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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哮喘靶向药物治疗的机制及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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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和疾病负担
我国哮喘患者近3000万，5.99%为重症患者

重症哮喘的定义
•
•
•
•
•
•
•
•
•
•
•

severe asthma
refractory asthma
difficult to control asthma
poorly controlled asthma
durg-resistant asthma
corticosteroid-insensitivity asthma
corticosteroid-dependent and/or resistant
asthma
brittle asthma
irreversible asthma
life-threatening asthma
fatal asthma

•
•
•
•
•
•
•
•
•
•
•

重症哮喘
重度哮喘
难治性哮喘
难控制哮喘
未控制哮喘
药物抵抗哮喘
激素不敏感哮喘
激素依赖/抵抗哮喘
脆性哮喘
不可逆哮喘
致死性哮喘

重症哮喘
定义为：在过去的一年中，需要使用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INA）建议的第4和5级
哮喘药物治疗，才能够维持控制或即使在上述治疗下仍表现为“未控制”哮喘。
中华医学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7;40(11):813-829.

流行病学和疾病负担：
重症哮喘诊治过程中卫生资源消耗巨大
 重症哮喘患者住院和急诊就医频率明显增加，导致疾病诊治过程中
卫生资源消耗巨大
重症哮喘的每年人均直接花费

$ 14,212
美国1

£ 2,912-4,217
英国2

¥ 11,603

中国5
2013-2014年间急性发作住院治疗

中国哮喘患病和发病危险因素的流行病学调查（CARE）

1.24%

重症哮喘患者

5.99%

14岁以上人群患病率1

3000万

≥14岁哮喘患者3

患者数2

•

2000年ATS难治性哮喘共识指出难治性哮喘约占哮喘患者比例<5％4

•

2014年ERS和ATS关于“重症哮喘的定义、评估和治疗指南”指出重症哮喘
约占哮喘患者的5％-10％ 5

1. 冯晓凯等. 中华医学杂志,2014,94(16):1209-1214. .
2.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6; 39(9):
675-697.
3. 苏楠等. 中华内科杂志. 2016;55(12):917-921.

4. Fahy J. Proceedings of the ATS Workshop on Refractory Asthma
Current Understanding, Recommendations, and Unanswered
Questions[J]. 2000.
5. Chung KF, et al. Eur Respir J, 2014,43(2):343-373.

糖皮质激素反应性降低的机制
糖皮质激素反应性降低的机制示意图
微生物因素

过敏原

如病毒、脂多糖、
超级抗原等激活Toll
样受体

诱导IL-2、IL-4、IL13表达增加

GR核转位

GR配体结合亲和
力激活GR β表达

吸烟等
诱发氧化应激

HDAC激活
p38MAPK

肥胖
导致氧化应激

MAPK磷酸酶-1
MAPK磷酸酶 1

韩国4

$ 2,214

糖皮质激素敏感性降低

西班牙3

1.
2.
3.
4.
5.

€ 2,635

Sullivan SD, et al. Allergy, 2007,62(2):126-133.
Martínez-Moragón E, et al. Arch Bronconeumol, 2009,45(10):481-486
O'Neill S, et al. Thorax, 2015,70(4):376-378.
Kim SH, et al. J Asthma, 2012,49(3):303-309.
林江涛等.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7,40(11) : 830-834.

注：IL：白细胞介素；GR：糖皮质激素受体；HDAC：组蛋白去乙酰化酶；MAPK：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中华医学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7;40(11):81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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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发病机制与药物治疗靶点概况

2018年GINA全球哮喘管理和预防策略

IL-17特异性抗体
• secukinumab

CXCR2

第5步

中性粒细胞

TSLP拮抗剂

第4步
第1步

上皮细胞
肥大细胞

IgE特异性抗体
• 奥马珠单抗

添加治疗,如
噻托溴铵,

优选的
控制药物

其他
控制药物

IL-13特异性抗体
• Lebrikizumab
• Tralokinumab
• Anrukinzumab

IL-4变体
• Pitrakinra
• Anrukinzumab

过敏原

第3步
第
步

第2步

CXCR2受体拮抗剂

考虑低
剂量 ICS

缓解药物

低剂量ICS

低剂量
ICS/LABA

中/高剂量
ICS/LABA

LTRA
低剂量茶碱

中/高剂量ICS
低剂量ICS+LTRA
(或+茶碱)

+噻托溴铵
高剂量ICS+
LTRA (或茶碱)

抗IgE单抗
抗IL5单抗

树突状细胞
(抗原递呈细胞)

添加
低剂量OCS

B细胞
IL-5特异性抗体
• Mepolizumab
• Reslizumab
• Benralizumab

抗CRTH2

IL-5特异性抗体
• MEDI-528

CRTH2

按需使用 SABA 或低剂量ICS/福莫特罗

按需使用SABA

PGD2

嗜酸性粒细胞

肥大细胞

IL：白细胞介素；PGD2：前列腺素D2；TSLP：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CRTH2：Th2细胞上的趋化因子受体-同源分子，一种新型PGD2受体
CXCR2：CXC趋化因子受体2

2018 GINA Report, Global Strategy for Asthma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1.Pelaia G, et al.Nat Rev Drug Discov. 2012 Dec;11(12):958-72.
2.Kupczyk M, et al.Drugs. 2017 Aug;77(12)：1281-1294.
3.Bunyavanich S, et al.Clin Mol Allergy. 2011 Jan 18;9:1. 4.Chapman RW, et al.Pharmacol Ther. 2009 Jan;121(1):55-68.

哮喘靶向药物治疗药物

哮喘靶向药物治疗药物(续)

靶向细胞

特异性
靶点

靶向治疗药物

商品名

公司

获批时间

肥大细胞/嗜碱性
粒细胞

IgE

抗IgE
(奥马珠单抗)

茁乐

诺华

美国：2003年
欧盟：2005年
中国：2017年8月24日

嗜酸性粒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

IL-5

IL-5

抗IL-5
(Mepolizumab)

抗IL-5
(Reslizumab)

NUCALA

CINQAIR

Fajt ML, et al. Allergy Asthma & Immunology Research. 2017; 9(1): 3-14.

GSK

Teva

美国：2015年

美国：2016年

靶向细胞

特异性靶点

靶向治疗药物

公司

嗜酸性粒细胞

IL-5Rα

抗IL-5Rα(Benralizumab)

阿斯利康(2018)

Th2型炎症

IL-4Rα

抗IL-4Rα(AMG317)

安进

——

IL-4Rα

抗IL-4Rα(Dupilumab)

再生元/赛诺菲

——

IL-13

抗IL-13(Lebrikizumab)

罗氏

——

IL-13

抗IL-13(Tralokinumab)

阿斯利康

——

IL-13

抗IL-13(GSK679586)

GSK

Th17细胞/中性粒细胞

IL-17R

抗IL-17R(Brodalumab)

安进/阿斯利康

PGD2

CRTH2(PGD2受体)

抗CRTH2(Qaw039)

诺华

中性粒细胞

CXCR2(IL-8受体)

选择性CXCR2受体拮抗剂
(SCH527123)

先灵葆雅

中性粒细胞

CXCR2(IL-8受体)

CXCR2受体拮抗剂(AZD5069)

阿斯利康

——

TSLP

TSLP拮抗剂
(AMG157/Tezepelumab)

安进

PGD2：前列腺素D2；TSLP：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CRTH2：Th2细胞上的趋化因子受体-同源分子；CXCR2：CXC趋化因子受体2

Fajt ML, et al. Allergy Asthma & Immunology Research. 2017; 9(1): 3-14.

