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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细胞因子风暴”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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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本课题组研究成果，提出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发生“细胞因子风暴”的策略。静脉输
注大剂量维生素 C（100～300 mg·kg-1·d-1）和肠道灌注生大黄可阻抑休克时肠上皮 - 树突样细胞转分化而降
低细胞因子的表达；经结肠液体复苏可显著降低多器官内细胞因子表达。抗凝和维生素 C 保护内皮细胞而降
低细胞因子的表达。间断短时血液滤过（ISVVH）可在转录水平和翻译后水平降低促炎细胞因子而上调白细胞
介素 -10（IL-10）水平。大剂量蛋白酶抑制剂（乌司他丁＞100×104 U/d）可抑制肺间质内弹力蛋白酶活性，防
止细胞因子过度释放。总之，蛋白酶抑制剂、大剂量维生素 C、抗凝、保护肠道微生态稳态和肠黏膜上皮以及经
结肠途经补液可预防细胞因子风暴，而 ISVVH 则是治疗细胞因子风暴的良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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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our  researching  results,  to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ytokine storm" in patients with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High-dose vitamin C (100-300 mg·kg-1·d-1) 
via intravenous infusion and by intestinal perfusion rhubarb can inhibit intestinal epithelial-dendritic cells transformation 
and reduce the expression of cytokines during shock. Fluid resuscitation via col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expression 
of cytokines in multiple organs. Anticoagulation and vitamin C can protect endothelial cells and reduce the expression of 
cytokines. Intermittent short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 (ISVVH) can reduce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up-regulate 
interleukin-10 (IL-10) level at transcription and post translation levels. High-dose protease inhibitor (Ulinastatin > 1 million 
units/day) can inhibit elastase activity in pulmonary interstitium and prevent excessive release of cytokines. In conclusion, 
protease inhibitors, high-dose vitamin C, anticoagulation, protection of intestinal microecological homeostasis and intestinal  
epithelium, as well as fluid infusion via colon can prevent cytokine storm. ISVVH is a good method to treat cytokine st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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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可损伤肺脏，导致

肺气体交换出现异常而发生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

症，从而引发过度全身炎症反应和多器官功能不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普通型患

者症状类似普通感冒，仅重型和危重型患者才有

发生“细胞因子风暴”的可能。重型患者常伴有

轻度呼吸困难或伴有胸闷和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IRS）。除肺功能低下外，其他器官功能仅有较轻

损伤，例如心脏（肌钙蛋白轻度升高）、肝脏（转氨酶

和总胆红素轻度升高）、肾脏和凝血功能轻度异常

（D-二聚体轻微升高）。危重型患者往往并发多器官

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可发生休克早期代偿或休

克，有严重的呼吸窘迫或伴胸闷，可见肌钙蛋白、肌

酸激酶和肌红蛋白明显升高。肝功能异常，可伴有

总胆红素升高，也可伴有丙氨酸转氨酶或天冬氨酸

转氨酶升高；肾功能严重损伤，肌酐清除率显著降

低，可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伴有纤维蛋白降解产

物（FDP）或 D- 二聚体的显著升高（FDP＞10 mg/L， 

D- 二聚体＞5 mg/L）。2019-nCoV 侵袭机体后对免

疫系统的影响有 3 种状态：① 病毒和机体的免疫系

统处于共生状态，无任何炎症反应和器官功能损伤；

② 病毒导致大量 T 细胞死亡使机体炎症反应低下，

但病毒可直接损伤多器官（病毒血症）；③ 病毒与

机体的免疫系统处于相斥状态，可诱发“细胞因子

风暴”，从而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MOF），尤其是白

细胞介素 -6（IL-6）和白细胞介素 -8（IL-8）的显著

升高及白细胞介素 -10（IL-10）的降低尤为突出。

本研究主要探讨大量细胞因子的产生部位和机制。

1 新冠肺炎导致 MODS 的机制 
  由于新冠肺炎患者均伴有不同程度的低氧血

症，因此其导致“细胞因子风暴”、MODS 的机制与

休克患者是一致的。早期防止发生“细胞因子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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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期阻断“细胞因子风暴”是提高治愈率的两大

