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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红细胞分布宽度评估德尔塔变异株新冠病毒 
感染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价值
申存毅  邸莹  王文静  李希  薛玉龙  金玉峰  刘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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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红细胞分布宽度（RDW）在评估德尔塔变异株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病

情严重程度中的价值。方法  纳入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队在新冠肺

炎定点医院收治的 28 例德尔塔变异株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普通型 23 例、重型 4 例、危重型 1 例），收集患者临

床资料，并通过相关性分析筛选出影响动脉血氧分压（PaO2）和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的血液检查关键

指标；按照红细胞分布宽度标准差（RDW-SD）中位值 42.5 fL，将 28 例患者分为低 RDW-SD 组（≤42.5 fL，16 例） 

和高 RDW-SD 组（＞42.5 fL，12 例），比较两组免疫相关指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评价

RDW-SD 对新冠肺炎患者严重程度的预测价值。结果  相关性分析显示，在患者入院第 1 天实验室检查指标

中，RDW-SD 是唯一与 PaO2 和 PaCO2 均相关的指标，并且与 PaO2 呈负相关（r＝-0.379，P＝0.047），与 PaCO2 呈

正相关（r＝0.509，P＝0.006）。进一步分析不同临床特征对 RDW-SD 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临床特征组

之间 RDW-SD 数值（包括男性 / 女性、年龄≥65 岁 /＜65 岁、有 / 无高血压史、有 / 无糖尿病史、有 / 无吸烟史、

有 / 无高热、有 / 无发热时间持续 3 d、有 / 无呼吸系统症状、有 / 无消化系统症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 

RDW-SD 指标相对稳定，不受患者基线水平影响。低 RDW-SD 组 CD19 B 细胞比例明显高于高 RDW-SD 组

（23.01±3.01 比 15.34±5.34，P＜0.05），免疫球蛋白 G（IgG）水平明显低于高 RDW-SD 组（g/L：11.43±3.20 比

15.42±1.54，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RDW-SD评估新冠肺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ROC曲线下面积（AUC）

为 0.83〔95% 可信区间（95%CI）为 0.59～1.06〕，接近社区获得性肺炎常用评分标准预测病毒性肺炎死亡风险

预测模型评分（MuL BSTA；AUC＝0.82，95%CI 为 0.51～1.12），并优于英国胸科协会改良肺炎评分（CURB-65；

AUC＝0.70，95%CI 为 0.50～0.91）。结论  RDW-SD 对于评估德尔塔变异株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病情严重程

度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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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RDW)  in  evaluating  the 
severity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novel coronavirus Delta variant.  Methods  A total of 28 patients infected with novel 
coronavirus  Delta  variant  in  designated  hospital  treated  b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medical team from December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enrolled (23 cases of common type, 4 severe and 1 critical cases). 
The detailed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was collected. Then,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blood 
examination indexes which affected the 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PaO2) and 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  (PaCO2). According  to  the median standard deviation of  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RDW-SD, 42.5  fL), 
28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low RDW-SD group (≤ 42.5 fL, 16 cases) and high RDW-SD group (> 42.5 fL, 12 cases),  
and  the  immune  related  index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was 
drawn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RDW-SD on the severity of illness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Results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RDW-SD was  the  only  index  related  to  PaO2  and  PaCO2  on  the  first  day 
of  admission,  which was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PaO2  (r  =  -0.379, P =  0.047)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aCO2  
(r = 0.509, P = 0.006). The  results  of  effects  of different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n RDW-SD  level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DW-SD between groups with different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male/female, ≥ 65 years old/< 65 years old, having/without hypertension, having/without diabetes, smoking/not smoking, 
having/without  hyperpyrexia,  with/without  fever  for  3  days,  with/without  respiratory  symptoms,  with/without  digestive 
symptoms).  It  was  suggested  that  RDW-SD  be  relatively  stable  and  not  affected  by  the  patient's  baseline  level.  The 
percentage of B cells in low RDW-SD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high RDW-SD group (23.01±3.01 vs. 15.34±5.34, 
P  <  0.05),  immunoglobulin  G  (IgG)  level  in  low  RDW-SD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high  RDW-SD  group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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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变异株（如德尔塔和

