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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回顾性分析经病理确诊的隐源性机化性肺炎渊悦韵孕冤的临床特征尧影像学资料袁以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遥

方法院收集经病理确诊的隐源性机化性肺炎 猿圆 例袁对其临床尧影像学进行综合分析遥 结果院猿圆 例中男 员远 例袁女 员远 例袁平均年龄

渊远园援远 依 怨援园冤岁遥 咳嗽为最常见症状袁其他常见症状有发热尧气喘尧胸闷等袁半数患者肺部听诊可闻及湿罗音遥 胸部 悦栽 表现为出现
肺内多发斑片状密度增高影或实变影渊圆怨 例冤袁单发或多发结节影渊缘例冤袁员园 例患者出现胸腔积液袁愿 例存在胸膜增厚曰员员 例肺门或
纵隔淋巴结肿大遥 所有患者均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遥 结论院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征对于 悦韵孕 的诊断有一定的帮助袁但确诊还需
病理学诊断结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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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 源 性 机 化 性 肺 炎 渊糟则赠责贼燥早藻灶蚤糟 燥则早葬灶蚤扎蚤灶早
责灶藻怎皂燥灶蚤葬袁悦韵孕冤 是一类发病原因不明或无临床伴
随疾病渊如感染尧结缔组织病冤的情况下出现的机化
性肺炎袁诊断主要靠病理学检查遥 由于其发病机制
不清袁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袁容易误诊遥 现将南京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经病理确诊的 悦韵孕 患
者的临床资料及特征分析总结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圆园园怨 年 员 月耀圆园员源 年 源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收治的经病理确诊的隐源性机化性肺
炎 猿圆 例袁其中男 员远 例袁女 员远 例袁年龄 猿远耀苑远 岁袁平
均年龄渊远园援远 依 怨援园冤岁遥 发病至就诊时间院苑 凿 至 源 年袁
平均 圆援苑愿 个月遥远 例经电视辅助胸腔镜渊灾粤栽杂冤活检
证实袁圆远 例经 悦栽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证实遥
员援圆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袁收集患者主要辅助检
查资料院淤血液学相关指标袁包括血常规尧红细胞沉
降率尧悦原反应蛋白尧 血清肿瘤指标尧 风湿免疫指标
渊包括免疫球蛋白尧耘晕粤 多肽指标尧抗核抗体尧抗中
性粒细胞胞浆抗体冤曰于动脉血气分析院选择动脉血
责匀 值袁动脉血氧分压渊孕葬韵圆冤尧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渊孕葬悦韵圆冤作为分析指标曰盂细菌学检查院痰细菌涂
片尧真菌涂片袁一般细菌培养尧真菌培养袁结核涂片曰
榆胸部影像学检查院胸部 悦栽 检查曰虞纤维支气管镜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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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院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菌尧真菌涂片及培养袁结
核涂片尧结核 孕悦砸袁并常规送脱落细胞袁排除细菌尧
真菌尧结核感染及肿瘤曰愚肺组织活检院经 灾粤栽杂 活
检或经 悦栽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遥
病理表现为典型的机化性肺炎袁并排除其他感
染性尧非感染性肉芽肿性疾病尧肿瘤尧风湿免疫性肺
损伤遥 胸部影像学表现为沿支气管血管束的毛玻璃
样影尧胸膜下的肺实变影尧结节影等改变袁并呈现多
发性尧易变性及游走性等遥
所有患者均给予糖皮质激素静脉或口服治疗院
初始剂量为 园援缘园耀园援苑缘 皂早 辕 渊噪早窑凿冤袁源 周后根据影像
学资料逐渐减量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临床症状和体征
咳嗽为最常见症状渊猿园 辕 猿圆冤袁其他常见症状有
发热渊圆圆 辕 猿圆冤尧气喘渊远 辕 猿圆冤尧胸闷渊源 辕 猿圆冤遥 地区分布院
南京市区 苑 例袁 南京郊区 远 例袁 省内其他地市 员远
例袁皖北部分地市 猿 例曰肺部听诊特点院半数患者肺
部听诊可闻及湿啰音渊员远 辕 猿圆冤袁有 员园 例出现胸腔积
液遥
圆援圆 实验室检查
血液学检查院 淤血常规院远 例血常规白细胞总
数跃 员园伊员园怨 个 辕 蕴袁平均渊员员援圆园 依 园援缘员冤伊员园怨 个 辕 蕴袁员猿 例
中性粒细胞比例跃园援苑缘曰于红细胞沉降率渊耘杂砸冤院员愿 例
耘杂砸 升高渊猿圆耀员圆怨 皂皂 辕 澡冤袁平均渊愿远援员 依 猿猿援员冤皂皂 辕 澡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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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盂悦原反应蛋白 渊悦砸孕冤院圆猿 例血 悦砸孕 呈不同程度升

