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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 7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病例的 
临床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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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重型病例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并总结临床诊
治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29 日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隔离病区重症监护病房（ICU）
收治的新冠肺炎重型患者的流行病学特征、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及治疗转归情况。结果  7 例患者入选，其
中 2 例为危重型。7 例患者平均年龄（68.86±9.78）岁，均有明确的流行病学史且出现聚集性发病，4 例合并高
血压，1 例合并糖尿病。7 例患者早期临床表现均以发热、咳嗽、气促等症状为主，部分有乏力、肌肉酸痛、腹泻
等不适；病程 3～10 d 肺部病灶进展增多，有 2 例进展为新冠肺炎危重型。疾病早期患者胸部 CT 表现为双肺
外带淡薄云雾状及磨玻璃样病灶，随病情进展胸部 CT 表现为实变影及条索影并存，进入重症期后胸部 CT 表
现为双肺弥漫性病变、实变为主。实验室检查显示白细胞计数（WBC）正常或降低，可伴血小板计数（PLT）下降，
乳酸脱氢酶（LDH）和 C - 反应蛋白（CRP）升高，CD4+ T 淋巴细胞计数下降，部分危重病例降钙素原（PCT）和真
菌（1-3）-β- D - 葡聚糖水平升高。最终 5 例治愈出院，2 例进展为危重型并需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其中 1 例 
需静脉 - 静脉体外膜肺氧合（V-V ECMO）治疗，病情均有好转。结论  新冠肺炎患者的肺部病变进展迅速，高
龄、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是病情恶化的高危因素。医务工作者应熟悉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史，掌握其
临床症状体征，并结合实验室检查结果和影像学资料进行诊治，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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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features of severe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and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s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linical symptoms,  laboratory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outcomes of severe COVID-19 patients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of isolated ward of 
the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of Nanning from January 24th to February 29th in 2020 were collected.  Results  Seven 
patients were enrolled, 2 of whom were critically ill. The mean age was (68.86±9.78) years old, all of whom had clear 
epidemiological  history  and  appeared  cluster  disease,  4  of  them  had  hypertension  and  1  of  them  had  diabetes.  The 
early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all the 7 patients were fever, cough, shortness of breath and other symptoms, while some 
patients had fatigue, muscle pain, diarrhea and other discomforts; lung lesions increased in the 3-10 days of course, with 
2 cases progressing to critical illness. According to chest CT, the lung lesion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disease are cloudy 
and ground glass.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the disease, the pulmonary lesions presented as consolidation shadow and strip 
peduncle shadow, the focal infection of both lungs was wide and progressing rapidly during critical stage, characterized 
by consolidation. The laboratory test showed that the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was at the normal level or decreased, 
and the platelets count (PLT) was decreased, lactic dehydrogenases (LDH) and C-reactive protein (CRP) was increased, 
CD4+ T  lymphocytes count was decreased, and  for  some severe cases,  the procalcitonin  (PCT) and  fungal G  test were 
increased. Ultimately, 5 patients were cured and discharged; 2 patients still required 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1 
patient was treated with veno-venous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V-V ECMO); both of whom alleviated and 
no death  has  been  reported.  Conclusions  The  lung  lesion  of COVID-19 progresses  rapidly.  The high mortality  is 
mainly caused by advanced age, hypertension, diabetes, etc.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health care workers to know 
about the epidemiological history of the disease, understand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signs and analyze the results of 
laboratory tests and imaging data so as to achieve the early detection, report, diagnosis, isolation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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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后经证实

是由一种高传染性、高致病性的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感染所致［1-3］。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简称新冠肺炎）已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

委）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

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4］。 

2020 年 1 月 31 日，新冠肺炎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成为继

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之后，严重危

害人民健康和公共安全的重大疫情之一［5］。新冠肺

炎患者起病症状不典型，病情进展迅速，短时间内可

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病死率高［5］。 

2020 年 1 月 24 日本院隔离病区开始收治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截至2020年 2月29日累计收治7例重型

