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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真菌病的外科微创治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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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胸外科袁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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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肺真菌病外科微创手术治疗效果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 员园 例肺真菌病外科微创手术治疗的临床资料袁评估

手术治疗效果及预后遥结果院本组共 员园 例肺真菌病袁怨 例完成胸腔镜下手术袁员 例因胸腔广泛粘连中转开胸手术袁无手术并发症袁

无术后复发遥 结论院全胸腔镜下微创手术治疗肺真菌病袁并发症少袁效果及预后良好袁是治疗本病的一种较有效的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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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真菌病是由真菌引起的肺部疾病袁主要指肺
和支气管的真菌性炎症或相关病变 咱员暂遥 近年来袁随
着光谱抗生素尧糖皮质激素尧抗肿瘤药物及免疫抑
制剂等药物应用增多袁以及血液尧器官移植的广泛开
展袁肺真菌病的发生率有所增高遥 国内外对于肺真菌
病外科治疗报道较少袁 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 员园 例肺
真菌病的微创外科手术治疗袁评估报告如下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圆园园愿 年 愿 月耀圆园员猿 年 怨 月袁 本科共完成 员园 例
肺真菌病手术治疗袁其中袁男 源 例袁女 远 例袁平均年
龄 缘猿援怨 岁 渊猿远耀远猿 岁冤袁 本组中无症状体检发现 猿
例袁有呼吸道症状 远 例渊主要表现为咳嗽尧咳痰尧痰
中带血尧咯血冤袁胸痛 员 例遥 伴支气管扩张 猿 例袁有
野类风湿关节炎病史冶长期糖皮质激素应用史 员 例袁
合并肺结核 员 例袁有糖尿病史 员 例遥 病灶位于右肺
上叶 圆 例尧中叶 员 例袁下叶 源 例袁左肺上叶 员 例尧下
叶 圆 例遥 悦栽 表现为肿块或结节 缘 例袁斑片状阴影 猿
例袁空洞形成或新月征 圆 例遥 本组患者术前内科诊
断肺真菌病 愿 例渊其中经穿刺获得病理 圆 例冤袁经内
科保守治疗 员耀猿 个月无明显效果袁 拟行手术治疗袁
术前怀疑肿瘤 圆 例遥
员援圆 方法
本组中袁猿 例完成全胸腔镜下肺楔形切除术袁
缘 例完成全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袁员 例完成全胸腔
镜下左下肺基底段切除术袁员 例因广泛胸腔粘连术
中转开胸手术行肺楔形切除术遥术中标本装入标本
袋完整取出袁无标本残留胸腔内袁常规予 猿苑益 圆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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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氢钠溶液浸泡胸腔 猿园 皂蚤灶袁术后予常规抗真菌
治疗 员耀猿 个月遥
圆

结

果

本组患者袁无围术期死亡袁均治愈遥 员 例术后出
现咳嗽尧胸腔积液袁予胸腔穿刺抽液后好转遥术后病
理院缘 例为肺曲菌霉感染袁圆 例为隐球菌感染袁猿 例
病理见真菌菌丝及孢子遥 术后随访 员园 个月耀远 年袁
无 员 例复发遥
猿

猿援员

讨

论

发病因素
近年来肺真菌病的发病率有提高的趋势袁多数
学者认为与广谱抗生素尧糖皮质激素尧抗肿瘤药物
及免疫抑制剂等药物应用增多以及血液尧器官移植
的广泛开展和艾滋病患者的增多等有关咱圆暂遥 常有伴
发基础疾病渊恶性肿瘤尧悦韵孕阅尧肺结核和糖尿病等冤
以及免疫功能低下咱猿暂遥 本组 员 例长期应用糖皮质激
素袁员 例合并肺结核袁员 例有糖尿病史遥
猿援圆 临床表现与诊断
肺真菌病临床表现无特异性袁 呼吸道症状常
见袁常表现为咳嗽尧咳痰尧发热尧胸痛尧咯血尧肺部啰
音等袁与细菌性肺炎相比袁肺真菌病患者咯血及胸
腔积液的发生比例相对较高遥本组肺真菌病主要临
床表现为咳嗽渊缘 辕 员园袁缘园豫冤尧咳痰渊源 辕 员园袁源园豫冤尧痰
中 带 血 渊猿 辕 员园袁猿园豫 冤袁 咯 血 渊圆 辕 员园袁圆园豫 冤尧 胸 痛 渊员 辕
员园袁员园豫冤袁与国内多中心 源苑源 例肺真菌病回顾性调
查报道结果类似咱猿暂遥 肺真菌病肺部影像学表现多种
多样袁特异性差袁临床诊断困难袁经典的新月征与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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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征只见于个别肺曲霉病患者遥本组 圆 例经肺穿刺

后 猿 月发生隐球菌性脑膜炎袁有学者建议外科术后还

病理确诊袁远 例拟诊肺真菌病袁 经内科治疗无效袁圆

需系统应用抗真菌治疗遥

例怀疑肿瘤经手术病理确诊遥对反复发生肺部感染
或影像学上怀疑肿瘤患者袁内科治疗无效后袁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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