高渊员猿援苑耀圆圆愿援园 皂早 辕 蕴冤袁平 均渊苑怨援猿 依 缘猿援猿冤皂早 辕 蕴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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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改变为沿支气管血管束的磨玻璃样
变及胸膜下的肺实变袁病变呈现游走性袁可以在数

常参考值 园耀愿 皂早 辕 蕴冤曰榆免疫学指标院圆 例类风湿因
子渊砸云冤阳性袁员 例抗 杂杂粤 抗体阳性袁但缺乏干燥综

周或更长时间内在不同的地方出现遥 部分 悦韵孕 患者
悦栽 可呈现结节样改变袁界限清楚袁可以单独存在袁或

血细胞角蛋白 员怨 片断轻度升高渊猿援猿远耀苑援源源 灶早 辕 皂造袁正

发结节影 渊图 员月冤袁 其中 猿 例结节为唯一影像学特

合征证据曰 虞肿瘤标志物院源 例血 悦耘粤 轻度升高
渊源援怨苑耀愿援愿园 灶早 辕 皂造袁 正常参考值约源援苑 灶早 辕 皂造冤袁苑 例患者
常参考值约猿援猿 灶早 辕 皂造冤袁怨 例血 晕杂耘 升高渊员苑援苑圆耀源源援苑苑
灶早 辕 皂造袁正常参考值约员远援猿 灶早 辕 皂造冤遥

血气分析院员远 例行血气分析袁 平均动脉血氧分
压为渊远愿援猿 依 员猿援猿冤皂皂匀早袁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为
渊猿源援苑 依 源援猿冤皂皂匀早遥

细菌学检查院包括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尧支气管
刷片及痰的病原学及肿瘤学均为阴性遥
圆援猿 影像学检查

与其他类型病灶同时存在遥 圆怨 例出现肺内多发斑片
状密度增高影或实变影渊图 员粤冤曰缘 例出现单发或多

点曰员园 例出现胸腔积液袁但均为少量胸腔积液袁其中
远 例为双侧胸腔积液袁愿 例存在胸膜增厚曰肺门或纵
隔淋巴结肿大者 员员 例遥
圆援源 病理学检查

显微镜下均表现为肺泡腔内纤维组织增生及
慢性炎细胞浸润渊图 员悦冤遥

圆援缘

随访
对 员怨 例患者进行了随访袁平均随访时间 愿 个月遥

月

粤

悦

粤院胸部 悦栽 示院下肺实变袁病灶内可见支气管充气征曰月院胸部 悦栽 示院上肺单发结节曰悦院经皮肺穿刺肺组织镜下见肺泡腔内纤维组织增生及

慢性炎细胞浸润遥

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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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源性机化性肺炎的典型 悦栽 和病理改变

