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922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21 年 8 月第 33 卷第 8 期  Chin Crit Care Med，August   2021，Vol.33，No.8

·论著·

早期淋巴细胞动态变化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周觉 1  周月影 2  蔡静 3  林素涵 1

1温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浙江温州  325000；2温州市中心医院感染科，浙江温州  325000；
3温州市中心医院综合内科，浙江温州  325000
通信作者：林素涵，Email：18267739218@163.com

【摘要】 目的  探讨早期（入院 72 h 内）淋巴细胞动态变化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患者病情

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 2020 年 1 月 17 日至 2 月 14 日温州市中心医院收治的

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数据进行收集并统计分析。根据入院首日淋巴细胞有无减少〔淋巴细胞计数（LYM）＜
0.8×109/L 为淋巴细胞减少〕、入院第 3 天与入院首日 LYM 差值（ΔLYM）是否小于 0 将患者分为 4 组：第 1 组

为入院首日 LYM 正常、ΔLYM≥0；第 2 组为入院首日 LYM 正常、ΔLYM＜0；第 3 组为入院首日 LYM 降低、

ΔLYM≥0；第 4 组为入院首日 LYM 降低、ΔLYM＜0。将新冠肺炎患者入院后 30 d 内出现重症（包括重型、

危重型）作为研究终点。重型、危重型参考我国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  修正版）》 分型标准。

比较 4 组患者一般资料、实验室相关指标及进展为重型 / 危重型的差异；采用 Cox 回归分析早期淋巴细胞动态

变化与发生重型 / 危重型概率的相关性；并绘制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来评估不同淋巴细胞分组患者发生重

型 /危重型的情况。结果  共纳入 104例新冠肺炎患者，发病后30 d内进展为重症21例（占20.2%；重型17例， 

危重型 4 例）。4 组患者间年龄（F＝5.061、P＝0.003）、入院首日白细胞计数（WBC，Z＝10.850、P＝0.013）、入

院首日 C- 反应蛋白（CRP，Z＝-4.449、P＜0.001）、入院首日 LYM（Z＝43.132、P＜0.001）、入院第 3 天 LYM 

（Z＝40.340、P＜0.001）、重型 / 危重型发生情况（χ2＝18.645、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第 3 组和第 4 组 

患者年龄较大；第3组入院首日WBC、LYM最低；第4组入院首日CRP最高，入院第3天LYM最低，出现重型/危

重型的患者较多。针对入院后30 d内出现重型 /危重型的概率，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第4组发生重型 /危

重型的概率是第 1 组的 12.7 倍〔风险比（HR）＝12.732，95% 可信区间（95%CI）为 3.951～41.025，P＜0.001〕；

将年龄、CRP、白蛋白（ALB）及淋巴细胞分组纳入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显示，第 4 组发生重型 / 危重型的概率

是第 1 组的 6.4 倍（HR＝6.398，95%CI 为 1.757～23.301，P＝0.005）；而第 2 组、第 3 组发生概率与第 1 组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Kaplan-Meier 生存曲线显示，第4组发生重型 /危重型的概率显著高于第1、2、3组（Log-Rank

检验：χ2＝42.617，P＜0.001）。结论  早期淋巴细胞动态变化与新冠肺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相关；入院首日

即出现 LYM 下降且 72 h 内持续下降的患者发生重型 / 危重型的概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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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ynamic  changes  of  lymphocytes  in 
the  early  stage  (within  72  hours  of  admission)  and  the  severity  of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The  clinical  data  of  COVID-19  patients 
admitted  in  Wenzhou  Central  Hospital  from  January  17,  2020  to  February  14,  2020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re  was  lymphopenia  on  the  first  day  of  admission  [lymphocyte  count  (LYM)  <  0.8×109/L],  
wheth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YM  on  the  third  day  and  the  first  day  of  admission  (ΔLYM)  was  less  than  0,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the  first  group was  LYM  normal  on  the  first  day  of  admission, ΔLYM ≥ 0;  
the second group was LYM normal on the first day of admission, ΔLYM < 0; the third group was lymphopenia on the first 
day of admission, ΔLYM ≥ 0; the fourth group was lymphopenia on the first day of admission, ΔLYM < 0. The study 
endpoint was  the  development  of  severe/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in  30  days  after  admission.  Severe/critical  standard 
referred to classification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tocol for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trial version 5, revise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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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际临床研究及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均明确指出，部分新冠肺炎患

