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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上海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转归，

为疫情防控与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纳入 2022 年 4 月 2 日至 5 月 7 日上海市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

院 N3 舱收治的 4 264 例核酸筛查呈阳性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对患者的基本情况、临床特征、治

疗方案、预后转归以及影响住院时间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共收集 4 264 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

例，其中无症状感染者 3 111 例（占 73.0%），轻型感染者 1 153 例（占 27.0%）。年龄 2～81 岁，整体年龄中位数为 

45（33，55）岁；男女比例为 1.37∶1。有 3 305 例（占 77.5%）曾接种新冠疫苗，其中 3 166 例感染者完成 2 剂

以上接种。感染者临床表现以咳嗽、咳痰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病程中无症状感染者以接受单纯中医药治疗

（55.1%）和临床观察（36.8%）为主，轻型感染者以接受单纯中医药治疗（42.2%）和中西医结合治疗（30.4%）为主。

所有患者均治愈出院，中位住院时间和病毒核酸转阴时间分别为 9（6，10）d 和 8（5，9）d，其中轻型感染者住院

时间和病毒核酸转阴时间比无症状感染者稍延长〔d：10（8，11）比 9（5，10），8（6，10）比 7（4，9），均 P＜0.001〕。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增长、临床分型为轻型与住院时间延长相关，接受单纯中医药治疗或中西医

结合治疗与住院时间缩短相关（均 P＜0.05）。结论  本轮上海地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患者以无症

状和轻型为主，中青年感染率高，临床常见咳嗽、咳痰等上呼吸道症状，高龄和轻型患者的住院时间较无症状感

染者延长，接受中医药治疗患者住院时间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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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novel 
coronavirus  Omicron  variant  in  Shanghai,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Altogether  4 264  novel  coronavirus  Omicron  variant-infected  patients  with  positive  results  of 
nucleic acid admitted to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er N3 Mobile Cabin Hospital from April 2 to May 7, 2022, 
were included. The demographic and baselin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treatment strategy, prognosis, and differe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4 264 novel coronavirus variant Omicron-infected 
cases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3 111 cases (73.0%) asymptomatic infections and 1 153 cases (27.0%) mild infections. 
The overall median age was 45 (33, 55) years old with a range from 2 years old to 81 years old. The male to female ratio 
was 1.37∶1. Altogether 3 305 cases (77.5%) had been vaccinated, of which 3 166 cases completed more than 2 doses. 
Th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symptoms such as cough and expectoration were the most commo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ese infected patient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patients with asymptomatic infection were mainly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55.1%) and clinical observation (36.8%), and those with mild infection were mainly 
treated with TCM (42.2%) or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30.4%). All patients were cured and discharged. 
The  overall median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nd  the  negative  conversion  time  of  nucleic  acid were  9  (6,  10)  days  and  
8 (5, 9) days,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asymptomatic infected patients, the hospitalization duration and the nucleic 
acid negative conversion time of the mildly infected patients were slightly longer [days: 10 (8, 11) vs. 9 (5, 10); 8 (6, 10)  
vs. 7 (4, 9), both P < 0.001].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ncreasing age and mild infect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longer hospitalization duration, and the treatment of TCM or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was  associated  with  shortene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ll P  <  0.05).  Conclusions  The  current  novel  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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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  variant  epidemic  in Shanghai mainly  caused asymptomatic  and mild  infections.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population had a  relatively high  infection  rate. Th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symptoms such as cough and expectoration 
were the most common clinical symptoms. Elderly and confirmed patients had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 duration, while 
for patients receiving TCM treatment, the hospitalization duration was short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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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 program: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mergency 

Project  on  Nove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  (2022ZYLCYJ05-4);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mergency Tackle Project on Omicron Infected Nove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 (2022YJ-03)

