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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的特点是病毒侵袭后，侵害肺泡上皮细胞及以

肺间质微血管内皮细胞为主的肺组织，肺部损害持续加重，引发呼吸衰竭，并发或继发循环改变与多

器官功能障碍，危及生命。重症超声通过实时、连续的监测，判读评估相应的病变与病理生理状态，提

高对重症COVID⁃19的认识，为诊断与治疗提供及时、精准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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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特点

是，病毒侵袭后肺部损害持续加重，引发呼吸衰竭，

并发或继发循环改变与多器官功能障碍［1］。肺是

重症时最易受累的器官，由其自身特点决定，肺脏

拥有人体最大的直接与外界气体接触的上皮细胞

量与面积，与之匹配的是最大的肺间质毛细血管网

络之内皮细胞系统，是除心脏外最大的血流器官。

任何病原体进入肺，不可避免侵害肺泡上皮细胞及

以肺间质微血管内皮细胞为主的肺组织，危及生

命。运用重症超声，全面认识和评估COVID⁃19病
变与病理生理变化，为诊断与治疗提供及时、精准

的指导［2⁃3］。
一、深刻认识COVID⁃19病理与病理生理

COVID⁃19早期主要累及肺泡上皮细胞，肺泡

腔内有颗粒蛋白样渗出，肺间质有单核细胞浸润；

进展后出现肺泡上皮细胞脱落、透明膜形成，以淋

巴细胞为主的间质炎性细胞浸润，间质增厚；可见

肺纤维化改变；有些患者出现弥漫性肺泡内出血，

伴纤维黏液样渗出物，提示肺间质微血管内皮细胞

受损。同一患者可同时呈现上述不同的病理改

变［4⁃5］。值得关注的是，实变与实变的重力依赖越

重，提示在肺泡上皮细胞受损的基础上，内皮损伤

越严重，液体渗漏更明显。

肺部超声表现为胸膜线通常最早受累，表现为

增厚和不规则，累及间质和/或肺泡后出现不同表

现的B线，如B7/B3、融合B线；根据时期和病变特

征不同，同一患者不同部位可呈现出形态各异的B
线；肺小叶受累时出现碎片征表现，进一步累及多

个肺小叶或肺段甚至肺叶时，可表现为动态支气管

充气征等大片肺实变影［6］。
病理生理表现，（1）呼吸方面，逐步加重的低氧

及二氧化碳（CO2）潴留；（2）循环方面，早期表现为

与低氧和呼吸困难相匹配的心脏活动增强及血压、

心率的改变，甚至为应激性心肌病，还包括早期的

左心室流出道梗阻的可能。随着肺部病变加重，缺

氧、CO2潴留严重，及异常高的机械通气条件等，导

致右心后负荷加重，出现急性肺心病；而左心可因长

期缺氧或合并脓毒症，出现收缩功能下降。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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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常出现心功能受累，如急性肺心病合并左心室

的应激表现等，并出现相应的心肺以外多器官受累。

二、深刻理解COVID⁃19的肺损伤之原发损伤

和继发损伤

COVID⁃19的肺损伤源于原发损伤和继发损

伤。Sepsis肺损伤的原发损伤始于肺毛细血管的

内皮损伤，为全身血管内皮损伤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后继发损伤加重，肺泡上皮细胞与肺间质毛细血

管内皮细胞受累同步加重。而COVID⁃19的原发损

伤主要通过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侵入上皮细胞，受

损后出现脱落、凋亡等，促进肺成纤维细胞增殖，增

加肺血管通透性，在诱导急性病毒性肺炎肺损伤时

发挥重要作用。继发性损伤主要与机体不恰当的

应激反应、异常驱动的自主呼吸和高循环动力学、

机械通气相关损伤有关，跨肺压与跨血管压同步上

升，而肺血流量亦伴随增多，导致在肺泡上皮细胞

继续损伤的基础上，出现明显肺间质微血管内皮细

胞损伤，液体渗出与漏出均增加。发生重力依赖性

病变分布后，治疗与再损伤的相互加剧形成恶性循

环。故继发损伤的重点是肺泡上皮细胞与肺间质

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共同损伤，表现为渗出与漏出或

渗漏加重。肺部病变表现为从毛玻璃影到渗出浸

润，乃至实变，再到重力依赖的严重渗出浸润与实

变。总之，肺部实变越重，重力依赖越明显，内皮损

伤越重，血管渗漏越严重。

如何判断是原发肺损伤抑或继发肺损伤？重

症超声征象从B7线➝B3线，再到重力依赖的融合

B线和实变C表现，提示从原发损伤进展为继发损

伤，可及时准确判断，指导救治方向与措施［6⁃7］。原

发性损伤的治疗关键在于早期诊断、早期抗病毒、及

时恢复免疫机能等治疗，甚至在无特效抗病毒药物

的情况下，维持生命，期待患者自身免疫机能抵御病

毒是重要治疗之一。继发性损伤的治疗在于积极器

官功能保护下的预防与避免。因此，实施目标导向

的镇痛镇静策略，保护性通气策略及循环管理策略，

减低异常驱动呼吸，稳定血流动力学状态尤为重要。

三、血流与心脏、血流与肺脏、血流与器官

重症超声不仅可以观察评估肺部病变与渗出

的实时动态变化，即血流与肺脏的表现，且可以评

估肺循环的血流、右心的血流量和后负荷、右心与

肺动脉的偶联、肺循环的后向阻力，指导精准的滴

定治疗［8］。与呼吸衰竭比，重症COVID⁃19患者的

循环受累常发生较晚，甚至不被重视。一般认为，

病变进展快、出现大面积实变及为解决致死性低氧

血症而采取的有创机械通气治疗，是导致急性肺心

病和后续循环波动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在重症

COVID⁃19的早期阶段，只要出现低氧与呼吸困难，

机体即会出现循环反应，包括心率增快，心肌收缩

力增强，甚至应激后异常，同时合并容量问题，尤其

存在基础疾病者，如高血压、缺血性心脏病、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老年性心血管改变时，循环波动更易

表现出来，只是阶段与程度不同而已，重症超声的

血流动力学监测至关重要。值得关注的是，因为

ICU资源有限，很多COVID⁃19患者在院期间（包括

住 ICU期间）感染管控不到位导致院内获得性脓毒

症或感染性休克，造成心肺与多器官同时损伤。故

循环受累由血流与肺脏开始，心脏是循环受累的一

面镜子。深刻理解血流，充分认识血流与肺脏、血流

与心脏、血流与器官，从重症核心环节贯穿原发与继

发器官功能损伤，让重症COVID⁃19管理更精准。

总之，深入认识重症COVID⁃19的肺泡上皮细

胞损伤与肺间质微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运用重症超

声，引导临床诊断与精准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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