奥密克戎等）因具有更强的感染性，对我国的疫情

防控已构成严峻的挑战。西安市新冠肺炎定点医院

截至 2022 年 1 月 26 日已累计收治德尔塔变异株新

冠病毒感染确诊患者 1 018 例，其中重型及危重型 

22例，重症率约2.16%。已有多项研究和指南均明确

提示，早期识别筛选可能的重症患者，并进行提前干 

预，对降低重症率、挽救患者生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血细胞检测常规参数红细胞分布宽度（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RDW）是反映缺氧的有效指

标，其衍生指标包括RDW变异系数（RDW coefficient  

of variability，RDW-CV）和RDW标准差（RDW standard  

deviation，RDW-SD），其中，RDW-CV 是指红细胞体

积大小的变异系数，而 RDW-SD 是指红细胞体积

大小的标准差，两者均反映红细胞体积变异情况。

既往研究中，RDW-CV 和 RDW-SD 均被报道与多

种肺炎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有关［1-2］，但在这些研究

中，无论是 RDW-CV 还是 RDW-SD，均被笼统称为 

RDW。例如，2020 年发表在 Ann Transl Med 上的

文章（该研究基于武汉新冠队列，共纳入 98 例患

者，PMID：33178762）指出，RDW-SD 用于预测新冠

肺炎患者预后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AUC）为 

0.870，略优于 RDW-CV（AUC＝0.864）［3］。但是在

该文章结论中，作者描述为“RDW was found to be a 

prognostic predictor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COVID-19”，

并未特指是 RDW-SD。无独有偶，最近两篇分别基

于波兰队列（PMID：35207281）［4］和伊朗队列（PMID：

34254030）［5］的研究也证明 RDW-SD 在预测新冠

肺炎患者预后方面具有临床价值。在我们前期的

研究中，通过筛选与动脉血氧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PaO2）和二氧化碳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PaCO2）相关的实

验室检查指标时发现，RDW-SD（而不是 RDW-CV）

与 PaO2 和 PaCO2 两者均存在显著相关性。考虑到

低氧血症和 CO2 蓄积是新冠肺炎患者疾病转归不 

良的重要特征。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选择

了 RDW-SD 作为预测新冠肺炎患者预后的标志

物。尽管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表明 RDW-SD 如何反

映新冠肺炎患者的低氧血症。但是最近一篇基于猪

的支原体肺炎模型的研究表明（PMID：32717077）， 

RDW-SD 与猪的支原体感染程度、低氧血症以及

全身免疫状态密切相关［6］。同时，一篇关于妊娠

妇女缺铁性贫血的研究也指出，RDW-SD（而不是

RDW-CV）与妊娠妇女缺铁性贫血严重程度密切相

关（PMID：34761112）［7］。这也支持我们在本研究

中使用 RDW-SD 作为预测新冠肺炎患者预后的指

标。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讨在西安本土疫情背景下，

德尔塔变异株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 RDW-SD 水平

对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价值。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收集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抗疫医疗队在西安市新

冠肺炎定点医院收治的 28 例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

资料，其中男性 15 例，女性 13 例；年龄 29～85 岁，

平均（65.22±13.84）岁；所有患者发病时均存在发

热、咳嗽、乏力，且具有新冠肺炎影像学特征，咽拭

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经基因测序属于德尔塔

变异株 B.1.617.2，均符合新冠肺炎的诊断标准。

1.2  患者分型：依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八版）》中临床分型标准［8］，28 例患者中有

普通型 23 例、重型 4 例和危重型 1 例。

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过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审批号：XJTU1AF2022LSK-001），所有检测均获得