DOI: 10.3760/cma.j.cn121430-20220516-00490

  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自

2021年 11月在南非被首次报道后迅速席卷全球［1］，

目前奥密克戎变异株已取代德尔塔变异株成为全球

主要流行株［2］。现有证据显示，奥密克戎变异株传

播力强于德尔塔变异株，但致病性减弱，感染者多表

现为无症状或轻型感染［3］。本文对上海市新国际

博览中心方舱医院收治的 4 264 例新冠病毒感染者

的临床特征以及预后转归进行分析，旨在为疫情防

控与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2022 年 4 月 2 日至 5 月 7 日上海市

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 N3 舱收治的 4 264 例核 

酸筛查呈阳性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

1.2　病例定义及相关标准：参照《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4］定义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其中轻型感染者定义为临床症状轻微，影像学

未见肺炎表现；参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八版）》［5］，无症状感染者定义为新冠病毒病原学

检测呈阳性但无相关临床表现。首次核酸转阴时间

指入院后第 1 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阴性；核酸转

阴时间指连续 2 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阴性，采样

时间至少间隔 24 h；出院标准为体温恢复正常 3 d

以上，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肺部影像学显示急性渗

出性病变明显改善，连续 2 次核酸检测呈阴性。

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本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22ZYLCYJ05-4）。

1.4　治疗方法：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九版）》［4］，对无症状及轻型感染者实行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一般治疗采用抗病毒药物、抗菌药

物、中药调理及对症等治疗方案；监测病情，若病情

加重，则转至定点医院治疗。

1.5　观察和分析指标：记录患者性别、年龄、流行

病学特征、临床分型、基础疾病、临床症状、疫苗

接种情况、核酸检测结果等基本信息。依据年龄

将病例分为 2～17 岁未成年组、18～44 岁青年组、

45～59 岁中年组和≥60 岁老年组，对无症状及轻型

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基本情况、临床特征、治疗方案、

预后转归以及影响住院时间的因素等进行分析。

1.6　统计学分析：本数据来源于德臻一体化电子病

历系统，由研究人员导出并使用标准化表格提取。

采用 Excel 2019 和 SPSS 26.0 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

分析和统计图表的绘制。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

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计

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M（QL，QU）〕表示，采

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比）

表示，采用χ2 检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住院时间

的不同影响因素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各项检验

均为双侧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表 1）：共收集 4 264 例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其中无症状感染者 3 111 例

（73.0%），轻型感染者 1 153 例（27.0%），无普通型、

重型、危重型病例；男性 2 464 例，女性 1 800 例，男

女比例为 1.37∶1；年龄 2～81 岁，整体年龄中位数

为 45（33，55）岁。18～44 岁青年组占比最高，其次

为 45～59 岁中年组、≥60 岁老年组、2～17 岁未成

年组。境外输入 57 例（1.3%），有密切接触史 624 例

（14.6%）。638 例（15.0%）有基础疾病，以高血压、糖

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最常见。有 3 305 例（77.5%）

曾接种新冠疫苗，接种2剂次及以上疫苗者3 166例 

（占 74.3%）。轻型病例中接种 2 剂次及以上疫苗的

比例明显高于无症状感染者（P＜0.05）。患者接种

的疫苗种类分别为北京科兴 3 115 例（73.1%）、北京

生物 868 例（20.4%）、武汉生物 109 例（2.6%）、康希

诺疫苗 74 例（1.7%）、国药灭活疫苗 28 例（0.7%）和

智飞重组蛋白疫苗 24 例（0.6%）。

2.2　新冠病毒轻型感染者临床特征（表 2）：1 153 例 

轻型感染者中最常见的症状为咳嗽和咳痰，其他

常见症状为乏力、发热、肌肉酸痛。轻型感染者中

2～17 岁未成年组出现发热的比例最高，18～44 岁

青年组出现乏力、肌肉酸痛的比例最高，≥60 老年

组出现失眠的比例最高（均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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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治疗方案（表 3～4）：51.6% 接受单纯中医药

