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科普系列二十七 | 益生菌在新冠

肺炎防控中扮演的角色 

内容来源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益生菌作为人体肠道中的有益菌，能够维持肠道菌群微生物系统的动态平衡，对人

类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益生菌在新冠肺炎防控中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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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与人体健康  
益生菌（Probiotic）由科学家 Lilly D.M.和 Stillwell R.H. 于 1965 年在《Science》杂

志上发表论文时最先提出，用来描述“一种微生物具有促进其他微生物生长的作

用”。2001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FAO/WHO) 重新将益生菌定义为“足
够数量的、能够对宿主健康产生有益作用的活的微生物”。 
益生菌主要来源于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双歧杆菌属（Bifidobacterium）和链球

菌属（Streptococcus），此外，一些具有益生作用的酵母菌等也被列入益生菌范畴。

益生菌的健康效应包括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抑制病原菌生长繁殖、增强机体免疫

力、预防癌症、降低胆固醇、合成人体必需维生素、促进矿物质吸收、延缓机体衰

老等[1]。 

人体定植着数目庞大、结构复杂的微生物群落，其中以肠道微生态系统最为主要，

也最为复杂。肠道菌群被认为是人体的一个重要“代谢器官”[2]。正常成年人胃肠道

中定植的微生物种类有 1000 种之多，包括细菌、真菌、古生菌和病毒，且以细菌为

主。肠道微生物数量多达 10^14 个，是人体细胞总数的 10 倍以上。肠道菌群在与宿

主进化过程中形成共生关系，宿主为肠道菌群提供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营养，肠道菌

群在调节宿主的消化吸收、代谢和免疫反应等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肠道菌群不

仅包括对机体起保护作用的有益菌，也包括对机体具有潜在危害的条件致病菌等。

不同菌群种类之间，菌群与病毒之间，菌群、宿主与环境之间，始终处于动态平衡

状态，形成一个互相依存的复杂生态系[3]。维护肠道菌群平衡状态对维持机体健康

十分关键。当机体受到外界环境、饮食及用药等因素影响时，肠道中的条件致病菌

就有机会转为致病菌，破坏机体正常的生理平衡，使得肠道微生态失调，肠道免疫

及能量代谢稳态失衡。肠道微生态失衡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相关，包括炎症性肠

病、肥胖、糖尿病、结直肠癌和心血管疾病等[4]。益生菌作为人体肠道中的有益



菌，能够维持肠道菌群微生物系统的动态平衡，对人类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益生菌在新冠肺炎防控中的可能作用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提高机体免疫力、预防疾病 
保持肠道微生态平衡对人类抵抗肠道病原菌引起的疾病非常重要。研究表明，益生

菌通过调节肠黏膜屏障功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调节免疫反应来抑制疾病的发

生。如下图 1 所示，肠道内益生菌通过分泌抗菌肽、有机酸、游离脂肪酸和细菌素

等抗菌物质抑制病原菌的生长繁殖，可与肠黏膜相互作用形成生物学屏障，阻止致

病菌的入侵，抑制病原菌繁殖并降低其对肠道上皮组织的吸附，维持肠道正常菌群

平衡，保护机体免受病原菌侵害。 
同时，当肠道内存在益生菌时，人体内的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和具吞

噬作用的中性粒细胞活力会被激活，产生大量免疫因子，增强人体免疫力[6]。在体

液免疫中，免疫细胞受到益生菌刺激，产生不同类型抗体免疫球蛋白。分泌型免疫

球蛋白 A（Secretory Immunoglobulin A, sIgA）是黏膜免疫中发现的最主要的抗体类

型分泌物之一，作为黏膜防御系统的主要成分覆盖在肠道表面，能够中和肠道中有

害细菌产生的毒素、限制肠道黏膜上皮的有害细菌以及病原体生长，在肠道黏膜局

部抗感染过程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7]。 

 

图 1. 益生菌抗病机制示意图[5] 
（↓表示减少，↑表示增加） 



 
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  预防继发细菌感染 
微生态调节剂是根据微生态学原理，利用对宿主有益的正常微生物、其代谢产物或

