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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咽拭子核酸持续阳性的无症状和轻型感染

患者的临床特点及肛拭子核酸检测结果，为疫情防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收集 2022 年 5 月 1 日至 24 日在上

海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管理病区收治的 93 例入组前咽拭子核酸持续阳性的新冠病

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的资料，对其性别、年龄、基础疾病、疫苗接种、临床症状、病毒感染与肛门采样间隔

时间、住院时间、咽拭子和肛拭子核酸检测结果及转阴时间进行分析。结果  共纳入 93 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

变异株感染者，其中男性 30 例（32.3%），女性 63 例（67.7%）；年龄 8～72 岁，平均（46.0±16.0）岁；完成 2～3 剂 

疫苗接种者 65 例（69.9%），接种 1 剂疫苗和未接种者分别为 2 例（2.1%）和 26 例（28.0%）；存在基础疾病者 

20 例（21.5%），其中高血压〔13 例（14.0%）〕及 2 型糖尿病〔6 例（6.5%）〕最常见。无症状感染者 24 例（25.8%）；

轻型感染者 69 例（74.2%），以咳嗽〔50 例（53.8%）〕和咽痛〔28 例（30.1%）〕等呼吸道症状为主，仅 6 例（6.5%）

出现消化道症状（5 例为单纯腹泻，1 例为腹泻伴呕吐）。在病毒感染第 8～16 天〔平均（11.55±2.27）d〕同期

采集咽拭子和肛拭子，咽拭子核酸阳性者 79 例（85.0%），肛拭子核酸阳性者 5 例（5.4%）。所有患者咽拭子核酸

转阴时间为（14.7±2.9）d，肛拭子阳性患者的咽拭子核酸转阴时间为（14.2±1.9）d；所有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

为（16.7±2.9）d。结论  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核酸持续阳性的感染者中轻型多于无症状感染，临床表现主

要为咳嗽、咽痛等上呼吸道症状，消化道传播的风险较低，消化道症状与病毒 RNA 在消化道中存在的相关性尚

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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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  patients  with  persistent  positive  pharyngeal 
swab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micron variant and  results of nucleic acid  testing of anal  swabs  to provide basi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93 patients whose pharyngeal swab nucleic acid test 
were persistent positive and admitted to the ward of Daping Hospital in the National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Center 
(Shanghai) Makeshift Hospital  from May 1  to May 24, 2022. The gender, age, underlying diseases, vaccination status, 
clinical symptoms, interval between infection onset and anal sampling,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the nucleic acid test result 
of pharyngeal swabs and anal swabs and the time turning negative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age of 
93 patients ranged from 8 to 72 years old with a median of (46.0±16.0) years old. Among them, 30 cases (32.3%) were 
male  and 63 cases  (67.7%) were  female. Sixty-five patients  (69.9%)  received 2-3  shots  of  vaccine, 2 patients  (2.1%) 
received  1  shot,  and  26  patients  (28.0%)  did  not  receive  any  vaccination.  Twenty  patients  (21.5%)  had  underlying 
diseases, of which hypertension (13 cases, 14.0%) an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6 cases, 6.5%) were the most common. 
Twenty-four  patients  (25.8%)  had  asymptomatic  infection  and  the  rest  (69  cases,  74.2%)  had mild  symptoms.  Cough  
(50  cases,  53.8%)  and  sore  throat  (28  cases,  30.1%)  were  the  most  commo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 these patients. Only 6 patients (6.5%) had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including diarrhea in 5 patients 
and diarrhea with vomiting in 1 patient). Pharyngeal and anal swabs were collected simultaneously from all 93 patients 
at 8-16th days [(11.55±2.27) days] after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micron variant infection. The pharyngeal swab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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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症状体征以及咽拭子和肛拭子核酸检测结果

等信息并进行总结分析。

1.4 取样与检测方法：入组后对所有患者同时进行

咽拭子和肛拭子集中采样 3 d（采样时患者处于新

冠病毒感染的第 8～16 天），期间肛拭子阳性者重新

取样行肛拭子检测。标本采集方法如下：① 咽拭

子：清水漱口后，使用医用灭菌棉签在患者的咽侧

壁及咽后壁擦拭数次，再将棉签放入采样管中密封； 

② 肛拭子：使用医用灭菌棉签，插入肛管3 cm深度，

旋转大约 5 s，拿出棉签置入采样管密封。采集完毕

后所有标本立即由专人送医学检验所检测。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采用 qPCR 方法。

