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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奥密克戎变异株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 5 例
刘宣言  胡巧巧  姚明  陈文宇  张齐  黄劼
嘉兴市第一医院全科，浙江嘉兴  314001
通信作者：黄劼，Email：15888367897@139.com

【摘要】 目的  分析奥密克戎（Omicron）变异株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为后续

临床治疗提供实践数据和经验。方法  2021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2 年 1 月 28 日嘉兴市第一医院收治了 5 例奥

密克戎变异株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总结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住院时间、疫苗接种情况、临床

症状、实验室检查指标〔白细胞计数（WBC）、淋巴细胞计数（LYM）、嗜酸粒细胞计数（EOS）、超敏 C- 反应蛋白

（hs-CRP）、新冠病毒抗体免疫球蛋白（IgG 和 IgM）〕、胸部 CT 表现、治疗经过及疾病转归情况等。结果  5 例

奥密克戎变异株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均为男性，年龄 24～37 岁。其中 4 例接种过新冠疫苗的患者（1 例接种第 

3 针加强针，3 例仅接种前 2 针疫苗）胸部 CT 检查均未见感染灶；实验室检查显示 WBC、LYM、EOS 和 hs-CRP

水平均为正常，仅表现为轻度上呼吸道感染症状。1 例未接种过新冠疫苗的患者胸部 CT 检查可见病毒性肺炎

征象；实验室检查显示 WBC、hs-CRP 水平升高，提示细菌感染；患者发热及咳嗽、咳痰等呼吸道症状明显，且

治疗时间长。5 例患者均在常规西药抗病毒治疗基础上加用中药连花清瘟颗粒和白虎银翘汤，治疗效果明显。

结论  接种新冠疫苗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临床症状更轻，胸部 CT 表现不明显，患者恢复较快；

中药连花清瘟颗粒和白虎银翘汤对此类患者治疗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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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patients with novel coronavirus Omicron variant of concern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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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novel  coronavirus Omicron  variant 
of  concern  infection,  and  to  provide  practical  data  and  experience  for  subsequent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the clinical data of 5 cases with novel coronavirus Omicron variant of concern 
infection  treated  in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axing  from December  18,  2021  to  January  28,  2022. The patients'  clinical 
data  were  recorded,  including  gender,  ag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vaccination  status,  clinical  symptoms,  laboratory 
indicators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lymphocyte count (LYM), eosinophil count (EOS), hyper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novel coronavirus antibody  immunoglobulin  (IgG and IgM)], chest CT,  treatment course and disease 
outcome.  Results  All  5  patients  were  male,  aged  24-37  years  old.  Four  patients  were  vaccinated  with  novel 
coronavirus  vaccine  (one patient  received 3 doses  of  the  vaccine  and 3 patients  received  only  the  first  2 doses  of  the 
vaccine), and no  infection was  found  in chest CT. Laboratory examination showed  that WBC, LYM, EOS and hs-CRP 
levels were normal, and only showed mild symptoms of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One patient was not vaccinated 
with novel coronavirus vaccine, and signs of viral pneumonia could be seen in chest CT, laboratory examination showed 
that WBC and hs-CRP levels  increased, suggesting that bacterial  infection,  fever, cough, sputum and other respiratory 
symptoms  were  obvious,  and  the  treatment  time  was  long.  All  5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hinese  medicine  Lotus 
antipyretic  and  Baihu  Yinqiao  decoction  based  on  routine  antiviral  therapy.  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novel 
coronavirus  Omicron  variant  of  concern  infection  vaccinated  with  the  novel  coronavirus  vaccine  have milder  clinical 
symptoms,  with  less  obvious  chest  CT  findings  and  faster  recovery.  Chinese  medicine  Lotus  antipyretic  and  Baihu 
Yinqiao decoction has obvious therapeutic effect on such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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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是一种由 β

