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20年4月第12卷第4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April,2020,Vol.12,No.4
•

新型冠状病毒与心血管疾病

•

411 •

•

微生态制剂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中应用的循证研究
胡艳杰1，梁诗琪1，张星霞1，黄明君2，李卡1
【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近三分之一的患者出现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或接受重症监
护治疗，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患者肠道微生态紊乱，采取微
生态平衡治疗，可补充微生态调节剂，减少细菌移位所导致的继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
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指出：加强支持治疗，可使用肠道微生态调节剂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目前虽
肯定了益生菌制剂改善肠粘膜屏障的完整性、维持机体微生物群中平衡的意义，但具体的应用方案如益
生菌种类、剂量、使用方案等因素需进一步明确。本研究通过循证医学方法，总结现有肺炎相关的微生
态制剂应用证据，形成针对COVID-19的益生菌临床应用方案，为开展COVID-19及其他传染病临床治疗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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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probiotic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an evidence-based study Hu Yanjie*,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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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s epidemic is raging, and nearly 1/3 of patients have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RDS) or receive intensive care treatment. COVID-19 patients with intestinal
microecological disorders can be treated with treatment of microecological balance for supplementing probiotics
and reducing the secondary infection caused by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tocol for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trial version 7) indicates that strengthened supportive treatment can use intestinal
probiotics to maintain intestinal microecological balance. Although it has been confirmed that probiotics can
improve the integrity of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and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microbiota,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scheme, such as probiotic species, dosage, operation program and other factors need to be further clarified. Through
the method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application evidence of pneumoniarelated microecological agents, and forms a probiotic clinical application scheme for COVID-19,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COVID-19 and other infectious diseases.
[Key words]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Probiotics; Evidence-based medicine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已在全球蔓延，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治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指
出：可使用肠道微生态调节剂，维持肠道微生态
平衡，预防继发细菌感染 [1]。研究显示，益生菌
可通过启动肺泡巨噬细胞，促进分泌性免疫性球
蛋白IgA、T淋巴细胞及NK细胞的分泌表达，提
高呼吸道和肠道粘膜免疫与机体免疫力，在宿主
防御肺炎方面发挥保护作用。在肺部疾病的益生
菌干预研究中，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在呼吸道病
毒感染动物模型中的保护作用已被充分证实 [2]，
但目前并未形成完善的重症肺炎伴呼吸功能不全
患者早期肠内营养临床应用的支持证据。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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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系统检索关于微生态制剂应用的相关研究，
运用循证护理方法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和总结，
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问题确立 按照PICO原则提出护理问题：P
（patient）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重症患
者、病毒性肺炎患者、呼吸困难患者、肺部感染
患者；I（interventions）为应用微生态制剂；C
（control）为未应用微生态制剂；O（outcome）
为感染发生率，ICU住院时间；S（study design）
为随机对照研究。
1.2 检索策略 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
病毒性肺炎、呼吸困难、呼吸衰竭、肺部感染”
“益生菌、益生元、合生元、微生态制剂”为
中文关键词；以“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COVID-19/Viral pneumonia/Respiratory Failure/
expiratory dyspnea”“probiotic preparations/
probiotics”为英文关键词，计算机检索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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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cience、PubMed数据库、荷兰医学文摘数
据库（Embase）、Medline数据库、中国知网
（CNKI）、万方知识数据服务平台内有关微
生态制剂在重症肺炎合并呼吸功能不全患者中
应用的相关证据，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0年2
月。以PubMed数据库为例，检索式为((((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OR (respiratory failure)) OR
(expiratory dyspnea)) OR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probiotic preparations) OR (probiotics))。
1.3 文献的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研究对
象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患者或存在呼吸功能
不全的患者，年龄≥18岁，干预措施为应用微生
态制剂（即试验组），对照组为未使用微生态制
剂；②证据类型为指南、证据总结、系统评价、
专家共识及高质量随机对照研究；③发表语言限
定为中文和英文。排除标准：①内容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重症患者或呼吸功能不全患者的微生态
制剂使用无紧密联系；②不能获取全文。
1.4 文献质量评价标准 本研究采用英国2012年更
新的临床指南研究与评价Ⅱ（AGREEⅡ）评价指
南质量[3]；采用荷兰VU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医学研究中心和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联合发布的
AMASTAR（Assessment of Multiple Systematic
Reviews）量表评价系统评价质量[4]；采用澳大利
亚JBI循证卫生保健中心对应的评价标准对随机
对照试验和专家共识进行评价[5]。
1.5 文献评价人员与过程
1.5.1 评价人员 评价人员资质条件：①有循证医
学方法学学习基础；②医学类研究生学历；③从
事临床医学专业领域。④在临床营养支持及肠道
微生态方面研究经历不少于5年。
1.5.2 评价过程 所有文献由2名研究者根据文献评
价标准独立评价，当出现意见分歧时2名研究者先
讨论后由指导老师判定，达成意见统一后再决定文
献的纳入或剔除。当有不同来源的证据结论之间存
在冲突时，遵循的纳入原则为循证证据优先，高质
量证据优先，最新发表的权威文献优先。
1.6 证据的分级与推荐 本研究采用澳大利亚JBI
在2014年发布的《证据预分级及证据推荐级别系
统》 [6]对纳入研究进行证据等级划分和推荐级别
划分。该系统根据研究和设计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将证据分为5级，设计越严格其证据水平越高。
同时依据证据的FAME结构，即证据的可行性、
适应性、临床意义、有效性将证据推荐级别分为
A级推荐（强推荐）和B级推荐（弱推荐）两个
级别。
2 结果
2.1 纳入文献的一般情况 本研究初步检索共获得

