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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ＩＰＦ）是临

究Ⅲ发现白种人比黑种人更易患ＩＰＦ。近期有两项关于ＩＰＦ肺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 ｐｎｅｕ．

移植患者的研究，在校正并发症和社会经济状况之后，发现

ｍｏｎｉａ，ＩＩＰ），总体预后极差，中位生存期为２．５至３．５年…“，

在黑种人和西班牙裔人较白种人预后差［９］。Ｏｌｓｏｎ等Ⅲ研究表

但个体间存在差异，自然病程不尽相同，可缓慢进展或急性

明．在校正年龄后，西班牙裔人的死亡率低于非西班牙裔的

加重甚至死亡［３］。目前国内外研究发现，多种因素与患者的预

白种人。

后相关，综合研究这些预测因素可以更精确的评估预后和进

１．１．４吸烟状况总体而言，不吸烟的患者预后好于吸烟患

行疾病分期。ＩＰＦ患者预后因素的研究意义重大：在临床工作

者‘…。但是，以往有研究旧认为当前吸烟的患者比已戒烟和未

中，有助于医师与患者本人及家属的沟通，便于医师之间的

吸烟的患者预后好。有一项关于吸烟对ＩＰＦ预后的研究［１０ ３发

交流以及最佳肺移植时间的确定；在临床试验中，通过调整

现当前吸烟的患者较戒烟的患者存在生存优势，但在校正疾

ＩＰＦ患者预后因素可以使组问比较更合理化，降低领先时间

病严重程度之后，这一优势消失，由此可见吸烟对ＩＰＦ的预

偏倚的影响…。因此，本文对国内外ＩＰＦ的预后相关因素及临

后的影响也存在一定争议。

床预测模型的相关研究情况进行综述，探讨未来ＩＰＦ预后的

１．Ｉ．５呼吸困难

研究方向。

生活质量、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的评估。有研究［１１１通过生理

１

参数校正疾病严重状态后发现，医学研究会呼吸困难量表评

特发性肺纤维化（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床较为常见的特发性间质性肺炎（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ＩＰＦ预后相关因素

目前研究发现多种因素与ＩＰＦ预后相关．可以分为临

呼吸困难评分已广泛应用于肺疾病患者

分可以作为ＩＰＦ患者生存期良好的独立预测因子。

床、影像学、生理学、病理学和生物标志物等方面。一般而言，

１．１．６咳嗽

预后较差的因素包括老龄、吸烟史、低体重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

吸烟和病情较重的ＩＰＦ患者，咳嗽更常见．有研究［１２１认为咳

ｉｎｄｅｘ，ＢＭＩ）、严重的生理功能损害、较重的影像学表现以及

嗽是疾病进展的独立因素，可以预测生存期或肺移植的最佳

合并肺动脉高压、肺气肿、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等疾病钉。

时间。

１．１

１．１．７体征

临床

咳嗽和呼吸困难是ＩＰＦ患者最常见的症状。不

杵状指和ＢＭＩ也是影响ＩＰＦ预后的因素。校正

老龄是ＩＰＦ的临床特征之一．ＩＰＦ的诊断中位

年龄和吸烟状况后，有杵状指的患者预后差，有较高的风险

年龄为６６岁Ⅲ。有研究吲发现，年龄小于５０岁患者的中位生

比㈦。Ａｌａｋｈｒａｓ等ｍ１研究发现ＢＭＩ与ＩＰＦ预后呈负相关，ＢＭＩ

存期为１１６．４个月，年龄在５０～６０岁之间的为６２．８个月，年

小于２５的患者中位生存期为３．６年，ＢＭＩ为２５至３０的患者

龄在６０～７０岁之间的为２７．２个月．大于７０岁的为１４．６个

中位生存期为３．８年，ＢＭＩ大于３０的患者中位生存期为５．８

月。年龄越大，预后越差。

年。

１．１。２性别ＩＰＦ患者以男性多见，但性别是否影响预后尚

１．１。８伴发病

存在争论吲。有研究Ⅲ报道，在校正年龄、吸烟状态、基线生理

化碳弥散量（ｄｉｆｆｕｓｉｎｇ

功能之后，发现女性有明显的生存优势，在校正６分钟步行

低、６ＭＷＴ距离缩短、运动后氧饱和度下降和死亡风险升高

试验（ｓｉｘ—ｍｉｎｕｔｅ

ｔｅｓｔ，６ＭＷＴ）去氧饱和度和用力肺活量

相关ｎ…。在即将行肺移植的ＩＰＦ患者中，３２％的患者有肺动脉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ＶＣ）实测值占预测值百分比的６个月