患者，其中有 2 例进展为危重型。通过分析这 7 例 

患者的临床资料，旨在为新冠肺炎重型和危重型病

例的诊治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择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29 日 

在本院隔离病区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的新冠肺

炎重型病例。

1.1.1  诊断标准：所有病例的诊断均符合卫健委

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 

版）》［4］，由本院实验室实时荧光反转录 - 聚合酶链

反应（RT-PCR）检测 2019-nCoV 核酸阳性。重型病

例的诊断标准符合以下任意一条：① 出现气促，呼

吸频率（RR）≥30 次 /min；② 静息状态下，脉搏血

氧饱和度（SpO2）＜0.93； ③ 氧合指数（PaO2/FiO2）≤ 

300 mmHg （1 mmHg≈0.133 kPa）。高海拔（海拔超

过 1 000 m）地区应根据以下公式对 PaO2/FiO2 进行

校正：PaO2/FiO2× 〔大气压（mmHg）/760〕。肺部影

像学显示 24～48 h 内病灶明显进展＞50% 者按重

型管理。危重型病例为符合以下情况之一：① 出现

呼吸衰竭，且需机械通气；② 出现休克；③ 合并其

他器官功能衰竭，需 ICU 监护治疗。

1.1.2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医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审批号：2020-05），对患者

采取的治疗和检测得到过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分析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的流行病学

特征、发病初期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

及治疗转归，总结临床特征。

1.3  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正态分布的计量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

示；计数资料以例表示。

2 结 果 

2.1  流行病学资料（表 1）：纳入 7 例重型新冠肺炎

患者，平均年龄（68.86±9.78）岁，均为家庭聚集性

发病个体，其中 1 例为武汉籍输入性病例，其余 6 例

均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史；5 例患者合并

基础疾病，其中 4 例合并高血压，1 例合并糖尿病。

2.2  主要临床症状（表 2）：新冠肺炎早期临床表现

主要为发热、咳嗽，可伴乏力、肌肉酸痛，平均发热

持续时间为（7.5±4.2） d，4 例患者出现持续＞7 d 的

反复发热；部分患者有腹泻症状。患者感染后迅速

进展为肺炎，呼吸道症状加重，出现呼吸急促。由于 

2019-nCoV 感染导致全身炎症反应和免疫系统功

能紊乱，人体各系统均出现不同程度损伤，如疾病

进展过程中持续高热、急性心肌损伤、急性肾损伤

（AKI）。部分患者病情进展迅速，出现 ARDS 且需机

械通气保证氧合。本研究中 7 例患者均出现发热、

气促和呼吸衰竭，其余出现干咳 6 例，乏力 3 例，肌

肉酸痛 2 例，腹泻 2 例，感染性休克 2 例；均无胸腔

积液。

2.3  实验室检查（表 3）：7 例患者均出现淋巴细胞

计数（LYM）和 CD4+ T 细胞计数下降，PaO2/FiO2＜
200 mmHg，其中 PaO2/FiO2＜100 mmHg 4 例；白细

胞计数（WBC）下降 2 例，WBC 升高 1 例；血小板

计数（PLT）下降 2 例；乳酸脱氢酶（LDH）升高 5 例； 

C -反应蛋白（CRP）升高4例；血肌酐（SCr）异常3例； 

血乳酸（Lac）升高 2 例；降钙素原（PCT）升高 1 例。

表 1 7 例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的流行病学资料

例序 性别 年龄（岁） 职业 籍贯 基础疾病

例 1 男性 52 在职 南宁市 无
例 2 男性 70 退休 南宁市 糖尿病
例 3 女性 66 退休 武汉市 高血压
例 4 女性 69 农民 都安县 无
例 5 男性 73 农民 都安县 高血压
例 6 男性 85 农民 都安县 高血压
例 7 女性 67 个体 南宁市 高血压

