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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合并肝素抵抗（HR）患者的诊断过程和治疗经
验。方法  2021 年 11 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队支援连云港市新冠定点收治医院期间在重症监护病房

（ICU）收治了2例危重型新冠肺炎合并HR患者，分析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特征、治疗经过及预
后情况。结果  2 例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均行机械通气支持治疗，其中 1 例行体外膜肺氧合（ECMO）支持治疗；
常规剂量抗凝治疗下均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并出现HR现象。普通肝素每日使用最大剂量超过35 000 U（最高 
达 43 200 U），抗凝治疗仍未达标，患者病程延长；之后给予阿加曲班 0.4 μg·kg-1·min-1 联合抗凝治疗后达标，其
中接受ECMO患者的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能维持在55～60 s，活化凝血时间（ACT）维持在180～200 s。 
经 ECMO 支持或后期序贯性机械通气治疗后，2 例患者均康复出院，且深静脉血栓均得到有效控制。结论  危
重型新冠肺炎患者诊治过程中出现 HR 现象，应及时调整抗凝方案，联合阿加曲班治疗的抗凝效果明确。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重型；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肝素抵抗； 深静脉血栓形成； 体外
膜肺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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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is process and treatment experience of sever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patients with heparin resistance (HR).  Methods  The medical team of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Lianyungang admitted 2 severe COVID-19 patients with HR i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during their support to the 
designated hospital for the treatment of COVID-19 patients in Lianyungang City in November 2021. The clinical features,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imaging feature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the two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Both 
severe  COVID-19  patients  receive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1  patient  was  treated  with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  support.  Both  patients  were  complicated  with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and  HR 
phenomenon  under  routine  dose  anticoagulant  therapy.  The maximum  daily  dose  of  unfractionated  heparin  exceeded 
35 000 U  (up  to 43 200 U),  the 2 patients  failed  to meet  the  standard  of  anticoagulation  treatment,  and  the  course  of 
disease was prolonged. After  that,  argatroban was given 0.4 μg·kg-1·min-1  combined with  anticoagulant  therapy,  the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 of patients undergoing ECMO could be maintained at 55-60 seconds and 
the  activated  coagulation  time  (ACT)  of  them could be maintained  at  180-200  seconds. After ECMO support  or  later 
sequential mechanical ventilation, both patients  recovered and were discharged, and deep venous  thrombosis was also 
effectively controlled.  Conclusion  HR phenomenon often occurs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COVID-19 patients, 
the anticoagulation regimen should be adjusted in time, and the anticoagulation effect combined with argatroban is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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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是以发热、干

咳、咽痛、乏力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为主要临床

表现的传染性疾病，目前仍在全球蔓延，严重者可进

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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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drome，ARDS）、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死亡［1-2］。

绝大多数住院患者，特别是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患者存在与新冠病毒有关的血液高

凝状态，导致临床增加普通肝素的使用剂量以预

防和治疗血栓性事件，包括透析和体外膜肺氧合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回路中 

发生的凝血。但随着对新冠肺炎认识的深入和治

疗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发现在重症新冠肺炎患

者中肝素抵抗（heparin resistance，HR）现象普遍存 

在［3］，甚至占比高达 80%［4］。经连云港市第一人民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LW-20220105001），