高压，伴发肺动脉高压的ＩＰＦ患者死亡率较高（伴肺动脉高

变化后．性别的生存优势仍旧显著。目前性别生存优势并不

压的ＩＰＦ患者１年死亡率为２８％，无肺动脉高压者为５．５％），

能完全由疾病进展的差异来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女性ＩＰＦ

且死亡率与平均肺动脉高压值呈线性关系ｍｊ。

１．１．１年龄

（ｆｏｒｃｅｄ ｖｉｔａｌ

ｗａｌｋ

患者的死亡率日益攀升，速率快于男性患者［８１。
１．１．３种族种族差异在ＩＰＦ预后中的影响尚不明确。有研

万方数据

肺动脉高压在ＩＰＦ患者中较常见，其与一氧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ｏｎｏｘｉｄｅ，ＤＬＣＯ）降

ＩＰＦ伴发肺气肿的患者通常都是大量吸烟的男性，表现
为活动后严重呼吸困难、保守的肺容积和失调的气体交换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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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肺气肿增大了肺容积、降低了ＤＬＣＯ和第一秒用力呼吸
容积（ｆｏｒｃｅｄ

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ｏｎｅ

ｓｅｃｏｎｄ，ＦＥＶｌ）／ＦＶＣ值，

·５５

的风险升高相关．ＤＬＣＯ的变化程度高于１５％时对死亡风险
具有预测价值馏１。

并随着病情发展而恶化，因而肺气肿影响ＩＰＦ患者基线肺功

另一种评估肺疾病生理功能损害的方法是运动实验，其

能的检测结果，干预了基线病情的评估和后期进展。…。ＩＰＦ伴

检测氧弥散损害程度的灵敏度更高。在包括ＩＰＦ的大多数肺

发肺气肿的患者早期可发展为严重的肺动脉高压．较无肺气

疾病中，６ＭＷＴ简单易行、重复性好，得到广泛应用。研究。２９ｉ

肿患者生存期明显缩短‘”］。

发现６ＭＷＴ中的步行距离和去氧饱和度可以预测死亡率，且

胃食管反流病在ＩＰＦ患者较常见，发病率约为９０％。虽

两种参数的复合指标比单个指标的预测性更好。最近研究珈］

然两者的因果关系尚不明确，但目前认为胃食管反流病是误

发现．６ＭＷＴ测试结果的变化对死亡率具有较高的预测价

吸的高危因素，因而在ＩＰＦ的发病和自然病程中具有重要作

值，２４ Ｗ内步行距离下降超过５０ ｎｌ可预测１年后患者的死

用。胃食管反流病是ＩＰＦ独立预后因素，通过治疗ＩＰＦ患者的

亡风险升高４倍。

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的纤维化程度得到改善［】引。

１．４病理因素ＩＰＦ的组织病理学表现为普通型间质性肺炎

基于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的研究“９泼现。伴有严重冠心

