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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引起的严重肺部炎症的传染性疾

病。2020 年 1 月 12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发现的新冠病毒命名为“2019-nCoV”，并将此病毒导致的疾病

命名为“COVID-19”。新冠病毒入侵人体后可刺激免疫系统产生大量细胞因子，引发细胞因子风暴，导致严重

感染、急性肺损伤和多器官功能衰竭等。因此，理论上清除这些细胞因子的过度产生可避免发生细胞因子风暴，

降低危重型新冠肺炎和严重不良预后的发生率。本文通过对以往文献报道脓毒症中产生细胞因子风暴所致病

情恶化，以及近期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使用内毒素吸附膜治疗的疗效进行分析，进一步提供内毒素吸附膜应用

于新冠肺炎治疗的有效临床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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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typ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s a contagious disease of severe lung 
inflammation induced by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nomenclature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coronavirus was 2019-nCoV and the disease caused by 2019-nCoV was named COVID-19 
on January 12, 2020. After 2019-nCoV invasion into a human body, it can stimulate the human immune system and 
engender a large number of cytokines, triggering a cytokine storm, resulting in severe infection, acute lung injury,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etc. Therefore, theoretically, the removal of over-production of cytokines can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cytokine storm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severe critical COVID-19 and serious poor prognosis. In this 
review, the authors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past published reports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cytokine storm in 
sepsis resulting in deterioration of disease situation, and recently they analyzed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critical COVID-19 using endotoxin adsorption membrane for treatment in the disease course, further providing the 
effective clinical evidence of applying endotoxin adsorption membrane for treatment of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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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患者发病过程

中，细胞因子风暴是从轻型向重型和危重型转换的

重要节点，同时也是重型和危重型患者死亡的重

要原因，通常伴有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和急性呼吸窘迫

综 合 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

的出现，导致病情急剧恶化甚至死亡［1］。加重新冠

肺炎病情进展的关键因素是免疫反应失调和细胞因

子风暴，内毒素吸附膜在去除毒素和炎症细胞因子

方面效果显著。血液净化技术可能是危重型新冠肺

炎可行的治疗方式。现就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特征

和发病机制、细胞因子风暴与新冠肺炎的关系、内

毒素吸附膜及其临床应用进行综述。

1 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发病机制 

 新冠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引起

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2］，可通过飞沫、气溶胶在

人与人之间快速传播，早期可出现发热、咳嗽、呼

吸困难等症状，也可出现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

状。人体感染新冠病毒后，潜伏期为 5 d 左右，具

有很强的传染性，各年龄人群普遍易感［3］。目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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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冠病毒感染所致新冠肺炎的发病机制还在研

究中，我国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发现，新冠病毒与严 

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SARS-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 

