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 的病理生理和基于器官保护的重症患者救治策略
－纠正避免缺氧和降低非病毒侵袭导致的损害
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湖北武汉陆续发现了多例由 SARS-Cov-2 感染引起的 COVID-19 患
者，随着疫情的蔓延中国其他地区及世界其它国家也相继发现了此类病例，并有超过 10%的
患者进展到重症需要住院治疗，其中部分进展到危重症的患者即使经过 ICU 高级生命支持
治疗死亡率仍然较高。此前已有单中心研究发现吸入氧浓度（FiO2）需求超过 60%的 ICU 患
者 28 天死亡率为 61.5%，接受有创机械通气进行呼吸支持的患者死亡率高达 81%，其中死
亡的患者平均年龄更大，患有基础疾病的比例更高。
一、COVID-19 自然病程病理生理机制与一般治疗
由于 SARS-Cov-2 病毒侵犯肺泡上皮细胞损害，COVID-19 肺部早期病理表现为水肿、
渗出和炎症细胞浸润（肖书渊病理），并可以继发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损害而导致毛细血管
通透性增加。随着病变范围的扩大，由于氧弥散障碍导致患者缺氧而出现呼吸窘迫症状，具
有心肺基础疾病的患者或在活动时更容易出现。由于深大快速的呼吸可以使得胸腔内负压加
大，从而导致跨肺压和跨肺毛细血管压力增加，不仅会使原有病变部位肺泡上皮细胞和毛细
血管内皮细胞损害加重，而且可能导致原本没有受到病毒侵犯的肺组织因患者的呼吸代偿造
成继发性损害，并在重力依赖下形成典型的 ARDS 病变。缺氧、肺毛细血管微血栓、PaCO2
升高、肺水肿、以及肺容量偏离功能残气量（FRC）等因素会导致肺动脉高压和急性肺源性
心脏病（ACP），静息状态吸氧可以维持目标氧饱和度的患者在暂时脱离氧气或日常活动时
会因上述机制突发肺循环阻力升高和心肌缺氧共同导致的心输出量剧降而发生休克甚至猝
死。由于目前临床上尚无特效抗病毒药物阻断病毒对肺部的损害，因此，对于早期重症患者
监测生命体征和 SpO2、氧疗避免缺氧、休息并限制体力活动、减少应激和恰当镇静等措施
可能避免或降低患者因为代偿缺氧而增加呼吸驱动造成的继发呼吸循环损害进而猝死或需
要高级生命支持的可能性。
二、无创机械通气（NIV）和高流量氧疗（HFNC）的作用与风险
对于在医疗机构进行常规氧疗过程中仍存在严重低氧和（或）呼吸窘迫症状明显的患者，
应早期预警并转入 ICU 升级呼吸支持治疗。由于无创机械通气（NIV）和高流量氧疗（HFNC）
可以为患者提供更高的吸入 FiO2 和一定的 PEEP，部分 COVID-19 合并轻中度 ARDS 患者
接受 NIV 和（或）HFNC 后可以明显缓解低氧血症并降低呼吸驱动从而避免气管插管机械
通气治疗。但是，对于接受高浓度 FiO2（60-70%以上）NIV 和（或）HFNC 支持后无法立
即缓解严重低氧血症、短时间内无法缓解呼吸窘迫症状或呼吸驱动仍然较强（NIV 时 Vt 超

过 9ml/kg）的患者，将面临缺氧导致继发多器官功能障碍和过低的胸腔内负压造成继发肺损
伤和肺动脉压力升高的风险。因此，容忍危重患者过长时间较强呼吸驱动的状态下使用无创
呼吸支持会让患者的呼吸循环系统进一步受损，再加上患者严重呼吸窘迫可能造成交感神经
系统过度兴奋导致应激性心肌病的发生。应激性心肌病一旦出现，短时间内右心室每搏量会
超过左心室，造成的“右心源性肺水肿”和重力作用会使 COVID-19 导致的 I 型呼吸衰竭快速
进展成为 ARDS。因此，适当的镇静药物使用抑制患者过强的呼吸驱动可能阻断或延缓
ARDS 的进程，必要时早期建立人工气道进行有创机械通气进行呼吸支持。
NIV 治疗时使用 Bipap 或 CPAP+PSV 可能有增加跨肺压和跨肺毛细压力的风险导致进
一步肺部损害加重，因此 CPAP 模式的 NIV 可能对呼吸窘迫症状明显的患者继发肺部损伤
更小。NIV 治疗过程中需评价 COVID-19 患者的基础病情、密切关注患者对呼吸支持的治疗
反应。以下情况出现可以作为 NIV 失败转为有创机械通气的指征：1.病情的严重程度,简化
急性生理评分(SAPS)> 34 分和低氧血症（PaO2/FiO2≤175mmHg）；2.NIV 治疗 1h 后低氧血
症无改善；3.强烈的自主呼吸引起大潮气量(潮气量>9ml/kg)[20]。
在给予 COVID-19 患者 HFNC 治疗后,也需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及氧合情况，评估 ROXI
有助于指导 HFNC 的效果。HFNC 治疗 2h 后 ROXI≥3.85 或 SpO2≥93%且呼吸频率<25 次
/min 者预示 HFNC 治疗成功率高,继续 HFNC 治疗；ROXI<2.85 或 SpO2<93%伴有呼吸频
率>30 次/min 者预示 HFNC 成功率低；2.85≤ROXI<3.85 或虽然 SpO2>93%但呼吸频率>25
次/min 者继续 HFNC 治疗,密切监测病情和生命体征；如果 ROXI<4.88 或虽然 SpO2>93%但
呼吸频率>25 次/min 者需立即转为有创机械通气。既往研究及专家对 COVID-19 治疗的经
验发 现,HFNC 失败转为 NIV 治疗,往往会出现 NIV 治疗失败,导致插管延迟,因此对
HFNC 治疗失败的建议, 直接转为气管插管有创通气。
三、心肺氧输送器官的保护性通气策略与保护性肺泡挽救治疗
由于机械通气会对肺部造成气压伤，ARDS 的肺保护性通气策略，包括小潮气量（48ml/kg）、限制性平台压、合适的 PEEP 等措施在 COVID-19 进展到需要有创机械通气时仍
然适用。由于械通气所产生的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与驱动压／跨肺压相关性更高，限制驱动
压在 15cmH2O 以下或防治经食道压力监测跨肺压可能有助于更好的避免呼吸机相关性肺损
伤（VILI）。病毒侵犯肺部病变范围越大、继发 ARDS 越严重，越需要执行更加严格的肺保
护性通气策略方能避免或减少 VILI 的发生。
在执行肺保护通气策略的同时，应时刻关注 ARDS 和机械通气导致的 ACP 发生。肺部
感染、PaO2/FiO2<150mmHg、PaCO2≥48mmHg、驱动压≥18mmHg 将加重 ARDS 患者 ACP

