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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腺肽α1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辅助治疗
—— 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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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估胸腺肽 α1 辅助治疗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采用
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 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3 月 4 日上海援鄂医疗队在武汉市第三医院收治的 95 例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入院后是否使用胸腺肽α1治疗分为胸腺肽组和非胸腺肽组，比较两组的28 d 
病死率（主要结局）及入院 28 d 无呼吸机天数、入院后淋巴细胞计数（LYM）、C- 反应蛋白（CRP）水平（次要结
局）。使用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进行 28 d 生存分析；采用 Cox 回归模型计算胸腺肽 α1 对患者 28 d 生存情况
的影响。结果  95 例患者中，胸腺肽组 31 例，非胸腺肽组 64 例；入院 28 d 死亡 29 例，其中胸腺肽组死亡 11 例 

（35.5%），非胸腺肽组死亡 18 例（28.1%）。Kaplan-Meier 生存曲线结果提示，入院后使用胸腺肽 α1 可以改善新
冠肺炎患者 28 d 生存情况，但单因素 Cox 模型分析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风险比（HR）＝0.48，95% 可信区
间（95%CI）为 0.20～1.14，P＝0.098〕；多因素 Cox 模型分析显示，使用胸腺肽 α1 是改善 28 d 病死率的因素 

（HR＝0.15，95%CI为0.04～0.55，P＝0.004），同时高龄（HR＝1.10，95%CI为1.05～1.15，P＜0.001）、合并肾功能不
全（HR＝42.35，95%CI 为 2.77～648.64，P＝0.007）、入院时 LYM 降低（HR＝0.15，95%CI 为 0.04～0.60，P＝0.007） 
及使用甲泼尼龙（HR＝4.59，95%CI 为 1.26～16.67，P＝0.021）也是 28 d 病死率增加的危险因素；而免疫球蛋
白及抗病毒药物阿比多尔、更昔洛韦的使用并不影响 28 d 病死率。经年龄、性别、LYM 等因素调整后，多因
素 Cox 权重分析模型进一步显示，胸腺肽 α1 能够显著改善新冠肺炎患者 28 d 生存情况（HR＝0.45，95%CI
为 0.25～0.84，P＝0.012）。在次要结局方面，胸腺肽组与非胸腺肽组入院 28 d 无呼吸机天数（d：17.97±13.56 
比 20.09±12.67）和入院 7 d 后 LYM 上升幅度〔×109/L：-0.07（-0.23，0.43）比 0.12（-0.54，0.41）〕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胸腺肽组入院 7 d 后 CRP 下降幅度明显大于非胸腺肽组〔mg/L：39.99（8.44，82.22） 
比0.53（-7.78，22.93），P＜0.05〕。结论  胸腺肽α1辅助治疗可能会改善新冠肺炎患者28 d病死率及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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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ymosin alpha 1 o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performed to collect clinical data of 95 patients 
treated by Shanghai Aid Medical Team in Wuhan Third Hospital during January 31, 2020 and March 4, 2020, who were 
confirmed COVID-19.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were  treated with  thymosin  alpha 
1  after  admission. The 28-day mortality  (primary  outcome),  and 28-ventilator-free-day,  lymphocyte  count  (LYM)  level, 
C-reactive protein (CRP) level (secondary outcom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Surviv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Kaplan-Meier curve. The effect of thymosin alpha 1 on 28-day survival was evaluated with Cox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Among the 95 patients, there were 31 cases in thymosin group and 64 cases in non-thymosin group; 29 patients 
died  28  days  after  admission,  including  11  cases  (35.5%)  in  thymosin  group  and  18  cases  (28.1%)  in  non-thymosin 
group.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showed  that  thymosin  alpha  1  could  improve  the  28-day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COVID-19,  but  the  univariate  Cox  mode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hazard 
ratio (HR) = 0.4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was 0.20-1.14, P = 0.098]; multivariate Cox mode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ymosin  alpha 1 was  the  factor  to  improve  the  28-day mortality  (HR  =  0.15,  95%CI was  0.04-0.55, P  =  0.004),  
old age (HR = 1.10, 95%CI was 1.05-1.15, P < 0.001), accompanied by chronic renal dysfunction (HR = 42.35, 95%CI 
was 2.77-648.64, P = 0.007), decrease of LYM at admission (HR = 0.15, 95%CI was 0.04-0.60, P = 0.007) and the use 
of methylprednisolone (HR = 4.59, 95%CI was 1.26-16.67, P = 0.021) were also risk factors for the increase of 28-day 
mortality. The use of immunoglobulin and antiviral drugs abidol and ganciclovir did not affect the 28-day mortality. After 
adjustment  for age, gender, LYM and other  factors, weighted multivariate Cox analysis model showed  thymosin alpha 1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28-day survival of COVID-19 patients (HR = 0.45, 95%CI was 0.25-0.84, P = 0.012).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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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的发病机制

