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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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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其与预后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
分析 2020 年 1 月 19 日至 3 月 1 日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 28 例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
患者的流行病学史、潜伏期及确诊时间、临床表现及基础疾病、实验室检查、胸部 CT 表现及转归情况。结果   
28 例新冠肺炎患者中，男性 15 例，女性 13 例；平均年龄 51.9 岁。其中 11 例患者到过疫区，15 例有新冠肺
炎确诊患者明确接触史，2 例无明确接触史。临床症状包括发热（92.9%）、咳嗽（75.0%）、乏力（39.3%）、气促

（28.6%）、肌肉酸痛（25.0%）、白黏痰（21.4%）、咽痛（17.9%）、恶心呕吐（10.7%）、头痛（7.1%）、流涕（3.6%）和腹
痛（3.6%）。血常规检查显示，16 例（57.1%）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LYM）有不同程度下降，17 例（60.7%）
患者 C- 反应蛋白（CRP）明显升高，12 例（42.8%）患者乳酸脱氢酶（LDH）明显升高，15 例（53.5%）降钙素原

（PCT）升高，但均＜1.0 μg/L。胸部 CT 肺窗显示，新冠肺炎早期可见超早期磨玻璃影，多分布在单侧或双侧胸膜
下或肺外带；初期可见磨玻璃影和网格样表现；进展期可出现肺实变或条索状改变，部分可见支气管充气征；
病情好转后大部分影像学表现可完全消失，部分可形成肺纤维化表现。临床分型：普通型 16 例，重型 9 例，危
重型3例。治疗10～23 d（平均 18.1 d）后，28例患者咽拭子或痰液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均转阴，
生化指标恢复正常，其中 26 例痊愈出院，平均住院时间 18 d，咽拭子核酸平均转阴时间 13.8 d；1 例核酸转阴后
出现其他并发症，最终死亡；1 例怀疑因肺栓塞死亡。结论  本院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多有明确的流行病学史，
以发热、咳嗽、乏力多见，实验室检查及胸部 CT 早期有特异性表现，大部分患者经治疗痊愈出院，有基础疾病
的患者可出现并发症，严重者可导致患者死亡，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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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rognosi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28 patients with COVID-19 admitted 
t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January 19 to March 1, 2020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epidemiological  history,  incubation  period  and  time  of  confirmed  diagnosi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underlying  diseases,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chest CT  findings  and  outcomes  of  the  patients were 
observed.  Results  Among  the  28  patients  with  COVID-19,  there  were  15 males  and  13  females;  average  age  was  
51.9 years. Of these patients, 11 cases had traveled to the epidemic area, 15 had a contact history of confirmed COVID-19 
patients, and 2 had no clear epidemic contact history. The clinical symptom manifestations revealed fever (92.9%), cough 
(75.0%), significant fatigue (39.3%), shortness of breath (28.6%), muscle soreness (25.0%), white sticky sputum (21.4%), 
sore  throat  (17.9%),  nausea  and  vomiting  (10.7%),  headache  (7.1%),  runny  nose  (3.6%)  and  abdominal  pain  (3.6%). 
Routine blood examinations showed that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 count (LYM) was decreased in different degrees in 
16 patients (57.1%), C-reactive protein (CRP)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17 patients (60.7%),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was obviously  increased  in 12 patients  (42.8%), and procalcitonin  (PCT) was markedly  increased  in 15 patients 
(53.5%), but all of them were less than 1.0 μg/L. The lung window of chest CT showed that the ultra-early ground glass 
opacity imaging of COVID-19 could be seen at the early stage, mostly distributed in the unilateral or bilateral subpleural 
or peripheral pulmonary zone; in the early stage, there were ground glass shadow and mesh appearance; in the advance 
stage,  lung consolidation or cord changes might occur, and some bronchial air signs could be seen; after  improvement, 
most of the imaging manifestations disappeared completely, and some of them could form pulmonary fibrosis manifestation. 
Classification of clinical types: there were 16 cases of common type, 9 cases of severe type and 3 cases of critical type. 
After  10-23  days  treatment  (mean  18.1  days),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nucleic  acid  detection  by 
pharyngeal swabs or sputum turned negative in all the 28 patients, and the biochemical indexes returned to normal. Among 
them, 26 patients were cured and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the mean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as 18 days, and the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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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