者淋巴细胞减少［1-5］。甚至有临床研究表明淋巴细

胞减少的新冠肺炎患者更是高达 70.3%，并发现入

院后淋巴细胞的动态变化与病情严重程度相关［1］。

两项较大型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轻型、普通

型新冠肺炎患者占 81%～84%［6-7］，同时也指出若

发展至危重型，病死率可达 49%［6］，故应早期预测

患者预后，及时必要干预介入，以降低病死率。本研

究旨在探讨新冠肺炎患者入院 72 h 内淋巴细胞动

态变化与病情严重程度是否存在相关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选择 2020 年 1 月 17 日至 2 月 14 日 

本院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

1.1.1  纳入标准：呼吸道分泌物样本新型冠状病毒 

（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核酸检测阳性［2］。

1.1.2  排除标准：合并除肺部感染以外的其他部

位感染；发病前已出现呼吸困难；发病前合并血液

系统疾病、凝血功能异常、休克；无入院首日、入院 

第 3 天淋巴细胞数据。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审批号：L2020-04-077），所

有治疗及检测均获得过患者的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症状体征、

The differences  in general  information,  laboratory  results,  and probability of developing  severe/critical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four groups.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arly dynamic changes 
of  lymphocytes  and  the  probability  of  severe  illness;  and  the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was  drawn  to  assess  the 
probability of severe illness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LYM groups.  Results  A total of 104 patients with COVID-19 
were enrolled, and 21 patients developed to severe/critical cases within 30 days of onset (accounting for 20.2%; 17 severe 
cases and 4 critical cas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F = 5.061, P = 0.003),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on the first day of admission (Z = 10.850, P = 0.013), C-reactive protein (CRP) on the first day of admission (Z = -4.449, 
P < 0.001), LYM on the first day of admission (Z = 43.132, P < 0.001), LYM on the third day of admission (Z = 40.340, 
P < 0.001), and  the occurrence of severe/critical  illness  (χ2 = 18.645, P < 0.001) among  the  four groups. Patients  in 
groups 3  and 4 were  older;  patients  in  group 3 had  the  lowest WBC and LYM on  the  first  day  of  admission; patients 
in group 4 had the highest CRP on the first day of admission, the lowest LYM on the third day of admission, and high 
proportion of severe/critical cases. Regarding the probability of severe/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in 30 days of admission, 
un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severe/critical patients in group 4 was 12.7 time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1 [hazard ratio (HR) = 12.732,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was 3.951-41.025, P < 0.001]; age, 
CRP, albumin (ALB) and lymphocyte grouping were included in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probability of 
severe/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group 4 was 6.4 times that of group 1 (HR = 6.398, 95%CI was 1.757-23.301, P = 0.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probability among the group 1, 2 and 3.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showed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severe/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group 4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s 1, 2 and 3 (Log-Rank 
test: χ2 = 42.617, P < 0.001).  Conclusions  Early lymphocyte dynamics change is related to the severity of patients 
with COVID-19. Patients with  low LYM on  the  first day and continued decrease within 72 hours of admission have a 
higher probability to develop into severe/critically cases.

【Key words】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Severity of illness;  Lymphocyte;  Dynamic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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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72 h内的临床指标〔血常规、血气分析、肝肾功

能、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等实验室

参数及胸部 CT〕。根据入院首日淋巴细胞有无减少

〔淋巴细胞计数（lymphocyte count，LYM）＜0.8×109/L 

为淋巴细胞减少［1］〕、入院第 3 天与入院首日 LYM

差值（ΔLYM）是否小于 0 将患者分为 4 组。第 1 组

为入院首日 LYM 正常、ΔLYM≥0；第 2 组为入院 

首日LYM正常、ΔLYM＜0；第3组为入院首日LYM

降低、ΔLYM≥0；第 4 组为入院首日 LYM 降低、 

ΔLYM＜0。根据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试行第五版  修正版）》分型标准将患者分为轻

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2］。重型患者需符合以

下情况之一：① 呼吸窘迫，呼吸频率≥30 次 min； 

② 静息状态下，脉搏血氧饱和度≤0.93；③ 氧合指

数（PaO2/FiO2）≤300 mmHg（1 mmHg＝0.133 kPa）。

危重型患者需符合以下情况之一：① 出现呼吸衰

竭，且需要机械通气；② 出现休克；③ 合并其他

器官功能衰竭需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治疗。收集新冠肺炎患者发病后 30 d 内