仍未阐明。现有的研究表明，新冠病毒通过攻击人

体细胞血管紧张素转换酶Ⅱ（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Ⅱ，ACEⅡ）靶点引起多个系统功能损伤［1］，

炎症反应失控是该疾病的特点之一［2］；同时，失控

的炎症反应又会损伤机体的适应性免疫应答［3］。因

此，炎症反应失控和免疫应答障碍并存是新冠肺炎

的特点之一。在这类患者中 T 淋巴细胞亚组数量存

在不同程度减少及功能降低，特别是重症患者［4］。 

胸腺肽 α1 作为一种免疫调节剂，可以调节增强机

体的 T 淋巴细胞亚群，增强其免疫功能［5-6］；同时，

胸腺肽 α1 可通过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

的 Toll 样受体（Toll like receptor，TLR），平衡抗炎与

促炎反应［7］。因此，胸腺肽 α1 在改善新冠肺炎患

者免疫状态及预后方面具有潜在价值。本研究回顾

分析胸腺肽 α1 在治疗新冠肺炎中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纳入标准：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

研究方法，收集 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3 月 4 日上海

援鄂医疗队在武汉市第三医院收治的 95 例新冠肺

炎确诊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年龄≥18 岁且

住院时间超过 48 h，诊断均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标

准［8］。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获得武汉市第

三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KY2020-007）。

1.2  分组：所有患者均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

布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进行治疗，包括氧疗、抗病

毒、预防感染等，同时在治疗过程中监测血常规、生

化指标等，当淋巴细胞绝对计数＜0.5×109/L 时静

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或（和）胸腺肽 α1（1.6 mg、隔日

1 次）以增强免疫功能。根据患者入院后是否使用

胸腺肽治疗分为胸腺肽组和非胸腺肽组。

1.3  数据收集及评价指标选择：收集患者的流行

病学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肺部影像学资料、治疗

管理方法、治疗结局等数据。最终临床结果随访至

2020 年 4 月 1 日。所有患者均采用上呼吸道拭子

检测新冠病毒。主要预后指标为入院后28 d病死率；

次要预后指标包括入院 28 d 内无呼吸机天数、英国

胸科协会改良肺炎评分（CURB-65）及入院 7 d 淋巴

细胞计数（lymphocyte，LYM）上升幅度和 C- 反应蛋

白（C-reactive protein，CRP）下降幅度。

1.4  统计学方法：运用 R 3.6.1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正态分布变量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非正

态分布变量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M（QR）〕表

示，连续变量采用 t 检验或 Wilcoxon 符号秩和检验；

分类变量以百分比（%）表示，采用χ2 检验。使用

Kaplan-Meier生存曲线进行28 d生存分析，采用Cox

回归模型分析胸腺肽 α1 对患者 28 d 生存情况的

影响。为了降低选择性偏移，对两组患者采用倾向 

性分析计算每位患者的反向加权概率，并带入 Cox

模型进行权重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及治疗情况比较（表 1）：胸

腺肽组（31 例）和非胸腺肽组（64 例）的年龄、性别、

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合并基础疾病

及 CURB-65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两组入院时体温、咳嗽、胸闷、乏力、消化道症

状、脉搏血氧饱和度（pulse oxygen saturation，SpO2）、 

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白细胞计数

（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LYM、影像学表现（CT

征象累及双肺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

胸腺肽组入院时呼吸频率（respiratory rate，RR）、心

率（heart rate，HR）和 CRP 均明显高于非胸腺肽组

（均 P＜0.05）。

  两组入院后抗病毒治疗（阿比多尔、干扰素、更

昔洛韦、奥司他韦）、甲泼尼龙和免疫球蛋白使用比

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均使用抗菌

药物预防感染，且使用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患者主要结局比较：胸腺肽组 28 d 死亡

11 例，非胸腺肽组死亡 18 例。Kaplan-Meier 生存曲

线结果提示，入院后使用胸腺肽 α1 可改善新冠肺

炎患者 28 d 生存情况（图 1A）；但单因素 Cox 分析

terms of secondary outcome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all P > 0.05) was found between two groups in days without ventilator 
at  28  days  after  admission  (days:  17.97±13.56  vs.  20.09±12.67)  and  the  increase  of  LYM at  7  days  after  admission 
[×109/L:  -0.07  (-0.23,  0.43)  vs.  0.12  (-0.54,  0.41)].  But  the  decrease  of  CRP  at  7  days  after  admission  in  thymosin 
alpha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in non-thymosin group [mg/L: 39.99 (8.44, 82.22) vs. 0.53 (-7.78, 22.93),  
P < 0.05].  Conclusion  Thymosin alpha 1 may improve 28-day mortality and inflammation state in COVID-19 patients.