（ｕｓ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ＵＩＰ），在ＩＩＰ中预后最差ｌ…。ＵＩＰ

病的ＩＰＦ患者生存期缩短，部分ＩＰＦ患者死于心血管疾病。支

的病理特点是致密的纤维化和蜂窝状改变，并且伴有结构的

气管肺癌在ＩＰＦ患者中的发生率明显升高（９．８％～３５．Ｏ％）。且

扭曲、成纤维细胞灶、多相异质性改变、胸膜下和纵隔旁的浸

对预后有重要影响㈣。

润…。在这些改变中，成纤维细胞灶对ＩＰＦ病理生理改变具有

１．２影像学因素胸部ＨＲＣＴ检查可以提供ＩＰＦ诊断和预

重要作用．通过半定量和定量方法计算出成纤维细胞灶的分

后信息，已成为ＩＰＦ病情评估的重要指标。小叶间隔结构的

布对生存期具有预测价值［３１］。通过典型临床表现、实验室检

异常可通过ＨＲＣＴ得到评估和量化，包括毛玻璃影、实变影、

查和胸部影像学表现可确诊ＩＰＦ，外科肺活检通常只应用于

网格影和蜂窝肺。通常联合网格影和蜂窝状改变来进行整体

诊断不明确的非典型病例，因而限制了病理学改变在预后研

的纤维化程度评分。有研究。１１发现，ＩＰＦ评分与病情严重程度

究的应用。

和预后相关。也有学者－丝］通过计算机系统的自动运算，得到

１．５生物标志物

量化的纤维化程度，并可用于预测患者生存期。对于ＩＰＦ急

ＩＰＦ进展和生存期相关的预后因素。大多数生物学指标还停

性加重的患者．ＨＲＣＴ评分是其独立的预后因素，并可对患者

留于实验研究阶段，并没有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型肺泡细

的预后进行预测。Ｊ。

胞表面抗原（ｋｒｅｂｓ

１．３生理因素肺功能检测的多种指标，包括肺通气、残气

糖蛋白（人类ＭＵＣｌ黏蛋白），是间质性肺疾病的一项敏感性

量和弥散量，都已用于病情和预后的评估。其中与预后相关

标记物。高ＫＬ一６水平的ＩＰＦ患者生存期较短＿３２；。表面活性蛋

性最好的指标包括ＦＶＣ、肺总量（ｔｏｔａ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ＬＣ）和

白Ａ和Ｄ由肺泡Ⅱ型细胞分泌，二者的血清水平可能是独立

ＤＬＣ＠６，１１］。肺功能检测方法的不足在于易受阻塞性肺疾病的

的预后因素，其与临床预后因素联合分析可以更好地预测患

干扰，尤其是肺气肿，其可以减弱肺容积下降程度和增加气

者１年后死亡率［３ ３Ｉ。基质金属蛋白酶（ｍａｔｒｉｘ

体交换下降程度［１６ｊ。有学者㈨联合检测ＦＶＣ、ＤＬＣＯ和ＦＥＶｌ．

ｔｅｉｎａｓｅｓ，ＭＭＰｓ）在细胞外基质重塑中发挥重要作用，ＩＰＦ患

通过公式计算出一种复合性生理指数（ＣＰＩ）来防止肺气肿产

者的血液和ＢＡＩ。Ｆ巾都发现ＭＭＰｓ水平的升高，ＢＡＬＦ中

生的偏倚，优于任何单个肺功能指标，对生存期的预测更为

ＭＭＰ一３、７、８和９的水平与ＩＰＦ患者预后呈负相关埘Ｊ。ＣＣ趋

精确。ＣＰＩ在１２个月内五个截点的变化可以预测ＩＰＦ患者的

化冈子家族（ＣＣ 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 ｆａｍｉｌｙ，ＣＣＬｓ）在炎症性细胞迁移

