ECMO管路内血液始

终处于循环流动状态 ,因此只需轻微抗凝。抗凝要

求的不同是 CPB和 ECMO的主要区别所在 ; ECMO

的抗凝要求 :出血并发症少 ,可进行长时间 ECMO

支持 (几周 )。ECMO可分为两种类型 : VA - ECMO

和 VV - ECMO (图 1)。VA - ECMO是将血液从静

脉引出 ,氧合后经动脉回输病人体内 ,可同时进行心

肺支持。VV - ECMO是将血液从静脉引出 ,氧合后

从静脉回输病人体内 ,它只能替代肺做功 ,不能提供

心脏支持 ,因此只能用于呼吸衰竭的病人。

2　ECMO的改进

ECMO管路和心腔内血液不停流动 ,因此 ,与

CPB相比 , ECMO期间只需应用少量抗凝剂。然而 ,

出血仍然是 ECMO的最危险的并发症 ,特别是对于

术后早期的外科病人。

由于 ECMO技术的改进 ,如 :肝素结合 Carmeda

生物活性表面物质、离心泵、微孔型膜肺等的应用 ,

使 ECMO成为一种治疗外科病人急性心肺衰竭的

安全、有效的方法。

2. 1　肝素结合的 Carmeda生物活性表面 (CBAS) 　

与血液接触的 CBAS表面 ,有肝素与其共价结合。

CBAS可减少抗凝剂的应用 ,最大限度减少肝素用

量或不用肝素即可进行长时间的 ECMO 支持 [ 2 ]。

CBAS的优点 :抗凝剂应用剂量少 ,组织相容性好 ,

血小板和白细胞激活轻 [ 3, 4 ]
,全身炎症反应轻微 [ 5 ]

,

血浆检测炎症介质少 [ 6 ]。

2. 2　离心泵 　与滚压泵相比 ,离心泵可减少溶血和

补体激活 [ 7 ]。

2. 3　微孔型膜式氧合器 　与硅胶膜肺相比 ,微孔型

膜肺更有利于气体交换。ECMO循环过程中 ,通常

一个微孔型膜肺即可满足气体交换的需要。而对于

硅胶膜肺 ,为了满足气体交换的要求 ,有时需要在

ECMO管路中串连或并联两个膜肺。当然 ,应用两

个氧合器增加了 ECMO 的系统的复杂性。膜肺应

用时间过长 ,可造成膜肺血浆渗漏。新型微孔型膜

式氧合器因纤维膜孔径较小 ,虽可减少血浆渗漏的

并发症 ,但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

在台湾大学医院 (NTUH ) , ECMO 系统由新型

微孔膜肺、离心泵和肝素结合的 CBAS管道组成 (所

有与血液接触的表面均用 CBAS材料 )。除了这些

改进 ,还除去了 ECMO管路中动脉和静脉之间的连

接桥 (侧路循环 )。除去侧路循环 ,可节省人力 ,因

为为了防止桥内血栓形成 ,必须间断松开阻断钳。

同时 ,还除去了管路中不必要的接头 ,以降低血栓形

成的危险。事实上 , NTUH拥有按自己使用习惯制

造的 ECMO系统 (美国 Medtronic公司制造 ,商品编

号 : NTUH)。此种 ECMO系统没有不必要的连接头

和侧路循环 ,可在 10 m in内快速预充。NTUH还配

备了“ECMO cart”,车上装备了组装 ECMO所需的

所有设备和消耗品。当医院内某处需要进行 ECMO

支持时 ,可将“ECMO cart”推到此处进行现场组装。

通过这种方法 ,可在 30 m in内对医院内任何科室的

病人进行 ECMO支持 ,如 :导管室、急诊室、重症监

护室等科室。

3　台湾大学医院 ECMO的应用

自 1994年 8月 , NTUH已经对 300多例不同适

应症的病人进行了 ECMO支持 (表 2)。因为 NTUH

的 ECMO是由心血管外科发展起来的 ,因此 , ECMO

的最常见适应症是机械循环支持。但是 , NTUH的

ECMO应用并非仅限于急性心力衰竭。

3. 1　心脏移植 　心脏移植已经成为治疗终末期心

脏病的有效方法。但是 ,有些病人术后死亡 ,特别是

术后第一个月。病人术后第一个月死亡的最重要病

因是早期移植心脏衰竭。尽管心肌保护方法在不断

改善 ,移植心脏早期功能衰竭的发生率仍然很高

(5% ～7% ) [ 8, 9 ]。移植心脏早期功能衰竭通常由心

肌顿抑引起。理论上 ,无论当时心肌收缩功能不全

的程度如何 ,心肌顿抑是可逆的 ,此时病人所需的是

行机械循环支持 ,直到移植物功能恢复 [ 10, 11 ]。图 2

表述的 NTHU治疗早期移植心脏功能衰竭的流程。

主动脉球囊反搏 ( IABP)因其相对操作简单、损伤小

而成为机械循环支持首先考虑的方法 ,但是 , IABP

只是针对左心系统 ,对右心和肺功能不全无效。而

且对于某些病人 , IABP并不适用 ,如 :股动脉较细的

小儿患者 ,股动脉硬化或血栓形成患者。这就是为

什么一些病人直接上 ECMO的原因。 IABP不能够

对严重心力衰竭的病人提供足够的循环支持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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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大医院行 ECMO支持的病人分类 (1994年 8月～2000年 11月 )