1.5 统计学处理：使用 SPSS 21.0 软件对资料进行

统计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

示，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

以频数（百分比）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或

Fisher 精确概率法。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患者一般资料及流行病学特征（表 1）：共纳入

93例咽拭子持续阳性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男性30例， 

女性 63 例（其中绝经者 25 例）；年龄 8～72 岁，平

均（46.0±16.0）岁；完成 2～3 剂疫苗接种者 65 例

（69.9%），仅接种 1 剂和未接种者分别为 2 例（2.1%）

和 26 例（28.0%）。存在基础疾病者 20 例（21.5%），

其中高血压最多（13 例，14.0%）；其次为 2 型糖尿

病（6 例，6.5%）；其他疾病 6 例（分别为膝关节置

换术后、人流术后 1 周、癫痫、肺气肿、冠心病、桥

本甲状腺炎各 1 例），5 例患者同时存在 2 种基础疾

病（高血压和 2 型糖尿病 3 例，2 型糖尿病和冠心病 

1 例，高血压和膝关节置换术后 1 例）。93 例感染者

平均住院时间为（16.7±2.9）d。新冠病毒感染与肛

门采样之间的间隔时间 8～16 d，平均（11.6±2.3）d。

2.2  临床症状（表 2）：93 例患者中，无症状感染者

24 例（占 25.8%），轻型患者 69 例（占 74.2%），主要

表现为咳嗽、咽痛、肌痛、发热（＞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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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成为全

球优势流行株［1］，该变异株具有传染性高和致病力

低的特点［2］。有研究显示，既往新冠病毒肛拭子检测

阳性率接近咽拭子，病毒可在消化道内长时间存在，

即使咽拭子转阴后粪便中仍可呈阳性，可作为呼吸

道标本检测的补充，用于判断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

指导疫情防控［3-4］。近期出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的

传播力、抗体抗性、免疫逃逸等能力均有所增强［5］， 

可通过气溶胶和飞沫传播，但是否能通过消化道传

播目前未见报道。鉴于不同病毒株对组织器官的相

对倾向性可能有所不同［6］，本文对上海国际会展中

心方舱医院收治的 93 例感染新冠病毒且咽拭子核

酸持续阳性者的临床特征及肛拭子检测结果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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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纳入 2022 年 5 月 1 日至 24 日上海

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管

理病区收治的 93 例入组前咽拭子核酸持续阳性的

新冠病毒无症状和轻型感染者。所有感染者均按

照国家卫健委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九版）》诊断标准［7］，住院期间每日进行咽拭

子核酸检测，咽拭子阳性超过本病区平均住院时间

（7 d），即≥8 d，定义为核酸持续阳性。

  出院标准：体温恢复正常 3 d 以上，呼吸道临床

症状明显好转，连续 2 次咽拭子新冠病毒核酸 N 基

因和 ORF 基因 Ct 值均≥35〔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

应（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PCR），界

限值为 40，采样时间至少间隔 24 h〕。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陆军特色医学

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22 第 122-01 号）。

1.2 治疗措施：根据试行第九版诊疗方案对无症状

及轻型感染者实行集中隔离管理，隔离期间做好对症

治疗和病情监测，若病情加重，则转至定点医院治疗。

1.3 观察指标：收集患者的年龄、基础疾病、疫苗

positive  in  79 patients  (85.0%)  and  the  anal  swabs were  positive  in  5  patients  (5.4%). The  time  of  pharyngeal  swabs 
turning negative was (14.7±2.9) days, and that of anal swab turning positive was (14.2±1.9) days. The median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as (16.7±2.9) days.  Conclusions  In patients with persistent positive nucleic acid of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micron variant,  there were more mild infection than asymptomatic. Th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symptoms 
such as cough and sore throat were the most. The likelihood of transmission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micron variant 
through the digestive  tract may be low.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and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micron variant RNA in the digestive tract is uncertain.

