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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回顾性分析21例治愈出院新型冠状病毒核酸确诊病例完整影像学资料,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HRCT短期动态影像特征。方法 按胸部CT检查时间及影像学改变过程,将病程分为早期、高峰期及转归期,并观

察肺内病变在不同时期的 HRCT影像学表现。结果 胸部CT有阳性改变患者16例,胸部CT始终无阳性表现患者

5例。早期(1~6天,平均3天)HRCT表现为片状磨玻璃影23个,磨玻璃结节12个,实变结节伴“晕征”1个;高峰期

(5~11天,平均8天)HRCT表现为单纯磨玻璃影9个,磨玻璃影伴实变影17个,磨玻璃影伴“铺路石征”6个,实变结

节伴“晕征”7个,1例伴少量胸腔积液。危重型病例高峰期病变数量及累及范围高于普通型,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HRCT检查有助于检出早期及亚临床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多于患病第2周诊断为重型/危重型,HRCT
复查对危重型患者具有提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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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Retrospectiveanalysiswascarriedoutonthecompleteimagingdataof21curedand

dischargedpatientsdiagnosedwithnovelcoronavirusinfectionbynucleicacidtoinvestigatetheshort-termchangesof
HRCTimagesofnovelcoronaviruspneumonia(NCP).Methods AccordingtothetimeofchestCTexaminationand
theimagingchanges,thecourseofdiseasewasdividedintoearlystage,peakstageandtransitionalstage.AndHRCT
findingsoflunglesionsatdifferentstageswereobserved.Results Totally16patientshadpositivechangesinchest
CT,and5patientshadnopositivefindings.Intheearlystage(1-6days,anaverageof3days),HRCTshowed23
ground-glassopacities,12groundglassnodules,1consolidationnodulewith“halosign”;Inthepeakstage(5-11
days,anaverageof8days),HRCT showed9ground-glassopacities,17ground-glassandconsolidationin
combination,6ground-glassopacitieswith“crazypavingsign”,7consolidationnodulewith“halosign”,1casewitha
smallamountofpleuraleffusion.Thenumberandrangeoflesionsinpeakperiodofcriticalcaseswerehigherthanthat
innormalcasesbetweentwogroups.Conclusion HRCTexaminationcanhelpdetecttheearlyandsubclinicalNCP.
Mostpatientswerediagnosedassevere/criticaltwoweeksafterthedisease,andHRCTreexaminationissuggestivefor
criticallyill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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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于2019年12月自武汉爆发

以来[1],已传播至全国各个省份,全世界多个国家

亦相继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报道[2-3],不
同地区及不同国家发病率及病死率不尽相同。影像

学HRCT检查已成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断及随

访观察的重要手段[4],但对该疾病发展过程的完整

影像动态分析尚缺少文献报道。本研究收集自疫情

爆发以来经我院救治的21例新型冠状病毒治愈患

者临床及影像学资料,探讨其不同检查时期的影像

学特点,为临床诊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提供诊断参

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病例均通过我院HIS电子病例

系统查询,搜集自2019年1月至2020年2月经我院

救治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21例,其中男性16
例,女性5例,年 龄4~72岁,平 均 年 龄(41.82±
20.33)岁。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2020年2月18日发布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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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7版)》临床分型标