预后，且与ＦＶＣ下降１０％或ＤＬＣＯ下降１５％预测价值相近，

中发挥重要作用，多种成员在ＩＰＦ中水平升高。血清中ＣＣＬ一

而在ＩＰＦ合并肺气肿患者中，ＦＥＶｌ的改变是最好的预后因

１９由肺泡巨噬细胞生成，埘于ＩＰＦ是一个很好的独立预后因

素∞一。彭守春等恤。研究发现ＤＩ．Ｃ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和支气

素［３５：。纤维细胞水平与肺功能或放射学评分无相关性，是ＩＰＦ

管肺泡灌洗液（ｂｒｏｎｅｈｏａｌｖｅｏｌａｒｌａｖａｇｅｔｌｕｉｄ，ＢＡＬＦ）中性粒细

早期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ＢＡＬＦ中细胞数量在预测死亡率

生物标志物是指来源于血液和ＢＡＬＦ，与

ｙｏｎ

ｄｅｎ ｌｕｎｇｅｎ一６，ＫＬ一６）是一种大分子量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

胞比例是影响ＩＰＦ患者预后的主要因素，其中ＤＬＣＯ占预计

中同样具有价值。ＢＡＬＦ巾性粒细胞百分比可独立预测ＩＰＦ

值的百分比和ＩＰＦ患者的预后呈负相关，中性粒细胞比例和

患者预后＿３６一。壳多糖酶样蛋白ＹＫＬ一４０是纤维化、炎症和组

ＩＰＦ患者的预后呈正相关。

织重塑性疾病的血清学标志物，有研究Ｌ３７３发现，ＩＰＦ患者血清

肺功能基线指标随时问的变化同样具有良好的预测价

和ＢＡＩ，Ｆ中ＹＫＬ一４０水平明显升高，且血清水平大于７９ ｎｇ／

值。研究Ｅ２７ ３表明６到１２个月之间的ＦＶＣ和ＤＬＣＯ变化具有

ｍＬ或ＢＡＬＦ水平大于１７ ｎｇ／ｍＬ的患者生存期明显缩短。血

良好的预测价值。ＦＶＣ和ＤＬＣＯ的临床改变程度通常被定义

浆中ＭＭＰ一７、细胞内黏附分子一１、ＩＩ。一８、血管细胞黏附分子一１

为超过１０％和１５％，随访６个月ＦＶＣ下降５％。１０％与死亡

和促炎蛋白Ｓ１００Ａ１２水平较高的ＩＰＦ患者整体生存期较短，

万方数据

·５６－

实用检验医师杂志２０１３年３月第５卷第１期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Ｖ０１．５，Ｎｏ．１

因而血浆蛋白水平是ＩＰＦ预后、肺移植患者排序以及药物分

预测预后，且细微的改变就可以提供预后信息，因而是最有

层研究的依据‘３”。Ｔｈｌ／Ｔｈ２细胞因子平衡失河，导致脯泡的炎

价值的独立预测因子㈦。

症损伤和修复，在发生纤维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Ｐａｒｋ

临床预测模型在许多医学领域中得到应用．可以提供准

等－３９ ３研究发现，在ＩＰＦ患者中，ＩＬ一１３（Ｔｈ２型细胞因子）与

确的预后信息和病情分期。由于ＩＰＦ发病率低。且临床预测

ＦＶＣ％、ＤＬＣＯ％呈负相关，ＩＬ—１３及其受体ＩＬ一１３ＲｅｘＩ表达水

模型的创立需要大样本研究来评估大量临床预后因素并检

平极高，可能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及预后相关。血液和ＢＡＬＦ中

验其效能，因而在ＩＰＦ中创立临床预测模型的难度较大，需要

的Ｔｈｌ／Ｔｈ２细胞因子可能作为判定患者病情进展及预后的

多中心的长久协作。

一项重要的参考指标，因此研究Ｔｈｌ／Ｔｈ２细胞因子水平和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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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硫磺颗粒，苏木素一伊红染色切片显示颗粒嗜碱或嗜中