治疗，33.4% 为无需药物治疗的临床观察，13.0% 接

受中西医结合治疗，1.4% 接受单纯西药治疗，0.6%

仅接受基础病药物治疗。对于无症状感染者，以单

纯中医药治疗（55.1%）和临床观察（36.8%）为主；

对于轻型感染者，以单纯中医药治疗（42.2%）和中

西医结合治疗（30.4%）为主。2 756 例（64.6%）接

受中医药治疗患者中，最常用的药物为清化辟秽

方（57.2%）、热炎宁合剂（26.8%）、连花清瘟颗粒

（18.0%）和宣肺止嗽合剂（6.8%）；患者接受的西药

治疗主要包括复方甘草口服溶液（4.7%）、头孢克肟

分散片（2.2%）和盐酸氨溴索胶囊（1.5%）。

表 1　上海市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收治的 4 264 例 
无症状及轻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 

感染者基本情况

项目
总计 

（n＝4 264）

无症状感染者 

（n＝3 111）

 轻型感染者

（n＝1 153）
P 值

性别〔例（%）〕 ＜0.001
　男性 2 464 （57.8） 1 938（62.3） 526 （45.6）
　女性 1 800 （42.2） 1 173 （37.7） 627 （54.4）
年龄〔岁，M（QL，QU）〕 45 （33，55） 45 （33，55） 45 （32，55） 0.443
年龄分组〔例（%）〕
　  2～17 岁未成年组 166 （  3.9） 120 （  3.9） 46 （  4.0）
　18～44 岁青年组 1 896 （44.5） 1 369 （44.0） 527 （45.7）
　45～59 岁中年组 1 618 （37.9） 1 210 （38.9） 408 （35.4）
　≥60 岁老年组 584 （13.7） 412 （13.2） 172 （14.9）
来自境外〔例（%）〕 57 （  1.3） 49 （  1.6） 8 （  0.7） 0.026
密切接触史〔例（%）〕 624 （14.6） 468 （15.0） 156 （13.5） 0.214
基础疾病〔例（%）〕
　高血压 457 （10.7） 324 （10.4） 133 （11.5） 0.293
　糖尿病　 171 （  4.0） 128 （  4.1） 43 （  3.7） 0.569
　肺部疾病 22 （  0.5） 7 （  0.2） 15 （  1.3） ＜0.001
　心脑血管疾病 106 （  2.5） 79 （  2.5） 27 （  2.3） 0.713
　慢性肝病 6 （  0.1） 5 （  0.2） 1 （  0.1） 0.567
　慢性肾病　 5 （  0.1） 2 （  0.1） 3 （  0.3） 0.097
疫苗接种〔例（%）〕
　接种 1 剂 139 （  3.3） 106 （  3.4） 33 （  2.9） 0.373
　接种 2 剂 1 321 （31.0） 923 （29.7） 398 （34.5） 0.002
　接种 3 剂 1 845 （43.3） 1 315 （42.3） 530 （46.0） 0.030

注：空白代表无此项

表 2　上海市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收治的 1 153 例轻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感染者不同年龄组临床症状

组别
例数

（例）

咳嗽

〔例（%）〕

咳痰

〔例（%）〕

乏力

〔例（%）〕

发热

〔例（%）〕

肌肉酸痛

〔例（%）〕

失眠

〔例（%）〕

腹泻

〔例（%）〕

  2～17 岁未成年组    166   42 （25.3）   13 （  7.8）     4 （2.4） 17 （10.2）a   2 （1.2）   0（0   ）   1 （0.6）
18～44 岁青年组 1 896 439 （23.2） 274 （14.5） 105 （5.5）a 72 （  3.8）   80 （4.2）a   7 （0.4） 13 （0.7）
45～59 岁中年组 1 618 362 （22.4） 231 （14.3）   49 （3.0） 40 （  2.5）   39 （2.4） 20 （1.2） 20 （1.2）
≥60 岁老年组    584 155 （26.5）   87 （14.9）   14 （2.4） 22 （  3.8）   12 （2.1） 21 （3.6）a   4 （0.7）
总计 1 153 998 （23.4） 605 （14.2） 172 （4.0） 151 （  3.5） 133 （3.1） 48 （1.1） 38 （0.9）