ECMO 61 机械循环辅助 244

新生儿肺疾病 0 (0) 心脏术后 167 (49)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 21 (6) 急性二尖瓣狭窄 3 (1)

肺移植 17 急性心肌炎 13 (9)

肺栓塞 5 (1) 心肌病 22 (4)

神经外科手术 4 急性心肌梗塞 25 (3)

无心跳供体 9 其它 14 (4)

其它 5 (1)

　　　　　　　　　　　　注 :总例数 , 305; ( ) : 存活

有些行 IABP的病人还需要 ECMO支持。如果选择

股动 - 静脉路径 , ECMO可以在床旁局麻下快速建

立或撤除 ,这对于危重病人抢救非常有利。NTUH

的 ECMO材料应用肝素结合的 CBAS,减少了机体肝

素用量 ,这是它的另一优点。由于许多心脏移植的

病人术前存在肺动脉高压 ,移植后右心功能衰竭要

比左心功能衰竭更为常见和严重。右室功能衰竭是

病人心脏移植后早期死亡的重要原因 [ 12 ]。ECMO可

减轻右室负荷 ,并直接缓解右心衰竭。ECMO可用

于成人和小儿患者 ,事实上 , ECMO是小儿机械循环

支持的唯一选择。因为 ECMO并不以长时间循环支

持为目的 ,如果移植心脏功能恢复无望 ,应考虑再次

心脏移植或改行心室辅助。NTUH行 ECMO支持超

过 4天的病人无一例存活 ,验证了这一原则。

总之 ,对于一些移植后早期严重心力衰竭的病

人 , ECMO可提供暂时的机械循环支持并能挽救病

人的生命。

3. 2　肺移植 　在 NTUH,如果体外循环下行肺移植

术 ,麻醉诱导后可选择性地经股动 - 静脉路径建立

ECMO
[ 13 ]

,然后手术正常进行。如果术后移植肺功

能良好 ,可在术后立即撤除 ECMO。否则 , ECMO支

持延长到术后一段时间 ,直到移植肺功能恢复。对

于终末期肺高压行单肺移植的病人 ,常规将 ECMO

支持延长到术后一段时间 [ 14 ]。在肺移植手术中 ,用

ECMO代替常规体外循环有以下优点 :

3. 2. 1　术中优点 　在肺移植手术中 , CPB增加了血

液丢失和输血量 [ 15 ]。出血是肺移植病人死亡的重

要原因 [ 16 ]。相反 , 在 ECMO 中应用肝素结合的

CABS,术中不需全身肝素化 ,可显著减少出血和输

血量。术中出血少易于手术操作。而且股动 - 静脉

路径行 ECMO支持 ,术野不受体外循环插管的干扰。

当通过胸内路径建立 CPB ,对肺高压病人行单肺移

植时 ,通常选择右肺移植 [ 17 ] ,因为通过左胸切口建

立 CBP较左胸更难。但是 ,当行左肺移植时 ,可以更

容易地把较大的供肺移植到较小的受体内。台大医

院大部分肺移植受体是女性 ,而大部分供体来自男

性 ;供肺通常比受体本身肺大。而通过股动 - 静脉

路径建立 ECMO支持 ,可使左肺移植和右肺移植一

样容易 ,这是 ECMO支持的另一优点。

3. 2. 2　术后优点 　ECMO支持下行肺移植的另一

优点是 :必要时可将 ECMO支持延长到术后早期一

段时期。

移植肺严重再灌注水肿和因水肿导致的呼吸衰

竭 ,特别是因肺高压行单肺移植的病人 ,术后早期治

疗的是一个难题。将 ECMO支持时间延长到术后早

期有利于术后危重病人的护理。因为肺再灌注水肿

消失快 ,所以 ECMO支持可在短时间发生并发症之

前撤掉。 ECMO 可为移植后肺功能的恢复提供安

全、暂时的支持 ,有利于危重病人的护理 ,特别是对

于那些因肺高压行单肺移植的病人。

3. 3　无心跳供体的 ECMO支持 　供体匮乏是限制

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无心跳供体 (NHBD )是解决

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但是 , NHBD 的移植器官功

能恢复慢或早期无功能发生率高 ,因此 ,在器官移植

中 ,不应对 NHBD 抱过分乐观的态度 [ 18, 19 ]。来自

NHBD的供肾 ,移植后通常出现肾小管坏死 ,发生率

高达 65% [ 20 ]。热缺血时间是影响来自 NHBD供肾

功能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在台湾 ,对心跳停止者 ,取其组织或器官时 ,必

须经过家属和法律的准许 ,而且在家属签订法律同

意书之前 ,社区律师必须到供体床边完成某些法律

程序 ,这往往会导致器官热缺血时间过长而难以进

行成功的器官移植 ,这就是为什么在台湾 NHBD只

能进行组织捐献的原因。利用 NHBD行 ECMO支持

可解决这一问题 (图 3) [ 21 ]。此方法简单、省力 ,用生

理盐水预充后 ,运行 ECMO不需额外液体。变温水

箱持续对 ECMO循环血液降温 ,因此可使 NHBD的

腹腔器官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低温状态。ECMO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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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右股动脉灌注 2L /m in的冷氧合血 ,而且由于双侧