【Key words】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micron variant;  Anal swab;  Pharyngeal swab;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Fund program: Project of Chongqing Health Commission (2022wsjk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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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主致病的毒株在流行过程中有机会被选择出来成

为主要流行株。新冠病毒需要宿主细胞通过表面

受体主动抓取才能进入体内，病毒随着进化，与宿

主细胞表面受体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ACE2）亲合力逐渐提高，感染所 

需病毒浓度则不断降低，因此，病毒的进化方向是传

播能力越来越强、致病力越来越弱［8-9］。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已在鼻咽分泌物、

粪便、尿液、精液和眼泪中发现了新冠病毒的存 

在［10］。其中，对分泌物或排泄物标本的研究以消化

道居多，且多集中在重症患者，研究显示，病毒在消

化道存在持续时间长，肛拭子病毒核酸检测的阳性

率与咽拭子相当，并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因此可作

为呼吸道标本检测的补充［3-4］。Natarajan 等［11］首

次对轻度至中度新冠肺炎患者的粪便进行研究，发

现在诊断感染后的第 1 周，即有 49.2% 的患者粪便

中新冠病毒 RNA 呈阳性，随着治疗时间延长，阳性

率逐渐降低，诊断后 7 个月仍有 3.8% 的患者粪便

中可检测到病毒 RNA 的存在。

  与以往出现的新冠病毒毒株相比，奥密克戎变

异株发生了实质性突变，棘突蛋白上的突变位点高

达37个，其中15个位于受体结合区（receptor-binding 

domain，RBD）［5］，而 RBD 正是 ACE2 受体介导病 

毒 - 细胞相互作用的关键位置［12］，也是感染或接种

新冠疫苗后中和抗体的主要靶点［11］。有研究表明，

奥密克戎毒株 RBD 与人类 ACE2 的亲合力较前期

流行病株增加了 2.4 倍［5］，其感染能力可能比原始

毒株高 10 倍以上，大约是德尔塔毒株的 2 倍［13］。

接种 3 剂疫苗的志愿者血清中，针对奥密克戎变异

表 1 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无症状和轻型感染患者的基本临床资料

项目
总计

（n＝93）

无症状感染者

（n＝24）

轻型感染者

（n＝69）

t /
χ2 值

P 值 项目
总计

（n＝93）

无症状感染者

（n＝24）

轻型感染者

（n＝69）

χ2/ 

t 值
P 值

年龄（岁，x±s）46.0±16.0 46.8±17.9 45.7±15.4 0.295 0.769 基础疾病种类〔例 （%）〕
性别〔例 （%）〕 1.310 0.252 　慢性高血压 13（14.0） 1（4.2） 12（17.4） Fisher     0.172
　男性 30（32.3） 10（41.7） 20（29.0） 　2 型糖尿病   6（  6.5） 1（4.2）   5（  7.3） Fisher ＞0.999
　女性 63（67.7） 14（58.3） 49（71.0） 　膝关节置换术后   1（  1.1） 0（0  ）   1（  1.5） Fisher ＞0.999
绝经状态〔例 （%）〕 0.801 0.371 　人流术后 1 周   1（  1.1） 0（0  ）   1（  1.5） Fisher ＞0.999
　绝经后 25（26.9）   7（29.2） 18（26.1） 　癫痫   1（  1.1） 1（4.2）   0（  0  ） Fisher     0.258
　育龄期 38（40.9）   7（29.2） 31（44.9） 　肺气肿   1（  1.1） 0（0  ）   1（  1.5） Fisher ＞0.999
接种疫苗〔例（%）〕 2.054 0.152 　冠心病   1（  1.1） 0（0  ）   1（  1.5） Fisher ＞0.999
　完成 2～3 剂 65（69.9） 14（58.3） 51（73.9） 　桥本甲状腺炎   1（  1.1） 1（4.2）   0（  0  ） Fisher     0.258

　完成 1 剂   2（  2.1）   0（  0  ）   2（  2.9） 肛拭子核酸阳性
　〔例 （%）〕

  5（  5.4） 0（0  ）   5（  7.3） Fisher     0.320
　未接种 26（28.0） 10（41.7） 16（23.2）
基础疾病〔例 （%）〕 1.554 0.213 住院时间（d，x±s） 16.7±2.9 16.3±3.2 16.9±2.9 -0.930     0.355
　无 73（78.5） 21（87.5） 52（75.4） 核酸转阴时间（d，x±s）14.7±2.9 14.3±3.2 14.9±2.9 -0.931     0.355
　有 20（21.5）   3（12.5） 17（24.6） 病毒感染与肛门采样

