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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向重型演变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的危险因素分析

李殿明1,刘传苗2,刘佳慧1,胡俊锋1,杨艳丽3,周育夫4

[摘要]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鄄19)病人普通型向重型演变的临床危险因素。 方法:收集 24 例普通型向重型演

变 COVID鄄19 病人的临床资料(演变组),分析临床特征、血液检验、炎性指标、胸部 CT 影像学特征及抗病毒治疗,并与同期 41
例普通型病人(普通型组)的临床资料进行比较,分析 COVID鄄19 病人普通型向重型演变的可能危险因素。 结果:临床特征,演
变组在合并基础疾病和呼吸频率上与普通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在性别、年龄和临床症状上 2 组病人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血液学检验结果分析,演变组淋巴细胞计数和血浆白蛋白明显低于普通型组(P < 0. 05),演变

组血糖和尿素明显高于普通型组(P < 0. 05)。 但在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演变组炎性指标明显高于普通型组(P < 0. 05)。 COCID鄄19 普通型病人影像学表现为双肺磨玻璃阴影、斑片状影及实

变影,双肺弥漫性磨玻璃阴影伴支气管充气征,两肺大面积实变影伴肺间质改变更易向重型演变,临床应重视。 两种抗病毒

药物联合和三种药物联合,在演变组和普通型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COVID鄄19 普通型向重型演变的可能

危险因素有合并基础疾病、呼吸频率、淋巴细胞计数、血糖、白蛋白、尿素水平、炎症因子和影像学表现。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普通型;重型;危险因素

[中图法分类号] R 563. 1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20. 04. 001

Analysis of the risk factors of the common type
evolving into severe type COVID鄄19

LI Dian鄄ming1,LIU Chuan鄄miao2,LIU Jia鄄hui1,HU Jun鄄feng1,YANG Yan鄄li3,ZHOU Yu鄄fu4

(1.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2.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3.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4. Department of Tumor Radiotherap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risk factors of common type evolving into severe type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鄄19).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24 patients with common type evolving into severe type COVID鄄19 were collected
(evolution group),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blood test results,inflammatory indexes,chest CT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and antiviral
treatment were analyzed,which was compared with the clinical data of 41 patients with common type COVID鄄19 patients(common type
group). The possible risk factors of COVID鄄19 patients developing from common type to severe type were analyzed. Results:For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evolution group and common type group,the differences of the complication with underlying disease and
respiratory rat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ex,age and clinical symptom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results of blood test showed that the lymphocyte counts and plasma albumin level in evolu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mmon type group(P < 0. 05),the blood glucose and urea levels in evolu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mmon type group(P < 0. 05),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white blood cell count,platelet count 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level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inflammatory indexes in evolu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mmon type group (P < 0. 05). The double lung ground glass shadow, patchy shadow and
consolidation shadow,double lung with diffuse ground glass shadow complicated with bronchogram were the mainly imaging findings of
the common type group,and the common type patients with two lung large area consolidation shadow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interstitial change we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to severe typ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wo and three kinds of drugs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Conclusions: The combination of underlying diseases,
respiratory frequency,lymphocyte count,blood glucose,albumin,urea level,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imaging manifestations are the
possible risk factors of common type evolving into severe type COVID鄄19.

摇 摇 [Key words]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mmon type;severe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type;risk factor

摇 摇 2019 年 12 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随着疫情的发展,我国其他

地区及境外也相继发现了此类病例。 2 月 11 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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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将正式被命名为“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鄄
19)冶。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将 COVID鄄19 纳

入国家“乙类冶传染病,采取“甲类冶传染病防控措

施[1]。 近期,有关 COVID鄄19 的基础、临床及流行病

学研究不断报道[2 - 6]。 在我国举全国之力采取积极

有效的防控措施和广大医务人员的努力下,疫情已

基本得到控制,但在境外,特别是意大利、西班牙等

国,病例数仍在迅速增长,且死亡率较高。 我们在临

床救治工作中发现部分普通型病人可以很短时间内

向重型病人演变,甚至演变为危重型,给提高救治成

功率带来很大困难。 如何早期发现该部分病人将对

提高诊治水平有很大价值。 本文分析我院收治的

24 例普通型向重型演变 COVID鄄19 病人的临床资

料,并与同期 41 例普通型病人的临床资料作比较,
分析 COVID鄄19 病人普通型向重型演变的可能危险

因素。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该研究已通过蚌埠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