组别
例数

（例）

便秘

〔例（%）〕

咽痛

〔例（%）〕

鼻塞流涕

〔例（%）〕

咽干

〔例（%）〕

头痛

〔例（%）〕

胸闷

〔例（%）〕

头晕

〔例（%）〕

  2～17 岁未成年组    166   0（0   ）   1 （0.6）   0（0   ）     0（0   ）   0（0   ）   0（0   ） 0（0   ）
18～44 岁青年组 1 896   6 （0.3） 16 （0.8） 17 （0.9） 12 （0.6） 13 （0.7）   4 （0.2） 2 （0.1）
45～59 岁中年组 1 618   8 （0.5）   6 （0.4）   1 （0.1）   2 （0.1）   1 （0.1）   6 （0.4） 5 （0.3）
≥60 岁老年组    584 11 （1.9）   0（0   ）   1 （0.2）   1 （0.2）   0（0   ）   1 （0.2） 1 （0.2）
总计 1 153 25 （0.6） 23 （0.5） 19 （0.4） 15 （0.4） 14 （0.3） 11 （0.3） 8 （0.2）

注：与其他 3 组比较，aP＜0.05

表 3　上海市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收治的 4 264 例 
无症状及轻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 

感染者治疗方案

组别
例数

（例）

单纯中医药

治疗〔例（%）〕

单纯西药治疗

〔例（%）〕

中西医结合

治疗〔例（%）〕

无症状感染者 3 111 1 715 （55.1） 29 （0.9） 203 （  6.5）
轻型感染者 1 153    487 （42.2） 29 （2.5） 351 （30.4）
总计 4 264 2 202 （51.6） 58 （1.4） 554 （13.0）

组别
例数

（例）

仅基础病治疗

〔例（%）〕

无药物治疗

〔例（%）〕

无症状感染者 3 111 18 （0.6） 1 146 （36.8）
轻型感染者 1 153   6 （0.5）    280 （24.3）
总计 4 264 24 （0.6） 1 426 （33.4）

表 4　上海市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收治的 4 264 例 
无症状及轻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 

西药和中药使用情况

西药名称 例数（%） 中药名称 例数（%）

复方甘草口服溶液 201（4.7） 清化辟秽方 2 441（57.2）

头孢克肟分散片   95（2.2） 热炎宁合剂 1 144（26.8）

盐酸氨溴索胶囊   63（1.5） 连花清瘟颗粒    767（18.0）

布洛芬   34（0.8） 宣肺止嗽合剂    288（  6.8）

氯雷他定片   25（0.6） 生脉饮    189（  4.4）

甲硝唑片   24（0.6） 金花清感颗粒    146（  3.4）

头孢地尼胶囊   22（0.5） 连花清瘟胶囊      30（  0.7）

左氧氟沙星片   11（0.2）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18（  0.4）

盐酸莫西沙星片     9（0.2） 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16（  0.4）

对乙酰氨基酚缓释片     8（0.2） 双黄连口服液        6（  0.1）

氨酚伪麻美芬片 / 氨麻美敏片Ⅱ     7（0.2）

头孢克洛缓释片     4（0.1）

醋酸泼尼松片     4（0.1）

Paxlovid     3（0.1）

氨酚伪麻美芬片Ⅱ / 氨麻苯美片     3（0.1）
塞来昔布胶囊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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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预后转归（表 5）：观察期间所有患者均治愈出

院，住院时间 3～30 d，中位住院时间为 9（6，10）d，

无症状感染者住院时间及病毒核酸转阴时间均明显

短于轻型感染者（均 P＜0.01），其中轻型感染者比

无症状感染者首次核酸转阴时间延长约 1 d。

表 6　上海市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收治的 4 264 例 
无症状及轻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 