表 2 7 例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

例序 发热 干咳 气促 乏力
肌肉
酸痛

腹泻 休克
呼吸
衰竭

胸腔
积液

ARDS

例 1 有 有 有 无 无 有 无 有 无 无
例 2 有 有 有 无 无 有 有 有 无 有
例 3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有 无 无
例 4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有 无 无
例 5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有 无 无
例 6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有 有 无 有
例 7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有 无 无

注：ARDS 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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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胸部影像学检查：新冠肺炎患者发病初期胸部

CT 显示肺部病灶以云雾状和磨玻璃样改变多见，病

灶较局限，以斑片状、亚段性或阶段性分布为主，主

要分布于胸膜下，且多密度不均，病灶绝大多数位于

肺周边部、末梢支气管和肺泡部位（图 1A～E），反映

了新冠肺炎患者肺损伤的病理过程［6］，此种分布可

能与新冠肺炎的感染方式为呼吸道飞沫传播有关。

随病情进展，患者肺部病灶增多、范围扩大，累及多

个肺叶，CT 示由磨玻璃样密度影向实变影转变，病

变主要集中于双肺下叶，并累及多个肺叶，磨玻璃

影、实变影和条索影共存（图 1F～K）。2 例患者出

现 ARDS、重症肺炎，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治疗，其

中 1 例需静脉 - 静脉体外膜肺氧合（V-V ECMO）， 

床旁 X 线片显示双肺广泛浸润、实变（图 2）。

注：例 1 入院第 1 天（发病早期）双肺见多发斑片状磨玻璃影，边缘模糊，病灶在肺外带为主（1A）；入院第 3 天（病情进展期）双肺病灶增多，
双侧胸膜较前增厚，双肺见多发斑片、索条状及磨玻璃影，密度不均，边缘模糊（1B）；入院第 8 天（重型期）双肺病灶进行性增多，磨玻璃影
范围增大，以双肺下叶各基底段明显（1C）；入院第 18 天（病情好转期）双肺各叶病灶较前稍减少，部分病灶实变，双肺见多发片状、斑片影，
密度不均，边缘模糊，部分病灶呈磨玻璃样，内见空气支气管征，大部分病灶内血管增粗，双肺下叶见较多增粗索条状影（1D）；入院第 24 天

（疾病康复期）双肺各叶病灶较前减少，部分病灶纤维化，边界较前清楚（1E）；例 2 入院第 15 天，双肺透亮度减低，弥漫磨玻璃密度影，部分
病灶实变，内见支气管征（1F）；例 3 入院第 4 天，双肺散在结节、斑片状影，边缘部分模糊，病灶以近胸膜下明显（1G）；例 4 入院第 1 天， 

双肺各叶见多发片状、斑片磨玻璃影，病灶于肺周边分布为著，密度尚均匀，边缘模糊，双肺下叶部分病灶内血管增粗及索条状纤维影（1H）； 
例 5 入院第 1 天，双肺各叶见多发片状、斑片状磨玻璃影，病灶于肺周边分布为著（1I）；例 6 入院第 9 天，双肺透光度减低，双肺磨玻璃样
密度影，部分实变，边缘模糊，部分病灶内可见支气管气相（1J）；例 7 入院第 2 天，双肺见斑片状磨玻璃影，边缘模糊，部分病灶内可见 

支气管气相，两侧胸膜条状增厚，两侧胸腔未见积液（1K）

图 1 7 例重型新冠肺炎患者不同时期胸部 CT 表现

表 3 7 例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的实验室检查结果

例序
WBC

（×109/L）
LYM

（×109/L）
PLT

（×109/L）
Lac

（mmol/L）
LDH

（U/L）
CK

（U/L）
SCr

（μmol/L）
CRP

（mg/L）
PCT

（μg/L）
CD4+ T 细胞
（个 /μL）

PaO2/FiO2

（mmHg）
G 试验
（ng/L）

例 1   4.4 0.6 220 1.2 462.3 355.1 123.2 62.3 0.12 302 149.0 70.10 
例 2 21.9 0.3   37 3.0 642.1 1 924.9 134.2 106.1 9.81 373 93.7 121.56
例 3   3.1 0.9 246 0.9 340.0 71.9 59.9 44.8 ＜0.10 472 181.0 62.24
例 4   3.1 0.2   99 0.2 343.5 79.0 70.5 3.9 ＜0.10   84 61.0 56.23
例 5   5.9 0.4 410 1.5 527.5 522.7 182.6 5.3 0.14 175 135.0 74.50   
例 6   4.0 0.3   59 2.7 104.3 104.3 112.9 9.9 0.15   56 63.0 388.80  
例 7   5.9 0.5 259 1.2   62.3 62.0 79.4 62.3 ＜0.10   79 84.0 47.85