IgE与靶向治疗

目录
• 重症哮喘和靶向药物治疗概况
• 哮喘靶向药物治疗的机制及临床研究

奥马珠单抗：抗IgE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鼠CDR(互补决定区)
(<5%分子)

•

抗IgE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

“人源化”使得来源于鼠的分子序列
占奥马珠单抗分子的比例<5%，发生
免疫反应的可能性最小化

•

由人IgG组成，互补决定区来源于鼠
抗IgE抗体，确保抗体的高亲和力

Ledford DK,et al.Expert Opin Biol Ther 2009;9(7):933-943.
Boushey HA Jr.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01;108(2):S77-83.
Presta LG,et al.J Immunol 1993;151(5):2623-2632.
XOLAIR® (omalizumab) for subcutaneous use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Genentech, Inc. Januar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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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E与靶向治疗

IgE与靶向治疗

抗IgE治疗通过阻断IgE与受体结合
抑制炎症级联反应中的多个步骤

IgE参与过敏性哮喘的炎症过程
•

过敏原

气道管腔

IgE由B细胞(浆细胞)产生，在过敏性疾病的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参与速发相和迟发相反应1-4
分泌粘液(速发相反应)

内皮细胞

树突状细胞
获取抗原

B细胞

活化
B细胞

平滑肌收缩(速发相反应)
• 喘息发作

炎症
(迟发相反应)

肥大细胞
循环

肥大细胞
嗜碱粒细胞

• 慢性喘息
• 气道高反应性

嗜碱性粒细胞
组胺

获取抗原

活化的抗原递呈

白介素

嗜酸性粒细胞

前列腺素

白三烯
细胞因子

平滑肌

血浆外渗
血管壁吸收嗜酸性粒细胞+单核细胞

1.Dullaers M,et al.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12;129(3):635-645.
3.Rabe et al; Allergy; 66 (2011) 1142–1151

细胞因子(IL-3,4)
GM-CSF

Rabe KF, et al. Allergy 2011;66(9):1142–1151.
Galli SJ, et al.Tsai M. Nat Med 2012;18(5):693–704.

2.Corrigan CJ, et al. Am Rev Respir Dis 1993;147:540−7.
4. Holgate et al; Allergy 2009: 64: 1728–1736.

间接作用

直接作用

IgE与靶向治疗

IgE与靶向治疗

奥马珠单抗减少
细胞表面高亲和力受体(FcԐRI)的表达
FcɛRI MFI 较基线减少
的比例(均值)

0

荟萃分析：奥马珠单抗减少重度哮喘急性发作

嗜碱性粒细胞FcԐRI水平

–40
–60
–80
–100

FcɛRI MFI 较基线减少
的比例(均值)

天
0

肥大细胞FcԐRI水平

–20

主要疗效终点

每年哮喘急性发
作率差异(次)

急性发作率降低

419

28 周

哮喘急性发作频率

0.49

26.6%

0.039

ETOPA 2

312

52 周

哮喘急性发作频率

1.49

60.4%

<0.001

SOLAR 3

405

28周

哮喘急性发作频率

0.29

37.5%

0.027

Busse 4

525

52周

哮喘急性发作频率

0.40

40.3%

<0.001

Solèr 5

546

52周

哮喘急性发作频率

0.70

57.6%

<0.001

Holgate 6

341

32周

ICS剂量减少

0.42

26.5%

0.165

ALTO

1,899

24周

哮喘急性发作频率

0.18

15.3%

0.077

0.56

38.3%

<0.0001

–40
–60

荟萃分析7

–80

93%的患者满足GINA2002重度哮喘的标准
天

MFI = mean fluorescence intensity 平均荧光密度

ICS：吸入糖皮质激素；GINA：全球哮喘防治创议

.

Gomez G, et al. J Immunol 2007;179(2):1353-61.

1.Humbert M,et al.Allergy 2005;60(3):309-316; 2.Ayres JG,et al.Allergy 2004;59(7):701-708; 3.Vignola AM,et al.Allergy 2004;59(7):709-717; 4.Busse W,et al.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01;108(2):184-190; 5.Solèr M,et al.Eur Respir J 2001;18(2):254-261; 6.Holgate ST, et al.Clin Exp Allergy 2004;34(4):632-638;
7.Bousquet J,et al.Allergy 2005;60(3):302-308.

IgE与靶向治疗

IgE与靶向治疗

中国台湾研究：
奥马珠单抗有效降低哮喘急性发作的患者比例
• 一项回顾性的数据库队列研究，纳入使用奥马珠单抗治疗的中重度哮喘患者282例，平均年龄51.3岁，
平均治疗周期243.8±265.4天，对奥马珠单抗治疗周期＞4个月者进行分析

奥马珠单抗显著改善中国中重度哮喘患者的肺功能
 中国III期临床研究是一项随机、双盲、平行分组、安慰剂对照、III期研究，纳入616例我国中重度持
续性过敏性哮喘患者，年龄18-75岁，随机分入奥马珠单抗组(n=308)或安慰剂组(n=308)，治疗24周
晨间PEF

平均晨间PEF差异 (L//min)*

重度急性发作或住院患
患者比例

FEV1
晨间PEF(符合方案集)

时间(周)

Chen HC, et al.BMC Pulm Med. 2016 Jan 8;16:3.

奥马珠单抗

安慰剂

FEV1占预计值百分比
比变化†

晨间PEF(全分析集)

P＜0.001

重度急性发作定义为急诊就诊或住院＞1天且口服糖皮质激素＞20mg/天

P值

INNOVATE1

–100

Chanez P, et al. Respir Med 2010;104(11):1608-17.

样本
随访时间
量

临床研究

–20

治疗时间(周)

*以组间平均晨间PEF差异的最小均方表示；†与基线比较，变化以FEV1占预计值百分比变化的最小均方表示；
FEV1 = 第1秒用力呼气量；PEF：呼气峰流速
Li J, et al.Allergy Asthma Immunol Res. 2016 Jul;8(4):319-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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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珠单抗显著改善我国哮喘患者的生活质量

IL-5在炎症通路中的核心作用

 中国III期临床研究是一项随机、双盲、平行分组、安慰剂对照、III期研究，纳入616例我国中重度持
续性过敏性哮喘患者，年龄18-75岁，随机分入奥马珠单抗组(n=308)或安慰剂组(n=308)，治疗24周
奥马珠单抗

IL-5为与嗜酸性粒细胞联系最紧密的Th2细胞因子1,2

安慰剂

IL-5受体在嗜酸性粒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的表面均有表达1

24周AQLQ评分变化†

在嗜酸性粒细胞的存活与细胞凋亡抑制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1,3
在嗜碱性粒细胞的发育和功能活性方面起调节作用1

IL-5R的激活会导致细胞因子、嗜酸性粒细胞颗粒蛋白及白三烯的释放，引
起组织损伤以及炎症通路的激活1,3

总评分

症状评分

活动评分

环境评分

情感评分

全分析集；

1. Molfino NA et al. Clin Exp Allergy. 2011;42:712-737. 2. Shen Z, Malter JS. Apoptosis. 2015;20:224-234. 3. Mukherjee M et al. World
Allergy Organ J. 2014;7:32

AQLQ=哮喘生活质量调查问卷； †与基线比较，变化以AQLQ评分变化的最小均方表示
Li J, et al.Allergy Asthma Immunol Res. 2016 Jul;8(4):319-328.