通过分析 2 例危重型新冠肺炎合并 HR 患者的诊断

过程和治疗经验，以期为后续治疗提供借鉴。

1 临床资料 

  2021 年 11 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队

支援连云港市新冠定点收治医院期间收治了 14 例

境外输入病例（均为中国籍货轮船员），经核酸检测

均确诊新冠肺炎（德尔塔变异株新冠病毒感染），其

中轻型和普通型 12 例（6 例接种新冠疫苗），危重型

2 例（均未接种新冠疫苗）。救治 20 d 后 12 例轻型

和普通型患者均陆续康复出院；2 例危重型患者均

行机械通气及俯卧位治疗［5］，其中 1 例行 ECMO 支

持治疗，均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并同时出现 HR 现

象，病程延长。

1.1  病例 1：患者男性，44 岁，既往体健。因“发热

1 d”入院，患者 3 d 前至本港锚地，2 d 前查新冠病

毒核酸呈阴性；1 d 前出现发热，最高体温 37.7 ℃，

复查新冠病毒核酸呈阳性，以“新冠肺炎”收入院。

  入院后给予吸氧、抗病毒、免疫支持、预防血

栓（物理 + 低分子肝素钙 5 000 U 皮下注射，每 12 h  

1 次）、营养支持及俯卧位等治疗，患者病情进展加 

重，入院第 7 天出现呼吸窘迫，高流量氧疗下〔氧流

量 60 L/min，吸入氧浓度（fraction of inspired oxygen，

FiO2）0.50〕氧合指数（PaO2/FiO2）下降至 116 mmHg 

（1 mmHg≈0.133 kPa）以下，转入ICU。经持续无创通

气及俯卧位治疗后患者氧合无改善，于入院第 9 天 

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治疗，同时超声提示患者左侧

下肢腘静脉血栓形成（46 mm×9 mm），加强给予抗

凝治疗（低分子肝素钙 5 000 U 皮下注射，每 12 h  

1 次），但患者病情仍然进一步加重，于第 13 天行气

管切开，第 14 天 PaO2/FiO2 进行性下降至 80 mmHg，

超过 6 h 无缓解，肺顺应性降至 15～20 mL/cmH2O 

（1 cmH2O≈0.098 kPa），胸部 CT 提示两肺感染灶进

展，给予紧急 ECMO 治疗。

  ECMO 上机及运行过程中，肝素首剂 100 U/kg， 

首日维持 12 U/min，动态监测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 

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

30～35 s，未达标，逐步上调肝素用量至 23 U/min，并

间断追加负荷量 1 000～2 000 U，肝素每日剂量超过

35 000 U，动态监测 APTT 始终在正常范围内（30～ 

40 s），抗凝血酶Ⅲ（antithrombin Ⅲ，AT Ⅲ）正常，活化 

凝血时间（activated coagulation time，ACT）140～170 s， 

血栓弹力图指标正常，抗凝效果不佳，全身肝素化未

达标。ECMO 支持治疗第 4 天（入院第 18 天）加用 

阿加曲班 0.2 μg·kg-1·min-1 泵入联合抗凝后，患者 

APTT 维持在 50～55 s，逐步下调肝素用量，并上调

阿加曲班用量至0.4 μg·kg-1·min-1，肝素10～14 U/min， 

APTT 维持在 55～60 s，ACT 180～200 s。ECMO 治

疗第 10 天（入院第 24 天），评估患者有膜肺内微血

栓形成（膜前后压力差＞40 mmHg，纤维蛋白原消耗

性降低，D- 二聚体水平进行性升高），更换膜肺套包

1次。ECMO治疗期间，患者未发生消化道、泌尿道、

颅脑出血等并发症，但存在左肺实变，2 次行宏基

因组测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mNGS）检查均提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ASR）感

染，加用万古霉素（0.5 g，每 6 h 1 次）抗感染治疗，

效果明显。入院第 38 天 ECMO 撤机，经序贯机械通

气及康复治疗后，患者康复出院。患者抗凝方案及

监测指标变化趋势（联用阿加曲班前后 8 d）见图 1， 

ECMO 期间影像学变化见图 2。

注：① 为 H 3.28×104 U/24 h，② 为 H 3.55×104 U/24 h，③ 为 
H 3.78×104 U/24 h，④ 为 H 4.32×104 U/24 h，⑤ 为 H 3.00×104 U+ 
A 20 mg/24 h，⑥ 为 H 2.40×104 U+A 40 mg/24 h，⑦ 为 H 1.92×104 U 
+A 40 mg/24 h，⑧ 为H 1.68×104 U+A 40 mg/24 h；H代表普通肝素，
A 代表阿加曲班；HR 为肝素抵抗，APTT 为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与方案 ④ 比较，aP＜0.05

图 1  1 例 44 岁男性危重型新冠肺炎合并 HR 患者抗凝方案调整 
（联用阿加曲班前后 8 d）与 APTT 监测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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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病例 2：患者男性，42 岁，既往有糖尿病病史 