文献479篇，经筛选最终纳入7篇[7-13]，其中系统
评价2篇[9,11]、随机对照试验5篇 [7,8,10,12,13]。文献具
体检索及筛选过程见图1，纳入文献的一般资料
见表1。
2.2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结果
2.2.1 系统评价的质量评价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2
篇系统评价，Weng等[9]和Bo等[11]的系统评价按照

图1 微生态制剂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中应用的文献检索流程图
表1 纳入文献的一般资料
文献
Morrow等[7]

Zeng等[8]

Weng H等[9]
Ata等[10]

Bo L等[11]

王海波等[12]

孙丽娟等[13]

数据库

研究主题

证据 发表

来源
性质
PubMed 益生菌可有效预防ICU重症患 随机
数据库 者 呼 吸 机 相 关 性 肺 炎 的 发 生 对照
率，同时兼具安全性
试验
PubMed 联合使用益生菌治疗ICU非长 随机
数据库 期机械通气患者呼吸机相关性 对照
肺炎是安全有效的
试验
PubMed 益生菌可降低ICU机械通气患 系统
数据库 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 评价
PubMed 益生菌能否预防重症患者发生 随机
数据库 感 染 在 本 研 究 中 未 能 得 出 定 对照
论，但益生菌的使用可缩短患 试验
者ICU住院时间
Cochrane 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益生 系统
Library 菌在预防重症监护病房患者发生 评价
感染上具有有效性和安全性
CNKI
益生菌联合早期肠内营养能有效 随机
降低ICU机械通气患者的感染率 对照
试验
万方
合生元制剂联合肠内营养能够 随机
显著降低行机械通气患者呼吸 对照
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率，减少 试验
ICU住院时间

时间
2010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4年

2019年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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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STAR量表除条目9“是否对可能的发表偏倚
进行评估”的评价结果为“不清楚”其他条目的
评价结果均为“是”。系统评价的方法学质量评
价结果（表2）。
2.2.2 随机对照试验的质量评价结果 本研究共纳
入5篇随机对照试验，评价结果（表3）。
表2 系统评价的方法学质量评价结果
评价条目

纳入文献
Weng H等[9] Bo L等[11]
1.所提出的循证问题是否清晰明确
是
是
2.文献的纳入标准是否恰当
是
是
3.采用的检索策略是否恰当
是
是
4.研究论文的来源是否恰当
是
是
5.采用的文献质量评价标准是否恰当
是
是
6.是否由2名或2名以上的评价者独立完成文 是
是
献质量评价
7.提取资料时是否采用一定的措施减少误差 是
是
8.综合/合并研究的方法是否恰当
是
是
9.是否对可能的发表偏倚进行评估
不清楚
不清楚
10.是否在报告数据的支持下对政策和（或） 是
是
实践提出推荐意见
11.对今后进一步研究的特定方向是否提出恰 是
是
当建议

2.3 证据分级及最佳证据总结结果 本研究采用澳
大利亚JBI于2014年发布的《证据预分级及证据
推荐级别系统》对纳入的研究进行证据等级划分
及级别划分的推荐。纳入研究的分级及最佳证据
总结（表4）。基于目前证据，给出的最佳证据
为对于ICU重症伴呼吸功能不全的患者，推荐使
用早期肠内营养联合微生态制剂以降低患者感染
的发生率并缩短ICU住院时间，微生态制剂种类
以乳酸杆菌属的使用效果最为显著，可联用双歧
杆菌属和嗜热链球菌。William等在评估益生菌补
充对ICU重症患者临床结果影响的亚组分析时，
将菌群剂量＞5×10 9 CFU/d定义为高剂量益生
菌，将＜5×109 CFU/d定义为低剂量益生菌，分
析发现经高剂量和低剂量益生菌治疗患者的感染
发生率相似[14]。但Ouwehand在少有的能确定益生
菌剂量和疾病结局的评价中发现，高剂量益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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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随机对照试验质量评价结果
评价条目