注：WBC 为白细胞计数，LYM 为淋巴细胞计数，PLT 为血小板计数，Lac 为血乳酸，LDH 为乳酸脱氢酶，CK 为肌酸激酶，SCr 为血肌酐，
CRP 为 C - 反应蛋白，PCT 为降钙素原，PaO2/FiO2 为氧合指数，G 试验为真菌（1-3）-β- D - 葡聚糖；1 mmHg≈0.133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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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7 例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的发病及转归情况

例序
发病至首次
就诊时间（d）

发病至首次
确诊时间（d）

确诊至病毒核酸
转阴时间（d）

住院时间
（d）

转归

例 1   1   2 20 26 治愈
例 2   5   7 27 31 好转
例 3   1   5 11 19 治愈
例 4 11 17 12 21 治愈
例 5   3   6   8 22 治愈
例 6   8 13 25 34 好转
例 7 14 16   5 19 治愈

2.5  治疗与转归

2.5.1  治疗方式：① 呼吸支持：7 例患者均在本院

负压隔离病房 ICU 治疗，严格卧床休息，5 例给予高

流量储氧面罩给氧（＞6 L/min），2 例给予气管插管

机械通气，其中 1 例需联合 V-V ECMO 抢救治疗。

② 抗病毒治疗：所有患者病程初期均使用 α- 干

扰素（INF-α）雾化吸入（成人每次 500×104 U 或

相当剂量，加入灭菌注射用水 2 mL，每日 2 次），口

服洛匹那韦 / 利托那韦（克力芝；每日 200 mg）［5］；

分别有 2 例患者出现严重腹泻、1 例出现肝功能损

害而停用克力芝。③ 免疫调节治疗：6 例患者在呼

吸困难急性加重期使用甲泼尼龙（40～80 mg/d）、免

疫球蛋白（12.5～17.5 g/d），疗程 3～5 d。④ 循环支

持：2 例患者出现感染性休克，在限制性液体复苏后

使用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维持血压，保证器官灌

注；其中 1 例患者连续 2 d 使用氢化可的松 200 mg

匀速泵入。⑤ 抗菌药物：7 例患者均使用抗菌药物，

以喹诺酮类或 3 代头孢菌素 + 酶抑制剂为主；合并

严重感染时改为碳青霉烯类联合糖肽类药物，疗程

10～14 d；合并真菌感染时给予抗真菌药物；其中

2 例出现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脓毒症，给予达托霉

素抗细菌治疗。⑥ 营养支持及液体管理：5 例患者

给予普通温半流质饮食，视情况给予静脉补充人血

白蛋白；2 例进展为新冠肺炎危重型患者以肠内营

养乳为主，静脉营养支持为辅，并静脉补充人血白蛋

白；7 例患者均进行严格液体管理，避免液体负荷过

重加重肺水肿。⑦ 其他：7 例患者均使用肠道益生

菌调节肠道菌群；由中医科专家个体化制定中药方，

7 例患者均服用中药汤剂治疗；部分患者使用血必

净注射液辅助清除毒素并抑制内源性炎性介质失控

释放，在休克难以纠正时使用参附注射液治疗。

2.5.2  疾病转归（表 4）：截至 2020 年 3 月 25 日无

死亡病例。7例患者发病至首次住院时间为1～14 d，

注：例 2 入院第 3 天，双肺透光度减低，呈弥漫性磨玻璃样改变
（2A）；例 6 入院第 1 天，双肺散在结节、斑片状影， 

边缘部分模糊，病灶以近胸膜下明显（2B）

图 2 2 例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床旁 X 线改变

中位时间为 5 d；发病至确诊时间为 2～17 d，中位

时间为 7 d；确诊至 2019-nCoV 核酸转阴时间为

5～27 d，中位时间为 12 d。5 例治愈出院患者的住

院时间为 19～26 d；进展为新冠肺炎危重型并需行

气管插管机械通气 2 例，病情加重由重型进展至危

重型的时间均为 3 d，其中 1 例需行 V-V ECMO 治

疗，现病情均有好转，已成功撤离 ECMO，开始尝试

撤离呼吸机。

3 讨 论 

  新冠肺炎是由于 2019-nCoV 感染导致的肺炎，

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为 2019-nCoV 感染患者，无症

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目前认为经呼吸道飞

沫和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气溶胶和消化道

等传播途径尚待明确。新冠肺炎主要表现为流感

样症状，如高热起病，伴咳嗽、咽痛、肌肉酸痛、腹泻

等，部分危重患者可迅速进展为 ARDS、重症肺炎、

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甚至死亡。

本研究中 7 例患者发病初期有高热、咳嗽、腹泻、肌