IL-5和IL-5Rα与靶向治疗

以IL-5为特异性靶点的哮喘药物作用机制

Benralizumab单抗作用机制：通过ADCC作用消除嗜酸性粒细胞

• 通过与IL-5受体的α链(IL-5Rα)结合，阻断嗜酸性粒细胞活化1,2
• 抗IL-5Rα治疗与NK细胞或巨噬细胞上的FcgRⅢα区域高亲和力结合，增加ADCC作用1
抗IL-5Rα抗体：
Benralizumab

ADCC

嗜酸性粒细胞

减少活化的白介素
抗IL-5抗体：
Mepolizumab
Reslizumab

自然杀伤细胞
或NK细胞

Benralizumab通过岩藻糖基化Fc区域，增强自身对效应细胞（如自然杀伤细胞和巨噬细胞）
FcγRIIIa受体的结合力1,2
自然杀伤细胞（NK）上的Fc受体与嗜酸性粒细胞上的抗IL-5Ra抗体结合，引起抗体依赖性细
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ADCC）1,4，从而导致嗜酸性粒细胞的凋亡

嗜碱性粒细胞

1. Kolbeck R et al. 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10;125:1344-1353. 2. Tan L et al. J Asthma Allergy. 2016;9:71-81. 3. Grossman WJ et
al. Blood. 2004;104(9)2840-2848. 4. Molfino NA et al. Clin Exp Allergy. 2011;42:712-737

ADCC：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一种免疫杀伤机制；NK细胞：自然杀伤细胞
1.Tan LD, et al.J Asthma Allergy. 2016 Apr 4;9:71-81.

2.Mukherjee M, et al.World Allergy Organ J. 2014 Dec 4;7(1):32.

IL-5和IL-5Rα与靶向治疗

在嗜酸粒细胞升高的重症哮喘患者中，Mepolizumab
显著减少急性发作率
• 一项多中心、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纳入621例有反复重度
哮喘急性发作史和嗜酸性粒细胞性炎症的患者，随机(1:1:1:1)
接受Mepolizumab 75mg、250mg、750mg或安慰剂静脉注
射，治疗52周。主要终点为有临床意义的哮喘急性发作率1

Reslizumab可显著减少
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升高的哮喘患者的急性发作
 两项重复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平行分组、安慰剂对照3期临床试验，纳入953例成人哮喘患者，中高剂量ICS治疗后控
制不佳，且血嗜酸性粒细胞升高，过去1年急性发作≥1次。随机分为Reslizumab每4周1次组(n=477)或安慰剂组(n=476)
，治疗1年。主要终点为临床哮喘急性发作(CAE)的年发生率

安慰剂(n=244)
Reslizumab 3.0 mg/kg(n=245)
危害比 0.575(95%CI 0.440-0.750)
P＜0.0001

53%(95%CI 36-65)
P＜0.001

48%(31-61%,P＜0.0001)
52%
(36-64%,P＜0.0001)

从治疗开始的时间(月)

1.Pavord ID, et al.Lancet. 2012 Aug 18;380(9842):651-9.
2.Ortega HG, et al.N Engl J Med. 2014 Sep 25;371(13):1198-207.

47%(95%CI 28-60)
P＜0.001

不发生CAE的可能性
性(%)

39%(95%CI 19-54%,P=0.0005)

平均有临床意义的急性发作
作率

有临床意义的急性加重次数(/患者
者-年)

安慰剂

• 一项随机、双盲、双模拟、安慰剂对照研究，共576例高剂量
ICS使用后仍有反复急性发作和嗜酸性粒细胞性炎症的哮喘患
者，随机使用Mepolizumab 75mg静注、100mg皮下注射或
安慰剂治疗32周。主要终点为有临床意义的年急性发作率2

IL-5和IL-5Rα与靶向治疗

安慰剂
Reslizumab

有风险的患者人数
安慰剂
Reslizumab

Castro M, et al.Lancet Respir Med. 2015 May;3(5):355-366.

第十六届中青年呼吸学者论坛论文汇编

5

IL-5和IL-5Rα与靶向治疗

Benralizumab 20mg和100mg治疗未控制的
高嗜酸粒细胞性哮喘患者，可以降低哮喘急性发作
 一项随机、双盲对照的剂量范围2b期研究，纳入中高剂量ICS/LABA治疗后未控制的哮喘患者，且过去1年急性发作≥2次
。嗜酸粒细胞性患者随机使用安慰剂(n=80)或Benralizumab 2mg(n=81)、20mg(n=81)或100mg(n=82)；非嗜酸粒细胞性
患者随机使用安慰剂(n=143)或Benralizumab 100mg(n=142)治疗1年。

Eos≥300/ml

Eos<300/ml

RR:-7%
((-55
55,26)
26)
P=0.822

年急性加重率

年急性加重率

Benralizumab 30mgQ4W 或 Q8W x 48 周

基线嗜酸性粒细胞计数
≥300细胞/μL的患者

安慰剂
Benralizumab 2 mg
Benralizumab 20 mg
Benralizumab 100 mg

嗜酸粒细胞性哮喘

BENRALIZUMAB 用于重度 哮喘

RR:57%
(33,72)
P=0.015

RR:43%
(18,60)
P=0.049

非嗜酸
粒细胞性哮喘

•
•
•

↓ 急性发作 ~50%)
↑ FEV1
↓ 症状 (ACQ-6)

Bleecker ER et al: Lancet 2016

RR：发生率降低
Castro M, et al.Lancet Respir Med. 2014 Nov;2(11):879-890.

BENRALIZUMAB 用于重度 哮喘
Benralizumab (30mg sc/Q4 或Q8 x 28周)
减少急性发作 (~50%)

泼尼松龙用量下降 (~50%)

重度哮喘的抗IL-5治疗选择
哪些抗IL-5?

•Mepolizumab: 皮下注射，每4周一次
•Reslizumab: 静脉内给药，每4周一次
•Benralizumab: 皮下注射，每8周一次
抗IL-5治疗的比较

• 没有直接比较
• 对急性发作, FEV1, 症状, QoL的作用相似
• 耐受性良好
• 长期影响未知

•FEV1 没有改变有症状↓

•Cabon Y et al: Clin Exp Allergy 2017

Nair P et al: NEJM 2017

IL-4Rα和IL-13与靶向治疗

IL-4和IL-13在哮喘病理学中的多重效应

IL-4Rα和IL-13与靶向治疗

IL-4和/或IL-13通过
激活膜受体和细胞内信号传导通路发挥作用
• IL-13与其受体α1亚基(IL-13Rα1)结合后，可诱导后者与IL-4受体α亚基(IL-4Rα)的异二聚化(IL-13Rα1和IL-4Rα) ，从而
激活JAK1/2和Tyk2络氨酸激酶，进而使STAT-6磷酸化。磷酸化STAT-6形成二聚体，并从细胞质迁移至细胞核后，可与
IL-4/IL-13应答基因的启动子区结合，启动转录。
• 这种二聚作用也可由IL-4单独诱导。

CD4+2型T辅助细胞
IgM转换至IgE

气道募集嗜酸性粒细胞

B细胞
细胞质

ASM收缩性增强
肥大细胞
组胺
半胱氨酰白三烯
前列腺素
细胞因子

气道重塑
成纤维细胞

杯状细胞增生

肌成纤维细胞

无信号

iNOS
粘液生成

ASM增殖

胶原沉积

转录
上皮细胞

细胞核

ASM：平滑肌细胞；ILC2： 2型先天性淋巴样细胞；iNOS：诱导性一氧化氮合酶
Vatrella A, et al.J Asthma Allergy. 2014 Sep 4;7:123-130.