准将21例患者分为:重型及危重型4例,普通型12

例,轻型5例。HRCT检查共105次。经治疗所有

病例全部符合解除隔离标准。见表1。

表1 2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基本信息表

患者序号 性别 年龄(岁) 首次CT(天) CT高峰期(天) 病程周期(天) 检查CT次数 临床分型

1 男 72 3 10 28 6 重型/危重型

2 女 40 2 6 31 8 重型

3 男 56 4 10 22 6 重型

4 男 67 1 11 21 6 重型

5 男 34 3 11 29 8 普通型

6 男 38 1 6 14 4 普通型

7 男 31 3 5 30 8 普通型

8 男 34 1 5 12 3 普通型

9 男 17 3 6 15 4 普通型

10 男 66 4 10 28 6 普通型

11 女 67 4 10 28 6 普通型

12 男 32 0 6 19 4 普通型

13 女 34 6 10 23 5 普通型

14 男 42 6 11 23 6 普通型

15 男 63 1 3 18 5 普通型

16 女 60 15 15 29 4 普通型

17 男 6 正常 12 3 轻型

18 男 40 正常 18 3 轻型

19 女 63 正常 16 4 轻型

20 女 44 正常 16 2 轻型

21 男 4 正常 23 4 轻型

  注:首次CT天数定义为患者出现临床症状时间与首次CT检查的时间间隔;CT高峰期天数定义为患者数次胸部CT检查中,影像学表现

最严重的一次与其出现临床症状时间的间隔天数;病程周期天数定义为患者出现临床症状时间至解除医学隔离的间隔时间。

1.2 纳入标准 所有病例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2020年2月18日

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7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确诊标准、分型标准及解除隔

离标准。

1.3 排除标准 图像质量不佳,难以观察分析;上呼

吸道咽拭子两次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实时荧光

RT-PCR检测间隔24~48h)仅一次为阳性;孕妇及

产后确诊患者。

1.4 影像设备及成像方法 所有患者戴 N95口

罩[4],去除上身金属物品和其他高密度物品,穿一次

性隔离衣,于发热门诊专用DR行站立后前位胸部数

字化摄影。
胸片阳性患者当日行胸部 HRCT检查,胸片阴

性者住院后次日行胸部HRCT扫描。呼吸方式选择

深吸气后屏气状态扫描,扫描范围自肺尖至肋膈角水

平。CT设备应用PHILIPSIngenuity128层螺旋

CT,管电压采用120kV,管电流采用IDOS智能辐射

剂量跟踪技术(50~350mAs),扫描矩阵1024×
1024,采集层厚0.5~1mm,螺距1~1.3,开启迭代

重建技术。一次屏气连续扫描(儿童扫描严格按照辐

射防护规定,遮挡患儿的非检查部位)。
常规图像重建:常规以5mm层厚分别重建出肺

窗图像(窗宽1000~1500Hu,窗位-650~-500

Hu)和纵隔窗图像(窗宽250~300Hu,窗位30~50
Hu)。薄层图像重建:常规以1mm 以下层厚重建出

薄层肺窗图像(估算法,窗宽1000~1500Hu,窗位

-650~-500Hu)。图像后处理采用多平面重组

(MPR)、最 大 密 度 投 影(MIP)和 最 小 密 度 投 影

(MinIP)技术。所有图像均传送到PACS工作站进

行图像分析。

1.5 图像描述及分析 影像学分期:根据胸部CT
检查时间及影像学改变过程,将所有患者首次CT检

查时间称为早期(1~6天),数次检查中胸部CT表

现最严重的时间称为CT高峰期(5~11天),最后一

次CT检查时间称为转归期(12~31天)。所有影像

资料均由一名副主任医师及一名3年以上主治医师

共同阅片,得出诊断意见,若二人意见不一致时,由第

三位副主任医师会诊决定。影像重点观察有无病变,
病变的部位、范围、影像特点并详细记录于EXCEL
表格。

1.6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19.0处理数据。计数

资料用百分数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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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表现 首诊症状发热7例,发热伴咳嗽6
例,发热伴乏力1例,发热伴头痛1例,腹泻1例,5
例无症状。有与传染源接触病史或疫区旅居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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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家庭聚集性发病7例。实验室检查白细胞正常或