风险。因此，在设定潮气量时应限制平台压<27mmHg，驱动压<18mmHg。尽管 ARDS 指南
推荐小潮气量通气的同时使用肺复张和高 PEEP 策略使可复张的肺泡重新参与通气并维持
肺泡开放，希望在肺开放和过度通气之间获得平衡，既有利于肺开放，同时又不增加肺血管
阻力而危害 RV。但对于 COVID-19 导致的重度 ARDS 患者，肺复张往往难以使完全塌陷并
渗出严重的肺组织复张，但会增加正常肺泡的过度膨胀，导致健康肺泡损伤和诱发 ACP 加
重。即使评估可复张性后的肺复张可以暂时改善氧合，但复张的肺泡为之前受到过损伤的部
分重新参与通气后仍然存在气压伤的风险，对整个肺循环来说也仍然伤害 RV 的可能性，犹
如试图尝试在战争中牺牲部分具有正常战斗力的部队（正常肺组织）冒险召唤一些伤兵（复
张的肺组织）加入伤害友军（右心室）的战斗。同时，临床上观察到很多 CVOID-19 导致的
重度 ARDS 患者使用高 PEEP 策略时会导致肺顺应性的下降，因此，在机械通气过程中应使
用肺顺应性滴定 PEEP 的方法选择合适的 PEEP 以将过度膨胀导致的肺损害降到最低。
和其他原因导致的 ARDS 一样，对 COVID-19 导致的中重度 ARDS 患者早期使用肌松
剂可以降低 VILI 发生的可能性。对于已经发生重力依赖的 COVID-19 导致的 ARDS 患者，
俯卧位是更为安全的进行肺泡挽救性治疗。由于俯卧位可以降低肺血管阻力、增加中心循环
血容量而为右心室卸载，
对需要接受机械通气治疗的中重度 ARDS 患者应常规实施俯卧位。
四、器官保护与 ECMO 治疗
由于机械通气后导致的心肺交互作用和心室间相互关系的影响，使肺动脉压力急剧升高，
右心室极度扩张压迫左心，严重的低氧血症使心肌缺氧导致心肌收缩力下降，再加上插管麻
醉诱导药物对外周血管阻力的影响，部分 COVID-19 导致的重度 ARDS 患者在接受机械通
气之初便遭遇严重的循环衰竭和脑、肾、消化等氧耗器官功能障碍，甚至部分病人在气管插
管后出现心脏骤停。
由于正压通气可能加重肺动脉高压诱发 ACP 发生或加重，对经过机械通气、肌松剂、
俯卧位、肺复张等呼吸治疗仍不能改善致命性低氧血症或并发 ACP 导致休克的患者应尽早
接受 ECMO 支持，COVID-19 患者 ECMO 指征明确的患者延迟 ECMO 支持预后明显较差。
由于肺损伤后导致的全身性缺氧使 COVID-19 患者危重的根本原因，缺氧和 PaCO2 升高是
发生 ACP 的重要因素，对具有明确适应症的患者应首选 VV-ECMO 模式。VV-EMCO 可以
纠正缺氧并使 PaCO2 恢复正常，而且在建立成功后可以迅速降低呼吸机支持条件，从而使
心肺和全身多器官均得到保护。若经过精细的血流动力学治疗后仍然存在严重的 ACP 或左
心功能障碍导致休克，可以考虑转换为 VAV-ECMO 模式以增加体循环重要脏器灌注。ECMO
治疗模式的选择和变更应由有经验的 ECMO 团队在进行心肺超声评估后谨慎决策实施。

综上所述，结合 COVID-19 重症患者的临床表现和治疗过程病情变化，其临床特点经常
是由于病毒侵害后，肺部损害持续加重，引发呼吸衰竭为基础，继发临床循环改变与多器官
功能损伤。对进展到呼吸衰竭或 ARDS 的重症患者应尽早纠正缺氧、降低呼吸驱动，并采取
器官保护性支持策略进行治疗。及时阻断患者代偿造成的心肺损伤和控制支持治疗带来的损
害和并发症对挽救 COVID-19 患者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