【Key words】  Thymosin alpha 1;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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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GWV-10.1-XK25)
DOI: 10.3760/cma.j.cn121430-20211013-01478



·  499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22 年 5 月第 34 卷第 5 期  Chin Crit Care Med，May   2022，Vol.34，No.5

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2）。然而，通过多因素

Cox 模型分析显示（表 3），使用胸腺肽 α1 是改善

28 d 病死率的因素，同时高龄、合并肾功能不全、入

院时 LYM 降低及使用甲泼尼龙也是 28 d 病死率增

加的危险因素（均 P＜0.05）；而免疫球蛋白及抗病

毒药物阿比多尔、更昔洛韦的使用并不影响 28 d 病

死率。多因素 Cox 权重分析模型进一步显示，胸腺

肽 α1 能够显著改善 28 d 生存情况（图 1B；表 2）。

表 1　是否使用胸腺肽 α1 治疗两组新冠肺炎患者人口学、基础状况、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入院后药物使用情况比较

变量
胸腺肽组

（n＝31）

非胸腺肽组

（n＝64）
P 值 变量

胸腺肽组

（n＝31）

非胸腺肽组

（n＝64）
P 值

年龄（岁，x±s） 53.55±12.13 50.47±18.67 0.405 入院时 WBC（×109/L，x±s） 6.61±3.14 5.67±3.34 0.219
男性〔例（%）〕 17（54.8） 25（39.1） 0.218 入院时 LYM（×109/L，x±s） 0.84±0.42 1.00±0.45 0.111
BMI（kg/m2，x±s） 24.29±3.05 22.85±3.28 0.126 入院 7 d LYM（×109/L，x±s） 0.96±0.77 1.18±0.61 0.188
咳嗽〔例（%）〕 22（71.0） 33（51.6） 0.048 入院时 CRP 81.50 12.63

0.003
胸闷〔例（%）〕 12（38.7） 19（29.7） 0.518 　〔mg/L，M（QL，QU）〕 （18.30，139.92） （2.35，88.36）
乏力〔例（%）〕   8（25.8） 14（21.9） 0.802 入院 7 d CRP 32.62   9.08

0.001
消化道症状〔例（%）〕   4（12.9）   8（12.5） 1.000 　〔mg/L，M（QL，QU）〕 （14.62， 67.44） （1.43，18.18）
体温（℃，x±s） 37.69±0.99 37.65±0.97 0.854 CURB-65 评分

0（0，1.25） 0（0，1.00） 0.173
SBP（mmHg，x±s） 124.90±18.36 126.45±13.65 0.645 　〔分，M（QL，QU）〕
RR（次 /min，x±s） 24.13±5.69 20.73±3.86 0.001 CT 征象累及双肺〔例（%）〕 31（100.0） 53（85.5） 0.063
HR（次 /min，x±s） 91.13±21.61 83.83±13.81 0.049 并发症〔例（%）〕 5（16.1） 11（17.2） 1.000
SpO2（x±s） 0.92±0.05 0.91±0.10 0.504 药物使用情况〔例（%）〕
合并疾病〔例（%）〕 9（29.0） 15（23.4） 0.670 　阿比多尔 21（67.7） 36（56.2） 0.396
　高血压 6（19.4）   9（14.1） 0.716 　更昔洛韦 15（48.4） 32（50.0） 1.000
　慢性心血管疾病 4（12.9）   3（  4.7） 0.309 　干扰素   0（  0   ）   1（  1.6） 1.000
　糖尿病 1（  3.2）   1（  1.6） 1.000 　奥司他韦 14（45.2） 34（53.1） 0.611
　恶性肿瘤 2（  6.5）   4（  6.2） 1.000 　经验性抗菌药物 29（93.5） 62（96.9） 0.832
　慢性肾病 0（  0  ）   2（  3.1） 0.816 　甲泼尼龙 23（74.2） 33（51.6） 0.060
　慢性肝病 1（  3.2）   0（  0  ） 0.710 　丙种球蛋白 23（74.2） 36（56.2） 0.143
　脑血管疾病 1（  3.2）   3（  4.7） 1.000
　免疫系统疾病 0（  0  ）   1（  1.6） 1.000