生长促进物质所制成的制剂，通过酶作用、抗菌、黏附定殖及生物屏障等作用来调

整和保持微生态平衡，改善宿主的健康状态，包括益生菌、益生元，以及益生菌与

益生元的混合制剂合生元等。卫健委于近期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

方案（试行第四版）》《试行第五版》以及《试行第六版》中，将微生态调节剂纳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措施中，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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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及动物试验表明，患肺炎机体的呼吸道菌群种类

及含量与健康机体差异较大，菌群失调是下呼吸道感染产生的重要因素。益生菌作

为微生态调节剂用于被感染者可以帮助其恢复肠道菌群平衡，增强肠黏膜屏障功

能，促进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A、T 淋巴细胞以及 NK 细胞的分泌表达，以提高呼吸道

和肠道黏膜免疫与机体免疫力，增强抗病力，预防继发性感染。 
 
益生菌的补充  
益生菌制剂包括益生菌药品、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等。我国微生态药品以活菌制剂为

主，并且多为多菌联合制剂。按菌株来源和作用机制分为原籍菌制剂、共生菌制剂

和真菌制剂。原籍菌制剂所使用的菌株来源于人体肠道原籍菌群，服用后可以直接

补充原籍菌，发挥作用，包括双歧杆菌、乳杆菌、粪链球菌等；共生菌制剂所使用

的菌株来源于人体肠道外，与原籍菌有共生作用，服用后能够促进原籍菌的生长与

繁殖，或直接发挥作用，如芽孢杆菌等。 

益生菌类保健食品是以益生菌为主要功效成分，摄入足够数量时对人体健康起有益作



用的微生物产品。我国批准的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益生菌菌种名单包括：两歧双歧杆菌、

婴儿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青春双歧杆菌、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

嗜酸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干酪亚种、罗伊氏乳杆菌、嗜热链球菌。益生菌类保健食品

在其保质期内每种菌的活菌数目不得少于 10^6CFU/mL(g)。功能主要包括调节肠道菌

群、增强免疫力、通便等。主要剂型为粉剂、片剂、胶囊、口服液等。 

 
益生菌制剂应用低于 40 ℃左右的温开水送服 , 不宜用热水送服活菌制剂，以免制剂

中有效成分受到破坏。活菌制剂应在 2～8 ℃的冷藏环境下保存。不能与抗菌药物同

时服用，若病情需要必须合用时 , 应分开服用, 大约要间隔  2～4 小时。益生菌药品

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除了益生菌制剂，日常饮食可以通过补充富含益生菌的食物来增强机体免疫力，预

防疾病。乳制品是益生菌应用最多的领域，据统计，乳制品中应用益生菌的产品比

例高达 74.5%，主要包括酸奶、乳酸菌饮料、干酪及乳粉等，其中酸奶又占到益生

菌产品的 74%[8]。益生菌乳制品中含有大量的益生菌，出厂活菌数通常在

1×10^7CFU/mL(g)以上。最新的研究表明乳酸菌发酵酸奶在对抗致病菌的过程中具

有保护肠道上皮细胞完整性的功能[9]。目前，我国已有酸奶、乳酸菌饮料等多种益

生菌乳制品获批为保健食品，取得“蓝帽子”标识，表明其功能性、安全性均已得到

科学实验证实，产品功能以调节肠道菌群、增强免疫力为主，益生菌是主要功效成

分。酸奶的每日食用量可参考“蓝帽子”益生菌乳制品，如益生菌酸奶，产品功能为

增强免疫力、促进消化，每 100g 含嗜酸乳杆菌  1×10^7cfu、双歧杆菌  1×10^8cfu，
每日 1 次，每次 2 杯，100g/杯。乳酸菌乳饮品，产品功能为增强免疫力、调节肠道

菌群，每 100ml 含干酪乳杆菌 1.0×10^10cfu，每日 1 次，每次 1 瓶，100ml/瓶。由

此可见，日常食用酸奶及乳酸菌饮品每天 1~2 杯(100~250 克)左右通常即可达到增强

免疫力功能。 



干酪也是益生菌的良好载体，固态致密的结构为益生菌的存活提供更好的厌氧环

境，在胃液中对益生菌提供额外保护。除了乳制品，一些谷物、果蔬发酵饮料也是

富含益生菌的产品，其他益生菌食品还包括发酵豆制品、肉制品、泡菜等。    
此外，食用功能性低聚糖、膳食纤维等具有益生菌增殖作用的益生元也可以促进益

生菌的益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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