的临床资料，以患者出现重型或危重型作为研究终

点，记录重症（重型 / 危重型）患者入院至出现重症

的时间。

1.3  统计学分析：使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用 Shapiro-Wilk 检验评估连续变量是否为正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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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正态分布且方差齐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

准差（x±s）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LSD 检

验；非正态分布或方差不齐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 

（四分位数）〔M（QL，QU）〕表示，采用 Kruskal-Wallis

或Wilcoxon 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比

来描述，采用χ2 检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采用单

因素 Cox 回归分析影响新冠肺炎患者出现重型 / 危

重型概率的临床因素，并使用线性回归中的共线性

诊断判断各种因素是否存在多重共线，如果最大方

差膨胀系数（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10，则

多重共线性被认为是显著的。采用单因素及多因

素 Cox 回归分析不同淋巴细胞分组与新冠肺炎患者

出现重型 / 危重型的相关性，并绘制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采用 Log-Rank 检验）。均为双侧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础情况：共纳入新冠肺炎患者 104 例，其中

男性 54 例，女性 50 例；平均年龄（45.0±14.1）岁。

104例患者发病后30 d内进展为重型17例（16.3%），

危重型 4 例（3.8%）。这 21 例重型 / 危重型患者入

院至出现重症的中位时间为 9（6，13）d。另外，出

现肝功能异常（转氨酶高于正常参考值 2 倍以上）

23 例，白细胞减少症 5 例，血小板减少 2 例，低白蛋

白血症 4 例。截至 2020 年 3 月 5 日，所有患者均已

治愈出院，无死亡。

2.2  单因素分析（表 1）：4 组患者间年龄，入院首

日白细胞计数（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LYM、 

CRP，入院第3天LYM及入院后30 d内出现重型/危

重型的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其中，第 3 组、第 4 组年龄较大；第 3 组入院首日

WBC、LYM 最低；第 4 组入院首日 CRP 最高，入院

第 3 天 LYM 最低，出现重型 / 危重型的患者较多。

2.3  新冠肺炎患者入院后 30 d 出现重型 / 危重型

概率的 Cox 回归分析（表 2）：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及临床上可能与新冠肺炎患者

预后相关的临床指标〔白蛋白（albumin，ALB）〕进

行单因素 Cox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入院首日

CRP 和 ALB、入院第 3 天 LYM、淋巴细胞分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

表 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临床指标在不同淋巴细胞分组间的比较

指标
全体患者

（n＝104）

第 1 组

（n＝36）

第 2 组

（n＝51）

第 3 组

（n＝9）

第 4 组

（n＝8）

F /χ2/

Z 值
  P 值

年龄（岁，x±s）   45.0±14.1  40.7±13.5  45.7±14.1    57.0±6.8 ab   54.6±12.4 ab 5.061 0.003
男性（例） 54 22 20 6 6 6.819 0.075
发病至确诊时间〔d，M（QL，QU）〕 6（3，7） 6（3，7） 6（3，9） 7（3，8） 5（2，7） 0.814 0.846
入院首日 WBC〔×109/L，M（QL，QU）〕 4.5（3.7，5.9） 4.2（3.8，5.0） 5.0（4.0，6.4） a 3.5（3.3，4.1） ab 4.5（3.8，7.5） c 10.850 0.013
入院首日 LYM〔×109/L，M（QL，QU）〕 1.2（0.9，1.6） 1.2（1.0，1.6） 1.3（1.0，1.7） 0.6（0.6，0.7） ab 0.7（0.4，0.7） ab 43.132 ＜0.001
入院首日 CRP〔mg/L，M（QL，QU）〕 13.5（3.6，31.0） 11.6（3.7，23.1） 11.1（1.7，38.9） 19.5（4.7，40.2） ab 58.7（19.4，74.2） abc -4.449 ＜0.001
入院首日 PLT〔×109/L，M（QL，QU）〕 179（150，217） 186（152，212） 180（150，230） 184（136，242） 168（126，181） 2.073 0.557
入院首日 ALT〔U/L，M（QL，QU）〕 21（13，38） 23（12，51） 19（12，33） 26（16，58） 23（12，64） 3.294 0.349
入院首日 AST〔U/L，M（QL，QU）〕 24（19，35） 24（19，38） 23（19，29） 30（18，48） 28（19，43） 1.857 0.603
入院首日 ALB（g/L，x±s） 41.1±3.8        41.5±3.1        41.6±4.0 39.6±3.1         37.8±4.6 6.848 0.077
入院第 3 天 LYM〔×109/L，M（QL，QU）〕 1.3（0.9，1.8） 1.7（1.4，2.1） 1.1（0.8，1.5） a 0.9（0.8，1.1） ab 0.6（0.2，0.6） abc 40.340 ＜0.001
重型 / 危重型（例） 21   5   7     2 ab      7abc 18.645 ＜0.001