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河南科技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洛阳市传染病医院）作为洛阳市新型冠

状病毒（2019-nCoV）感染患者定点收治医疗机构，

2020 年 1 月 19 日收治洛阳市首例新冠肺炎患者，

3 月 1 日最后 1 例患者治愈出院。为尽快了解新冠

肺炎相关临床特性，总结防治经验，现对本院收治的

28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 2020 年 1 月 19 日至 

3 月 1 日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隔离病房收治

的 28 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

15 例，女性 13 例；平均年龄 51.9 岁；普通型患者 

16 例，重型 9 例，危重型 3 例。

1.2  新冠肺炎诊断标准：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委）实时发布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1.3  解除隔离和出院参考标准：① 体温恢复正常

持续 3 d 以上；② 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③ 肺部影

像学显示急性渗出性病变明显改善；④ 连续 3 次呼

吸道标本 2019-nCoV 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间隔 

24 h 以上）。

1.4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本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20-3-1），所有治疗

和检测均按指南标准执行并获得过患者知情同意。

1.5  治疗方案：① 对症支持：收入隔离病房，嘱患

者注意休息、多饮水，给予氧疗（包括鼻导管吸氧、

高流量吸氧、呼吸机辅助呼吸）、加强补液、纠正低

钾低钠，密切观察病情变化。② 抗病毒治疗：重组

人干扰素 α-2b 注射液雾化吸入，每次 500×104 U、

每日 2 次；洛匹那韦 / 利托那韦口服，每次 2 粒、每

日 2 次；盐酸阿比多尔片口服，每次 2 粒、每日 3 次， 

至荧光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转阴。③ 中 

医治疗：服用连花清瘟胶囊1.4 g，每日3次，疗程7 d。

结合本院中医科特色给予汤药口服制剂，不能耐受

汤药者给予松黄解毒胶囊口服，每次1包、每日3次，

疗程 7 d。④ 其他治疗：伴高热（体温＞39.0 ℃）、 

电解质紊乱、肝功能异常、免疫力低下、白细胞计数 

（WBC）降低患者分别予以退热、纠正电解质紊乱、护

肝、提高免疫力、促进白细胞增生等对症支持治疗。

1.6  统计学分析：使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分析

数据。计数资料以例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流行病学：28 例确诊患者中，11 例曾到过疫

区（有武汉经商、旅游、游学、居住史），15 例有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明确接触史，2 例无明确接触史，共涉

及 6 组家庭及 1 次商务聚会。

2.2  临床特点

2.2.1  潜伏期及确诊时间：首次接触至发病平均时

间 8.8 d，中位时间 8（5，12）d，最短潜伏期为 1～5 d。

患者从出现症状至确诊时间为1～14 d，平均6.14 d。 

2.2.2  临床表现及基础疾病（表 1）：大部分患者以

发热为首发症状，最高体温波动于 37.2～39.8 ℃，

多数伴有咳嗽，可伴乏力、气促，少数患者有肌肉酸

痛、咽痛等症状，其中部分患者合并消化道症状，以

恶心、呕吐及腹痛常见，部分患者有流涕等卡他样

表现。患者合并的基础疾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 

2 型糖尿病、消化道肿瘤和脑梗死。

2.2.3  实验室检查（表 2）：① 病毒核酸检测：28 例

患者咽拭子或痰液 2019-nCoV 核酸检测均为阳性。

② 血常规及血生化检查：16 例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

表 1 28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临床表现 
及基础疾病分布

项目 例数〔例（%）〕 项目 例数〔例（%）〕

临床表现   头痛 2（  7.1） 
  发热  26（92.9）    流涕 1（  3.6）
  咳嗽  21（75.0）   腹痛  1（  3.6） 
  乏力 11（39.3） 基础疾病
  气促   8（28.6）   高血压 9（32.1）
  肌肉酸痛   7（25.0）    冠心病 6（21.4）
  白黏痰   6（21.4）   2 型糖尿病 6（21.4）
  咽痛   5（17.9）    消化道肿瘤 1（  3.6）
  恶心呕吐    3（10.7）    脑梗死 1（  3.6）