冠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同属于冠状病毒家族中的 β属，具有相

似的侵入途径［4］。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ACE2）是一类跨膜蛋白，主要

存在于肺部Ⅱ型肺泡细胞中，也是肾素 - 血管紧张

素系统（renin-angiotensin system，RAS）的关键调控

蛋白［5］。冠状病毒以 ACE2 作为靶点入侵细胞，其

表面的棘突蛋白〔也称 Spike 蛋白（S 蛋白）〕具有高

度亲和 ACE2 受体的特性，两者相互结合促使病毒

包膜与细胞膜发生膜融合，通过内吞作用进入细胞 

中［6］。ACE2 正常功能受损后，可导致水解血管紧 

张素Ⅱ（angiotensinⅡ，AngⅡ）的能力下降，使 AngⅡ

异常增多，与 AngⅡ1 型受体（AngⅡtype 1 receptor， 

AT1R）结合，可引起炎症刺激、血管收缩、血压升高

等生理效应［7］。

2 细胞因子风暴 

 正常情况下，炎症是人体对感染或组织损伤的

必要防御和修复反应。当病毒、细菌感染等因素使

免疫系统过度激活时，免疫细胞会分泌大量炎症细

胞因子，最终引发细胞因子风暴，造成疾病发生并

加速病情进展［8］。新冠病毒侵入人体后，被天然免

疫细胞监测到，激活人体免疫系统 ；同时释放各种

促炎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s，IL-1、

IL-6、IL-8、IL-11、IL-12）、γ 干扰素（interferon-γ，

IFN-γ）、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发挥正反馈作用，促进巨噬细胞的产生，

激活中性粒细胞，增强血管通透性，促进凝血，聚

集免疫细胞外渗到感染组织清除病灶。一旦病毒

灶被消除后，为了恢复体内免疫平衡，抗炎反应

〔白细胞介素 -1 受体拮抗剂（interleukin-1 receptor 

antagonist，IL-1Ra）、IL-4、IL-10〕启动发挥负反馈作

用，减少细胞因子的产生［9］。细胞因子是一个免疫

调节分子家族，包括趋化因子、IFN、IL、淋巴因子、

TNF 等，在促炎 / 抗炎反应的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

维持机体正常的免疫平衡。然而，在脓毒症、烧伤、

严重肺损伤等情况下，促炎 / 抗炎反应失衡会产生

过量炎症介质，造成严重血管损伤和血管通透性增

加，血浆渗出导致组织水肿和细胞坏死，可出现发

热、低血压、缺氧、酸中毒、肺水肿、肺泡出血等临床

症状［10］。

3 内毒素吸附膜 

 内毒素吸附机制依赖于通过物理和化学作用从

血液中清除毒素和炎症介质。血浆从体外装置中泵

出后，通过含有特殊亲和颗粒的吸附膜，内毒素或炎

症介质通过疏水作用、离子键和范德华力吸附在膜

上而被清除［11］。吸附膜由包含吸附剂的生物相容

性固定筒组成，主要有活性炭和树脂（如碳氢聚合

物、聚苯乙烯）两种类型的吸附材料。活性炭对水

溶性分子有较强的亲和力，而树脂对脂溶性分子有

较强亲和力。溶质的特性，如分子大小、化学亲和

力及在血中的浓度，决定最后吸附的效果。内毒素

吸附膜作为血液灌流的核心，在血液净化中直接影

响各种毒素和炎症细胞因子的最终清除效果［12］。

 HA 型血液灌流器（HA330 型、HA380 型）是我

国生产的血液净化设备，由高度生物相容的吸附剂

和苯乙烯 - 二乙烯基苯共聚物制成的中性大孔树脂

组成，吸附珠的孔径范围从 500 到 60 000，能吸附大

多数炎症细胞因子［13］。CytoSorb 是专门开发用于

去除炎症因子的吸附膜，由苯乙烯 - 二乙烯聚合物

外包聚乙烯吡咯烷酮膜制成，拥有生物相容性高的

多孔共聚物，能结合相对分子质量在 10～55 000 的

各种疏水化合物。尽管大多数细胞因子都在可结合

的相对分子质量范围内，但清除能力呈浓度依赖性，

在炎症介质明显升高的疾病中效果显著［14］。多黏

菌素 B 固定化纤维（Polymyxin B-immobilized fibers，

PMX-F）是一种表面共价结合 PMX 的聚苯乙烯基纤

维柱，PMX 可与内毒素结合并使其失活［15］。AN69

膜包括改进型 oXiris 膜，由丙烯和甲磺酸钠的聚合

物合成，表面结构经聚乙烯亚胺阳离子聚合物修饰

处理，使其带正电荷，具有细胞因子和内毒素去除、

肾脏替代及抗血栓的功能［16］。

4 内毒素吸附膜的临床应用 

 血液灌流是将内毒素吸附膜应用于临床的血液

净化技术，早期主要用于各种中毒的救治，也可用于

血液透析以解决不易清除的中大分子物质［17］。目前，

内毒素吸附膜在急性药物中毒、急性肾损伤、尿毒

症、肝衰竭和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免疫性疾病的治疗

中广泛应用，还可作为人工肾、人工肝使用［18］。近

年来，临床研究均证实，通过内毒素吸附膜清除重症

感染患者体内各种炎症因子的有效性和安全性［19］。

 内毒素是脓毒症产生细胞因子风暴的主要驱动

因素，使用 PMX 清除内毒素，可达到降低炎症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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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水平的目的，尤其是在已发生 ARDS 和 MODS

的重症患者中，随着 PMX 使用时间的延长，可持续

清除内毒素和 IL-6，还能降低心房钠尿肽和脑钠尿

肽水平，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改善肺氧合功能，降

低危重患者病死率［20-21］。Huang 等［22］研究显示，在

脓毒性休克和急性肺损伤患者中应用 HA330 型血

液灌流器清除循环中的促炎细胞因子，可显著改善

血流动力学，缩短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住院时间，降低病死率。在 ICU 中，CytoSorb 作

为一种有效的抢救方案，用于清除脓毒性休克和急

性肾衰竭等急症患者体内过量炎症因子，可延长危

重症患者生存时间，为后续康复治疗赢得时间［23］。 

综上，免疫调节中炎症介质的机械清除可考虑应用

于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治疗中。

5 新冠肺炎使用指征及临床疗效 

 目前，对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是否使用内毒素

吸附膜仍在研究中，尚缺乏使用最佳时机的统一标

准。外周血淋巴细胞 / 白细胞比值（lymphocyte/white 

blood cell ratio，LWR）和 血 小 板 / 淋 巴 细 胞 比 值

（platelet/lymphocyte ratio，PLR）下降、血小板 / 白细

胞比值（platelet/white blood cell ratio，PWR）升高被

认为是病情恶化的预测因素［24］。国内专家共识指

出，当炎症性发热持续存在，使用激素治疗后仍不能

有效控制，IL-6/IL-10 比值进行性升高或单独 IL-6

等促炎细胞因子持续升高时建议应用血浆或全血

吸附［25］。国外 Aziz 等［26］通过 Meta 分析发现，当

IL-6≥55 ng/L 时，新冠肺炎患者处于高危状态 ；当

IL-6＞80 ng/L 时，可导致病死率明显升高。因此，监

测 IL-6 水平对于评估危重症患者发生细胞因子风

暴有一定意义。

 在 ICU，1 例出现发热、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升高、严重酸中毒、血氧饱和度下降、