　间隔时间 （d，x±s）
11.6±2.3 11.6±2.3 11.5±2.3   0.087     0.931

表 2 93 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 
无症状和轻型感染患者的临床症状

临床症状 例数〔例（%）〕 临床症状 例数〔例（%）〕

无症状 24（25.8） 　流涕 3（3.2）
有症状 69（74.2） 　心慌 2（2.2）
　咳嗽 50（53.8） 　嗅觉减退 2（2.2）
　咽痛 28（30.1） 　畏寒 1（1.1）
　肌痛 14（15.1） 　味觉减退 4（4.3）
　发热 （＞38 ℃） 13（14.0） 腹泻 6（6.5）
　乏力   7（  7.5） 　单纯腹泻 5（5.4）
　胸闷   3（  3.2） 　腹泻伴呕吐 1（1.1）
　鼻塞   3（  3.2）

2.3  入组后核酸检测结果：入组后，咽拭子检出阳

性79例（占85.0%），肛拭子检出阳性5例（占5.4%）。

2.4  肛拭子阳性患者的临床症状及转归（表 3）：

肛拭子阳性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是咳嗽和咽痛，有 

1 例出现消化道症状（表现为腹泻）。肛拭子阳性患

者的平均核酸转阴时间为（14.2±1.9）d，平均住院

时间为（16.2±1.9）d。

表 3 5 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 
肛拭子阳性患者的临床症状及转归

临床症状 数值 临床症状 数值

咳嗽〔例（%）〕 3（60.0） 腹泻〔例（%）〕 1（20.0）
咽痛〔例（%）〕 2（40.0） 核酸转阴时间

　（d，x±s）
14.2±1.9

肌肉酸痛〔例（%）〕 1（20.0）
发热（＞38 ℃）
　〔例（%）〕

1（20.0）
住院时间
　（d，x±s）

16.2±1.9

3 讨 论 

  新冠病毒是单股正链 RNA 病毒，容易出现随

机变异，通过“变异 - 选择 - 适应”的进化过程来适 

应新的宿主［8］，意味着复制能力强又不引起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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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 16.5 倍和 3.3 倍［14］，提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

基因突变传播能力增强的同时，病毒逃避抗体的能

力也有所增强，必然形成新的传播特点，因此，有必

要针对其感染患者进行研究，以确定是否存在不同

于以往的传播途径，从而有效阻止病毒传播。

  鉴于此，我们针对上海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

院本院管理病区收治的咽拭子核酸持续阳性时间

（≥8 d）超过本病区平均住院时间（7 d）的 93 例感

染者进行了肛拭子核酸检测，仅有 5 例（5.4%）阳性，

与同时采集的咽拭子（阳性率 85.0%）形成鲜明对

比，也远低于既往研究［3-4，11］。提示在该类患者中

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侵入消化道的能力有限，

粪口途径传播的可能性低。

  本研究对纳入病例的临床特征进行了初步分

析，患者年龄 8～72 岁，平均（46.0±16.0）岁，轻型

感染者比例明显高于无症状感染者。新冠病毒感染

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疫苗接种率、毒株特性、人口特

征等多种因素［15］。本研究中疫苗接种 2 针以上者

65 例（69.9%），其轻症的发生率与未完成疫苗接种

组相比无明显差异，而 5 例肛拭子阳性患者均是接

种 2 针以上疫苗者，提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基因突

变可能削弱了新冠疫苗的有效性。但有研究显示，

疫苗接种对降低重症发生率、死亡风险及传播风险

等仍有一定保护作用［16］。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核酸持续阳性的感染者中，

不同性别、年龄及是否合并基础疾病等因素，对感

染后是否出现症状（无症状 / 轻症）无明显影响，可

能与研究样本量较少有关。轻症患者临床表现以

咳嗽、咽痛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可能与奥密克戎

变异株在支气管上皮细胞中的复制速度最快，而在

肺泡细胞中的复制能力较弱有关［17］。本研究中有

消化道症状者仅 6 例，主要表现为腹泻，其中仅 1 例

患者肛拭子阳性，因此，患者的消化道症状与病毒

RNA 在消化道中存在的相关性尚不确定，可能更大

程度上属于感染后全身症状的表现。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仅采集感染后 8～16 d 

的样本，而没有对其他时期进行动态观察；研究对

象为无症状和轻型感染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与以往研究互补，但缺少与其他分型奥密克戎变异

株感染患者的对比，因此需要进一步开展更为深入

全面的流行病学研究。

  综上，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核酸持续阳性

的感染者中，轻症比无症状感染更多见，临床表现主

要为咳嗽、咽痛等上呼吸道症状；该病毒通过消化

道传播的风险较低，消化道症状与病毒 RNA 在消化

道中存在的相关性尚不确定。当前奥密克戎变异株

感染患者数量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增加，似乎新冠病

毒变异与传播已然成为一种常态。本研究将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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