time of pharyngeal swab nucleic acid detection  turning negative was 13.8 days; one case had other complications after 
nucleic acid turned negative and finally died; one patient died of suspected pulmonary embolism.  Conclusions  Most 
of  the  patients  with  COVID-19  in  our  hospital  have  a  clear  history  of  epidemiology.  Fever,  cough  and  fatigue 
symptoms  are  often  seen.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and  chest  CT  hav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this  disease  in  early 
stage.  Most  of  the  patients  are  cured  and  discharged  after  treatment,  but  in  some  patients  with  underlying  diseases,  
complications may occur and in serious situation, that may lead to death, which should be brought to attention. 

【Key words】  2019 novel coronavirus;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linical feature
Fund program: Emergency Tackling and Guiding Planning Project of Luoyang City'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Henan Province of China (2020YZ25)
DOI: 10.3969/j.issn.1008-9691.2021.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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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LYM）有不同程度下降，17 例患者 C- 反应蛋

白（CRP）明显升高，12 例患者乳酸脱氢酶（LDH）明 

显升高，15例降钙素原（PCT）升高（但均＜1.0 μg/L）。 
2.2.4  胸部 CT 表现（图 1）：由于新冠肺炎患者肺

部影像改变迅速，故在短时期内可见多种肺部影像

学改变。胸部 CT 显示，超早期可见部分叶段磨玻

璃影改变，逐渐进展为双肺下叶外带磨玻璃影改变；

随病情进展，部分出现肺组织局部实变，少量出现局

部肺纤维化；进展期可见肺实变或条索状改变，部

分可见支气管充气征；病情好转后，大部分影像学

表现可完全消失，部分可形成肺纤维化表现。

2.2.5  转归：确诊患者中有 26 例痊愈出院，平均住

院时间 18 d，咽拭子核酸平均转阴时间 13.8 d；1 例

虽经治疗后核酸转阴，但已出现呼吸衰竭等严重并

发症，最终死亡；1 例心室内血栓形成，怀疑因肺栓

塞死亡。

表 2 28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入院时各实验室检查指标水平分布

指标
普通型

〔例（%）〕
重型及危重型
〔例（%）〕

指标
普通型

〔例（%）〕
重型及危重型
〔例（%）〕

指标
普通型

〔例（%）〕
重型及危重型
〔例（%）〕

WBC（×109/L） LYM（×109/L） LDH（μmol·s-1·L-1）
　＜3.5   4（14.3）   2（  7.1） 　＜1.1   7（25.0）   9（32.1） 　＜1.5    0（  0   ）   0（  0   ）
　3.5～9.5 12（42.9）   8（28.6） 　1.1～3.2   9（32.1）   3（10.7） 　1.5～4.1 10（35.7）   6（21.4）
　＞9.5   0（  0   ）   2（  7.1） 　＞3.2   0（  0   ）   0（  0   ） 　＞4.1   6（21.4）   6（21.4）
NEU（×109/L） CK（U/L） CRP（mg/L）
　＜1.8   3（10.7）   1（  3.6） 　＜24   0（  0   ）   0（  0   ） 　0～10   9（32.1）   2（  7.1）
　1.8～6.3 13（46.4）   9（32.1） 　24～195 16（57.1）   8（28.6） 　＞10   7（25.0） 10（35.7）
　＞6.3   0（  0   ）   2（  7.1） 　＞195   0（  0   ）   4（14.3） PCT（μg/L）

　0～0.5 10（35.7）   3（10.7）
　＞0.5   6（21.4）   9（32.1）

注：WBC 为白细胞计数，NEU 为中性粒细胞计数，LYM 为淋巴细胞计数，CRP 为 C- 反应蛋白，CK 为肌酸激酶，LDH 为乳酸脱氢酶，PCT
为降钙素原