过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4  数据采集：收集患者入院第 1 天的血常规、肝

功能、肾功能、电解质、凝血功能、血气分析、炎症

指标、细胞免疫功能及体液免疫功能等共计 51 项

主要实验室检查结果。将上述结果与患者 PaO2 和

PaCO2 进行相关性分析，筛选出核心指标 RDW-SD， 

并探讨影响RDW-SD的因素。按照RDW-SD中位值

11.43±3.20 vs. 15.42±1.54, P < 0.05).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AUC) of RDW-SD in evaluating severe cases was 
0.8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was 0.59-1.06], which was close to multilobularinltration, hypo-lymphocytosis, 
bacterial coinfection, smoking history, hyper-tension and age (MuL BSTA score; AUC = 0.82, 95%CI was 0.51-1.12) and 
better than British Thoracic Society's modified pneumonia score (CURB-65 score; AUC = 0.70, 95%CI was 0.50-0.91).   
Conclusion  RDW-SD has significant evaluative effect on the severity of COVID-19 patients with Delta variants.

【Key words】  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Severity of illness
Fund program: National Key Clinical Specialty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China (2012-650)
DOI: 10.3760/cma.j.cn121430-20220214-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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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fL，将 28 例患者分为低 RDW-SD 组（≤42.5 fL， 

16 例）和高 RDW-SD 组（＞42.5 fL，12 例），比较两

组免疫相关指标。绘制各指标对新冠肺炎严重程度

分型诊断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线），计算 AUC，并与病毒

性肺炎死亡风险预测模型评分（multilobulariniltration， 

hypo-lymphocytosis，bacterial  coinfection，smoking 

history，hyper-tension and age，MuL BSTA）和英国胸

科协会改良肺炎评分（improved pneumonia score of 

British Thoracic Society，confusion， uremia， respiratory， 

blood pressure，age 65 years，CURB-65）两项现有方

法进行比较，探讨 RDW 对新冠肺炎患者病情严重

程度的评估价值。

1.5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

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相关性分

析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法，检验水准α＝0.05。

通过 Pearson 相关系数评估 RDW-SD 水平与连续变

量的相关性。绘制各指标评估新冠肺炎严重程度的 

ROC曲线，计算AUC。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PaO2 和 PaCO2 与血液检查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表 1）：将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凝血功

能、血气分析、炎症指标、细胞免疫功能及体液免疫

功能等 51 项实验室指标与 PaO2 和 PaCO2 进行相关

性分析。结果显示，与 PaO2 密切相关的指标分别为 

RDW-SD、白细胞计数（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 

中性粒细胞计数（neutrophil，NEU）、中性粒细胞 / 淋

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白蛋

白（albumin，ALB）、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

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D- 二聚体、纤

维蛋白降解产物（fibrin degradation product，FDP）、

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降钙素原

（procalcitonin，PCT）及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s，

IgG、IgM）、补体 C4 共 14 项指标（均 P＜0.05）；而与 

PaCO2密切相关指标分别为血乳酸（blood lactic acid， 

Lac）、pH 值、RDW-SD、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

BUN）、K+、Ca2+ 6 项指标（均 P＜0.05）。

  结合上述结果发现，RDW-SD 是唯一与 PaO2 和 

PaCO2 均相关的指标（图 1A～1B）。其中，RDW-SD

表 1　德尔塔变异株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入院第 1 天 PaO2 和 PaCO2 与实验室检查指标的相关性

