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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1 例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诊治分析

刘亚君  刘国跃  陈淼  谌宏军  覃松  胡杰  付豹  李晓娟  何英  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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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报告 1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患者的诊治过程，讨论标本来源是否影响新
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结果。方法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 1 例新冠肺炎患者，分析其临床
表现、影像学表现、2019-nCoV 核酸检测及治疗经过。结果 患者为 33 岁男性，2020 年 1 月 29 日因发热、干
咳入院，胸部 CT 显示右肺肺炎，给予抗菌、抗病毒等药物治疗。1 月 30 日和 1 月 31 日、2 月 4 日患者 3 次行咽
拭子2019-nCoV核酸检测均为阴性，于2月7日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2019-nCoV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诊断为新冠肺炎。患者住院期间出现气促、呼吸困难，静息状态下血氧饱和度为 0.88，给予对症支持，加用头孢
曲松钠抗感染及中药霍朴夏苓汤治疗。于 2 月 10 日和 13 日 2 次行 2019-nCoV 核酸检测均呈阴性，症状好转，
胸部 CT 显示肺部病灶较前明显吸收，治愈出院。结论 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阴性不
能完全排除新冠肺炎可能，必要时需行 BALF 2019-nCoV 核酸检测以提高新冠肺炎早期诊断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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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port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one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patient, 
and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source on results of nucleic acid test.  Methods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 admitted one case of COVID-19, and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imaging 
manifestations,  2019-nCoV  nucleic  acid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proces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33  year  old 
male patient was admitted due to fever and dry cough on January 29, 2020. Chest CT showed right lung pneumonia, and he 
was given antibiotic and antiviral drugs. On January 30, 31 and February 4, the patient was negative in three times of swab  
2019-nCoV nucleic acid test; on February 7, the patient had positive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 2019-nCoV nucleic 
acid test and was diagnosed as COVID-19. During hospitalization, the patient had shortness of breath and dyspnea. The blood 
oxygen saturation was 0.88 in resting state. The patient was given symptomatic support, ceftriaxone sodium for anti-infection 
and Huopu Xiazao Decoction, had two times of negative 2019-nCoV nucleic acid tests on February 10 and 13, with symptoms 
improved  and  obviously  absorbed  lung  lesions  on CT  image,  and was  discharged.  Conclusions  COVID-19  suspected 
patients may not be completely excluded by negative swallow swabs 2019-nCoV nucleic acid test. When necessary, the 
BALF 2019-nCoV nucleic acid test can be performed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COVID-19 early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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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报告了湖北省武汉市

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2020 年 1 月 7 日，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确认病原体与新型冠状病

毒有关［1］；2020年 1月 10日，完成了病毒核酸检测；

2020 年 1 月 12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该病毒

临时命名为 2019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2］； 

2020 年 2 月 11 日，WHO 宣布将 2019-nCoV 感染

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现报告本院收治的 

1 例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患者的

诊治分析经过如下。

1 病例简介 

  患者男性，33 岁，既往体健，长期居住于湖北省

武汉市，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从武汉乘飞机转乘私

家车到达遵义市。2020 年 1 月 29 日晚无明显诱因

出现发热，伴阵发性干咳，就诊于当地医院。体温

达 37.8 ℃，无畏寒、胸闷、气促、呼吸困难、盗汗、乏

力等症状；精神、饮食及睡眠尚可，大小便均无异

常。胸部 CT 显示右肺肺炎；血常规、电解质、肝肾

功能均无明显异常。给予左氧氟沙星、奥司他韦胶

囊、炎琥宁、清开灵等药物治疗，治疗过程中患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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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热，体温最高达 38.8 ℃。于 1 月 31 日复查胸

部 CT 显示肺部病灶较前明显增大，并于 1 月 30 日

和 1 月 31 日行 2 次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均

为阴性；2 月 4 日再次复查胸部 CT 显示肺部病灶

较前 2 次明显增大，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仍

呈阴性，经当地州级专家组会诊后考虑为新冠肺炎

疑似病例，转入当地州医院继续治疗，为进一步明

确诊断，于 2 月 7 日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 

2019-nCoV 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根据《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3］诊断为