轻度升高,淋巴细胞绝对值减低或正常。解除医学观

察时间12~31天,平均(21.0±6.2)天。

2.2 不同时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像学表现 肺部

HRCT呈阳性改变16例,阴性5例。病变分布:右
肺4例,左肺3例,双肺同时受累9例。病变位置分

布分为周围型(肺野外带1/3)、中央型(肺野中内2/

3)及混合型。

2.2.1 早期(1~6天) 16例CT阳性患者早期诊

断均为普通型病例,首次HRCT发现单发病变2例,
多发病变14例。肺内病变共累及36个肺叶,其中

中央型3个,周围型27个,混合型6个。病变位置:
右肺上叶8例、右肺中叶4例、右肺下叶5例、左肺上

叶8例、左肺下叶11例。HRCT表现:片状磨玻璃

影23个,形态多不规则,其内可见增粗血管影,血管

纹理走形自然,病变边缘较模糊,其中9个磨玻璃病

变可见胸膜下小叶间隔增厚;磨玻璃结节12个,呈类

圆形,部分结节位于支气管血管分叉处,呈“柳絮团”
样,直径多小于3.0cm;首发表现以胸膜下实变结节

1例,直径约1.3cm,边缘伴“晕征”。

2.2.2 高峰期(5~11天) 病变共累及51个肺叶,
其中12例普通型患者累及31个肺叶(31/60),4例

重型患者累及20个肺叶(20/20);病变范围大于该肺

叶1/3的受累肺叶,普通型4个(4/60)、重型/危重型

10个(10/20)。HRCT表现:单纯磨玻璃影9个(含
新发病变),与早期表现相同,仅范围增大;磨玻璃影

伴实变影17个,均表现为原病变范围增大,向肺门区

进展,病变区内出现扇形、楔形或条带状高密度实变,
可见典型“充气支气管影”,实变区内血管纹理不能显

示,但原病变边界进一步变清,未见空洞形成,其中1
例伴少量胸腔积液;磨玻璃影伴“铺路石征”6个;实
变结节伴“晕征”7个,对比观察发现均为原磨玻璃结

节内密度增高所致;1个首次CT发现的磨玻璃影于

高峰期复查消失。见表2。

表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普通型与重型/危重型

在高峰期病变累及范围(个)

组别 肺叶数 累及肺叶数量 单病变>1/3肺叶

普通型 60 31 4
重型/危重型 20 20 10
 统计值 13.140 8.370
 P 值 0.00 0.01

2.2.3 转归期(12~31天) 经治疗12个肺叶病变

完全消失,9个仅残存纤维索条影,3个表现为“云絮

状影”伴胸膜下少许索条。16个肺内实变吸收消散,
仅存密度不均匀“云絮状”影,且范围明显缩小。见图

1~2。

图1 病例1,男31岁,有武汉出差史,咳嗽1天、发热14小时,经核酸检测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临床分型为普通型。首次CT(2020-1-24)
显示左肺上叶尖段叶间胸膜下小结节影,边缘伴“晕征”;高峰期(2020-1-28)病变范围明显增大呈楔形,密度增高,宽基底与胸膜相连;转归期

(2020-2-4)治疗后左肺上叶尖段病变吸收消散。

图2 病例2,男72岁,武汉返乡人员,发热,咳嗽2天,经核酸检测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临床分型为重型。首次CT(2020-1-22)显示两肺

散在小片状“云絮状”影;高峰期(2020-1-28)两肺病变进展,病变范围增大,密度增高,呈现“铺路石”征;转归期(2020-2-13)两肺病变大部分吸收

消散,仅残存少许索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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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2020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

新型冠 状 病 毒 命 名 为2019新 型 冠 状 病 毒(2019
novelcornavirus,2019-nCoV)。我国国家卫生健康

委于2020年2月7日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Novel
CornavirusPneumonia,NCP)。2月11日,WHO
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正式命名为Corona
VirusDisease,2019,简称COVID-19。新型冠状病