属 RNA 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染

性强，在人群中传播速度快［1］。目前已发现 5 种

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变异株，分别为阿尔法

（Alpha，B.1.1.7）、贝塔（Beta，B.1.351）、伽玛（Gamma，

P.1）、德尔塔（Delta，B.1.617.2）和奥密克戎（Omicron，

B.1.1.529）变异株。研究提示，奥密克戎变异株突变

位点和德尔塔及阿尔法变异株突变位点存在多处重

合，使得奥密克戎变异株所致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

传染性增强，且具有逃避感染、阻断抗体的能力［2］。

本研究对嘉兴市第一医院收治的 5 例奥密克戎变异

株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分析总结，旨

在从中获取治疗经验，为临床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择：2021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2 年 

1 月 28 日嘉兴市第一医院收治的 5 例输入性奥

密克戎变异株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均为男性，年龄

24～37 岁。

1.2  资料收集方法：研究人员自行设计患者调查

表，内容包括入院时间、性别、年龄、流行病学史、

疫苗接种情况、临床表现、白细胞计数（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淋巴细胞计数（lymphocyte count，

LYM）、嗜酸粒细胞计数（eosinophil count，EOS）、超

敏 C- 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新冠病毒抗体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s， 

IgG、IgM）、胸部 CT 表现和治疗情况，从医院数字

化病例库中逐一查阅上述 5 例患者的病例资料，

对应调查表信息进行资料采集。将数据录入 Excel 

2019，对上述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及汇总。本研究

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审批号：LS2022-KY-034）。

1.3  病例介绍

1.3.1  病例 1：患者男性，33 岁，已接种 3 针新冠

疫苗。患者由新加坡来我国，因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呈阳性，于 2021 年 12 月 18 日收入本院住院治

疗。病程中患者偶有咳嗽及咽部不适，无畏寒、发

热、咯血、腹泻等其他症状。实验室检查：WBC 

5.72×109/L，LYM 2.2×109/L，EOS 0.09×109/L， 

hs-CRP 1.05 mg/L，新冠病毒抗体 IgG 阳性、IgM 阴

性；胸部 CT 未见感染征象。入院后予阿比多尔、连

花清瘟颗粒冲服抗病毒以及白虎银翘汤等对症治疗

后患者症状好转，连续 3 d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阴

性，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出院。

1.3.2  病例 2：患者男性，37 岁，已接种 2 针新冠

疫苗。患者由乌干达坎帕拉来我国，因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呈阳性，于 2021 年 12 月 18 日收入本院住

院治疗。住院期间患者咳黄白色泡沫样痰，痰中

带血丝，病程中伴有发热，体温最高达 38.5 ℃，咽

部不适，无鼻塞、流涕、呼吸困难等其他症状。实 

验室检查：WBC 5.75×109/L，LYM 1.6×109/L，EOS 

0.05×109/L，hs-CRP 1.71 mg/L，新冠病毒抗体 IgG

阳性、IgM 阴性；胸部 CT 未见感染征象。给予阿比

多尔、人干扰素、连花清瘟颗粒抗病毒及白虎银翘

汤、酚麻美敏片等对症治疗，患者无发热、咳嗽，偶

有咽部不适，连续 3 d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阴性，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出院。

1.3.3  病例 3：患者男性，24 岁，已接种 2 针新冠疫

苗。患者由坦桑尼亚来我国，因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呈阳性，于 2021 年 12 月 19 日收入本院住院治疗。

住院期间患者偶有咳白痰，痰中带血丝，伴咽干，病

程中伴有腹泻及左下肢酸胀。实验室检查：WBC 

6.13×109/L，LYM 1.1×109/L，EOS 0.15×109/L， 

hs-CRP 0.48 mg/L，新冠病毒抗体 IgG 阳性、IgM 阴

性；胸部 CT 未见感染征象。经阿比多尔、连花清瘟

颗粒抗病毒及白虎银翘汤对症治疗后，患者症状好

转，无明显不适，连续3 d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阴性，

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出院。

1.3.4  病例 4：患者男性，30 岁，已接种 2 针新冠

疫苗。患者由坦桑尼亚来我国，因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呈阳性，于 2021 年 12 月 18 日收入本院住院治