Vatrella A, et al.J Asthma Allergy. 2014 Sep 4;7:12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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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4Rα和IL-13与靶向治疗

IL-4Rα和IL-13与靶向治疗

抗IL-13疗法的作用机制

抗IL-4Rα疗法的作用机制
•

抗IL-4Rα抗体靶向阻断IL-4Rα链，可同时

抗IL-13药物Lebrikizumab

阻断IL-4和IL-13的作用1

 作用机制：Lebrikizumab是一种IgG4人单克隆抗体，可阻断
IL-13与IL-4Rα的结合，从而阻断IL-4Rα和IL-13Rα1异二聚体
的信号通路1,2
•

Dupilumab是一种人单克隆抗体，可直接

 体外作用：Lebrikizumab还可在体外阻断IL-13的功能，抑制

作用于IL-4受体的α亚基，阻断IL-4和ILIL-13依赖的信号传导子和转录激活子6的磷酸化1

13激活的信号转导通路2

1.Chung KF.Lancet. 2015 Sep 12;386(9998):1086-1096.
2.Vatrella A, et al.J Asthma Allergy. 2014 Sep 4;7:123-130.

1.Vatrella A, et al.J Asthma Allergy. 2014 Sep 4;7:123-130.
2.Chung KF.Lancet. 2015 Sep 12;386(9998)：1086-1096.

IL-4Rα和IL-13与靶向治疗

Lebrikizumab(抗IL-13)改善
骨膜蛋白高水平哮喘患者的肺功能
 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共纳入219例使用ICS治疗后控制不佳的成人哮喘患者，随机分为
Lebrikizumab组(n=107)或安慰剂组(n=112)，治疗12周。主要研究终点为使用支气管舒张剂前FEV1从基
线至12周的改变

 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平行分组的关键性2b期临床试验，纳入769例使用中高剂量ICS+LABA治疗的成人哮喘患者
。患者随机(1:1:1:1)使用Dupilumab 200mg每2周一次、300mg每2周一次、200mg每4周一次、300mg每4周一次或安慰剂
，治疗24周。主要终点为在基线嗜酸性粒细胞计数≥300/μL的患者(n=325)中，FEV1从基线至12周的变化
安慰剂
Dupilumab 200mg
每4周一次

基线嗜酸性粒细胞计数≥300/μL的患者(n=325)

P=0.02

Dupilumab 300mg
每4周一次

Dupilumab 200mg
每2周一次
Dupilumab 300mg
每2周一次

‡P<0.05

高骨膜蛋白亚组

低骨膜蛋白亚组

FEV1改变的百分比

P=0.03

FEV1改变的百分比

不同剂量Dupilumab(抗IL-4Rα)均可有效改善肺功能

P=0.61

FEV1改变的最小均方((L)

FEV
V1改变的百分比

整体队列

IL-4Rα和IL-13与靶向治疗

0

2

4

8

12

16

20

FEV1：第1秒用力呼气量

FEV1：第1秒用力呼气量

Wenzel S, et al.Lancet. 2016 Jul 2;388(10039):31-44.

Corren J, et al.N Engl J Med. 2011 Sep 22;365(12):1088-1098.

IL-4Rα和IL-13与靶向治疗

Dupilumab(抗IL-4Rα)在嗜酸性粒细胞高水平
的哮喘中，可显著降低急性发作的患者比例
 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平行分组的2A研究，纳入104例持续性中重度哮喘患者，且血嗜酸性粒细
胞计数≥300细胞/ml或痰嗜酸性粒细胞水平≥3%，随机使用Dupilumab 300mg(n=52)或安慰剂(n=52)治疗
12周，或治疗至方案定义的哮喘急性发作发生时。主要终点为哮喘急性发作

发生急性发作的患者
者比例

降低87%，P＜0.001

Dupilumab治疗中重度非控制性哮喘的疗
效及安全性
n=23

n=3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1804092?query=featured_home

Wenzel S, et al.N Engl J Med. 2013 ， 27;368(26):2455-2466.

24

治疗时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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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抗白细胞介素-4受体α单克隆抗体 Dupilumab
 1902例重症哮喘（12岁或12岁以上）；
 每2周200或300 mg的剂量接受皮下注射dupilumab或匹配体积安慰剂
52周。

研究结果
接受dupilumab治疗的患者比接受安慰剂的患者的严重哮喘急性
发作率显著降低，并且肺功能和哮喘控制更好。
嗜酸性粒细胞基线水平较高的患者获益更大。

 主要终点：哮喘急性加重的年平均发生率，以及FEV1从基线至第12周
的改善值。
 次要终点：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每立方毫米300的患者的恶化率和
FEV1。
 安全性。

研究设计
 抗白细胞介素-4受体α单克隆抗体Dupilumab
 210例接受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的哮喘患者；
 每隔2周接受附加dupilumab（剂量为300 mg）或安慰剂，共24周。
 糖皮质激素剂量从第4周至第20周调整为下降趋势，然后维持稳定剂量
4周。
 主要终点:第24周糖皮质激素剂量减少百分比。
主要终点 第24周糖皮质激素剂量减少百分比
 主要次要终点:第24周糖皮质激素剂量减少至少50％的患者比例，糖皮
质激素剂量减少至5毫克/天以下的患者比例。
Dupilumab在糖皮质激素依赖性重症哮喘中应用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

 支气管扩张剂使用前严重恶化率和第1秒用力呼气量（FEV1）。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1804093?query=featured_home

研究结果
在糖皮质激素依赖性严重哮喘
患者中，dupilumab治疗减少口
服糖皮质激素的使用；
尽管糖皮质激素剂量减少，但
在整体人群中，dupilumab治疗
导致严重恶化率为59％低于安
慰剂组；
dupilumab治疗组FEV1改善为
0.22升（95％CI，0.09-0.34）
，较安慰剂组更为明显。
dupilumab组患者出现短暂血液
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的概率高于
安慰剂组（14％vs. 1％）。

研究结果
基于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分
层，两组中均可以观察到
上述治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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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17R与靶向治疗

IL-17R与靶向治疗

IL-17可介导中性粒细胞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
•

抗IL-17R疗法的作用机制

在重症哮喘中，由Th17细胞产生的IL-17可介导激素不应答的中性粒细胞气道炎症和AHR

中性粒
细胞

 Brodalumab是一种人单克隆抗体，也是抗IL-17

中性粒细胞
炎症

受体抗体1,2
作用机制
 抗IL-17受体抗体可阻断受体与IL-17A、IL-17F和
抗IL 17受体抗体可阻断受体与IL 17A IL 17F和
气道
高反应性

树突状
细胞

屋尘螨

IL-17E/IL-25的结合，有效抑制IL-17家族的多种

平滑肌细胞

信号传导1,2
IL-17R：IL-17受体
1.J Tod Olin, Michael E Wechsler. BMJ. 2014 Nov 24;349：g5517.
2. Fajt ML, et al.Allergy Asthma Immunol Res. 2017 Jan;9(1)：3-14.

AHR：气道高反应性；G-CSF：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CXCL1：趋化因子之一；IL-17RA：IL-17受体A
Mishra A, et al.Dis Model Mech. 2013 Jul;6(4):877-888.