毒传染性强,人群具有普遍易感性,随着疫情发展,多
地启动疫情防控机制,对普通人群、高风险人群及医

务工作者均提出不同防控建议和要求[5]。新型冠状

病毒可累计全身多个脏器,但主要侵及肺脏,引起急

性肺部炎症,严重者危及生命。《新型冠状病毒诊疗

方案(试行第7版)》按其病情严重程度,将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分为4型:轻型、普通型、重型及危重型[6]。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专家推荐意见(第一版)》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像学改变分为早期、进展期、重
症期[7]。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常以发热为首发症状,部
分伴咳嗽、流涕,少数患者以腹泻就诊,房晓伟等[8]对

79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进行回顾性研究,
发现与普通型患者相比,重型及危重型患者以老年男

性居多,常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及脑血管病等多种基

础性疾病,常需鼻导管吸氧、丙种球蛋白、激素等治疗

手段。
本研究将21例患者按其发病就诊时间、治疗过

程及解除医学隔离进行连续性观察。发现21例患者

均具有明确流行病学史,多以发热、咳嗽、咽部不适等

上呼吸道症状就诊。

3.1 早期(1~6天)HRCT表现 本研究认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均经历早期过程,部分患者初次影像学

检查即出现严重肺炎表现,可能与就诊时间较晚有

关。有学者认为病程较长患者首次影像学检查可出

现肺内实变[10]。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早期以片状/团

状磨玻璃影及磨玻璃结节为主要表现,其内有血管影

穿行,病变单发或多发,但多发更常见,易累及肺内

多个肺叶,与文献报道相似[11-12]。病毒性肺炎早期

影像表现为片状磨玻璃影,本研究发现早期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36%表现片状磨玻璃影,密度较均匀,其内

有增粗血管分支影,小叶间隔增厚少见,此征象常见

于肺泡内炎性渗出早期或肺泡周围间质增厚,提示

肺内病变处于早期或急性渗出期,具有潜在可治愈

性。胸膜下及支气管血管束周围独立性磨玻璃结节

是早期HRCT另一种常见表现,病变直径多小于3
cm,呈“柳絮团”征,也有学者将此型归为支气管血管

束周围型,其形成原因可能为病变早期累及单个肺小

叶,引起小叶核心间质炎性改变。本组病例中发现少

数磨玻璃结节早期经干预性治疗可在短期吸收消散,
胸膜下病变常表现为片状或不规则,病变长轴多与胸

壁平行,且背侧胸膜下病变常较重,病变面积更大,可
能由于肺叶周围部血液循环较丰富,其免疫作用发生

较明显。

3.2 高峰期(5~11天)HRCT表现 患者经治疗或

无干预性治疗,临床症状加重,以发热最为明显。影

像学表现肺内出现新发磨玻璃病变,对比发现高峰期

主要有4类表现:①原肺内磨玻璃病变范围进一步增

大,出现典型“铺路石”征,由于纤维成份增加,病变边

界相对变清,严重者可出现血管纹理走形扭曲,以病

变内侧常见;②原病变内伴发片状/条带状或楔形实

变,病变内血管被掩盖,出现典型“充气支气管征”,病
变范围逐渐向肺野内带侵犯,本组病例5例进展为混

合型,此时患者肺功能受到严重影响,其中4例患者

出现静息状态下,指氧饱和度<93%,临床诊断将普

通型调整为重型;③肺内磨玻璃结节中心密度增高、
实变,呈现实性结节伴“晕征”,结节大小并无明显变

化;④病变最严重的表现为两肺弥漫性实变,称为“白
肺”,临床出现呼吸衰竭,甚至危及生命,黄璐等[13]应

用AI平台对10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的

影像学改变进行病变体积定量研究,发现普通型病例

肺内病变体积明显低于重型及危重型,这也可能成为

将来评估病变分型的重要量化指标。少数患者肺内

病变呈“反晕征”,即病变中央区域呈磨玻璃样稍低密

度,周围伴环形或新月形条带状实变。肺炎伴随征象

多于高峰期出现,本组病例中仅1例患者出现左侧少

量胸腔积液,也提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较少累及胸

膜。高峰期普通型患者与重症危重症患者影像学改

变表现出明显不同,重症患者累及肺叶数量较普通型

明显增多,且病变累及范围多大于肺叶1/3,导致肺

功能严重受损,临床出现氧分压减低甚至呼吸衰竭。
此表现也提示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累及肺内多个肺