关键节点。

1.1 肺脏产生细胞因子：2019-nCoV 导致肺间质病

变非常严重。肺功能恶化的主要原因为肺间质病变，

导致大量中性粒细胞浸润激活释放大量弹力蛋白酶

（PMNE）和细胞因子，PMNE 水解损伤肺泡弹力纤

维，进一步加重肺间质病变，招募更多的中性粒细胞

浸润在肺间质，产生大量细胞因子，形成恶性循环，

这是导致“细胞因子风暴”的机制之一。H7N9 死

亡患者的肺病理切片可见大量中性粒细胞浸润和肺

实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肉肺”。因此，采用蛋白

酶抑制剂尽早抑制 PMNE 活性，防止肺间质内细胞

因子释放的恶性循环，是阻断“细胞因子风暴”发生

的重要策略，同时可改善肺泡气体弥散功能。

1.2 内皮损伤导致大量细胞因子释放：机体的单层

内皮细胞面积总和约 400 m2，个数为 1.2×1018 个。

机体在缺氧条件下，内皮细胞释放大量细胞因子，同

时启动微循环的凝血功能，进一步加重微循环缺氧

而导致细胞因子持续释放。维生素 C 在内皮细胞

相关功能的保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防止内

皮损伤和微血栓形成的重要保证。

1.3 肠道上皮细胞 - 树突样细胞（DC）转分化：本

研究显示，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受到缺氧损伤后可发

生功能上的改变，部分肠黏膜上皮细胞可转分化为

DC 细胞而具备抗原呈递能力［1］，将肠道内的一些

物质作为抗原呈递给肠道黏膜下的淋巴细胞。机体

75% 的淋巴组织在肠道内，因此一旦大量抗原被呈

递给肠道黏膜下的 T 淋巴细胞，其可释放大量有害

物质、细胞因子以及损伤相关的分子模式（DAMP），

如高迁移率组蛋白 B1（HMGB1）等。而这些物质

经由肠道淋巴管收集汇合后注入胸导管，首先进入

肺脏而加重肺损伤，引发 MODS。肠道一旦发生缺

氧，必然引起肠道微生态环境的改变，其结果是肠

道菌群丰度发生改变而产生新的抗原物质。一旦

肠道黏膜固有的 DC 细胞和肠上皮转分化而来的树

突样细胞特异性细胞间黏附分子 -3 结合非整合素 

（DC-SIGN）细胞一起进行抗原呈递，即可产生大量

的细胞因子。有研究表明，结扎肠系膜淋巴管的休

克大鼠肺脏几乎不发生损伤，而本研究显示，经结肠

补液或液体复苏较静脉途径可显著防止肺脏损伤和

保护肾、肝和肠等多器官功能［2-3］。

  由上可见，上述几个部位是产生大量细胞因子

的主要场所。当然，肝脏、肾脏在缺氧状态也可以

释放细胞因子。

2 预防和治疗“细胞因子风暴”的临床策略 
2.1 预防“细胞因子风暴”的措施

2.1.1 广谱蛋白酶抑制剂：抑制肺间质内大量中性

粒细胞激活后释放的 PMNE 活性，防止肺间质内细

胞因子形成的瀑布样反应。抑肽酶作用较弱，目前

应用较少，而人体自身产生的蛋白酶抑制剂（如乌司

他丁）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但需使用较大剂量方有

效果。普通型患者可给予每日 60～100×104 U，重

型和危重型患者可应用超大剂量（＞100×104 U）。 

2.1.2 保护内皮细胞功能：① 大剂量维生素 C 可

通过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1（SIRT1）途径抑制休克时

肾脏核因子 -κB（NF-κB）表达和上调血红素氧合

酶 -1（HO-1）而抑制休克大鼠肾脏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白细胞介素 -1β（IL-1β）的释放，从而

