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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粒细胞 / 淋巴细胞比值和超敏 C- 反应蛋白在 1 例
治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治疗中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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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2019 年 12 月，湖北省武汉市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WHO）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将其命名为“2019-nCoV”。目前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认识不足，其临床表现多样化，造
成治疗困难。现就 1 例治愈的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特别是中性粒细胞 / 淋巴细胞比值

（NLR）、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和 CT 影像动态演变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NLR 和 hs-CRP 在疾病转变的过
程中对临床治疗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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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December 2019, a new coronavirus was discovered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named it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Due to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re diverse, making treatment difficult.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of a patient with COVID-19, especially the neutrophil / lymphocyte ratio 
(NLR),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results of CT  images, and  found  that 
NLR and hs-CRP has a guiding role in clinical treatment during the course of diseas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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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在湖北省武汉市出现了由新型

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造成的疫情传播，由于

存在人际传播，疫情也蔓延至浙江省。余姚市人民

医院作为当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

的定点救治医院，现就本院治愈的首例新冠肺炎患

者的中性粒细胞 / 淋巴细胞比值（NLR）、超敏 C- 反

应蛋白（hs-CPR）及 CT 影像结果进行分析，用于探

讨上述指标在治疗中的指导作用。

1 病例介绍 

  患者男性，26 岁，学生，因“头痛乏力 4 d，低热

咳嗽 2 d”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入院。患者 4 d 前

着凉后出现轻微头痛，为阵发性头痛，伴乏力，无

畏寒、发热，无四肢酸痛，症状持续存在，休息后稍

好转，外出受冷风刺激后头痛明显，未予重视；2 d

前患者自觉发热，体温未测，并有咳嗽，为刺激性

单声咳，不剧，无鼻塞流涕，无寒战，无四肢酸痛，

无恶心、呕吐、腹泻，从武汉乘坐动车返回余姚市，

立即来本院发热门诊就诊。查体：体温 37.5 ℃，

呼吸频率 20 次 /min，血常规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白细胞计数（WBC）6.0×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 

（NEUT）3.9×109/L，淋巴细胞计数（LYM）1.2×109/L， 

血小板计数（PLT）266×109/L，红细胞计数（RBC）

5.09×1012/L，血红蛋白（Hb）148 g/L，hs-CRP 0.5 mg/L，

NLR 3.25；甲型流感（甲流）、乙型流感（乙流）病毒

咽拭子核酸检测阴性；胸部 CT 提示右肺上下叶及

左肺下叶散在炎症，当日予留院观察。观察期间患

者体温逐步上升，最高 38.4 ℃，咳嗽较前增多，为刺

激性2～3声咳。给予洛匹那韦/利托那韦2片口服、

每日 2 次，莲花清瘟胶囊 4 粒口服、每日 3 次抗病

毒治疗；强力枇杷露 15 mL 口服、每日 3 次，改善咳

嗽症状。1 月 20 日采集咽拭子标本送宁波市疾控

中心行实时荧光反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RT-PCR） 

核酸检测，1 月 21 日回报核酸阳性，1 月 22 日浙

江省疾控中心复核阳性，明确为新冠肺炎，为进一

步治疗于 1 月 22 日拟“新冠肺炎”收住负压病房。

入院查体：体温 37.5 ℃，脉搏 84 次 /min，呼吸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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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次 /min，血压128/72 mmHg（1 mmHg≈0.133 kPa）， 

意识清，自主体位，口唇无紫绀，气管居中，双肺呼吸

音清，未闻及明显干湿啰音；心律齐，心音有力，未

闻及杂音；腹平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触

及，肠鸣音正常；四肢活动可。

  入院后完善常规检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发布的诊疗方案，继续予以洛匹那韦 / 利托那韦 

2 片口服、每日 2 次，重组人干扰素 α-2b 5×106 U

雾化吸入、每日 2 次，莲花清瘟胶囊 4 粒、每日 3 次

抗病毒治疗；强力枇杷露 15 mL 口服、每日 3 次，

改善咳嗽症状；莫西沙星 400 mg 口服、每日 1 次

抗细菌治疗。动态监测患者体温和症状、血常规、 

hs-CPR 及 CT 影 像 学 改 变（图 1～3）。1 月 21 日

（发病第 4 天即入院第 2 天），患者头痛缓解，但乏力

仍持续存在，干咳症状与前相仿，体温仍有升高趋

势；1 月 22 日（发病第 5 天即入院第 3 天），复查胸

部 CT 提示左肺下叶病灶增多，实验室检查 hs-CRP 

1.1 mg/L，较前略有上升，NLR 1.73，较前略有下降。

1 月 24 日（发病第 7 天即入院第 5 天）起，患者体温

恢复正常，仍有乏力症状，但自觉较前有缓解趋势，

但仍干咳，说话或刺激后明显。1 月 26 日（发病第

9 天即入院第 7 天）体温正常 3 d 后解除隔离，首次

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为阴性，复查胸部 CT

提示左肺下叶病灶略有增多，实验室检查 hs-CRP  

15.6 mg/L，较前明显上升，NLR 2.53，较前上升。1 月 

27 日（发病第 10 天即入院第 8 天）凌晨，患者体温

升至 37.7 ℃，开始流清水样鼻涕，量不多，但干咳及

乏力症状明显改善。经院内专家组协商，治疗方案

不变，再次行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为阴性。

1 月 28 日（发病第 11 天即入院第 9 天）复查 CT 病

灶未见明显进展，实验室检查 hs-CRP 20.3 mg/L，

较前仍有上升，NLR 2.93，较前有上升；此后患者

体温均在正常范围，乏力症状消失，偶有干咳，鼻涕

仍有，但量不多。在体温再次恢复正常 3 d 后，1 月

31 日（发病第 14 天即入院第 12 天）第 3 次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为阴性，复查胸部 CT 提示双