实验室

检查指标

PaO2 PaCO2 实验室

检查指标

PaO2 PaCO2 实验室

检查指标

PaO2 PaCO2

r2 值 P 值 r2 值 P 值 r2 值 P 值 r2 值 P 值 r2 值 P 值 r2 值 P 值

血气分析 肝肾功能 细胞免疫功能
　Lac 0.000 0.956 0.873 ＜0.001 　ALT 0.015 0.539 0.009     0.638 　CD3+ T 细胞计数 0.011 0.673 0.036 0.450
　pH 值 0.007 0.660 0.865 ＜0.001 　AST 0.006 0.703 0.021     0.467 　CD3+ T 细胞比例 0.069 0.292 0.035 0.460
血常规 　ALB 0.175 0.034 0.015     0.551 　CD4+ T 细胞计数 0.001 0.881 0.021 0.571
　RBC 0.024 0.432 0.008     0.653 　TBil 0.087 0.171 0.000     0.996 　CD4+ T 细胞比例 0.001 0.896 0.032 0.479
　Hb 0.017 0.508 0.015     0.529 　BUN 0.137 0.062 0.338     0.002 　CD8+ T 细胞计数 0.056 0.343 0.041 0.422
　RDW-SD 0.143 0.047 0.259     0.006 　SCr 0.001 0.869 0.014     0.565 　CD8+ T 细胞比例 0.129 0.143 0.001 0.921
　WBC 0.300 0.003 0.001     0.904 　胆碱 0.132 0.089 0.010     0.657 　CD4/CD8 比值 0.003 0.840 0.002 0.857
　NEU 计数 0.317 0.002 0.003     0.773 　CK 0.215 0.019 0.027     0.430 　CD19+ B 细胞计数 0.001 0.895 0.082 0.249
　NEU% 0.129 0.061 0.038     0.318 　LDH 0.129 0.078 0.047     0.299 　CD19+ B 细胞比例 0.000 0.937 0.168 0.092
　LYM 计数 0.002 0.804 0.031     0.371 电解质 　CD16+56+ NK 细胞计数 0.007 0.745 0.003 0.822
　LYM% 0.075 0.159 0.040     0.309 　K+ 0.001 0.901 0.169     0.037 　CD16+56+ NK 细胞比例 0.043 0.411 0.216 0.052
　NLR 0.157 0.037 0.012     0.584 　Na+ 0.002 0.847 0.139     0.061 体液免疫功能
　PLT 0.022 0.455 0.002     0.831 　Cl- 0.092 0.132 0.088     0.141 　IgG 0.475 0.001 0.138 0.117
凝血功能 　Ca2+ 0.008 0.657 0.560 ＜0.001 　IgM 0.277 0.021 0.001 0.878
　PT 0.374 0.001 0.070     0.201 炎症指标 　IgA 0.182 0.069 0.073 0.265
　INR 0.005 0.725 0.002     0.821 　CRP 0.860 0.008 0.110     0.521 　IgE 0.049 0.364 0.089 0.214
　APTT 0.036 0.367 0.017     0.540 　ESR 0.082 0.207 0.051     0.324 　补体 C3 0.003 0.817 0.004 0.808
　FIB 0.015 0.557 0.128     0.079 　PCT 0.329 0.007 0.053     0.316 　补体 C4 0.342 0.009 0.000 0.975
　D- 二聚体 0.231 0.015 0.015     0.565
　FDP 0.346 0.002 0.001     0.909

注：PaO2 为动脉血氧分压，PaCO2 为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Lac 为血乳酸，RBC 为红细胞计数，Hb 为血红蛋白，RDW-SD 为红细胞分布宽度 

标准差，WBC 为白细胞计数，NEU 为中性粒细胞计数，NEU% 为中性粒细胞比例，LYM 为淋巴细胞计数，LYM% 为淋巴细胞比例，NLR 为中

性粒细胞 / 淋巴细胞比值，PLT 为血小板计数，PT 为凝血酶原时间，INR 为国际标准化比值，APTT 为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FIB 为纤维蛋

白原，FDP 为纤维蛋白降解产物，ALT 为丙氨酸转氨酶，AST 为天冬氨酸转氨酶，ALB 为白蛋白，TBil 为总胆红素，BUN 为血尿素氮，SCr 为

血肌酐，CK 为肌酸激酶，LDH 为乳酸脱氢酶，CRP 为 C- 反应蛋白，ESR 为红细胞沉降率，PCT 为降钙素原，NK 细胞为自然杀伤细胞，Ig 为免

疫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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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PaO2 呈负相关（r＝-0.379，P＝0.047；图 1C），与

PaCO2 呈正相关（r＝0.509，P＝0.006；图 1D）。

表 3　低 RDW-SD 组与高 RDW-SD 组德尔塔变异株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入院第 1 天免疫指标比较（x±s）