2 年，平素服用二甲双胍治疗。因“咳嗽、咳痰伴发

热 2 d”入院，患者 3 d 前至本港锚地，2 d 前无诱因

出现咳嗽、咳白痰，伴发热，体温 37.5 ℃，查新冠病

毒核酸呈阳性，以“新冠肺炎”收入院。

  入院后给予吸氧、抗病毒、免疫支持、预防血

栓（物理 + 低分子肝素钙 5 000 U 皮下注射，每 12 h  

1 次）、营养支持等治疗，之后患者病情进展加重，

体温最高 39.9 ℃。入院第 4 天患者呼吸困难加重，

PaO2/FiO2 降至 128 mmHg，给予高流量氧疗（氧流量

60 L/min，FiO2 0.60）及俯卧位治疗。入院第 6 天，

患者并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转入 ICU 行无创通气

治疗，并给予补液、降糖、纠正水和电解质及酸碱平

衡紊乱等治疗，之后患者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得到纠

正。于入院第13天停止无创通气，继续高流量氧疗，

但同时发现患者左下肢稍肿胀，超声提示左侧股静

脉内可见 47 mm×15 mm 低回声区，腘静脉内可见 

45 mm×13 mm 低回声区，右下肢腘静脉内可见约 

42 mm×7 mm低回声区，改用普通肝素抗凝治疗，肝

素首剂 3 000 U，首日维持 12 U/min，动态监测 APTT 

30～35 s，未达标，逐步上调肝素用量至 25 U/min，并

间断追加负荷量 1 000～2 000 U（每日最大剂量超

过 35 000 U），APTT 在 30～40 s 波动。入院第 18 天 

加用阿加曲班 0.2 μg·kg-1·min-1（70 kg）泵入联合

抗凝后，APTT 维持在 40～50 s，逐步下调肝素用

量，上调阿加曲班用量至 0.4 μg·kg-1·min-1，肝素

10～14 U/min，APTT 维持在 45～55 s，D- 二聚体由

9 536.00 μg/L 逐渐降至 1 780.00 μg/L，复查超声提示

右下肢血栓消失、左下肢血栓缩小。入院第 30 天

改为口服利伐沙班，患者可下地活动，转入普通病房

行康复治疗后痊愈出院。患者治疗期间影像学变化

见图 3，抗凝方案及监测指标变化趋势（联用阿加曲

班前后 8 d）见图 4。

图 2  1例 44岁男性危重型新冠肺炎合并肝素抵抗（HR）患者的肺部影像学变化　患者行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1 d（A）
床旁胸部 X 线可见右肺中下叶片絮状影，密度欠均，左肺大片实变影；5 d（B）可见右下肺片絮影稍有吸收，左肺仍实变；12 d 

（C）可见右肺片絮影明显吸收，左肺实变影较前有所吸收；20 d（D）可见双肺炎性渗出及实变影均显著吸收好转；胸部 CT（E）
可见右肺大面积片絮状影，密度不均，左肺实变，见支气管充气征

图 3  1 例 42 岁男性危重型新冠肺炎合并肝素抵抗
（HR）患者的胸部 CT 表现　胸部 CT 可见两肺野散在
淡絮状影，密度不均，肺野外带磨玻璃改变

注：① 为 H 3.17×104 U/24 h，② 为 H 3.32×104 U/24 h，③ 为 
H 3.60×104 U/24 h，④ 为 H 4.20×104 U/24 h，⑤ 为 H 2.88×104 U+ 
A 20 mg/24 h，⑥ 为H 2.59×104 U+A 40 mg/24 h，⑦ 为H 2.38×104 U+ 
A 40 mg/24 h，⑧ 为 H 2.02×104 U+A 40 mg/24 h；H 代表普通肝素，
A 代表阿加曲班；HR 为肝素抵抗，APTT 为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与方案 ① 比较，aP＜0.05

图 4  1 例 42 岁男性危重型新冠肺炎合并 HR 患者抗凝方案调整 
（联用阿加曲班前后 8 d）与 APTT 监测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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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 论 