注：BMI 为体质量指数，SBP 为收缩压，RR 为呼吸频率，HR 为心率，SpO2 为脉搏血氧饱和度，WBC 为白细胞计数，LYM 为淋巴细胞计数，

CRP 为 C- 反应蛋白，CURB-65 为英国胸科协会改良肺炎评分；1 mmHg≈0.133 kPa

图 1  胸腺肽 α1 治疗新冠肺炎患者 28 d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A 为单因素 Cox 模型，B 为多因素 Cox 权重分析模型）

表 2　新冠肺炎患者 28 d 死亡风险的 Cox 分析模型

回归模型 HR 值 95%CI P 值

单因素 Cox 模型 0.48 0.20～1.14 0.098
多因素 Cox 模型 0.15 0.04～0.55 0.004
多因素 Cox 权重分析模型 0.45 0.25～0.84 0.012

注：HR 为风险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表 3　新冠肺炎患者 28 d 死亡风险的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

变量 HR 值 95%CI   P 值

胸腺肽 α1    0.15 0.04～    0.55     0.004
年龄   1.10 1.05～    1.15 ＜0.001
性别   1.05 0.39～    2.80     0.927
CURB-65 评分   0.81 0.51～    1.29     0.376
SBP   0.97 0.94～    1.00     0.071
使用免疫球蛋白   2.02 0.70～    5.86     0.194
使用阿比多尔   0.40 0.13～    1.27     0.121
使用更昔洛韦   0.34 0.11～    1.03     0.056
入院时 LYM   0.15 0.04～    0.60     0.007
使用甲泼尼龙   4.59 1.26～  16.67     0.021
高血压   2.30 0.50～  10.65     0.286
糖尿病   0.65 0.03～  15.84     0.793
恶性肿瘤   1.71 0.46～    6.37     0.422
肾功能不全 42.35 2.77～648.64     0.007

注：CURB-65 为英国胸科协会改良肺炎评分，SBP 为收缩压，

LYM 为淋巴细胞计数，HR 为风险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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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次要结局比较（表 4）：胸腺肽组入院

7 d CRP 下降幅度较非胸腺肽组更明显（P＜0.05），

提示胸腺肽 α1 有控制炎症反应的潜在功能。在升

高 LYM 方面，胸腺肽组稍差于非胸腺肽组，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减少入院 28 d 内

呼吸机使用天数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 论 

  胸腺肽 α1 作为免疫调节剂，既往的应用和

研究主要集中在增强疫苗功能方面［9］，合并免疫

功能障碍的病毒感染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获

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的辅助治疗［10-11］，以及某些肿瘤

的辅助治疗［12］，近年来亦有在重症感染如脓毒症

辅助治疗［13］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治疗中的报道［14］。但胸 

腺肽 α1 在新冠肺炎治疗中的临床研究目前仍然较

少。新冠肺炎的发病机制可能与病毒感染后引发的

炎症风暴有关，进一步引起全身多系统器官功能障

碍，因此，针对新冠肺炎特别是重症新冠肺炎需要综

合治疗，包括抗病毒治疗、糖皮质激素使用、预防性

抗感染治疗、被动免疫治疗（免疫球蛋白使用）及以

氧疗为代表的器官支持治疗等。但是目前尚无明确

证据表明除氧疗等支持治疗外以上措施可以明显改

善新冠肺炎患者的预后。而胸腺肽 α1 作为免疫调

节剂，通过增强机体免疫状态以及潜在抑制炎症的

作用，对改善新冠肺炎患者预后可能有一定帮助。

  本次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使用胸腺肽 α1 可

能会改善新冠肺炎患者 28 d 生存情况，减轻炎症

反应，但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和单因素 Cox 模型

分析未发现统计学意义。经过年龄、性别、LYM 等

多因素调整后的 Cox 模型显示，胸腺肽 α1 的使用

与生存改善具有相关性，其原因可能与使用胸腺肽

α1 的患者选择存在一定关系。胸腺肽 α1 更倾向

应用于症状更明显（RR 更快、HR 更快）和 CRP 更

高的患者。因此本研究针对胸腺肽 α1 倾向性分析

和反向加权概率构建了新的 Cox 模型，该模型仍显

示胸腺肽 α1 的使用与 28 d 生存改善存在相关性。

  胸腺肽 α1 改善新冠肺炎患者 28 d 生存机制，

一方面可能与增强机体 T 淋巴细胞亚群功能有关。

在新冠肺炎，特别是中重度新冠肺炎中，过度的炎症

反应反过来导致机体免疫系统受损，多表现为淋巴

细胞减少，主要是CD4+ T细胞、CD8+ T细胞、B淋巴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 细胞）数