住院时间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B 值 sx β 值 t 值 P 值 95%CI
临床分型 0.904 0.103 0.133 8.754 0.000 0.701～  1.106
性别 0.044 0.088 0.007 0.496 0.620 -0.129～  0.217
年龄 0.013 0.003 0.065 4.222 0.000 0.007～  0.020
是否接种疫苗 -0.038 0.255 -0.005 -0.150 0.881 -0.537～  0.461
接种 2 次 -0.130 0.249 -0.020 -0.519 0.603 -0.618～  0.359
接种 3 次 -0.035 0.247 -0.006 -0.143 0.886 -0.520～  0.449
单纯中医药治疗 -2.909 0.583 -0.483 -4.992 0.000 -4.052～-1.767
单纯西药治疗 -0.698 0.685 -0.027 -1.019 0.308 -2.040～  0.644
中西医结合治疗 -1.460 0.589 -0.163 -2.478 0.013 -2.615～-0.305

无药物治疗的
  临床观察

-0.682 0.585 -0.107 -1.167 0.243 -1.828～  0.464

有无基础疾病 -0.174 0.129 -0.021 -1.343 0.179 -0.427～  0.080
截距 9.861 0.607 16.237 0.000 8.670～11.052

注：B 为未标准化系数，sx 为标准误，β 为标准化系数，95%CI
为 95% 可信区间；空白代表无此项

表 5　上海市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收治的 4 264 例 
无症状及轻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

预后转归〔M（QL，QU）〕

组别
例数

（例）

首次核酸转阴

时间（d）

核酸转阴

时间（d）

 住院时间

 （d）

无症状感染者 3 111 4 （2，5） 7 （4，  9）   9 （5，10）
轻型感染者 1 153 5 （3，6）a 8 （6，10）a 10 （8，11）a

总计 4 264 4 （2，5） 8 （5，  9）   9 （6，10）

注：与无症状感染者比较，aP＜0.001

3　讨　论　

 奥密克戎变异株是新冠病毒最新的变异株。流

行病学调查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全球范围内基

本传播数值R0高达10，即1例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

者可传 10 人［6］。目前奥密克戎变异株已取代德尔 

塔变异株成为主要流行株，且比德尔塔变异株具有

更强的传播能力，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将其列为需要高度关注的变异

毒株，要求各成员国做好防控措施［7］。2022 年 3 月

以来上海地区暴发新一轮疫情，疾控中心实验室基

因测序分析提示此轮疫情中新冠病毒绝大部分为

奥密克戎变异株 BA.2 型和 BA.2.2 型。此前丹麦学

者报道了首批 785 例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的流行

病学特征，其中男性占 55%，患者年龄为 2～95 岁，

年龄中位数为 32 岁，以年轻人居多［8］。本轮传入我

国的疫情中，上海市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收治 

的 4 264 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患者主

要以无症状感染（占 73.0%）及轻型（占 27.0%）患

者为主，无普通型、重型、危重型病例；男性患者占

57.8%，女性占 42.2%；年龄为 2～81 岁，整体年龄中

位数为 45（33，55）岁，主要年龄段分布在 18～59 岁 

（占 82.4%），以中青年为主。

  现有数据显示，相比新冠病毒原始株，奥密克

戎变异株共有 50 多个突变，其中 37 个突变位点位

于刺突蛋白，相比之下，此前占主导地位的德尔塔

变异株在刺突蛋白上仅存在 7 个突变［9］。因此，奥

密克戎变异株对现有疫苗的免疫逃逸现象更为显

著［10］。本组资料中，4 264 例患者新冠疫苗接种率

为 77.5%，其中 74.3% 的感染者已接种了 2 剂次及

以上疫苗，北京科兴疫苗占 73.1%，主要为无症状感

染及轻型。由此可见，新冠现有的疫苗对奥密克戎

变异株的防护效力有所下降。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

研究所王祥喜团队的一项研究对科兴灭活疫苗加强

针的防护效力进行了评价，研究显示，在接种 3 剂灭

活疫苗后，志愿者血清中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中

和抗体滴度较原始毒株降低了 16.5 倍，而针对德尔

塔变异株的中和滴度仅较原始毒株下降 3.3 倍［11］。

然而，尽管奥密克戎变异株基因突变的增加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新冠疫苗的有效性，但专家认为，疫苗