新冠肺炎（重型），住院期间患者出现气促、呼吸困

难，静息状态下血氧饱和度低至 0.88，考虑患者病情

较重，经省级专家组会诊后转入本院继续治疗。

  入院时患者体温正常，无发热、咳嗽、胸闷、呼吸

困难、腹痛、腹泻等不适，稍感乏力。体温36.4 ℃，脉搏

78次 /min，血压125/78 mmHg（1 mmHg≈0.133 mmHg）， 

呼吸频率 18 次 /min，血氧饱和度 0.95（鼻导管吸氧

2 L/min）；营养中等，自主体位，意识清楚，查体合作。

全身皮肤、巩膜无黄染、皮疹，各浅表淋巴结未扪及

肿大；咽部稍充血，扁桃体无肿大和脓点；头颅五官

无畸形，颈软，气管居中，甲状腺无肿大；胸廓无畸

形，双肺叩诊清音，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湿啰

音；心界不大，心率 78 次 /min，律齐，心音有力，未

闻及病理性杂音；腹软，无压痛、反跳痛及肌紧张，

肝脾未扪及，肝肾区无叩痛，肠鸣音正常；双下肢无

水肿，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征未引出。

  入院后查血常规显示：白细胞计数（WBC）

11.70×109/L，淋 巴 细 胞 计 数（LYM）1.52×109/L；

肝功能显示血脂异常；心肌酶、肌红蛋白及超敏

肌钙蛋白正常；入院后严格按《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3］治疗，给予 

对症支持，加用头孢曲松钠抗感染及中药霍朴夏苓

汤治疗。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及 2 月 13 日 2 次行咽 

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结合患者无发

热，静息状态下血氧饱和度 0.94～0.96；胸部 CT 显

示双肺渗出性病变，边缘模糊，气管及各叶支气管通

畅，肺部病灶较前有明显吸收；复查血常规及各项

生化指标正常。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

疗方案（试行第五版）》［3］，经本院新冠肺炎救治专

家组讨论，一致认为本例患者已达到临床治愈标准，

建议予以出院。

2 结　果 

  结果显示，1 月 30 日至 2 月 4 日曾 3 次行咽拭

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均呈阴性；2 月 7 日 BALF 

2019-nCoV 核酸检测呈阳性，说明新冠肺炎疑似患者

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阴性不能完全排除新冠

肺炎可能（表 1）。1 月 30 日和 2 月 4 日 2 次胸部 CT

均显示肺炎，肺部病灶明显；2 月 13 日胸部 CT 显示

肺部病灶较前明显改善（图 1）。

3 讨 论 

  患者发病前有疫区居住史，临床表现为发热、阵

发性干咳，胸部 CT 检查显示双肺肺炎，从临床症状、

流行病学史及影像学表现均疑似新冠肺炎；但多次

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故暂无法确

诊。予以单人单间隔离；患者住院观察期间陆续出

现乏力、气促、呼吸困难等症状，复查胸部 CT 显示

肺部病变较前加重，行 BALF 2019-nCoV 核酸检测，

结果显示呈阳性，确诊为新冠肺炎。本病例报告说

明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1  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

测阴性不能完全排除新冠肺炎可能：本例患者从出

表 1 1 例 33 岁男性重型新冠肺炎患者各时间点的
2019-nCoV 核酸检测结果

日期 1 月 30 日 1 月 31 日 2 月 4 日 2 月 7 日 2 月 10 日 2 月 13 日

样本 咽拭子 咽拭子 咽拭子 BALF 咽拭子 咽拭子
结果 阴性 阴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阴性

注：1 月 30 日胸部 CT（1A，红色箭头↑所示）显示右上肺肺炎，右肺上叶团状高密度影及斑片状磨玻璃影，内见支气管气象； 
2 月 4 日肺部 CT（1B，红色箭头↑所示）显示双肺肺炎，双肺团状高密度影及斑片状磨玻璃影较前增加； 

2 月 13 日肺部 CT（1C）显示双肺渗出性病变，边缘模糊，肺部病灶较前有明显吸收

图 1 1 例 33 岁男性重型新冠肺炎患者 1 月 30 日、2 月 4 日和 2 月 13 日的胸部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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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发热、干咳症状直至行 BALF 2019-nCoV 核酸检