免疫指标
低 RDW-SD 组

（n＝16）
高 RDW-SD 组

（n＝12）
P 值 免疫指标

低 RDW-SD 组
（n＝16）

高 RDW-SD 组
（n＝12）

P 值

淋巴细胞 血细胞分类
　CD3+ T 细胞计数（个 /μL） 424.77±24.77 385.80±85.80 0.733 　WBC 计数（×109/L）   7.93±  3.28   8.48±  3.95 0.685
　CD3+ T 细胞比例   58.95±  8.95   61.95±12.37 0.594 　NEU 计数（×109/L）   6.44±  3.15   6.91±  4.06 0.737
　CD4+ T 细胞计数（个 /μL） 277.15±77.15 254.40±54.40 0.790 　NEU% 75.19±19.64 80.42±  8.71 0.441
　CD4+ T 细胞比例   38.91±  8.91   37.31±14.73 0.827 　LYM 计数（×109/L）   1.06±  0.60   0.95±  0.51 0.615
　CD8+ T 细胞计数（个 /μL） 139.46±39.46 116.80±16.80 0.620 　LYM% 17.14±14.41 12.65±  6.08 0.368
　CD8+ T 细胞比例   19.18±  6.48   23.51±16.39 0.594 　NLR   8.90±  6.01 13.79±17.52 0.412
　CD4/CD8 比值     2.28±  0.98     2.81±  2.68 0.689 体液免疫（g/L）
　CD19+ B 细胞计数（个 /μL） 159.46±59.46   98.80±51.84 0.172 　IgG 11.43±  3.20 15.42±  1.54 0.011
　CD19+ B 细胞比例   23.01±  3.01   15.34±  5.34 0.033 　IgM   0.69±  0.29   0.98±  0.42 0.092
　CD16+56+ NK 细胞计数（个 /μL） 103.46±  3.46 116.80±16.80 0.740 　IgA   3.09±  2.60   5.39±  3.10 0.110
　CD16+56+ NK 细胞比例   15.42±  5.42   19.99±  9.99 0.406 　补体 C3   1.06±  0.23   1.01±  0.24 0.641

　补体 C4   0.28±  0.08   0.25±  0.10 0.464

注：RDW-SD 为红细胞分布宽度标准差，NK 细胞为自然杀伤细胞，WBC 为白细胞计数，NEU 为中性粒细胞计数，NEU% 为中性粒细胞

比例，LYM 为淋巴细胞计数，LYM% 为淋巴细胞比例，NLR 为中性粒细胞 / 淋巴细胞比值，Ig 为免疫球蛋白

表 2　不同临床特征德尔塔变异株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入院第 1 天 RDW-SD 比较（x±s）

临床变量 RDW-SD P 值 临床变量 RDW-SD P 值 临床变量 RDW-SD P 值

性别 糖尿病史 发热持续时间
　男性 42.56±4.54

0.995
　有 39.43±4.60

0.204
　≥3 d 43.72±6.04

0.335
　女性 42.55±2.55 　无 43.62±3.62 　＜3 d 41.91±3.74
年龄 吸烟史 呼吸系统症状
　≥65 岁 43.44±3.44

0.257
　有 43.29±3.29

0.642
　有 42.95±4.74

0.525
　＜65 岁 41.38±1.38 　无 42.31±2.31 　无 41.72±4.67
高血压史 发热 消化系统症状
　有 41.25±1.25

0.627
　＜39.0 ℃ 41.64±3.04

0.411
　有 46.47±4.29

0.127
　无 42.90±2.95 　≥39.0 ℃ 43.15±5.48 　无 42.09±4.56

注：RDW-SD 为红细胞分布宽度标准差

2.2  不同临床特征对 RDW-SD 数值的影响（表 2）：

为了进一步探讨影响 RDW-SD 的因素，分析患者

的不同临床特征对 RDW-SD 水平的影响。纳入的

临床特征共计 9 项，分别为性别、年龄、高血压史、

糖尿病史、吸烟史、高热、发热持续时间、呼吸系统

症状和消化系统症状等。结果显示，不同临床特征

分组之间 RDW-SD 数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提示 RDW-SD 指标相对稳定，并不