3 讨 论 

  总结本院28例新冠肺炎患者的流行病学史、临

床特点、实验室检查、诊断、治疗，结果显示，28例确

诊患者中，有明确流行病学史者 26 例（占 92.5%）， 

其中 11 例发病前 14 d 有武汉及周边地区旅居史， 

15 例发病前 14 d 曾接触来自武汉市或周边地区人

员，呈明显人与人接触后发病。涉及6组家庭及1次 

商务聚会（22 例，占 78.5%），符合聚集性发病的流行

病学特点。另有 6 例患者有明确武汉及周边地区旅

居史，至洛阳后发病并确诊，但未致周围亲属发病，

经详细询问发现该 6 例患者均自我居家隔离，拒绝

与家属及周围人群接触，处于半封闭状态。说明家

人共处一室长期相处，彼此频繁近距离接触，是造成

家庭成员高续发、高感染、高发病的主要原因。因

此，加强家庭环境及物体表面的消毒、使用公筷、减

少近距离接触是避免家庭成员间传播的关键。

注：超早期可见部分叶段磨玻璃影改变（1A～1B），逐渐进展为双肺下叶外带磨玻璃影改变（1C～1D）， 
随病情进展部分出现肺组织局部实变（1E～1F），少量出现局部肺纤维化；进展期可见肺实变或条索状改变， 
部分可见支气管充气征，病情好转后大部分影像学表现可完全消失，部分可形成肺纤维化表现（1G～1H）

图 1 28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胸部 CT 表现



·  278  ·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21 年 6 月第 28 卷第 3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June   2021，Vol.28，No.3 

  11 例患者发病前 14 d 有武汉或周边地区旅行

史或居住史，无法准确预测感染时间；有武汉或周

边地区人员接触史的 15 例患者，首次接触至发病平

均时间为 8.8 d，中位时间为 8（5，12）d，提示最短潜

伏期约 1～5 d，基本符合该病的潜伏期（1～14 d，多

为 3～7 d）［1-2］。洛阳市新冠肺炎病例最长潜伏期

为 15 d，中位数 8.0 d，高于全国的 5.2 d［3-4］。80.2%

的聚集性病例以普通型为主，说明洛阳市新冠肺炎

疫情具有潜伏期略长、以普通型为主的特点。潜伏

期长的病例容易被忽视，因此要密切排查、广泛宣

传、提高防护意识。

  28 例患者出现症状至确诊时间为 1～15 d，平

均 6.14 d。目前国内的相关报道多为 7～9 d［5-6］，相

比武汉 1 月份确诊时间（4.6～5.8 d）［1］，武汉以外城

市的确诊时间要明显延长，可能与疫情早期民众的

认知及焦虑有关。洛阳市新冠肺炎疫情主要在 2 月 

至 3 月初暴发，民众通过新闻报道及网络对疫情已

有初步了解，但也导致焦虑、恐慌情绪加剧。有学

者对 2002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期间

公众心理进行研究发现，公众对危机事件存在特定

的心理反应模式，疫情中的风险认知会影响个体心

理感受，而与疫情真实接触的实际经验却可以缓解

人群的负面情绪［7］，这使得疫区人群虽然接触 SARS

相关信息较多，但焦虑程度却显著低于非疫区人群。

因此，当疫情管控政策涉及社区管控或疫情波及全

国时，我们更应高度关注群众的心理健康状态，合理

疏导，呼吁群众采取正确的心理应对措施［8-9］。

  28 例新冠肺炎患者的年龄为 25～87 岁，平均

51.9 岁。9 例患者年龄＞60 岁，其中 4 例＞80 岁，均

为危重型病例，与我国相关文献［10-13］报道的平均年

龄（49～56 岁）相符。但国外报道＞80 岁老年人的

死亡风险不随年龄变化，而重度痴呆是老年人死亡

的相关危险因素［14］。本研究的 28 例确诊患者多合

并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7 例为重型或危重型病例。

其中 1 例死亡患者为 86 岁女性，基础疾病为高血

压、心肌梗死和脑梗死，出现下肢静脉血栓、右心室

内血栓形成，怀疑死因为肺栓塞。所有患者均无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和哮喘。据相关文献报道，