接种对减少危重症转化率、降低死亡风险等仍有一

定保护作用［12］。

  此前，WHO 以及多个国家的研究均表明，奥密

克戎变异株感染后症状相对较轻，相比于德尔塔变

2.5　住院时间的不同影响因素分析（表 6）：纳入

可能影响 4 264 例患者住院时间的因素（包括临床

分型、性别、年龄、是否接种新冠疫苗、接种次数、

有无基础疾病、治疗方案等）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

析，筛选出临床分型、年龄、单纯中医药治疗和中西

医结合治疗等变量的未标准化系数代入回归方程：

住院时间＝9.861+0.904×临床分型（0 为无症状，

1 为轻型）+0.044×年龄－2.909×单纯中医药治疗 

（0 为未接受单纯中医药治疗，1 为接受单纯中医药

治疗）－1.46×中西医结合治疗（0 为未接受中西医

结合治疗，1 为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结果显示，

上述变量与住院时间均存在相关性（均 P＜0.05），

其中接受单纯中医药治疗与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患者

住院时间缩短，而年龄越大住院时间越长，轻型感染

者住院时间较无症状感染者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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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株主要感染人体肺部，奥密克戎变异株主要攻击

上呼吸道［13- 14］。前期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开

展的一项有关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的临床特征

分析表明，其纳入的 193 例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确

诊者临床症状以咽痛、咽痒、发热、咳嗽、咳痰等上

呼吸道症状为主，而乏力、肌肉酸痛、头痛、嗅味觉

减退等症状较少［15］。此外，中国香港大学的最新

研究表明，奥密克戎变异株在支气管上皮细胞中的

复制速度最快，是此前德尔塔变异株及原始毒株的 

70 倍，而在肺泡细胞中的复制能力较弱，仅为原始

毒株的 1/10［16］，该研究结果解释了奥密克戎变异株

感染者上呼吸道症状更为明显的原因。本次上海市

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收治的 1 153 例轻型新冠

病毒感染者最常见的症状为咳嗽和咳痰，与奥密克

戎变异株感染特征相符；此外，2～17 岁未成年患

者出现发热的比例最高，18～44 岁中年患者出现乏

力、肌肉酸痛的比例最高，≥60 岁老年患者出现失

眠的比例最高，这可能与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有

关，提示在临床诊治中需加强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

关注。《新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中医药

防治专家共识》［17］推荐可应用“现代冥想新冠肺炎

辅助防控”系列专辑音乐或针灸、耳穴按压等手段

辅助改善情绪。

  本研究中无症状及轻型患者大部分接受了中医

药治疗，包括中药汤剂和中成药制剂，极少数患者仅

接受抗菌药物或抗病毒药物治疗，结果显示，患者的

中位住院时间约为 9（6，10）d，明显短于既往奥密克

戎变异株研究报告中的 20（16，23）d ［15］；此外，多

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住院时间的延长可能与年龄

和临床分型有关，而住院时间缩短则与接受单纯中

医药或中西医结合治疗有关，可见中医药在治疗新

冠病毒感染中的有效性和重要性。自疫情暴发以来，

中医药在新冠肺炎防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针

对此次奥密克戎新疫情，我国学者发表的专家共识

及专家建议再次推荐根据临床分型、各地证候及气

候特点等情况进行中医辨证施治，并配合中医外治 

法、针灸推拿、中医功法等手段促进患者恢复［17-18］。

  本研究对上海地区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临床特征

及预后转归进行了初步分析，发现纳入病例主要以

无症状和轻型感染为主，中青年感染率高，临床常见

咳嗽、咳痰等上呼吸道症状，轻型患者较无症状感

染者住院时间稍长，大部分病例接受了中医药治疗，

并且发现中医药治疗与住院时间缩短有关。尽管本

轮疫情中患者症状相对较轻，疾病重症率及病死率

较低，但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迅速，患者数量在全球

范围内持续增加，仍需积极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对

本土病例开展更为深入全面的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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