原则。 我院为安徽省省级 COVID鄄19 收治的定点医

院,为全省 4 家重症病人集中救治基地之一。 所有

病例均符合当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

案冶COVID鄄19 诊断标准(试行第六版)。 (1)流行病

学史:淤发病前 14 d 内有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或其

他有病例报告社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于发病前 14
d 内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核酸检测阳性)有接触

史;盂发病前 14 d 内曾接触过来自武汉市及周边地

区,或来自有病例报告社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

的病人;榆聚集性发病。 (2)临床表现:淤发热和 /
或呼吸道症状;于具有上述 COVID鄄19 影像学特征;
盂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

数减少。 有流行病学史中的任何 1 条,符合临床表

现中任意 2 条。 无流行病学史的,符合临床表现中

的三条,就可诊断为疑似病例。 纳入标准(确诊病

例):疑似病例,具备以下病原学证据之一者,淤实

时荧光 RT鄄PCR 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于病

毒基因测序,与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高度同源。 收

集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在蚌埠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隔离病房收治的 24 例普通型向重型

演变 COVID鄄19 病人(演变组)的临床资料,分析临

床特征、血液学检验、炎性指标、胸部 CT 影像学特

征及抗病毒治疗,并与同期 41 例普通型病人(普通

型组)的临床资料作比较,分析 COVID鄄19 病人普通

型向重型演变的可能危险因素。
1. 2摇 疾病严重程度的临床分型摇 所有确诊病人入

院时均根据当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

案冶进行临床分型。 (1)普通型:具有发热、呼吸道

等症状,影像学可见肺炎表现;(2)重型:符合下列

任何一条,淤呼吸窘迫,呼吸频率(RR)逸30 次 /分;
于静息状态下,指氧饱和度臆93% ;盂动脉血氧分压

(PaO2) /吸氧浓度(FiO2)臆300 mmHg;榆肺部影像

学显示 24 ~ 48 h 内病灶明显进展 > 50% 者按重型

管理。
1. 3摇 检测方法摇 入院后第 2 天清晨取空腹静脉血

送检验科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并应用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法检测血清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 IL)鄄6,操作

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临床特征比较摇 演变组在合并基础疾病和呼

吸频率上与普通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在性别、年龄和临床症状上 2 组病人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表 1摇 2 组病人临床特征比较(n)

分组 n 男 女
年龄 /岁

摇 < 40摇 摇 40 ~ 50摇 摇 51 ~ 60摇 摇 逸60摇
合并基础疾病

摇 0 ~ 1 种摇 摇 逸2 种摇
临床症状

摇 发热摇 咳嗽 /咳痰摇 胸闷气喘摇 其他摇
主要体征 / (次 /分)
摇 < 24摇 摇 逸24摇

演变组 24 15 9 1 4 12 7 13 11 摇 21 8 3 0 16 8

普通型组 41 20 21 5 11 15 10 36 5 摇 41 12 1 1 36 5

字2 — 1. 15 2. 52 13. 32 3. 41 6. 13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2. 2摇 血液学检验结果比较摇 对 2 组病人的入院后

第 2 天血液学指标比较,演变组淋巴细胞计数和血

浆白蛋白明显低于普通型组(P < 0. 01)。 血糖和尿

素演变组明显高于普通型组(P < 0. 01)。 2 组在白

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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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2 组病人的血液学指标比较(x 依 s)

分组 n
白细胞计数 /

( 伊 109 / L)

淋巴细胞计数 /

( 伊 109 / L)

血小板计数 /

( 伊 109 / L)

白蛋白 /
(g / L)

ALT /
(U / L)

血糖 /
(mmol / L)

尿素 /
(滋mol / L)

演变组 24 6. 34 依 3. 68 0. 98 依 0. 53 237. 58 依 125. 53 35. 03 依 5. 92 42. 88 依 41. 83 8. 84 依 3. 88 5. 97 依 2. 96

普通型组 41 6. 42 依 3. 53 1. 56 依 0. 55 257. 68 依 84. 12 40. 01 依 3. 85 36. 73 依 34. 71 6. 51 依 1. 86 3. 74 依 1. 31

t — 0. 09 4. 16 0. 77 4. 11 0. 63 3. 27 4. 19

P — >0. 05 < 0. 01 > 0. 05 < 0. 01 > 0. 05 < 0. 01 < 0. 01

2. 3摇 2 组炎性指标比较摇 演变组 IL鄄6 和 CRP 明显

高于普通型组(P < 0. 01)(见表 3)。

表 3摇 2 组病人的炎性指标比较(x 依 s)