注：第 1 组为入院首日淋巴细胞计数（LYM）正常、入院第 3 天与入院首日 LYM 差值（ΔLYM）≥0；第 2 组为入院首日 LYM 正常、

ΔLYM＜0；第 3 组为入院首日 LYM 降低、ΔLYM≥0；第 4 组为入院首日 LYM 降低、ΔLYM＜0；WBC 为白细胞计数，CRP 为 C- 反应蛋白，

PLT 为血小板计数，ALT 为丙氨酸转氨酶，AST 为天冬氨酸转氨酶，ALB 为白蛋白；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中的 Fisher 精确检验；与第 1 组比

较，aP＜0.05；与第 2 组比较，bP＜0.05；与第 3 组比较，cP＜0.05

表 2 影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入院后 30 d 内发生 
重型 / 危重型概率的单因素 Cox 回归分析

指标 HR 值 95%CI P 值

年龄 1.058 1.027～1.086 ＜0.001
入院首日 WBC 0.979 0.783～1.224     0.853
入院首日 LYM 0.999 0.717～1.394     0.997
入院首日 CRP 1.022 1.011～1.034 ＜0.001
入院首日 ALB 0.741 0.652～0.841 ＜0.001
入院第 3 天 LYM 0.097 0.035～0.270 ＜0.001
淋巴细胞分组 2.593 1.689～3.981 ＜0.001

注：WBC 为白细胞计数，LYM 为淋巴细胞计数，CRP 为 C- 反

应蛋白，ALB 为白蛋白，HR 为风险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2.4  不同淋巴细胞分组新冠肺炎患者发生重型 / 危

重型概率的 Cox 回归分析（表 3）：第 4 组新冠肺炎

患者入院 30 d 内发生重型 / 危重型的概率为第 1 组

的 12.7 倍（P＜0.001）；而第 2 组、第 3 组发生概率

与第 1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通过共线性诊断发现，入院第 3 天 LYM 和淋巴

细胞分组的 VIF 为 14.426，考虑两者具有共线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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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图 1）：入院后 30 d

内第 4 组累积发生重型 / 危重型的概率显著高于 

第1、2、3组（Log-Rank检验：χ2＝42.617，P＜0.001）， 

且全部发生在入院后 18 d 内。

现重型 / 危重型的概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

入院后淋巴细胞动态变化与新冠肺炎患者病情严重

程度相关，这与 Wang 等［1］的临床研究结果是相似

的。有研究表明，新冠肺炎患者入院首次 LYM 与预

后呈相关性［8-13］。Zhang 等［14］认为淋巴细胞减少症

可能是新冠肺炎的潜在诊断指标。一项针对 452 例 

新冠肺炎患者（包含 286 例重型 / 危重型患者）淋巴

细胞亚群的研究结果显示，重型 / 危重型患者辅助

性 T 淋巴细胞明显减少［15］。Xu 等［16］对新冠肺炎

死亡患者尸体解剖的病理检查结果显示，肺组织间

质中淋巴细胞聚集明显，其可能与外周血淋巴细胞

减少相关。

  Gong 等［17］认为新冠肺炎患者肺损伤及其他

器官损伤与细胞因子风暴综合征（cytokine storm 

syndrome，CSS）密切相关，其细胞因子由持续被激活

和繁殖的淋巴细胞及巨噬细胞大量产生。目前仅发

现入住 ICU的新冠肺炎患者表现出较高的细胞因子

水平，如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s，IL-2、IL-7、IL-10） 

等［15］。史晓朋等［18］发现，IL-6、CD4+ 水平与新冠

肺炎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当 IL-6≥6.02 ng/L

且 CD4+＜355 个 /μL 时提示预后不佳。另外临床

研究表明，中性粒细胞 / 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lymphocyte ratio，NLR）与病毒性和细菌性肺炎的预