IL-17R与靶向治疗

CRTH2与靶向治疗

无论Brodalumab剂量水平
均不能改善中重度哮喘患者的症状控制

PGD2与CRTH2在哮喘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过敏原

 一项2a期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剂量范围研究，纳入302例稳定ICS治疗后控制不佳的成人中重度
哮喘患者，随机(1:1:1:1)使用Brodalumab 140mg、Brodalumab 210mg、Brodalumab 280mg或安慰剂
治疗。主要终点为12周时ACQ总分自基线的改变

APC

ACQ评分自基线的平均改变(标准误)

PGD2

IL-4

肥大细胞

IgE

T0细胞

激活适应性免疫

安慰剂

浆细胞

间接：物理或化学
药物，感染

IL-25,
IL-33

激活固有免疫

直接：补体，感
染，鞘脂类等

B细胞

Th2细胞

线性趋势检验，P=0.37

PGD2

Th2细胞, ILC2细胞
CRTH2
Th0细胞

IL-4

迁移

IL-5

+

IL-4
IL-13

IL-4

血管内皮
IL-5

基线
研究时间(周)
安慰剂

纤维化
上皮改变
肌肥大

+
嗜酸性粒细胞
趋化因子

释放介质：
骨膜蛋白
TGF-β1
IL-1β
MBP
EPO
IL-13
IL-5
趋化因子-3
VEGF
TNF-a
VCAM-1

迁移和活化

IL-13

骨髓

迁移

嗜酸性粒细胞
CRTH2

Th2

杯状细胞：粘液增多，增生
平滑肌：收缩力增加，增殖
上皮细胞：iNOS生成增加

PGD2：前列腺素D2；CRTH2：Th2细胞上的趋化因子受体-同源分子，一种新型PGD2受体；TGF-β1：转化生长因子β1；MBP：主要碱基蛋白；EPO：
促红细胞生成素；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CAM-1：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iNOS：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

ACQ：哮喘控制问卷；

Conroy DM and Williams TJ. Respir Res. 2001; 2(3):150-6. Molfino NA, et al. Clin & Exp Allergy. 2012;42(5):712-737.
Ochiai K. Clin Exp Immunol. 1997;107:198–204. Radinger M and Lotvall J. Pharmacol Ther. 2009;121(2):174-84. Robinson DS, et al. Am J Respir Cell Mol Biol. 1999;20:9–13.
2004;30:367–78. Townley, et al. Ann Allergy Asthma Immunol. 2012;109(6):365-74.

Busse WW, et al.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3 Dec 1;188(11):1294-1302.

Sitkauskiene B. Am J Respir Cell Mol Biol.

CRTH2与靶向治疗

CXCR2与靶向治疗

Fevipiprant降低中重度哮喘患者的嗜酸粒细胞水平，
且显著改善过敏性哮喘患者的肺功能

CXCR2在哮喘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气道上皮

• 一项英国的单中心、随机、双盲、平行分组、安慰剂对
照试验，纳入持续性嗜酸粒细胞性哮喘患者，随机(1：1)
分入Fevipiprant 225mg组(每日2次口服)或安慰剂组。主
要研究终点为治疗12周后随访时，痰嗜酸性粒细胞水平
自基线的改变1

安慰剂
P=0.0077

1

P=0.0014

P=0.92

2
4
8

16

主要终点模型，全分析集

 CXCR2广泛表达于白细胞，尤其是中性
粒细胞

纤毛
上皮细胞

血管生成

杯状细胞增生
粘液分泌
平滑肌
收缩
迁移

 影响胶原沉积和肺泡修复
血管生成

中性粒细胞

6

12

治疗期

嗜酸性粒细胞

 CXCR2受体阻断剂

成纤维细胞
肌成纤维细胞
血管

微血管渗漏
VCAM-1表达

 作用于中性粒细胞的迁移

18
洗脱期

时间(周)
1.Gonem S,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6 ;4(9):699-707.
2.Bateman ED, et al.Eur Respir J. 2017 ； 24;50(2). pii: 1700670.

巨噬细胞

趋化作用

 参与哮喘的支气管高反应性

肥大细胞

 对气道杯状细胞的直接抑制作用，抑制肺部
0

杯状
细胞
肺上皮细胞

 调节白细胞迁移至肺部组织
 调节血管生成和粘附分子(VCAM-1)表达

与安慰剂相比，FEV1的改变
变(L)

痰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减少的
的倍数

孟鲁司特钠

Fevipiprant

0.5

• 一项IIb期研究，纳入低剂量ICS治疗后控制不佳的过敏性哮喘
患者，随机分入Fevipiprant qd(1,3,10,30,50,75,150,300或
450mg)组或bid(2,25,75或150mg)组(n=782)，孟鲁司特钠
10mg qd组(n=139)，或安慰剂组(n=137)，治疗12周。旨在
了解Fevipiprant每日1次与每日2次与安慰剂的量效关系2

孟鲁司特钠

总剂量(mg)

粘液分泌
CXCR2：CXC趋化因子受体2；VCAM-1：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

Chapman RW, et al.Pharmacol Ther. 2009 ;121(1):55-68.

毛细血管

胶原蛋白

血管

中性粒细胞

T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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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CR2与靶向治疗

TSLP与靶向治疗

SCH527123在痰中性粒细胞升高的重症哮喘中，
显著降低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TSLP是Th2炎症通路的重要介质
 在接触过敏原后，过敏原复合物递呈的蛋白酶可激活PAR-2，从而诱导TSLP的表达

 一项随机双盲、平行分组、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纳入痰总细胞计数＜10×106/g且中性粒细胞＞
40%的重症哮喘患者，随机使用SCH527123 30mg(n=22)或安慰剂(n=12)治疗4周。主要终点是痰和血
中性粒细胞计数的改变及安全性。
升高6.7%
组间相比，P=0.03

- TSLP可上调定植DC中的OX40L，并产生趋化因子(CCL17和CCL22)以促进Th2应答
- TSLP还可作用于定植的肥大细胞和自然杀伤T细胞，增加细胞因子的生成，从而进一步促进Th2炎症级联反应
过敏原
气道上皮

痰中性粒细胞((%)

降低36.3%

嗜碱性粒细胞

粘膜组织

肥大细胞

自然杀伤T细胞
淋巴结

*与治疗前相比，P＜0.05；ACQ：哮喘控制问卷；

TSLP：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DC：树突状细胞；OX40L：细胞生存因子OX40配体；MHCⅡ：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

Ziegler SF, et al.Nat Immunol. 2010 Apr;11(4):289-293.

Nair P, et al.Clin Exp Allergy. 2012 ;42(7):1097-1103.

TSLP与靶向治疗

TSLP与靶向治疗

Tezepelumab显著降低
中重度哮喘患者的年急性发作率

TSLP拮抗剂通过抑制TSLP与受体的结合
阻断下游促炎通路
 细胞表面的TSLPR可对TSLP进行捕获和重排，从而募集共享的IL-7Rα，以启动胞内的促炎JAK-STAT
通路。
 限制TSLP细胞因子和抗TSLP单克隆抗体是TSLP的靶向治疗策略。

 一项多中心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2期试验，纳入中高剂量ICS/LABA治疗后未控制良好的哮喘患者
，随机(1:1:1:1)分入Tezepelumab 70mg每4周一次组(n=145)、210mg每4周一次组(n=145)、280mg每2
周一次组(n=146)或安慰剂组(n=148)，治疗52周。主要终点为52周时的年哮喘急性发作率。

52周时的年哮喘急性发作率
(次/患者-年)

TSLP拮抗剂

角质形成细胞、肺以及
肠上皮细胞分泌TSLP

限制TSLP

RR=71%
P＜0.001

RR=61%
P＜0.001

募集IL-7Rα

捕获TSLP

靶细胞共同表达
TSLPR和IL-7Rα

促炎信号

TSLP：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 TSLPR：TSLP受体；IL-7Rα：IL-7受体α链；“+”和“-”分别代表TSLP和TSLPR表面的静电

Verstraete K, et al.Nat Commun. 2017 Apr 3;8:14937.

RR：(与安慰剂相比)相对降低
Corren J, et al.N Engl J Med. 2017 Sep 7;377(10):936-946.