论

悦韵孕 属于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渊蚤凿蚤燥责葬贼澡蚤糟 蚤灶贼藻则鄄
泽贼蚤贼蚤葬造 责灶藻怎皂燥灶蚤葬袁陨陨孕冤 的一个类型袁 其病因尚不清
楚遥 文献报道 悦韵孕 的平均发病年龄 缘园耀远园 岁袁极少
数可发生于儿童袁发病率男女差异不大咱员暂袁本组患者
平均发病年龄为渊远园援远 依 怨援园冤岁袁较文献报道稍大遥
悦韵孕 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袁常表现为咳嗽尧咳痰尧发
热尧胸闷尧气急尧乏力等袁体征主要有局限性或较广
泛的湿啰音或爆裂音袁很难早期诊断遥 悦韵孕 胸部 悦栽
最常见的表现为支气管血管束周或胸膜下的肺实
变影袁伴或不伴支气管充气征咱圆暂袁病变可以从数厘米
到累及整个肺叶袁其次为磨玻璃影咱猿暂袁部分病例还可
见到肺结节影袁结节可以单独存在袁也可以与其他
影像学类型混合存在遥 本组患者病初胸部影像学表
现为多发的斑片尧实变影袁其中 圆圆 例患者病程中伴

有发热袁治疗初期均被误诊为肺部感染而接受疗程
不一的抗感染治疗曰员 例患者体检发现肺部结节影袁
单侧胸腔积液袁 临床拟诊肺癌袁孕耘栽鄄悦栽 亦考虑肺部
恶性肿瘤袁 另有 圆 例亦以肺内多发结节为特点袁均
被当地医院误诊为肺癌遥有文献报道袁悦韵孕 患者 员愿原
氟脱氧葡萄糖摄取增高袁 会造成 孕耘栽鄄悦栽 假阳性结
果咱源暂遥 尽管 悦燥则凿蚤藻则咱员暂认为胸腔积液在 悦韵孕 患者中很
少见袁但本组中有 员园 例渊员园 辕 猿圆冤患者出现胸腔积
液袁在其他文章中也有不同的胸腔积液发生率咱远暂遥
圆园园愿 年英国胸科协会渊月栽杂冤指出 咱缘暂袁悦韵孕 的病
理特征为肺泡腔内尧 肺泡管内息肉样肉芽组织形
成袁并可延伸到细支气管遥 悦韵孕 的诊断首先是基于
病理组织学上的机化性肺炎袁并通过多种辅助检查
结合临床资料袁排除结核尧真菌感染尧过敏性肺炎尧
结节病尧放射性肺损伤尧结缔组织病等继发性因素袁
并结合临床特点如亚急性起病袁 抗感染治疗无效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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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胸部影像学特点方可诊断袁故 悦韵孕 是结合了临
床尧影像尧病理诊断之后的临床诊断名称遥 本组 远 例
患者经胸腔镜活检明确诊断袁圆远 例经 悦栽 引导下经
皮肺穿刺活检明确诊断遥 有报道经支气管肺活检

渊栽月蕴月冤也可以明确诊断 咱远暂袁但 栽月蕴月 获得的组织块
小袁且为盲检袁如能采到病变部位则有助于诊断遥

糖皮质激素是目前治疗 悦韵孕 的主要药物遥 推荐

的初始剂量为 园援苑缘 皂早 辕 渊噪早窑凿冤袁圆耀源 周后减量袁总疗
程 远耀员圆 个月遥 激素减量或停药后可能复发遥 本组患
者初始剂量为 园援缘园耀园援苑缘 皂早 辕 渊噪早窑凿冤袁 最快 圆源 澡 后
临床症状改善袁 肺部浸润影在治疗 员 周后开始吸
收袁源 周明显好转遥 随访 员怨 例患者袁除 苑 例仍处于随

访期袁其余均无复发遥 最近也有大环内酯类药物单
独或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 悦韵孕 取得效果的报道咱苑暂袁
但尚缺乏大样本临床资料遥
本组患者中有 员远 例行血气分析袁 平均血氧分
压为 远愿援猿 皂皂匀早袁其中 缘 例患者为氧合指数约猿园园袁原
因可能为病情较重或指脉氧渊杂责韵圆冤检测较低的患者
才行血气分析遥 悦韵孕 总体预后良好袁复发并不增加
病死率曰但也有报道袁少数 悦韵孕 患者病情进展迅速
或发展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渊粤砸阅杂冤袁甚至需要
呼吸机治疗咱缘暂遥 故而袁临床医生应提高本病的认识袁
对于抗感染治疗欠佳袁影像学吸收不理想或游走的
患者尽早行病理学检查袁早诊断袁早治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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