双侧上下肺叶浸润性改变的新冠肺炎男性患者，在

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 HA380 行连续性肾脏替

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 

3 次循环血液净化治疗后，血氧饱和度恢复正常，

肾功能改善，双侧肺叶显示正常影像，炎症细胞因

子（IL-1、IL-6、IL-8、TNF-α）水平显著下降，最终

转入普通病房［27］。Nassiri 等［28］报道，26 例新冠肺

炎患者在 ICU 治疗中出现急性肾损伤、炎症指标水

平升高、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时，使用 CytoSorb 或联

合 CRRT 后，炎症标志物〔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CRP 和铁蛋白〕显著下降，血流动力学稳定，

最终，氧合指数（PaO2/FiO2）以及序贯器官衰竭评

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改善。

Katagiri 等［29］观察 16 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患

者，在 PaO2/FiO2＜300 mmHg（1 mmHg≈0.133 kPa）

或 脉 搏 血 氧 饱 和 度（pulse oxygen saturation，SpO2）

≤0.93 情况下，使用 PMX 固定聚苯乙烯柱治疗，在

第 4 天和第 8 天，PaO2/FiO2 显著升高，β2 微球蛋白

水平降低，第 14 天后 58.3% 的患者病情得到改善。

另外，在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中，使用 oXiris 治疗后

炎症标志物显著下降，避免了 ARDS 和 MODS 的发

生从而加重病情［30］。Zhang 等［31］报道，使用 oxiris

治疗新冠肺炎患者，其细胞因子水平明显降低，血流

动力学状态维持稳定，全身各器官功能得到显著改

善。但 Biever 等［32］研究发现，在使用 CytoSorb 过程

中，新冠肺炎患者血中瑞德西韦的血药浓度明显下

降。其他研究显示，内毒素吸附膜运行过程中患者

存在低血压、凝血功能异常、血小板减少、二次感染

等风险［28］。

 综上所述，内毒素吸附膜可迅速有效清除血中

的毒素或炎症细胞因子，既能维持免疫平衡，又可促

进内环境稳定，提高存活率，减少严重不良结局的发

生率。最后，内毒素吸附疗法的疗效仍需进行大型

随机对照试验来阐明其临床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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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g 或 6 mg 地塞米松对合并严重低氧血症新冠肺炎患者的远期效果 
—— 一项多中心随机临床试验

 有学者进行了一项国际多中心随机临床试验，旨在比较每日接受 12 mg 或 6 mg 地塞米松对合并严重低氧血症新冠肺炎

患者的远期效果。该试验受试对象为 1 000 例确诊新冠肺炎且合并严重低氧血症的成人患者（需要接受至少 10 L/min 的氧

气或机械通气治疗），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每日接受 12 mg 地塞米松治疗，另一组每日接受 6 mg 地塞米松治疗。研究人员使用

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uroQol five-dimensional five-level questionnaire，EQ-5D-5L）指数和 EQ 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 score，

VAS）来评估患者 180 d 病死率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HRQoL）。在 HRQoL 分析中，较高的值表示

更好的结果，死亡患者得分为 0。结果显示，研究人员共获得了 982 例意向治疗人群中 963 例患者（98.1%）的 180 d 生存情

况，获得了 922 例患者（93.9%）的 EQ-5D-5L 指数值和 924 例患者（94.1%）的 EQ-VAS 评分。在 180 d 时，12 mg 地塞米松组

486 例患者中有 164 例死亡（33.7%），而 6 mg 地塞米松组 477 例患者中有 184 例死亡（38.6%），调整后的风险差异为 -4.3%，

99% 可信区间（99% confidence interval，99%CI）为 -11.7～3.0 ；调整后的相对风险比（relative risk，RR）为 0.89 ；99%CI 为

0.72～1.09 ；P＝0.13。在 EQ-5D-5L 指数分析中，12 mg 地塞米松组和 6 mg 地塞米松组之间的调整后平均差异为 0.06（99%CI
为 -0.01～0.12 ；P＝0.10），两组间的 EQ-VAS 评分差异为 4（99%CI 为 -3～10 ；P＝0.22）。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 ：在合并严

重低氧血症的新冠肺炎患者中，与使用 6 mg 地塞米松相比，使用 12 mg 地塞米松并不能降低患者 180 d 病死率或改善患者的

生活质量。

罗红敏，编译自《Intensive Care Med》，2022，48 ：580-5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