后相关［19］；且 Liu 等［5］研究发现，NLR 是新冠肺炎

患者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EL-Emshaty 等［20］认为

NLR与CRP相关（r＝0.710，P＝0.000）；本研究显示，

CRP 是新冠肺炎病情严重程度的高危因子，但此次

未将 NLR 纳入研究。

  本研究中重型 / 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占 20.2% 

（21/104），其入院至出现重症的中位时间为9（6，13）d； 

重症患者以呼吸困难为主，达81.0%（17/21）。另一项 

国内临床研究显示，新冠肺炎患者发生呼吸困难的

比例达 66.7%［21］。Wang 等［1］研究显示，入住 ICU 

的 36 例新冠肺炎患者首次出现症状到出现呼吸困

难的中位时间为 5 d，到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

中位时间为 8 d。另外，本研究中新冠肺炎患者发生

肝功能异常（转氨酶高于正常参考值 2 倍以上）的

比例较高，达 22.1%（23/104）；另一项研究显示，入

住 ICU 的 30 例新冠肺炎患者 1 周内均出现不同程

度的肝功能损伤［21］。新冠肺炎患者 1 周内发生呼

吸困难（甚至呼吸衰竭）、肝功能损伤的可能性极大，

故早期评估新冠肺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是必要的，

以便早期干预，改善预后。

表 3 不同淋巴细胞分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入院后 30 d 内发生重型 / 危重型概率的 Cox 回归分析

组别
单因素模式 多因素模式

HR 值 95%CI P 值 HR 值 95%CI P 值

第 1 组   1.000 1.000
第 2 组   1.011 0.321～  3.187     0.984 0.920 0.290～  2.918 0.887
第 3 组   2.802 0.669～11.733     0.158 2.124 0.505～  8.929 0.304
第 4 组 12.732 3.951～41.025 ＜0.001 6.398 1.757～23.301 0.005

注：第 1 组为入院首日淋巴细胞计数（LYM）正常、入院第 3 天

与入院首日 LYM 差值（ΔLYM）≥0；第 2 组为入院首日 LYM 正常、

ΔLYM＜0；第 3 组为入院首日 LYM 降低、ΔLYM≥0；第 4 组为入

院首日 LYM 降低、ΔLYM＜0；单因素模式为仅将淋巴细胞分组作

为变量；多因素模式为纳入年龄、C- 反应蛋白（CRP）、白蛋白（ALB）

及淋巴细胞分组作为变量；HR 为风险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空白代表无此项

未将入院第 3 天 LYM 纳入淋巴细胞分组的多因素

Cox回归分析。综合上述，将年龄、CRP、ALB和淋巴

细胞分组纳入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显示，第 4 组入

院 30 d 发生重型 / 危重型的概率为第 1 组的 6.4 倍 

（P＝0.005）；而第 2 组、第 3 组发生概率与第 1 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入院首日 LYM 降低且持续下

降（第 4 组）的 8 例新冠肺炎患者中有 7 例进展为

重型 / 危重型；入院首日 LYM 降低但入院第 3 天

LYM 较入院首日未降低的新冠肺炎患者（第 3 组）

与入院首日 LYM 正常的患者（第 1 组和第 2 组）出

注：第 1 组为入院首日淋巴细胞计数（LYM）正常、入院第 3 天 
与入院首日 LYM 差值（ΔLYM）≥0；第 2 组为入院首日 LYM 正常、 

ΔLYM＜0；第 3 组为入院首日 LYM 降低、ΔLYM≥0； 
第 4 组为入院首日 LYM 降低、ΔLYM＜0

图 1  不同淋巴细胞分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入院后 30 d 内 
未发生重型 / 危重型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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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显示，入院首日 LYM 降低的患者年龄

明显大于 LYM 正常者，考虑年龄较大的患者发生淋

巴细胞减少的可能性大，这与其他临床研究结论相 

似［1，3］。许靖等［13］研究认为，年龄≥60 岁为新冠肺

炎的高危因素，故需加强对高龄患者的重视。

  综上，本次回顾性分析 104 例新冠肺炎患者入

院时的淋巴细胞及其72 h内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

早期淋巴细胞动态变化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相关，

入院首日即出现 LYM 下降且 72 h 内持续下降的患

者发生重型 / 危重型的概率较高。考虑淋巴细胞获

得容易，且仅为单个因素，在临床上评估患者预后较

为简单、可操作性强。但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其

结论仍需更大样本的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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