小结
 随着对哮喘发病机理的深入探索，哮喘靶向药物治疗已成为近年来关
注和研究的热点。
 当前已知的哮喘治疗靶点包括IgE、IL-5、IL-5Rα、IL-4Rα、IL-13、
CRTH2、CXCR2和TSLP等。
CXCR2和TSLP等
 抗IgE单抗和抗IL-5单抗已在临床用于中重度哮喘的治疗，安全有效。
 其他哮喘靶向治疗药物正在临床研究中。

谢 谢！

RR=66%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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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与慢阻肺：一段
历史 两个问题

中国结核发病率2017（WHO）

Tuberculosis and COPD
孙永昌

Yongchang Sun, M.D.
Professor, Chair,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Medicine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孙永昌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TB meets COPD

中国慢阻肺负担

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spirometry-defined COPD was
8·6% (95% CI 7·5–9·9),
accounting for 99·9 (95% CI 76·3–135·7) million people
with COPD in China.
Lancet 2018

O’Toole RF, et al. TB meets COPD: an emerging global co-morbidity in human lung disease. Tuberculosis,2015;95:659-663

Pulmonary emphysema and tuberculosis.
A roentgen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study
Albert Guggenheim, M.D., Denver, Colorado
Calcified lesions and emphysema in COPD

A review
of tuberculosis and COPD (emphysema)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the
emphysematous changes are not diffuse,
diffuse but are localized
in the area and in the immediate vicinity of the tuberculous
lesions. These changes may be classified
(a) Intrafocal emphysema
(b) Perifocal emphysema
(c) Emphysematous bullae and blebs
(d) Interstitial emphysema
(e) Diffuse(compensatory) emphysema
Am J Roentgenol Radium Ther,1947, 58(1):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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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with TB Die of Emphysema

John W. Bell

The diffuse obstructive pulmonary syndrome in a tuberculosis
sanatorium. Incidence and symptoms

Both experimental and clinical
patholog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an Inflammatory lesion
crucially placed to obstruct air
flow at the level of the respiratory
bronchioles may produce
emphysema.

Martin CJ, Hallett WY
It is increasingly evident that a diffuse obstructive pulmonary syndrome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tuberculosi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atients in
sanatoria require treatment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emphysema
as well as for tuberculosis, and deaths in these institutions now occur more
often from emphysema than from progressive tuberculosis.

Am Rev Tuberc,1958,78(6):848-61

Ann Intern Med,1961;54(6):1156-1164

结核: 肺气肿的一个原因

结核: 肺气肿的一个原因
在所研究的386例患者中，190 例肺功能检查正常
196例，亦即50.8％有阻塞性病变的功能异常。196例中男性居多（2.6/1）
20岁以下的患者中没有重度或中度阻塞性损害
20岁后肺功能损害的发生率增加（下表），在40岁上下这一差异尤为显著

Lancaster JF, Tomashefski JF.
Tuberculosisa cause of emphysema.
Am Rev Respir Dis,1963

X线检查肺大疱、膈肌低平、过度充气、前后径增大等提示肺气肿的证据，
见于13.2%肺功能正常者，32.8%的肺功能受损者（重度受损者为47.2%）

吸烟：如吸烟每日15支或以上，则定为吸烟者
在肺功能正常者占39 5% 肺功能受损者为51 7%
在肺功能正常者占39.5%，肺功能受损者为51.7%
轻度阻塞者43.6%，中度阻塞者 53.4%，重度阻塞者 58.3%
尽管肺功能受损组与肺功能正常组之间吸烟者有差异，但吸烟不能被认为
是其原因。然而，在阻塞组，吸烟者的人数随着严重度增加而增多，反映
了在这些病人发生了肺气肿后吸烟的不良效应

Lancaster JF, Tomashefski JF. Tuberculosis-a cause of emphysema. Am Rev Respir Dis,1963

TB as a risk factor for COPD

许多年以后
5个拉美大城市中年龄≥40岁的5571人
气流阻塞的总体患病率在有结核病史的人群中为30.7%，
无结核病史者为13.9%
Eur Respir J, 2007, 30:1180-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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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 as a risk factor for COPD

TB as a risk factor for COPD

Final study sample included 8,066 participants,
5,933 (73.6%) women, 2,133 (26.4%) men
overall mean age 61.9 years (SD 6.9)
The prevalence of prior TB, as defined by evidence of inactive
TB on chest radiographs, was 24.2% (95% CI, 23.3-25.2)
[ lf
[Self-reported
d TB: 2.9% (95%
(
CI, 2.5-3.2)) ]
Prior TB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airflow obstruction, which
may partly explain the higher prevalence of COPD in China. Clinicians
should be aware of this long-term risk in individuals with prior TB,
irrespective of smoking status, particularly in patients from countries
with a high TB burden.

Overall, the prevalence of airflow obstruction was 6.5%
which was similar in men (6.4%) and in women (6.5%).
A significantly higher prevalence was found in participants
having prior TB on chest radiographs (8.6%)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out (5.8%, crude OR 1.52; 95% CI, 1.25- 1.84)

CHEST 2010; 137(3):593–600

TB as a risk factor for COPD

CHEST 2010; 137(3):593–600

TB as a risk factor for COPD

CHEST 2010; 137(3):593–600

Lee C-H, Lee M-C, Lin H-H, Shu C-C, Wang J-Y, et al.
PLoS ONE,2012, 7(5): e37978.

TB as a risk factor for COPD

TB as a risk factor for COPD
Design, Setting, and Participants

Cohort study using Health Insurance Database of Taiwan
3,176 pulmonary TB cases and 15,880 control subjects matched in age, sex, and timing of
entering the database.

Results
Mean age of pulmonary TB cases 51.919.2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developing COPD:
age male,
age,
male low income,
income and history of pulmonary TB (hazard ratio 2
2.054
054 [1.768
[1 768–2
2.387])
387])
The impact of TB persisted for six years after TB diagnosis and was significant in women and
subjects aged >70 years
Among TB patients, delay in anti-TB treatment had a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risk
of developing COPD.

Conclusions

Some cases of COPD may be preventable by controlling the TB epidemic, early TB diagnosis, and
prompt initiation of appropriate anti-TB treatment. Follow-up care and early intervention for
COPD may be necessary for treated TB patients.

Lee,et al. PLoS ONE 2012

Lee,et al. PLoS ON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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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B on manifestations of COPD

TB as a risk factor for COPD

例1 右上叶病灶与支扩

例2 右上叶病灶与肺气肿（双上肺）

例3 右上叶病灶与肺气肿（上、中、下）

Lee,et al. PLoS ONE 2012

Impact of TB on manifestations of COPD

Jin JM, Sun YC, et al. Int J COPD 2018,13:375-384

Impact of TB on manifestations of COPD

Emphysema and bronchiectasis in COPD patients with previous
pulmonary tuberculosis: CT feature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纳入231例COPD患者：82.2%吸烟史，67.5%男性）
肺部CT具有既往结核征象者 45.0%；与无结核征象者比较
呼吸困难评分更高，病史更长；过去1年急性加重更多
肺部CT合并支扩更多见，支扩在TB病灶一侧更多见、程度更重
肺气肿患病率无差异
但中叶和下叶肺气肿更多见，肺气肿严重度评分更高
全小叶肺气肿更多见，小叶中央型肺气肿的范围更大

回顾性横断面研究
连续入选190例COPD患者（男121，女69）
肺HRCT支扩：87例（87/190，45.8%）

在TB病灶局限于一侧肺的患者，左右双侧肺气肿的发生率和
严重程度无差异

Jin J, Sun YC, et al. Medicine 2016
Jin JM, Sun YC, et al. Int J COPD 2018,13:375-384

Impact of TB on manifestations of COPD

与无支扩患者比较，支扩患者
男性比例高、BMI低、既往结核比例高、呼吸困难病史长、
急性加重次数更多、血CRP 更高、总IgE水平高、
肺功能更差、痰铜绿假单孢菌阳性率更高

How TB leads to COPD (emphysema)

Lung TB
??