股动脉结扎及胸主动脉用球囊导管闭塞 ,使得所有

腹腔器官均可得到良好的灌注。利用 ECMO技术可

使供肾得到良好的保护 ,因此 ,移植器官功能恢复慢

或早期无功能的发生率应该会降低。 Immediate re2
nal graft function具有以下优点 :提高急性免疫排斥

反应的检测 ;可早期用应用环孢霉素治疗 ;简化水、

电解质的管理 ;减少医疗费用和降低透析的风险。

所以这些优点使得 ECMO的应用物超所值。

3. 4　心脏术后心源性休克的 ECMO支持 　心脏术

后心源性休克 ( PCS)是心脏手术常见的并发症 ,主

要病因是由于缺血 /再灌注导致的心肌顿抑 ,首选的

治疗方法是应用血管收缩和舒张剂。但是 ,如果通

过保守治疗难以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时 ,就应考虑

行机械循环辅助的方法。

当病人有机械循环辅助的指征时 ,应首先考虑

应用 IABP,因为 IABP相对损伤小。但是 ,对于严重

心力衰竭、顽固性心律失常、小体重和单纯右心衰竭

的病人 , IABP往往难以发挥作用。相比之下 ,心室

辅助 (VAD )可对患有严重心力衰竭的病人提供足够

的循环支持 ,目前已有应用 HeartMate VAD
[ 22 ] 和

Thoratec VAD
[ 23 ]抢救 PCS病人成功的报道。然而 ,

VAD是一种侵袭性治疗方法 ,建立 VAD需要进行全

身麻醉、开胸和长时间手术 ;这使得 VAD在紧急情

况下难以用于危重病人的抢救。VAD花费大 ,多数

静脉 - 动脉 ECMO

静脉 - 静脉 ECMO

图 1　静脉 - 动脉 ECMO与静脉 - 静脉 ECMO的区别示意图

　　　SVC:上腔静脉 ; IVC:下腔静脉 ; Lung:膜式氧合器 ; Gravity:重

　　　力引流 ; →氧合血液流动方向

图 2　早期移植心脏衰竭的治疗原则

　　　 IABP:主动脉球囊反搏 ; ECMO:体外循环膜肺氧合

图 3　无心跳供体的 ECMO支持

　　　D rain tube:引流管 ; Oxygenator:膜式氧合器 ; Cooler:变温器 ; 　

　　　Centrifugal pump:离心泵

情况下 ,对于存活机会较少的病人往往会拒绝应用

这种昂贵的治疗方法。而且 VAD病人选择标准严

格 ,使得许多危重病人丧失了接收 VAD治疗的机会。

相比之下 ,对于 IABP不能治疗的 PCS病人 ,

ECMO是一种较好的机械循环辅助方法。ECMO支

持有以下优点 : ECMO包括微孔型膜式氧合器和离

心泵 ,可快速预充 ;可在床旁局麻下经股动脉和 (或 )

股静脉路径紧急建立 ;通过现有插管 ,便于从 ECMO

支持转换到 CPB;心脏术后需要进行机械循环辅助

的病人接近 50%需要进行双心室辅助 [ 24 ]
, ECMO可

同时提供左、右心室辅助 ,而且可代替肺功能。所有

这些优点使 ECMO成为一种在紧急情况下抢救危重

病人的理想的心肺支持方法 ,而且 ECMO 花费比

VAD要少的多。ECMO提供暂时的循环支持 ,便于

临床医生决定是否对病人做进一步的侵袭性治疗。

在循环衰竭行机械循环支持时 ,对于病人心功能可

恢复性和继发器官的受损程度往往难以判断 , ECMO

可为临床医生做出医疗决定赢得时间。然后 ,如有

必要 , ECMO可支持病人过度到心脏移植或安装永

久性 VAD。与 VAD相比 , ECMO支持相对简单、费

用低 ,适应症也不如 VAD严格。ECMO 期间 ,可对

病人的情况进行评估 ,然后决定下一步治疗方法的

选择。

总之 ,如 PCS病人需行机械循环辅助 ,应首选

IABP。当 IABP无效时 ,而后选择 ECMO。经股动静

脉路径建立 ECMO,因并发症少和便于护理 ,应为首选

方法。ECMO可为病人情况的评估和下一步治疗方法

的选择提供时间 ,并可防止费用昂贵的 VAD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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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 ,增加肾血流量 ,对 AFR的发生有预防作用。

总之 ,心源性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只要围术

期处理得当 ,术后肾功能不全非但没有加重 ,反而有

所改善 ,而且能够顺利渡过手术关 ,术后会因心功能

改善使肾功能逐渐得以改善 ; 11例均于术后 7～10

天痊愈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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