分组 n IL鄄6 / (pg / mL) CRP / (mg / L)

演变组 24 9. 88 依 4. 59 47. 88 依 16. 63

普通型组 41 6. 69 依 4. 23 28. 35 依 14. 91

t — 2. 84 4. 88

P — <0. 01 < 0. 01

2. 4摇 2 组胸部 CT 表现比较摇 根据 65 例 COVID鄄19
病人的 CT 影像学表现,较为典型的征像有:(1)单

发磨玻璃阴影;(2)多发外周胸膜下磨玻璃阴影;
(3)双肺磨玻璃阴影、斑片状影及实变影同时存在;
(4)双肺弥漫性磨玻璃阴影伴支气管充气征;(5)大
面积实变影伴肺间质改变(见图 1 ~ 5)。 2 组病人

的影像学表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虽然

2 组影像学表现中均为多发外周胸膜下磨玻璃阴影

和双肺磨玻璃阴影、斑片状影及实变影同时存在为

主,但演变组中以双肺磨玻璃阴影、斑片状影及实变

影同时存在影像学表现比例最高,普通型组以多发

外周胸膜下磨玻璃阴影比例最高( 字2 = 10. 92,P <
0. 05)(见表 4)。

表 4摇 2 组病人的影像学表现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单发磨

玻璃阴影

多发外周胸膜下

磨玻璃阴影

双肺磨玻璃阴影、
斑片状影及实变影

双肺弥漫性磨玻璃

阴影伴支气管充气征

大面积实变影

伴肺间质改变

演变组 24 1(4. 17) 3(12. 50) 12(50. 00) 7(29. 16) 1(4. 17)

普通型组 41 8(19. 51) 17(41. 46) 10(24. 39) 6(14. 64) 0(0. 00)

合计 65 9(13. 85) 20(30. 77) 22(33. 85) 13(20. 00) 1(1. 54)

2. 5 摇 抗病毒治疗比较 摇 对于 COVID鄄19 临床抗病

毒治疗,演变组 2 种抗病毒药物联合 20 例,3 种药

物联合 4 例,普通型组分别为 35 例、6 例,2 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字2 = 0. 05,P > 0. 05),三种药物联合

并没有减少向重型演变。

3摇 讨论

摇 摇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 茁 属的冠状病毒,为多形

性,直径为 50 ~ 200 nm。 S 蛋白是病毒的主要蛋白

之一,其编码基因可用于病毒分型;N 蛋白包裹病毒

基因组,可作为诊断抗原[7 - 8]。 经过病毒序列比对

分析,前期推测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可能是蝙

蝠等野生动物,在从蝙蝠到人的传染过程中也很可

能存在未知的中间宿主媒介[9]。 该病毒存在明确

的人传人现象[10],因而采取“隔离冶措施在控制传染

源和传播途径上起巨大作用,中国的经验已证实了

这一点。
临床工作中我们发现部分入院时分型为普通型

病人可以很短时间内向重型演变,甚至为危重型,这
给临床提高救治成功率带来很大困难。 如何能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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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病人早期发现将对提高诊治水平有很大价值。
本研究分析我院收治的 24 例普通型向重型演变

COVID鄄19 病人的临床资料,并与同期 41 例普通型

病人的临床资料作比较,结果显示演变组在合并基

础疾病和呼吸频率上与普通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 05),提示合并有 2 个及以上基础疾病

和呼吸频率较快的病人更易向重型演变,这与 GUO
等[11]研究结果一致。 合并基础疾病最多的是高血

压病、糖尿病和冠心病等,可能是由于病人多为老年

人,免疫力低下,因此对老年病人要高度重视。 但进

一步分析性别、年龄和临床症状与普通型向重型演

变又无显著相关性(P > 0. 05),可能是病例数少的

原因。 对 2 组病人的入院后血液学指标比较,演变

组在淋巴细胞计数和血浆白蛋白水平明显低于普通

型组(P < 0. 01)。 淋巴细胞计数降低提示可能存在

免疫受损,白蛋白降低推测可能与病毒对肝细胞的

直接损害造成的肝脏白蛋白合成障碍有关。 有研究

者[11]提出将淋巴细胞计数 < 0. 8 伊 109 / L 作为预测

病毒性肺炎死亡风险模型的指标之一。 同时在血糖

和尿素上演变组明显高于普通型组(P < 0. 01)。 血

糖增高可能由于病人应激或本身合并糖尿病有关,
尿素增高则可能与重型病人炎症反应更重及发热导

致的高代谢相关。 但 2 组的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

数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相比较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提示对于入院时淋巴细胞计数、白蛋