  国内外临床实践和观察性研究均显示，几乎所

有的重型和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均表现出明显的全

身性炎症反应和凝血功能障碍，部分患者在疾病的

治疗及转归过程中病情突然恶化，D- 二聚体水平显

著升高，甚至出现猝死［6-7］。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新冠肺炎患者存在更高的血栓高危因素［8］，继发下

肢深静脉血栓，脱落后发生致死性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导致，因此国内外指南及专家推荐意

见均建议，在新冠肺炎的防控和救治过程中，要反复

评估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的风险，鼓励患者早期下地活动，对高危患者

实施有效预防，对突发氧合恶化、呼吸窘迫、血压下

降等情况的危重症患者，需高度警惕 PE 的发生，及 

时给予相应治疗，尽可能防止致死性事件的出现［9］。 

  然而，真实世界中的临床情况可能更复杂，在积

极的抗凝治疗等防治措施下，新冠肺炎住院患者尤

其是重症患者，大血管和微血管血栓形成的发生率

并未明显降低［10］。新近研究也显示，在给予标准剂

量抗凝药物预防血栓后，患者仍有很高的血栓形成

风险，即使是使用治疗剂量的肝素抗凝，部分患者仍

会死亡，因此在新冠肺炎的救治中，抗凝药物的具体

方案、有效性及安全性尚未明确，需进一步探索［11］。

  2021 年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关

于重症新冠肺炎患者肝素抗凝治疗的大型随机对照

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临床研究提供

了最新的循证医学证据，研究显示，在重症新冠肺炎

患者中，治疗剂量的肝素抗凝并未显示出优于常规

剂量的血栓预防效果，也同样未提高患者存活率，未

缩短呼吸支持时间；同时，两个治疗组的大出血发生

率均较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2］。这也从另外一个

角度提示，与其他重症患者相比，临床医生可能需重 

新审视重症新冠肺炎的肝素抗凝剂量及抗凝方案。

  肝素是一种从猪小肠黏膜中分离提取的带负电

的黏多糖硫酸脂，天然储存于肥大细胞颗粒中，普通

肝素分子链长相对分子质量为 3 000～30 000（平均

15 000）［13］。尽管普通肝素在药效学效应方面与低

分子肝素的个体差异更大，但由于半衰期短，并且可

被鱼精蛋白快速中和，因此在需要严格控制抗凝精

度时，仍是目前首选抗凝剂，如危重患者的体外循环

或 ECMO 治疗。但 HR 现象在临床抗凝过程中并不

少见，目前研究对HR的定义为每日需超过35 000 U 

才能达到抗凝目标［4］，但抗凝的目标水平尚未明确。

在接受 ECMO 等体外循环的患者中，通常将肝素使

用剂量超过 500 U/kg 才能达到 ACT 400～480 s（参

考范围存在差异）的情况确认为存在 HR。当 ICU

重症患者出现 HR 现象时，阿加曲班已被证明是一

种有效的替代治疗方案［14］，包括对重症新冠肺炎患

者的抗凝治疗［15］。同样，阿加曲班用量个体间差异

较大，也需要对患者进行目标 APTT 的动态监测。

  关于 HR 的机制目前认为有以下几点：① 非特

异性结合：强负电荷肝素分子与许多蛋白质（包括

血小板因子 4、富含组氨酸的糖蛋白、脂蛋白、血管

性血友病因子、凝血因子Ⅷ和纤维蛋白原）、单核细

胞、内皮细胞以及非内皮表面（包括静脉输液管和

体外回路组件）等非特异性结合。长链的普通肝素

聚合物更易与这些物质结合，从而导致患者反应和

剂量要求等方面个体差异较大，而短链的低分子肝

素一般不会发生这种现象［13］。② AT Ⅲ缺乏：许多

疾病状态或治疗手段均可能导致 AT Ⅲ水平降低，

包括肝病、脓毒症、急性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急性白

血病等疾病状态以及患者行体外循环或 ECMO 治

疗等。但迄今为止尚无研究评估肝素抗凝活性所需

的最低 AT Ⅲ水平。此外，使用肝素本身也会导致

AT Ⅲ活性降低，这种效应现象更多见于普通肝素。

③ 结合血小板：使用普通肝素可激活血小板并释放

血小板因子 4（一种已知的肝素结合蛋白），同时还

可能触发抗体形成，并导致肝素诱导性血小板减少

症。④ 新冠病毒感染相关因素［16］：与以往 H1N1

等感染患者可能出现的高凝现象相比，新冠病毒感

染所致高凝现象更为严重，可能与内皮损伤时凝血

因子Ⅷ、纤维蛋白原、血管性血友病因子和抗磷脂

抗体水平升高有关。在新冠肺炎及其他存在急性炎

症状态的患者中，凝血因子Ⅷ和纤维蛋白原水平的

升高缩短了 APTT，从而需要更大剂量的普通肝素