显著保护休克大鼠的肾脏功能，维生素 C 可抑制炎

症反应并降低肝脏、肾脏和肺脏的损伤［4-5］。维生

素 C 可抑制休克大鼠肠上皮 -DC 细胞转分化，降低

TNF-α、IL-1β 和 IL-6 的表达释放，从而抑制全身

炎症反应，同时降低肠道的损伤［6-8］；笔者初步的研

究显示，经肠道灌注生大黄可以显著抑制肠上皮细

胞 -DC 转分化，静脉输注大剂量维生素 C 可恢复肠

道内正常菌群的丰度。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均支持

在新冠肺炎患者中使用大剂量维生素 C。由于肠道

对维生素C的吸收有饱和效应，因此必须经静脉途径

使用才能达到治疗剂量。普通型患者给予维生素 C 

100 mg·kg-1·d-1，重型患者可给予 200 mg·kg-1·d-1， 

危重型患者可给予 300 mg·kg-1·d-1。持续使用时

间以氧合指数显著改善为目标，大约在 1 周左右。

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其对床旁血糖监测的影响，可

发生假性低血糖或高血糖，虽发生率极低，但一旦发

现血糖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② 肝素抗凝防止微

血栓形成而保护内皮细胞，从而减少细胞因子的释

放（图 1）。普通型和重型患者可给予低分子肝素。

一旦 FDP＞10 mg/L 和 D- 二聚体＞5 mg/L 则改用

普通肝素进行抗凝。当 FDP＞10 mg/L 和 D- 二聚

体＞5 mg/L 后，氧合指数正常可以改为低分子肝素。

2.1.3 保护肠道内皮和改善肠道微生态：经结肠输

液或液体复苏可显著减少多器官内细胞因子表达释

放并保护多器官功能。休克（缺氧）时经结肠补液

或液体复苏可以显著降低血清 TNF-α 水平及肺脏

和肠道内骨髓过氧化物酶（MPO）水平，肝脏、肺脏

和肠道的损伤显著降低。本研究已完成的临床实验

结果显示，经结肠液体复苏可显著保护休克患者的

肺脏和肠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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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例新冠肺炎患者发病距入院时间平均为

（6±4）d，接近 1 周，因发烧和饮食摄入量低下而发

生不同程度的体液缺乏。患者因低氧血症导致多器

官损伤，尤其是肠道损伤，因此，肠道微生态异常和

肠上皮 -DC 细胞转分化已经发生。所以对入院患

者必须尽快补充足够的液体和恢复目标化的喂养。

  重型和危重型新入院患者经结肠补液，温开水

500～1 000 mL/d（200 mL/h）肛管内滴注（需要留置

肛管），可持续 2～3 d；排便后可经胃管注入生大黄

（15～20 g 加 150 mL 温开水泡制）或大承气汤。普

通型患者也可服用益菌生（如杜密克）改善肠道微生

态。这一策略的机制基于缺氧状态下肠黏膜可发生

DC 细胞的转分化，而生大黄可抑制这一病理变化，

降低肠道黏膜下淋巴细胞的过度激活。尽早启动肠

内营养是保护肠道微生态的重要策略，在疏通肠道

后，24 h 内应启动肠内营养，建议采用整蛋白喂养。 

2.2 治疗“细胞因子风暴”的措施：一旦发生细胞

因子风暴，除上述预防措施外，需尽快启动针对性的

治疗方法。① 细胞因子单抗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

目前仍待进一步明确；② 必须紧急启动血液净化。

血液净化不但可以直接物理清除细胞因子，还可以

从转录水平调控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9-10］。建议

采用间断短时血液滤过（ISVVH），启动时机以 IL-6

超过正常值的 3 倍，同时伴有氧合指数＜300 mmHg 

（1 mmHg≈0.133 kPa）为标准。置换液采用碳酸氢钠配

方，治疗剂量 40～45 mg·kg-1·d-1，每天持续 6～10 h， 

特殊情况下可采用 24 h 的治疗时间。抗凝采用普

通肝素为宜。

  综上所述，并非全部新冠肺炎患者都发生细胞

因子风暴，因此早期往往以预防为主。需避免所有

重症患者均采取 IL-6 的单克隆抗体和血液净化治

疗，只有 IL-6 超过正常值 3 倍才给予积极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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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普通肝素抗凝流程

注：FDP 为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IB 为纤维蛋白原，PLT 为血小板计数，FFP 为新鲜冰冻血浆，iv 为静脉注射，DIC 为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