白较低的普通型病人更易向重型演变,这与临床多

数研究[12]结果一致,因此要更加重视。 同时我们还

观察到,每个病人对病毒产生的免疫应答是不一样

的,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由此产生的临床症状、疾
病进展、对治疗药物的反应差异很大[13]。 因此,我
们对 COVID鄄19 的临床演变还应该考虑个体的炎症

反应,寻找一些客观指标,帮助预测临床演变的准确

性,以弥补不足。
众所周知,免疫功能可使机体获得防卫能力,抵

抗外界感染,良好的免疫功能可帮助机体清除外来

微生物,控制感染,使机体恢复健康。 但是任何事物

都有两面性,当病毒入侵人体时,如果免疫系统被过

度激活或者失去控制,就会产生极端的免疫反应,释
放大量细胞因子,反过来攻击宿主,这种现象被称之

为“炎症风暴冶。 有研究[14]结果显示,细胞因子和趋

化因子在重症感染病人体内明显升高,被认为可反

映疾病严重程度。 COVID鄄19 病人的血清中 IL鄄2R、
IL鄄6 等表达平均显著增高,且以危重型升高最明显,
外周血 IL鄄6 可以作为独立预测 COVID鄄19 进程的关

键因子。 基于此我们推测以 IL鄄6 作为阻断靶点可

能具有潜在的抑制炎症反应的临床价值。 托珠单抗

即人源性抗人 IL鄄6 受体单克隆抗体降低外周血 IL鄄
6 活性达到阻断或减轻炎症反应的目的[15]。 本研

究通过检测病人血清中 CRP 和 IL鄄6 发现,演变组在

IL鄄6 和 CRP 水平明显高于普通型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 01),也提示可能存在免疫受损。 对于

CRP、IL鄄6 升高的普通型病人更易向重型演变。
COVID鄄19 病人为了解肺部病变情况,我们建议

做胸部 HRCT,以减少误诊和漏诊。 临床研究发现

COVID鄄19 在胸部 CT 上有特征性表现,我们分析 65
例 COVID鄄19 病人的 CT 影像学表现,较为典型的征

像有单发磨玻璃阴影,多发外周胸膜下磨玻璃阴影,
双肺磨玻璃阴影、斑片状影及实变影同时存在,双肺

弥漫性磨玻璃阴影伴支气管充气征,两肺大面积实

变影伴肺间质改变。 2 组病人的影像学表现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特别强调的是,
COVID鄄19 病人胸腔积液或淋巴结肿大少见[8]。

对于抗病毒治疗,国家卫健委 “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冶中诊疗方案也不断调整,可
试用 琢鄄干扰素、洛匹那韦 /利托那韦、阿比多尔片、
利巴韦林及磷酸氯喹等,疗程也在不断变化,不建议

同时使用三种及以上抗病毒药物。 本研究绝大部分

病例,采用两种抗病毒药物,但在征求病人的同意

下,少部分年轻病人选用三种抗病毒药物,但结果显

示使用三种抗病毒药物治疗并没有减少普通型向重

型演变(P > 0. 05),同时也没有缩短病毒转阴时间,
部分病人还出现了不良反应。

本研究普通型向重型演变的 24 例病人中经积

极治疗,大部分转为普通型,1 例转为危重型,最后

均痊愈出院。 综上,在 COVID鄄19 病人普通型向重

型演变的可能危险因素有:合并基础疾病、呼吸频

率、淋巴细胞计数、血糖、白蛋白、尿素水平、炎症因

子(CRP、IL鄄6)和影像学表现,临床工作中要特别注

意,及早发现,早期处理,对提高救治率,降低死亡率

将有非常大的意义。 本研究病例数较少,以后可能

要对该部分相关研究进行 Meta 分析,结果将更有说

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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