Bronchostenosis
Bronchiolar disorder

Tissue Destruction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
男性、既往肺结核、血总IgE水平升高

Airway diseases

Emphysema

是COPD合并支扩的危险因素
Jin J, Sun YC, et al. Medicine 2016

Airflow Ob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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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激素与肺结核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and Risk of Tuberculosis in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Diseases

吸入激素与肺结核

基于人群的队列设计，巢式病例对照分析
采用魁北克数据库形成一个气道疾病患者队列
该队列由427,648例患者组成
在1990年至2005年共发现564 例结核

Brassard P,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1;183:675-8.

吸入激素与肺结核

吸入激素与肺结核

ICS在未使用口服激素的患者增加TB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剂量暴露
者。本研究之结果支持指南中有关在开始免疫抑制疗法之前进行TB
筛查的建议。ICS，特别是在高剂量时，看来增加TB风险。

Inhaled corticosteroid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tuberculos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
回顾性队列分析（ Jan 1, 2000 to Dec 31, 2005）
总计纳入 778 例 COPD 患者，162例被排除
最后有616例随访至2010年12月31日
根据以下条件分为4组
是否使用ICS
是否具有既往肺结核的影像学遗留病变
（radiologic sequelae of prior pulmonary TB）

Brassard P,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1;183:675-8.

吸入激素与肺结核

Kim JH et al. CHEST. 2013;143(4):1018-1024

吸入激素与非结核分支杆菌感染

20例患者发生了肺结核
Kaplan-Meier 分析显示在使用ICS患者、具有既往肺结核
影像遗留病变的患者，肺结核的风险增加 (p<0.001)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显示 使用ICS
是胸片正常患者发生肺结核的独立危险因子
(HR 9.079, 95%CI: 1.012-81.431, p=0.049)
是有既往肺结核影像遗留病变患者发生肺结核的独立危险因子
(HR 24.946, 95% CI: 3.090-201.365, p=0.003)
CHEST. 2013;143(4):1018-1024

Thorax 2013;68:256–262. doi:10.1136/thoraxjnl-2012-20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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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激素与非结核分支杆菌感染
总体上慢性呼吸疾病发生NTM肺病的风险增加 16.5倍

慢阻肺吸入激素治疗增加肺炎风险，但与NTM肺病的相关性资料缺乏

NTM肺病 OR值：

基于人群的病例对照研究，包含1997-2008年丹麦成人中微生物学证实

COPD合并使用ICS的OR值：

COPD15.7；哮喘7.8 ；尘肺9.8；支气管扩张187.5；结核病史178.3
的NTM病例，每个病例设10例匹配的人群对照
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计算慢性呼吸疾病史对于NTM 肺病

同时使用ICS的COPD患者 29.1
从未使用ICS的COPD患者 7.6
COPD患者中OR值随ICS剂量增加而增加

的 adjusted ORs

低剂量 28.1 高剂量（>800μg/d) 47.5
氟替卡松OR值高于布地奈德（40.8, 19.8）

Thorax 2013;68:256–262

谢谢 Thank you

Thorax 2013;68:25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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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小宁简历 ：博士，广西医科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 学术任职：

从免疫角度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从免疫角度看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钟小宁

钟小宁

•

广西医学会呼吸病分会荣誉主任委员、美国胸科医师协会资深会员（FCCP）。

•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等杂志编委。
•

历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全国委员、广西医学会呼吸病分会主任委员、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呼吸内科主任等。

• 主要贡献：
• 呼吸等领域疑难疾病诊治：2012年在世界上首次报道人体支气管裂头蚴感染，2007年在国内外首次报道我国亚热
带地区类鼻疽病感染。主编《呼吸系统疑难病例解析》，系统报道呼吸领域45种疑难罕见少见疾病，并被国内155
家图书馆收藏。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基础及临床研究：研究成果受国际国内同行高度关注且作为新疗法被多个国际权威慢阻肺防治指
南采用，并获19项国家自然基金资助。
• 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治：2003年-2013年作为广西SARS、人禽流感和甲流临床救治组组长及首席临床专家，为广西疫
情的有效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
• 在《Thorax》等杂志发表论文300余篇（其中SCI论文50余篇（影响因子150余分）及中华系列杂志80余篇），被
引次数2000多次。主编学术专著2部。

• 主要荣誉与成果：

2019年4月13日 南宁

• 200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2014年获“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 2003年获“全国抗击非典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 以第一完成人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

主要内容

1、重大威胁：目前我国慢阻肺患病率13.7% （2004年8.2%），
患者高达一亿！

• 为什么要关注慢阻肺获得性免疫失衡

呼吸衰竭

2、世界性难题（显着暴露于有害颗粒物或气体）：日益严重！

• 烟草激活树突状细胞启动慢阻肺获得性免疫失衡
• NETs激活树突状细胞启动慢阻肺获得性免疫失衡
• 从获得性免疫失衡探讨为什么长期吸烟者仅少数人发展为慢阻肺
• 从如何有效抑制获得性免疫失衡探讨值得关注的慢阻肺治疗靶点

存在的问题与困惑
1、传统观点：慢性气道炎症、狭窄、气道阻力增高--阻塞性通气功
能障碍--肺气肿：是慢阻肺的唯一或主要发病机制吗？
2、慢阻肺气道炎症细胞（中性粒细胞为主）与肺部炎症细胞（淋巴细胞为
主）不同所引起的思考？
3、为什么戒烟后慢阻肺炎症持续存在甚至发展？
4、为什么慢阻肺全身炎症性质和特点与肺部炎症一致？
5、为什么长期吸烟者仅20%发展为慢阻肺？
6、为什么慢阻肺抗炎效果欠佳？

3、有待突破的关键问题：

（1）疾病本质（2019 GOLD:气道和/或肺泡异常）？
（2）炎症与肺气肿发病机制？
（3）寻找有效防治药物 ?

2008年以来在慢阻肺免疫研究方向获1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CD4+CD25+调节性T细胞调节香烟诱导肺气肿大鼠中Th1细胞的功能及其信号转导途径的实验研究
（项目批准号:30860106）
• Tc17细胞在香烟诱导小鼠肺气肿发生中的作用及机制 （项目批准号:81160010）
• 烟草暴露下的树突状细胞对T细胞向Th17分化的影响 （项目批准号:81260013）
•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在香烟烟雾暴露下Treg细胞中的表达及作用的研究 （项目批准号:81260011）
• 香烟烟雾刺激下IL-27调控Th17/Th1免疫反应介导小鼠肺气肿发生的机制 （项目批准号:81360011）
• 弹性蛋白肽对树突状细胞诱导T细胞向Th17分化的机制 （项目批准号:81460009）
• CD40 对烟草烟雾暴露下小鼠树突状细胞诱导Th17分化的调控作用研究 （项目批准号:81660007）
• HMGB1-RAGE/TLR4通路介导树突状细胞活化在烟草烟雾暴露肺部炎症中的作用及红霉素干预效果
的研究（项目批准号:81770041）
• 红霉素作用于TLR3/NF-κB通路影响烟草烟雾暴露下树突状细胞活化的研究（项目批准号81760010）
• 烟草烟雾暴露下Tim-3调控CD4+T淋巴细胞介导COPD/肺气肿发生的作用及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
81860009）
• IRF8/PD-L1通路在烟草暴露树突状细胞调控T淋巴细胞介导肺部炎症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项目批
准号818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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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阻肺患者血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s）失衡，
在急性加重期表现更明显。CD4+CD25+CD127
下降、CD4+CD25+CD45RA+、稳定期患者血
CD4+CD25+CD62L+ Tregs减少，以急性加重
减少更显著；CD4+CD25+CD45RO+Tregs则显
著升高。COPD，2017;14(6):618-625.

◆ 断烟后肺内炎症持续存在，表现为Th1／Tc1 介导
炎症伴Th17 细胞在肺内高表达，获得性免疫失衡。
Inflammation. 2014，37(3): 745-755.
Clin Dev Immunol. 2013:350727；
Mediators of Inflamm. 2012: 898053.