肺部分病灶较前有所吸收，请宁波市新冠肺炎防治

专家组会诊后予出院。出院后继续予洛匹那韦 / 利

托那韦 2 片口服、每日 2 次抗病毒治疗；出院 7 d

后复查咽拭子 2019-nCoV 核酸检测为阴性，胸部

CT 复查提示右肺上下叶及左肺下叶散在炎症，左肺

下叶病灶较前有所吸收。

图 1 1 例 26 岁男性新冠肺炎患者体温及症状演变情况

注：起病时双肺叶外带（近胸膜处）见斑片状磨玻璃密度影，边界模糊，以双肺下叶
为著，局部可见增粗小血管影；随病程发展，双肺病灶范围较前增大，密度增高；

经治疗后，双肺病灶逐渐吸收

图 2 1 例 26 岁男性新冠肺炎患者胸部 CT 动态演变

注：WBC 为白细胞计数，NEUT 为中性粒细胞计数，
LYM 为淋巴细胞计数，NLR 为中性粒细胞 / 淋巴

细胞比值，hs-CRP 为超敏 C- 反应蛋白
图 3 1 例 26 岁男性新冠肺炎患者体温、

血常规指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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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 论 

  2019-nCoV 为 β 属冠状病毒，其基因特征与严 

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和中东

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有明显区别。

2019-nCoV 的常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冠肺炎患者，无

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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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普遍易感。

  基于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新冠肺炎潜伏期

1～14 d，多为 3～7 d。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

表现，少数患者有鼻塞、流涕、咽痛和腹泻等症状。

重型患者多在发病 1 周后出现呼吸困难和（或）低

氧血症，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脓毒性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

出凝血功能障碍等。实验室检查，发病早期患者外

周血 WBC 正常或减少，LYM 减少，多数患者 C- 反

应蛋白（CRP）和红细胞沉降率（血沉）升高，降钙素

原正常；严重者 D- 二聚体升高，外周血淋巴细胞进

行性减少。在鼻咽拭子、痰、下呼吸道分泌物、血液、

粪便等标本中可检测出 2019-nCoV 核酸。胸部影

像学早期呈现多发小斑片影及间质改变，以肺外带

明显；进而发展为双肺多发磨玻璃影、浸润影，严重

者可出现肺实变，胸腔积液少见。

  CRP是机体发生炎症时一种急性时相蛋白［1-4］，

由巨噬细胞释放白细胞介素（ILs）等炎性介质刺激

肝脏细胞合成，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及局部炎症性

肺组织也能产生少量 CRP［5］。CRP 以糖蛋白的形

式存在于血液中，由 5 个完全相同的单体以非共价

键组成空间环状球体，相对分子质量为 115 000［1］。

CRP 主要起到宿主对感染的防御，对炎性细胞的吞

噬及免疫调节［1-2］，对各种刺激因素包括感染、组织

损伤、坏死均能迅速作出反应［2，6］。WBC 可辅助诊

断炎症和疾病发展情况，是最为传统及原始的一种

检测指标，也是临床上初步判断有无发生感染性疾

病的重要参考依据。

  血细胞分析是临床最为常用的初期筛查手段之

一，WBC、NEUT 和 LYM 分类计数可以及时反映疾

病病理变化过程，但是 WBC 受年龄、原发疾病等多

种因素影响，差异较大。NLR 作为一个新型炎症指

标，综合了 NEUT 和 LYM 两种炎症参与细胞，NLR

的变化不但能体现 NEUT 在感染中的作用，还能反

映体内 LYM 的变化，当机体受到细菌或病毒感染

时，NLR 的变化比 WBC 能更好地反映体内的感染

状况。肖四方等［7］研究表明，NLR 与甲流、乙流病

毒感染密切相关，可能为甲流或乙流病毒感染的诊

断和治疗提供新的线索。

  本例患者初始以头痛、乏力起病，进而出现发

热、咳嗽、流涕等症状，体温逐步升高，在入院第

3 天达到最高水平，同期 WBC 及 NEUT 虽在正常参

考值范围内，但有下降趋势，NLR 达到最低水平，而

hs-CRP 逐步上升，同期胸部 CT 检查提示左肺下叶

病灶增多；经治疗后患者体温正常，hs-CRP 下降，

NLR 有上升，复查 CT 提示肺内病灶吸收，说明 NLR

和 hs-CRP 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在当前患者人数众

多，CT 等影像检查匮乏、不够简便的情况下，寻找

一种简单有效的指标来指导临床治疗显得尤为重

要，从该病例 hs-CRP 和 NLR 变化趋势结合 CT 检

查表现我们发现，NLR 在指导临床治疗中有一定作

用，但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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