受患者基线水平的影响。

2.3  低 RDW-SD 组和高 RDW-SD 组免疫相关指标

比较（表 3）：比较两组免疫相关指标，结果显示，低

RDW-SD 组 CD19+ B 细胞比例明显高于高 RDW-SD 

组，IgG 水平明显低于高 RDW-SD 组（均 P＜0.05）。

两组其他的免疫学指标，包括 WBC、NEU、中性粒 

细胞比例（neutrophil ratio，NEU%）、淋巴细胞计数

（lymphocyte，LYM）、淋巴细胞比例（lymphocyte ratio，

LYM%）、NLR、CD3+ T 细胞计数、CD3+ T 细胞比例、

CD4+ T 细胞计数、CD4+ T 细胞比例、CD8+ T 细胞计

数、CD8+ T 细胞比例、CD4/CD8 比值、CD19+ B 细

胞计数、CD16+56+ 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

注：PaO2 为动脉血氧分压，PaCO2 为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RDW-SD 为红细胞分布宽度标准差；1 mmHg≈0.133 kPa

图 1  德尔塔变异株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入院第 1 天 
PaO2 和 PaCO2 与实验室检查指标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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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 细胞）计数、CD16+56+ NK 细胞比例、IgM、IgA、

补体 C3、补体 C4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

2.4  各指标评估新冠肺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

ROC 曲线分析（图 2）：由于 RDW-SD 可以间接反

映 PaO2 和 PaCO2 水平，且与炎症指标密切相关，推

测 RDW-SD 可以作为新冠肺炎患者预后转归的标

志物。绘制各指标对新冠肺炎严重程度分型诊断的

ROC 曲线，计算 AUC，并与 MuL BSTA 和 CURB-65 

两项现有方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RDW-SD 评估

新冠肺炎病情严重程度的AUC为0.83 〔95%可信区

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为 0.59～1.06〕， 

接近 MuL BSTA（AUC＝0.82，95%CI 为 0.51～1.12），

并优于CURB-65（AUC＝0.70，95%CI为0.50～0.91）。

氧加剧了组织缺氧，触发强烈的炎症风暴，进一步造

成多器官损害。基于此，本研究将临床常用检验指

标与血气分析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进而筛选出可

用于评估病情严重程度的指标，结果显示，血常规指

标 RDW-SD 与患者 PaO2 和 PaCO2 密切相关，且较

少受患者个体差异的影响，可用于评估新冠肺炎患

者疾病严重程度。

  研究显示，RDW 与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CAP）密切相关，如 Lee 等［2］发

现 CAP 住院患者的 RDW 变化与 30 d 病死率相关；

Braun等［13］发现，入院时RDW水平升高与成人CAP

患者的病死率和严重程度显著升高有关；Gorelik 

等［14］发现，在成人 CAP 患者住院期间，RDW 变化

及高 RDW 值是病死率的有力预测指标，随时间变

化的 RDW 变化预示预后不良以及短期和长期病死

率的增加。最近有研究提示，RDW 也可能与新冠肺

炎患者严重程度相关，如 Hornick 等［15］报道，重症

新冠肺炎患者的 RDW 比轻症患者更高，而 RDW 每

增加 1%，病死率就会增加 39%；Zinellu 等［16］发现，

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的 RDW 显著升高，且 RDW 升

高幅度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且新冠肺炎死亡患者

的 RDW 较幸存者升高显著。本研究表明，新冠肺

炎患者入院时RDW-SD与PaO2 和 PaCO2 密切相关，

而后两者都与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本研究结

果进一步显示，RDW-SD 在评估新冠肺炎重症率方

面优于 CAP 常用评分标准 MuL BSTA 和 CURB-65。

以上结果均提示 RDW 水平可以用来评估新冠肺炎

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

  RDW 用于评估新冠肺炎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

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认为，RDW 显示外周血中红

细胞体积的异质性，RDW 越高，红细胞体积的异质

性越显著，意味着红细胞破坏率增加、生成功能障

碍和（或）寿命缩短［17］。研究表明，RDW 升高与

多种疾病有关，尤其是非特异性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18］，其机制可能是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循环红细胞