量减少［3-4，15-17］；同时伴有 T 淋巴细胞亚群功能下 

降：NK细胞2组成员A（NK group 2 member A，NKG2A） 

在 NK 细胞和 CD8+ T 细胞的表达预示着 NK 细胞和

CD8+ T 细胞功能耗竭［18］，而新冠肺炎患者 NK 细胞

和 CD8+ T 细胞的 NKG2A 均明显升高［19］，且病情越

重，淋巴细胞减少越明显［20］，预示预后越差［21］。在 

本研究中也证实，新冠肺炎患者入院时 LYM 降低是

28 d 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胸腺肽 α1 通过结合

DC细胞表面的TLR间接活化CD3+、CD4+（辅助性T

细胞）和CD8+（细胞毒性T细胞），重启免疫功能［22］。 

在脓毒症研究中已证实，胸腺肽 α1 可增加 CD3+、

CD4+、CD4+/CD8+及人白细胞DR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DR，HLA-DR）水平［13］。因此我们推测胸腺

肽 α1 通过以上功能增强新冠肺炎患者 T 淋巴细胞

亚群的功能，进而改善这类患者的预后。

  另一方面，我们还发现使用胸腺肽 α1 能明显

降低新冠肺炎患者 CRP 水平，这也可能是使用胸腺

肽 α1 后全身炎症反应改善的结果。CRP 水平变化

代表着炎症水平的变化，CRP 水平升高可以反映机

体的炎症反应情况，重症新冠肺炎患者血液 CRP 水

平明显高于轻症患者［23］，且 CRP 水平与预后明显

相关［24］。有研究表明，胸腺肽 α1 可以通过 DC 细

胞间接作用于调节性 T 细胞，促进抑制性细胞因子

如转化生长因子 -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和白细胞介素 -10（interleukin-10，IL-10），

从而发挥抑制炎症反应的作用［25］。在脓毒症的研

究中已证实，胸腺肽 α1 可以明显降低 IL-2、IL-6、

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水平并增加 IL-10 水平［13］。在本研究中，使用胸腺

肽 α1 的新冠肺炎患者 CRP 水平较未使用者下降

幅度更明显。因此我们推测胸腺肽 α1 在新冠肺炎

中具有一定抑制炎症反应的功能。

  另外，本研究显示，阿比多尔、更昔洛韦及免疫

球蛋白的使用不会改变新冠肺炎患者的预后，而糖

表 4　是否使用胸腺肽 α1 治疗两组新冠肺炎患者 
次要结局指标比较

变量
胸腺肽组

（n＝31）

非胸腺肽组

（n＝64）
P 值

28 d 无呼吸机天数（d，x±s） 17.97±13.56 20.09±12.67 0.455
入院 7 d LYM 上升幅度
　〔×109/L，M（QL，QU）〕

-0.07
（-0.23，  0.43）

0.12
（-0.54，  0.41）

0.947

入院 7 d CRP 下降幅度
　〔mg/L，M（QL，QU）〕

39.99
（8.44，82.22）

0.53
（-7.78，22.93）

0.009

注：LYM 为淋巴细胞计数，CRP 为 C- 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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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质激素（甲泼尼龙）的应用可能会增加患者 28 d

死亡风险。目前对于糖皮质激素在新冠肺炎中的使

用存在一定的争议，一方面糖皮质激素可以抑制过

度的炎症反应；另一方面又可能抑制免疫系统，抵

抗病毒的Ⅰ型干扰素生成减少［26-27］，导致病毒大量

复制并减缓病毒的清除［28］。因此，在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临时指南中不建

议常规使用糖皮质激素，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第

8 版诊疗方案中只有对于氧合指标进行性恶化、影

像学进展迅速、机体炎症反应过度激活等合并呼吸

衰竭和需要机械通气的重症患者才建议小剂量使用

糖皮质激素［29-30］。

  综上所述，在新冠肺炎患者中，胸腺肽 α1 的使

用与 28 d 病死率下降相关，提示胸腺肽可能会降低

该类患者的炎症水平，改善预后。但本研究也存在

一定的局限：本研究属于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形

式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的病例数量相对

较少，对统计结果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由于对新

冠肺炎认识有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病例治疗可能

存在一定的区别；本研究的病例处于疫情暴发激增

阶段，救治处于人员、物资相对短缺的特殊条件下，

其他可能对预后有影响的治疗手段不能充分实施，

同时由于条件的限制，无法对相关淋巴细胞亚型、

细胞因子等进行测定，无法对可能的机制进行论证。

以上各项因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研究的结

论。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研究对结论进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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