疗。住院期间患者感咽部不适，病程中伴有腹泻及

味觉和嗅觉减退，无其他明显的呼吸系统症状。实

验室检查：WBC 5.75×109/L，LYM 1.6×109/L，EOS 

0.05×109/L，hs-CRP 1.71 mg/L，新冠病毒抗体 IgG

阳性、IgM 阴性；胸部 CT 未见感染征象。经阿比

多尔、连花清瘟颗粒抗病毒及白虎银翘汤等对症治

疗，患者无明显不适，连续 3 d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

阴性，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出院。

1.3.5  病例 5（图 1；表 1）：患者男性，27 岁，未接

种新冠疫苗。患者由尼日利亚来我国，因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呈阳性，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收入本院

住院治疗。入院时患者无明显不适，胸部 CT 未见

感染征象，实验室检查无异常，新冠病毒抗体 IgG 和

IgM 均为阴性，给予阿比多尔、连花清瘟颗粒抗病毒

及白虎银翘汤对症治疗。2021 年 12 月 24 日患者

口腔温度达 38.9 ℃，并感头晕、咽干，当日胸部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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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病毒性肺炎，诊断为新冠肺炎；hs-CRP 水平升

高，提示细菌感染，故予甲泼尼龙口服抗炎、左氧氟

沙星抗菌及护胃治疗。2021 年 12 月 28 日患者仍

有间断发热，伴有咳嗽、咳痰，且痰中带血丝，胸部

CT 提示肺部炎症有进展，hs-CRP 水平较前明显升

高，提示病情加重，故改用甲泼尼龙静脉滴注抗炎，

并给予护胃、吸氧等对症治疗。2022 年 1 月 1 日，

患者体温连续 4 d 在正常范围内，复查胸部 CT 提

示炎症较前吸收，故自当日起激素逐渐减量，后改

为口服。2022 年 1 月 7 日，患者 hs-CRP 水平下降

至正常范围，WBC 水平较前稍有升高（略高于正常

范围），患者无明显咳嗽、痰中无明显血丝。2022 年 

1 月 8 日胸部 CT 提示病灶较前有所吸收，停止口服

左氧氟沙星。2022 年 1 月 10 日停止口服激素，继

续给予阿比多尔抗病毒及白虎银翘汤对症治疗，患

者无明显呼吸道症状。2022 年 1 月 25 日复查胸部

CT提示，双肺病毒性肺炎已吸收。患者无明显不适，

连续 4 d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阴性，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出院。