以实现目标 APTT。

  近期研究表明，新冠肺炎患者存在更为复杂独

特的 HR 机制，肝素类分子 - 特定结构的硫酸乙酰

肝素是新冠病毒感染细胞的重要介导分子，其结构

中 IdoA2S-GlcNS6S 重复单元与新冠病毒刺突蛋白

RBD 结构域蛋白具有高度的亲和力［17］。同时，美

国伦斯勒理工肝素研究权威 Robert J. Linhardt 团队

的研究也表明，新冠病毒刺突蛋白与人肺部硫酸乙

酰肝素的结合亲和力是蝙蝠肺部硫酸乙酰肝素的 

3.5 倍［18］。这也从糖类共同受体的角度诠释了存在

于原始宿主体内的新冠病毒为何可以感染人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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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重症监护病房对患者精神心理的影响

  危重症疾病对患者精神心理的影响程度尚未完全清楚。为此，有加拿大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旨在了解患者住院前后

出现精神心理问题并接受治疗的发生率变化情况，以及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对该情况的影响。研究人员利用加拿大曼

尼托巴省基于人群的管理数据库，将 2000 至 2012 年入院的 49 439 例 ICU 患者与两个匹配的对照组（146 968 例住院患者和

141 937 例普通人群）进行比较。统计患者住院前后 5 年间发生精神心理障碍并接受治疗的比例。结果显示：ICU 患者出现

精神心理问题并接受治疗的 5 年发生率从住院前的 41.5% 增长到出院后的 55.6%。与非 ICU 住院患者相比，ICU 患者住院前

发生精神心理障碍并接受治疗的比例较低〔1 年现患比为 0.94，95% 可信区间（95%CI）为 0.92～0.97，P＜0.000 1；5 年现患

比为 0.99，95%CI 为 0.98～1.00，P＝0.1〕，但出院后 ICU 患者发生精神心理障碍并接受治疗的比例则要高于非 ICU 住院患者

（1 年现患比为 1.08，95%CI 为 1.05～1.11，P＜0.000 1；5 年现患比为 1.03，95%CI 为 1.01～1.05，P＜0.000 1）。有相当一部分

ICU 患者在住院前后服用过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和镇静催眠类药物。在多变量分析中，ICU 与患者的情绪、焦虑和精神病以及

镇静催眠药的使用增加相关（P＜0.000 1）。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与普通人群和非 ICU 住院患者相比，入住 ICU 后患者出

现精神心理问题的风险和服用精神类药物的情况均明显增加。

罗红敏，编译自《Intensive Care Med》，2021，47：1450-1461

并广泛传播，且以肺脏为最主要的目标靶器官，同时

这也进一步提示肝素在新冠肺炎基础和应用研究领

域有巨大潜力。但从另外的角度考虑，常规治疗剂

量的肝素可能被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竞争性中和，从

而较大程度削减其对 AT Ⅲ的活性增强效应，导致

HR 现象在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中可能更为普遍。

  综上，在危重症患者的临床抗凝治疗与监测过

程中，HR 现象可能尚未引起 ICU 医生的足够重视，

尤其是在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救治过程中，肝素剂量

的选择及方案尚缺乏有力的指南推荐意见。但对

HR 现象认识的提高可能对确定个体化抗凝方案有

一定指导价值。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中 2 例

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均未接种新冠疫苗，虽然因样

本量原因数据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从趋势上也有

力地证明接种新冠疫苗能有效降低新冠肺炎患者病

情进展为重型或危重型的概率。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在于病例数量有限，期望为临床医生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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