测阳性期间，其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均为阴

性。直至 BALF 2019-nCoV 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才最终确诊为新冠肺炎。某市 1 例新冠肺炎病例前

4 次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均呈阴性，第 5 次

通过纤维支气管镜灌洗采样送检结果呈阳性，最

终确诊为新冠肺炎，且该省第 1 例新冠肺炎患者也

是通过支气管镜灌洗取样后确诊的［4］。故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阴性不能完全排除 2019-nCoV

感染的可能。

3.2 早期对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阴性的

疑似病例行 BALF 2019-nCoV 核酸检测是否可提

高新冠肺炎早期诊断率 ：新冠肺炎确诊需具备以

下病原学证据之一 ：① 呼吸道标本或血液标本

实时荧光反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

2019-nCoV 核酸呈阳性 ；② 呼吸道标本或血液标本

病毒基因测序与已知的 2019-nCoV 高度同源。与

基因测序相比，2019-nCoV 核酸检测更经济便捷，

大多医院目前均优先采用核酸检测。《2018 美国感

染病学会季节性流感的诊断治疗预防与暴发处理指

南》［5］中建议鼻咽部拭子优于其他上呼吸道标本，

最新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五版）》［3］也推荐选择鼻咽部拭子。咽拭子

优点为容易获取，缺点为假阴性率高 ；BALF 虽假阴

性率较低，但获取 BALF 为有创操作，具有一定的风

险，可能增加患者深部器官感染的概率 ；且取 BALF

需采取预防空气传播的措施，包括个人防护及病房

通风良好（换氧率达到 12 次 /h 的负压病房或达到

每人 160 L/s 的自然通风病房），虽然指南推荐同时

采用上呼吸道标本（鼻咽和口腔）和下呼吸道标本

（咳痰、气管吸出物或 BALF），下呼吸道标本较上呼

吸道标本更可能呈阳性［6］，在高度怀疑新冠肺炎且

诊断困难时可行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而本例患

者在行 BALF 2019-nCoV 核酸检测前，曾多次行咽拭

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其结果均为阴性，但其临床

症状及影像学检查，结合流行病学史却高度提示新

冠肺炎，使得无法确诊本例患者是否为新冠肺炎。

若早期对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阴性疑似病

例患者行 BALF 2019-nCoV 核酸检测，是否可提高

新冠肺炎早期诊断率尚无确切证据 ；但本病例说明

BALF 2019-nCoV 核酸检测可明确疑似病例诊断，

在流行病学史明确、症状体征及影像学检查支持而

又无法明确诊断时，早期行 BALF 2019-nCoV 核酸

检测有可能提高新冠肺炎早期诊断率。

3.3 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阴性原因、标本来

源是否影响 2019-nCoV 核酸检测：目前已知呼吸道、

血液及粪便标本中均可出现 2019-nCoV 核酸检测阳

性结果。呼吸道和血液标本阳性可明确新冠肺炎诊

断，粪便标本 2019-nCoV 核酸检测阳性结果意义尚未

明确。本例患者多次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为

阴性而 BALF 阳性，其原因为：① 敏感性：2019-nCoV

核酸检测通过 RT-PCR［7］实现，其敏感范围有限，并

非＞0 即可检测，且由于运输等不可抗拒的因素可

能造成 RNA 模板浓度下降，所以实际检测敏感度可

能更低，造成假阴性结果［8］。② 咽拭子标本取自两

侧腭弓和咽部分泌物，容易获取但其病毒浓度也较

BALF 低，故咽拭子样本质量低于 BALF，导致出现

咽拭子病毒含量低于检测试剂敏感范围显示为阴性

结果，而 BALF 浓度达到试剂要求显示阳性结果；且

《WHO 新型冠状病毒指南》［6］指出下呼吸道标本较

上呼吸道标本更可能呈阳性。③ 标本误差：咽拭子

取样时恰好取到浓度低于试剂敏感范围标本造成阴

性结果。④ 患者 2019-nCoV 感染多局限于肺部，随

呼吸排出的病毒浓度低于试剂敏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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