2 讨 论 

  5例奥密克戎变异株新冠病

毒感染患者均为境外输入者，年龄

24～37 岁，均为男性且无其他基础

疾病，其中有 4 例患者接种过新冠

疫苗，1 例患者未接种。在接种新

冠疫苗的 4 例患者中，血常规指标

均未见明显异常，且胸部 CT 未见

感染征象；患者刚入院时无明显不

适，在病程中有 3 例患者感咽部不

适伴咳嗽、咳痰，2 例患者有腹泻，

1 例患者有发热，经抗病毒治疗，该

4 例患者症状均较快缓解。未接种

新冠疫苗的患者刚入院时胸部 CT

未见感染征象，但发热、咳嗽、咳痰

及痰中带血等临床症状明显，病程中胸部 CT 提示

病毒性肺炎逐渐进展，血常规提示继发细菌感染，针

对性给予抗菌药物、抗病毒治疗及糖皮质激素治疗

后，患者病情明显好转，症状缓解，复查胸部CT提示

炎症病灶明显吸收。该例未接种疫苗的患者在住院

期间呼吸道症状明显，有发热、咳嗽、咯血等症状，

胸部 CT 提示病毒性肺炎，故诊断为新冠肺炎。起初

为减少医护人员与患者的接触，给予患者口服激素

治疗；4 d 后患者症状加重，仍有发热，胸部 CT 提示

炎症进展，故改用激素静脉滴注治疗；之后患者症

状好转，激素缓慢减量后改口服治疗。在上述 5 例 

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均给予白虎银翘汤治疗（本院治

疗新冠病毒感染的研究成果），且疗效明显。白虎银

翘汤通过疏风解表、清热解毒，可提高患者免疫力，

对患者康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新冠肺炎患者为轻

症，临床表现不典型，多表现为发热、咳嗽、乏力等，

与流感症状类似，需要与之鉴别。有研究表明，淋

巴细胞比例、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红细胞分

布宽度标准差、红细胞分布宽度、中性粒细胞 / 淋

巴细胞比值、单核细胞 / 淋巴细胞比值、血小板 / 淋

巴细胞比值在新冠肺炎患者与流感患者中存在明

显差异，因此可通过上述血常规指标对疾病进行鉴

别［3］。由于新冠肺炎患者机体免疫力不同，故病

情严重程度不一，有学者发现 hs-CRP 水平与新冠

肺炎严重程度有关，可以较好地预测重型或危重型

新冠肺炎［4］。现已有 5 种新冠病毒变异株，其中

B.1.1.529 是最新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2021 年

图 1  1 例 27 岁未接种新冠疫苗的男性输入性奥密克戎变异株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胸
部 CT 影像学表现　2021 年 12 月 20 日（A）胸部 CT 可见双肺纹理无特殊表现，未见明
显异常密度灶；12 月 24 日（B）胸部 CT 可见双肺斑片状模糊影，考虑双侧病毒性肺炎；
12 月 28 日（C）胸部 CT 可见双肺斑片状模糊影，考虑双侧病毒性肺炎，较之前（2021 年
12 月 24 日）进展；2022 年 1 月 1 日（D）胸部 CT 可见双肺斑片状磨玻璃高密度影及条
索状高密度影，考虑双侧病毒性肺炎，较之前（2021 年 12 月 28 日）病灶有所吸收；1 月
8 日（E）胸部 CT 可见双肺斑片状磨玻璃高密度影及条索状高密度影，密度较前变淡，双
肺病毒性肺炎较之前（2022 年 1 月 1 日）明显好转；1 月 25 日（F）胸部 CT 可见双肺纹
理无特殊表现，未见明显异常密度灶，双肺病毒性肺炎已吸收

表 1 1 例 27 岁未接种新冠疫苗的男性输入性奥密克戎 
变异株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住院期间实验室检查指标变化情况

检测时间
WBC

（×109/L）

LYM

（×109/L）

EOS

（×109/L）

hs-CRP

（mg/L）

2021 年 12 月 20 日入院   5.80 0.9 0.01 7.44

2021 年 12 月 24 日   4.16 0.9 0.17 25.33

2021 年 12 月 28 日   7.98 1.0 0.04 67.33
2022 年 1 月 7 日 10.41 2.4 0.04 ＜0.50

注：WBC 为白细胞计数，LYM 为淋巴细胞计数，EOS 为嗜酸粒

细胞计数，hs-CRP 为超敏 C- 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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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于南非首次报告，2021 年 11 月 26 日世

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演化技术咨询小组根据评估

结果将该变异株命名为“Omicron”，并列入值得关

注的变种（variant of concern，VOC）。随着各种节日

的到来，人群流动增加。而奥密克戎变异株具有较

高的疫苗耐受性，能逃避之前感染或接种疫苗产生

的免疫力，因此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患者有增多

迹象。目前的数据表明，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患

者表现为轻度症状，主要包括疲倦、肌肉痛、头痛和

干咳，但尚无患者报告嗅觉或味觉丧失、呼吸困难

等明显症状［5］。有研究表明，贝塔和德尔塔突变株

增加了人群初发感染的风险，但未增加重复感染的

风险，即机体初发感染后形成的免疫力对重复感染

有效，尤其是重症患者接种疫苗后能有效避免死亡 

等［6］。然而奥密克戎突变株与之相反，并未增加人

群初发感染的风险，但是增加了重复感染的风险［7］。 

本研究提示，未接种疫苗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患

者的临床症状较接种疫苗患者更严重，且住院时间

更长。结合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特点，在疫情防控方

面，应该加快推进应对新变异株的疫苗研发和疫苗

接种、加强对境外人员的筛查、做好日常的疫情管

控，从而更好地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

感人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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