纳入文献
Morrow Zeng
Ata 王海波
等[7]
等[8]
等[10] 等[12]
1.研究对象分配是否真正采 是
不清楚 是 是
取了随机化分组？
2.分组方案是否采取了分配 不清楚 不清楚 否 否
隐藏？
3.试验组和对照组基线是否 是
是
是 是
具有可比性？
4.是否对研究对象采取了盲法？ 是
否
是 否
5.是否对干预者采取了盲法？ 是
否
是 否
6.是否对结果测评者采取了 是
是
是 否
盲法？
7.除了要验证的干预措施，各 是
是
是 是
组接受的其他措施是否相同？
8.随访是否完整，如不完 否
否
是 是
整，是否采取措施处理？
9.是否将所有入组的研究对 不清楚 否
否 是
象均纳入结果分析中？
10.是否采用相同的方式对各 是
是
是 是
组研究对象的结局指标进行
测评？
11.结局指标的测评方法是否 是
是
是 是
可信？
12.资料分析方法是否恰当？ 是
是
是 是
13.研究设计是否合理？在研 是
是
是 是
究实施和分析过程中是否有
偏离标准RCT之处？

孙丽娟
等[13]
不清楚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在治疗抗生素相关性腹泻上显示出具有说服力的
优势[15]。本研究中，微生态制剂剂量的研究证据
级别偏低，不能针对剂量形成有效的、肯定的推
荐意见，但基于以上发现并结合本研究的证据，
建议益生菌使用菌群的剂量＞5×109 CFU/d，但
不超过2×1010 CFU/d。
3 讨论
一份分析了8866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患
者数据的最新研究显示，重度肺炎症状者高达
25.5%，等同于每4例患者中就有1例可能是重症
患者[16]。鉴于目前对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尚
无特效药，人体自身免疫力是促进疾病治愈的关

表4 重症伴呼吸功能不全患者微生态制剂使用的证据
针对问题
证据总结
微生态制剂
剂量
肠内营养剂联合使用金双歧片，4片/次，3/d，乳酸杆菌属菌群剂量≥6×106 CFU/d，双歧杆菌属菌群剂
量≥6×107 CFU/d，嗜热链球菌菌群剂量≥6×107 CFU/d，使用7 d[12]
整蛋白营养制剂添加经肠内补充合生元制剂，5 g/次，3/d，乳酸杆菌属菌群剂量4.5×1010 CFU/d，益生
元12 g/d，使用至患者成功脱机并拔除气管插管[13]
通过胃管给益生菌制剂，1粒/次，2/d，菌群剂量2×1010 CFU/d，持续14 d[10]
益生菌胶囊，0.5 g/次，3/d，芽孢杆菌属菌群剂量2.7×1010 CFU/d，链球菌属3×109 CFU/d，不超过14 d[18]
益生菌胶囊，2/d，乳酸杆菌属菌群剂量2×109 CFU/d，应用至拔管、气管切开或死亡[7]
种类
联合使用乳酸杆菌属、双歧杆菌属和嗜热链球菌，20 ml温水送服[12]
联合使用乳酸杆菌属和益生元[13]
联合使用乳酸杆菌属、双歧杆菌属和嗜热链球菌[10]
联合使用芽孢杆菌属和链球菌属，溶于50~80 ml无菌水中稀释后送服[18]
联合使用乳酸杆菌属，第一个胶囊溶于无菌水基润滑剂作为浆液注入口咽，第二个胶囊溶于无菌水通
过胃管送服[7]

证据级别 推荐级别
中

B

低

B

中
低
中
中
低
中
低
中

B
B
B
B
B
B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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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因素，而人体免疫力80%以上取决于组织胚胎
学，研究证实肠道和呼吸道结构来源是相同的，
呼吸道病毒可通过Th17 细胞介导，改变机体微
生态平衡，引起免疫损伤[17-19]；另有研究显示，
益生菌通过启动肺泡巨噬细胞，促进分泌性免
疫性球蛋白IgA、T淋巴细胞及NK细胞的分泌表
达，提高呼吸道和肠道粘膜免疫与机体免疫力，
在宿主防御肺炎方面发挥保护作用。目前的理论
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起的肠-肺微生态轴是双
向失衡的，可从肠道微生态改善的思路考虑益生
菌的应用。本研究基于近几年微生态制剂在ICU
重症伴呼吸功能不全患者的研究，推荐微生态制
剂的种类选择以乳酸杆菌属为主，同时可联用双
歧杆菌属和嗜热链球菌，针对微生态制剂每天
的总菌群剂量不能给出肯定的推荐意见，但研
究回顾与发现，建议益生菌菌群的剂量＞5×109
CFU/d，但不超过2×1010 CFU/d。需要更多高质
量的随机对照研究对重症肺炎患者每日微生态制
剂用量进行研究，以促进NCP临床微生态制剂使
用的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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