叶,且出现病变范围大于1/3肺叶时,患者极有可能

进展为重型或危重型,尤其对中老年人及患有肺内基

础性疾病时提示意义更大。尚未见病变内伴空洞文

献报道,可能此类病毒性肺炎较少出现液化坏死。本

研究发现重型与普通型肺内病变出现高峰时间多在

发病后第2周出现。有学者认为年龄、病毒载量、肺
损伤评分、血液生化指标及白蛋白可能是疾病严重程

度的预测因子[14],但其具体致病机制有待进一步研

究。

3.3 转归期(12~31天)HRCT表现 新型冠状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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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肺炎患者经临床干预治疗,肺内病变多吸收消散,
本组病例中全部治愈,符合解除临床隔离标准。末次

HRCT显示肺内病变30%病灶完全吸收消散,16例

实性病变吸收消散,仅表现为密度较淡“云絮状”影,
其病变范围明显缩小。少数病变吸收后残留于胸膜

下纤维索条影。1例出院患者2周后复查显示左肺

门旁新发磨玻璃影,但咽拭子核酸检测仍为阴性,
是否为病情复发,尚需进一步随访观察及咽拭子核

酸复检。

3.4 亚临床期HRCT表现 患者无临床症状,主要

见于密切接触者体检发现,蒋南川等[9]对17例没有

任何症状的医护人员进行CT检查,发现片状磨玻璃

影、磨玻璃结节及“铺路石征”为3种亚临床期主要影

像表现,该研究随访发现早期进行干预性治疗病变范

围缩小,无干预治疗病变范围增大。本研究1例为亚

临床感染患者,HRCT显示右肺上叶尖后段胸膜下

实性结节影,边缘伴“晕征”,经干预性治疗病变逐渐

缩小,于18天复查,病变完全消失。

3.5 轻型患者 HRCT表现 本组病例中5例患者

HRCT检查无任何阳性表现,其中2例发热,3例无

任何临床症状,经2~3次CT复查仍表现正常,临床

称为病毒携带者。也有学者研究发现湖北省外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轻型患者比例较高,部分确诊患者肺部

HRCT无阳性表现[15],这是否提示经两次CT复查

肺内无阳性表现患者仅需隔离观察,无需住院治疗,
尚待更多病例研究证实。

3.6 不典型病例 本组病例中一名60岁女性患者,
腹泻15天就诊,既往有数次腹泻病史,其腹泻原因

是否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起肠道病变尚需进一步

研究证实。此患者前期并无发热及上呼吸道症状,但
其首次HRCT显示肺内病变已达高峰期,表现为磨

玻璃影、片状实变及索条影多种表现共存,病变主要

分布两肺胸膜下,后经3次CT复查大部分病变吸

收,仅残存少许不均匀较淡“云絮状”影及少许索条

影。此类患者就诊前15天是否应按亚临床感染管

理,有待进一步讨论。
本组病例中1例34岁男性武汉返乡人员,因发

热两天就诊,患病住院期间因个人信仰原因拒绝任何

药物治疗,其影像学改变同样经历早期、高峰期至病

变吸收消散,是否提示部分普通型患者及无症状感染

者可无需药物干预而自愈,仍需更多数据支持。
综上所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展过程有一定特

征性和规律性,肺内病变多经历由轻至重再经历吸收

消散的过程.HRCT检查有助于检出早期及亚临床

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其重型/危重型患者多出现在

患病第2周,HRCT复查对危重型患者具有提示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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