吸道症状较轻微，淋巴细胞绝对计数低，影像学表现为多发

性，直径１００～３００／ｘｍ，颗粒周边呈嗜酸性棒状突起，称

病灶，毛玻璃影。

Ｓｐｌｅｎｄｏｒｅ—Ｈｏｅｐｐｌｉ现象。典型病变中容易见到颗粒，但个别病

免疫抑制状态下肺奴卡菌病，７５％原发于肺，可表现为大

例有时很难找到。放线菌细丝状、革兰氏阳性分支杆状菌、直

叶性肺炎、肺脓肿或肺结核的症状。病变穿过胸膜波及胸壁，

径０，５“ｍ。颗粒草兰氏染色或六胺银染色阳性，但抗酸或弱

引起瘘管，类似胸放线菌病；通过血源散播侵入脑、肾、皮肤

抗酸染色阴性。

等部位。胸痛、无力、咳嗽，咳脓性黏痰或带血，体温升高，肺

诺卡氏菌属需氧细丝串珠状革兰氏染色阳性菌。星型诺

上、中、下各叶都可发生。症状和体征以及胸片无特异性。

卡氏菌感染，易引起诺卡氏菌肺炎。男：女＝２～３：１。临床表现为

免疫抑制状态肺部感染特征为临床病情复杂，早期症状

疲劳、低热、体重减轻和咯痰，其次患者有呼吸困难、胸膜炎

多不典型，发热主要症状，体温高于３８．５℃，前常伴有畏寒．

性胸痛或咳血，大约５０％诺卡氏菌性肺炎病例可播散到其它

午及夜间发热显著。进展后胸闷、气急、呼吸频率增快，ＡＲＤＳ

器官（脑、皮肤、肾和骨等）。诺卡氏菌病发病风险因素：免疫

ＣＴ早期无特殊性改变，进展后为间质性改变，局灶性片状浸

缺陷和有免疫损伤个体，特别是伴有淋巴网织恶性疾病、

润、斑片状阴影，发展为肺实变，与临床表现不同步，多晚于

Ｃｕｓｈｉｎｇ病、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皮质激素治疗和慢性肉

临床。混合感染，治疗过程中病原体不断变化。
肺部感染治疗原则：早期联合用药；及时调整免疫抑制

芽肿性疾病等。
肺脏典型诺卡氏菌病显示多发性脓肿可有融合，脓肿内

剂治疗方案；加强支持治疗；注意对症治疗。对免疫抑制状态

含绿色脓液。光镜：病变呈坏死性急性支气管肺炎改变，有广

肺部感染具体治疗步骤：第一步：化验血常规、血沉、Ｃ反应蛋

泛急性炎症和大片坏死，由许多中心粒细胞构成微小脓肿，

白、ＣＤ４、ＣＤ８、ＩｇＧ、Ｘ线、痰及血液细菌学，第二步：胸部ＣＴ、

伴不等数量的巨噬细胞。在慢性病例可见上皮样细胞和多核

抗原检测（军团菌尿抗原）、Ｇ试验（隐球菌、曲霉菌、白色念珠

巨细胞，坏死化脓区可见纫菌。可形成大的脓肿和空洞。诺卡

菌）、巨细胞病毒（ＰＰ５６）、肺孢子虫（ＰＣＲ）、支气管镜（经支气

氏菌为细、长而串珠状菌丝，直径约ｌｌ＊ｍ，呈直角分支，菌体

管镜肺活检、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第三步：通常情况下：体液

银染色可显示。菌丝在常规ＨＥ染色、ＰＡＳ染色及Ｇｒｉｄｌｅｙ真

免疫功能降低（ＩｇＧ＜５００ ｒａｇ／ｄＬ），感染机率高的细菌为流感

菌染色的组织切片很难查见，但在革兰染色及弱酸染色可显

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治疗用３、４代头孢

示长而分支串珠状诺卡氏菌丝。

或泰能；细胞免疫功能低下（ＣＤ４＜２００／Ｉｘｌ），感染机率高的细

施举红教授在本次会议上主要讲解结缔组织病患者免

菌为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绿脓杆菌、奴卡氏菌、结核

疫抑制状态下的肺部感染，主要是机会感染肺孢子虫、病毒、

分歧杆菌，病毒为巨细胞病毒，真菌为肺孢子虫、隐球菌、曲

结核、真菌感染。高危因素：骨髓和实体器官移植，广谱抗生

霉菌，当双肺弥漫性病变且ＰＯ：＜７０ ｍｍＨｇ时，治疗联合使用

素治疗，ＡＩＤＳ，肿瘤和免疫抑制治疗，插管等侵袭性治疗。

磺胺类、抗真菌药、氟喹诺酮、３代头孢／４代头孢／泰能．当不

免疫抑制状态下肺结核的临床表现为高热、乏力，病情
重，且合并其他病原体感染、继发性肺结核、结核性胸膜炎及
合并肺外结核多见。ｘ线：均匀一致的片絮状阴影；多分布在

是双肺弥漫性病变且Ｐ０：≥７０ ｍｍＨｇ时，联合使用抗真菌
药、氟喹诺酮、３代头孢／４代头孢／泰能。
会议最后由蒋萍主任总结发言：经过协和医院刘鸿瑞教

双侧肺、中肺野及下肺野，病理：以干酪坏死为主，不形成肉

授与施举红教授的精彩讲座，提高了我们对间质性肺疾病的

芽肿。

认识，以及对经支气管镜肺活检的价值认知。通过本次会议

免疫抑制状态肺曲霉菌病特征为病程短，发热常见，呼

的学术交流，使我们受益匪浅。
（收稿臼期：２０１２—１０～３０）
（本文编辑：李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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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０５）
（本文编辑：张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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