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是新冠肺炎最常见的

合并症，整个内环境的促炎及促凝状态往往触发心

血管事件［15-20］。但哮喘患者所占比例低，钟声健

等［21］发现，新冠肺炎患者中哮喘比例为 5.2%，死亡

病例中哮喘比例为 3.7%；COPD 比例为 6.9%，死亡

病例中 COPD 比例为 14.1%。2019-nCoV 通过 S 糖 

蛋白与细胞受体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ACE2）的结

合进入宿主细胞。而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在高反应

性致敏的患者中，ACE2 受体的表达较低，可能是导

致呼吸系统过敏患者（即过敏性哮喘）新冠肺炎病

死率降低的潜在因素［22］。

  实验室相关数据显示，28 例患者中 26 例 WBC

正常或降低，26 例中性粒细胞计数（NEU）正常或

降低，LYM 均正常或降低，嗜酸粒细胞均在正常范

围内波动；4 例丙氨酸转氨酶（ALT）和天冬氨酸转

氨酶（AST）明显升高，仅 2 例总胆红素（TBil）轻度

升高；12 例 LDH 有不同程度升高，其中 3 例危重

型患者 LDH＞16.7 μmol·s-1·L-1；22 例红细胞沉降

率（ESR）升高，16 例 CRP 升高。提示 WBC、NEU、

LYM 正常或降低，LDH、ESR、CRP 升高为新冠肺炎

患者的特征性表现。但对比普通型病例发现，重型

和危重型患者的 ALT、AST、肌酸激酶（CK）、LDH、

ESR、CRP、PCT 水平有更显著的异常，与之前相关

报道［23-24］相似。

  28 例患者均有典型 CT 表现：早期多见双肺磨

玻璃影改变，以外周型多见，多累及胸膜；中期出现

部分肺组织实变，可见局部肺组织纤维化；后期病情

好转，病灶基本全部吸收，仅有少部分存在慢性肺纤

维化改变，胸腔积液少见。结合流行病学史、影像学

检查和临床诊断为本院新冠肺炎初筛的关键措施。 

  洛匹那韦 / 利托那韦作为蛋白酶抑制剂，可以

预防多蛋白水解［14，25-27］；氯喹被认为会干扰和抑

制病毒与 ACE2 结合和进入［27-28］；干扰素诱导可能

影响病毒多个方面的抗病毒和免疫调节基因的表 

达［29-31］；阿比多尔是病毒膜融合抑制剂，吸入皮

质类固醇治疗也与降低痰液中 ACE2 和 TMPRSS2

基因的表达有关［32］。强调根据最佳实践治疗方法 

（包括吸入类固醇）降低ACE2表达，降低2019-nCoV 

的易感性。本研究 28 例确诊患者中，有 27 例应用

洛匹那韦 / 利托那韦，其中 13 例患者约 10 d 后核

酸转阴，另外 14 例患者在后续治疗中 8 例单独应用

阿比多尔后核酸转阴，6 例应用阿比多尔联合羟氯

喹后核酸转阴；1 例仅给予盐酸阿比多尔，因出现心

室内血栓或肺栓塞死亡，病程短。从临床效果看， 

3 种药物并无明显差别，但是药物的组合使用则更

需注意相关药物的不良反应，如羟氯喹和洛匹那

韦 / 利托那韦均有腹泻、恶心、心电图 QTc 延长的

不良反应［26，33］，干扰素可导致患者发热、肌无力、腹

泻、淋巴细胞减少等，与茶碱及抗凝药物联合应用

需特别注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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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 结 

  本研究是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研究表明，明确的

流行病学史、年龄、WBC、LYM、肺部磨玻璃样 CT

表现是新冠肺炎的特征因素。通过与相关研究对

比，得出了本研究的不同之处并分析相关原因，可为

新冠肺炎临床表现及治疗的相关研究提供线索。尽

管我们发现洛阳市新冠肺炎疫情特点为以普通型多

见，且潜伏期长，但本研究纳入样本量小，相关结果

与分析可能存在局限性，仍需进一步探索。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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