肉酸痛等流感样症状，与文献报道一致［7］。本研究

中重型新冠肺炎患者年龄 52～85 岁，5 例合并高

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表明中老年人和合并心、

脑、肺等基础疾病的高龄患者是新冠肺炎重型及危

重型的高危人群。对于重型新冠肺炎患者，应严密

监护治疗，每日监测血常规、CRP、生化指标（肝酶、

心肌酶、肾功能等）、凝血功能、动脉血气分析等，

常规 3～5 d 复查胸部 CT，警惕重型向危重型进展。

本组患者实验室检查主要异常表现为：WBC、LYM、

CD4+T 细胞计数下降，提示 2019-nCoV 感染后导

致患者细胞免疫功能障碍，在甲型 H1N1 流感及

H5N1、H7N9 禽流感患者中均有类似表现［8-10］，推测

流感病毒对细胞免疫有损伤作用。本组病例 CRP

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考虑与急性炎症反应相关。

因此，LYM、CD4+T 细胞计数和 CRP 这 3 项指标可

能对新冠肺炎病情危重程度有一定的预测价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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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为该病的重要观察指标。新冠肺炎患者的胸部

影像学改变呈动态变化，在发病初期胸部 CT 表现

以磨玻璃样密度影为主，随病情进展，肺部病灶可迅

速增加，胸部 CT 示磨玻璃样密度影向实变影转变，

病变主要集中在双肺下叶，并可累及多个肺叶，胸腔

积液少见。虽然影像学改变常常滞后于临床表现，

但是动态观察肺部影像学改变有助于客观评估病情

和疗效，从而指导治疗，有效遏制病情恶化。

 总结目前的救治经验，针对新冠肺炎患者应早

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严格筛查重型新冠

肺炎患者并予严密检测，治疗上在给予有效呼吸支

持（高流量吸氧、机械通气和必要时予 ECMO）及对

症治疗的同时，应积极防治并发症，治疗基础疾病，

预防继发感染，及时进行器官功能支持，针对 MODS

患者组织多学科会诊，方能有效提高重型新冠肺炎

患者的救治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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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常用不需要标注中文的缩略语

白细胞介素 -6（interleukin-6，IL-6）

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一氧化氮合酶（nitric oxide synthase，NOS）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

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

心肌梗死溶栓治疗临床试验

 （thrombolysis in myocardial infarction，TIMI）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ST 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

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

光学相干断层成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

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

转化生长因子 -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

神经生长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NGF）

N 末端脑钠肽前体

 （N-terminal pro-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BNP）

血栓性微血管病（thrombotic microangiopathy，TMA）

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hemolytic uremic syndrome，HUS）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thrombotic thrombocytopenia purpura，TTP）

间接测热法（indirect calorimetry，IC）

创伤严重度评分（injury severity score，I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