膜中脂质和蛋白质的结构变化［19］，或骨髓损伤［20］。

也有研究表明，在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中常见因血管

内凝血障碍而形成的微血栓和大血栓，也可能导致

红细胞损伤，造成形态学异常［21］。另外，在感染症

状加重前，体内氧化应激水平显著升高，氧自由基释

放增多，以及循环营养不足均可能引起红细胞膜不

稳定性增加，导致 RDW 升高［22］。

  本研究尚存一定的局限性，主要在于样本量较

注：RDW-SD 为红细胞分布宽度标准差，MuL BSTA 为病毒性肺炎
死亡风险预测模型评分，CURB-65 为英国胸科协会改良肺炎评分，

ROC 曲线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AUC 为 ROC 曲线下面积， 
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图 2  RDW-SD、MuL BSTA 和 CURB-65 评估德尔塔变异株 
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 ROC 曲线

－ 

3 讨 论 

  德尔塔变异毒株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极快，从有

效的暴露、感染到出现临床症状和代际传播的间隔

均较前加快。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判断患者病毒载

量的 Ct 值较之前毒株感染后低，表明体内病毒载量

大，核酸转阴所需要的时间延长。这就迫切需要一

种可以更加准确评估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指标和方

法。目前已明确，新冠肺炎的主要病理性改变是大

量肺泡塌陷引起肺容积减少、肺顺应性下降及肺通

气血流比例失调引起低氧血症［9-10］，多为沉默性、进

行性劳力性呼吸困难，因此患者的脉搏血氧饱和度

（pulse blood oxygen saturation，SpO2）迅速下降［11］，是

新冠肺炎患者向重型转变的可靠指标［12］。严重低



·  480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22 年 5 月第 34 卷第 5 期  Chin Crit Care Med，May   2022，Vol.34，No.5

少，且为单中心研究，可能导致结果存在一定偏差。

后期可进行多中心大样本量研究，对新冠肺炎患者

实验室常见指标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为临床提供

更加有效的参考。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病情变化较快，实验室指标

的变化较影像学反应更加灵敏。本研究结果显示，

RDW 可作为评估新冠肺炎病情变化及严重程度的

有力指标。RDW 是血常规分析中广泛应用的参数，

具有简便性和廉价性等优点，可用于快速检测和基

层医院推广使用。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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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新闻速递·

重症患者 ICU 住院期间的腹泻发生情况调查 
—— 一项多中心队列研究

  最近，有学者进行了一项多中心队列研究，旨在了解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患者出现腹泻的发生率、影响

因素预测和结局。研究对象为 12 个 ICU 连续 10 周内住院的成人重症患者（ICU 时间＞24 h）。主要观察指标包括腹泻发生

率、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clostridium difficile associated diarrhea，CDAD）发生率、腹泻患者的 ICU 住院时间和总住院时间及住

院病死率。结果显示，共有 1 109 例患者纳入研究分析，平均年龄（61.4±17.5）岁；其中 981 例（88.5%）为内科患者，645 例

（58.2%）接受机械通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的腹泻定义，腹泻发生率为 73.8%〔95% 可信

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为71.1～76.6〕。在接受CDAD 检测的 99例腹泻患者中，23例（2.2%）检测呈阳性（95%CI
为1.5～3.4）。影响腹泻的独立预测因素包括肠内营养〔相对风险比（relative risk，RR）为1.23，95%CI 为1.16～1.31， P＜0.001〕、

抗菌药物使用天数（RR 为 1.02，95%CI 为 1.02～1.03， P＜0.001）和使用栓剂（RR 为 1.14，95%CI 为 1.06～1.22，P＜0.001）。

阿片类药物可降低腹泻的风险（RR 为 0.76， 95%CI 为 0.68～0.86，P＜0.001）。腹泻的发生会导致治疗方案的调整（改变肠内

营养或药物：RR 为 10.25，95%CI 为 5.14～20.45，P＜0.001；粪便管理装置或 CDAD 测试：RR 为 6.16，95%CI 为 3.4～11.17，

P＜0.001）。腹泻会延长患者的 ICU 住院时间和总住院时间，但不会增加患者的住院病死率。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ICU 患

者出现腹泻很常见，腹泻会延长患者的 ICU 住院时间和总住院时间，但不会增加患者的住院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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