◆ 应用免疫荧光双染技术，证实慢阻肺患者
CD4(+)IL-17(+)Th17 在肺血管、气道、肺
实质的表达增高，Th17 及其相关因子参与肺
气肿形成、气道炎症及肺动脉重建。
International Immunopharmacology.
2013;15(1):58-66.

◆ 慢阻肺患者肺组织 Foxp3 表达下降和RORγt 表达
增加。International Immunopharmacology.
2011;11(11):1780-8,

Activated circulating 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s promote
differentiation of Tc1 and Tc17 cells in cigarette smoke exposure

慢性烟草烟雾暴露小鼠pDCs表现出成熟及活化的表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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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为什么要关注慢阻肺获得性免疫失衡
• 烟草激活树突状细胞启动慢阻肺获得性免疫失衡
• NETs激活树突状细胞启动慢阻肺获得性免疫失衡

？

• 从获得性免疫失衡探讨为什么长期吸烟者仅少数人发展为慢阻肺
• 从如何有效抑制获得性免疫失衡探讨值得关注的慢阻肺治疗靶点

Mediators of Inflammati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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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ed circulating 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s promote
differentiation of Tc1 and Tc17 cells in cigarette smoke exposure

Am J Physiol Lung Cell Mol Physiol. 2016，311(3): L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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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E-activated pDCs induced naïve CD8+T cells differentiate into Tc1 and Tc17 cells

Shilin Qiu, Xiaoning Zhong.Clinical Immunology，2018

Cigarette smoke exposure promotes differentiation of CD4 + T cells
toward Th17 cells by CD40–CD40L costimulatory pathway in mice

CD40对烟草烟雾暴露肺气肿小鼠肺部CD8+T细胞毒性功能的影响

Purpos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igarette smoke exposure upon CD40–CD40L ligation between bone
marrow-derived dendritic cells (BMDCs)and CD4 + T cells, an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cigarette smoke exposure upon
differentiation of CD4 + T cells toward Th17 cells through blockade of CD40-CD40L pathway in mice.
Methods: The study was processed in vivo and in vitro. In vivo, Th17 cells, CD40, interleukin (IL)-17A, and IL-27 in the lung tissues
were quantified and compared between mice with and without cigarette smoke exposure. In vitro, Th17 cells, IL-17A, and IL-27
yielded by multiple cell cultivations in which BMDCs from mice with or without cigarette smoke exposure were fostered with CD4
+T cells from healthy mice spleens in the presence of antagonistic CD40 antibody and/or cigarette smoke extract (CSE) were
quantified and compared. The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detect expres-sions of Th17 cells and CD40, and the liquid chip was
used to detect levels of IL-17A and IL-27.
Results: Both in vivo exposed to cigarette smoke and in vitro to CSE, CD40 expressions notice-ably escalated on the surfaces of
BMDCs. The presence of Th17 cells, IL-17A, and IL-27 in the lung tissues prominently increased in mice exposed to cigarette
smoke. The in vitro culture of CD4 + T cells and BMDC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D4 + T cells toward
Th17 cells and secretions of IL-17A and IL-27 in the case that BMDCs were produced from mice exposed to cigarette smoke or the
culture occurred in the presence of CSE. Usage of antagonistic CD40 antibody eviden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Th17 cells, IL-17A,
and IL-27 that increased due to cigarette smoke exposure.
Conclusion: The CD40–CD40L lig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quantities of Th17 cells and relevant cytokines in the context of
cigarette smoke exposure. Reducing the number of Th17 cells via the usage of antagonistic CD40 antibody can be an inspiration
for pursuing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immune inflammation in COPD.
Yi Liang, Xiaoning Zhong；Int J Chronic Obstr 2018;13:959；

主要内容
• 为什么要关注慢阻肺获得性免疫失衡
• 烟草激活树突状细胞启动慢阻肺获得性免疫失衡
• NETs激活树突状细胞启动慢阻肺获得性免疫失衡
• 从获得性免疫失衡探讨为什么长期吸烟者仅少数人发展为慢阻肺
• 从如何有效抑制获得性免疫失衡探讨值得关注的慢阻肺治疗靶点

王琴，钟小宁。中华医学杂志，2016, 96(20):1597-1601

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 in
Pulmonary Diseases: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The primary role of NETs is to prevent microbial
dissemination, avoiding overwhelming infections.
However, an excess of NET formation has a dark side.
The pathogenic role of NETs has been described for
many human
h
di
diseases, iinfectious
f ti
and
d non-infectious.
i f ti
The detrimental effect of excessive NET releas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lung diseases, because NETs
can expand more easily in the pulmonary alveoli,
causing lung injury.

Front Immunol, 2016 ,15;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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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 (NET) formation
characterises stable and exacerbated COPD and
correlates with airflow limitation

中性粒细胞诱导获得性免疫应答过程中树突状
细胞成熟活化

COPD患者NETs及有害成分升高

Respir Res. 2015; 16(1): 59.

烟草烟雾暴露小鼠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更容易发生NETosis
Air-control
CSE

Percentagesof NETosiscells%

8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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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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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garette smoke extract (CSE) directly triggered the formation of
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 (NETs) in vitro

**
**
4h
2h
3h
1h
stimulation time (hours)

Shi-Lin Qiu，Xiao-Ning Zhong， et al. Thorax 2017;72:1084-1093

COPD患者痰NETs-DNA显著高于正常人和健康吸烟者

Hui Zhang, Xiaoning Zhong. 投稿中

Shi-Lin Qiu，Xiao-Ning Zhong， et al. Thorax 2017;72:1084-1093

CSE诱导的NETs能够促进pDCs的成熟及活化

Shilin Qiu, Xiaoning Zhong. Thorax, 2017，72:1084-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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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s (pDCs) activated by cigarette smoke extract (CSE)-induced 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 (NETs)
were sufficient to promote naïve CD4+ T cells differentiated into T helper 1 (Th1) and Th17 cells.

Shi-Lin Qiu，Xiao-Ning Zhong ,et al. Thorax 2017;72:1084-1093

烟草与NETs激活树突状细胞促进T细胞增殖分化（获得性免疫失衡）

CSE诱导的NETs刺激pDCs细胞上清细胞因子检测

Shilin Qiu, Xiaoning Zhong. Thorax, 2017，72:1084-1093

主要内容
• 为什么要关注慢阻肺获得性免疫失衡
• 烟草激活树突状细胞启动慢阻肺获得性免疫失衡
• NETs激活树突状细胞启动慢阻肺获得性免疫失衡
• 从获得性免疫失衡探讨为什么长期吸烟者仅少数人发展为慢阻肺
• 从如何有效抑制获得性免疫失衡探讨值得关注的慢阻肺治疗靶点

Thorax ，2017,Vol 72 No 12，封面论文

从获得性免疫失衡的启动探讨为什么长期吸烟者仅少数人发展为慢阻肺

重要发现：Foxp3+Treg 细胞单核苷酸多态性是慢阻肺获得性免疫失衡
的上游危险因素。
科学价值：从基因组学显示慢阻肺与免疫遗传相关，对获得性免疫失衡
易感性机制和早期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 Four SNPs and Systemic Level of FOXP3 in Smokers and Patients with
COPD
• 长期吸烟者与慢阻肺患者的主要区别：肺部有无淋巴细胞为主的炎症---烟草及
NETs等刺激能否启动获得性免疫失衡从而导致淋巴细胞为主的炎症？
• 比较长期吸烟者与慢阻肺患者NETs的区别

探讨慢阻肺对烟草刺激
的个体敏感性，对阐明
慢阻肺的早期发病机制
具有重要意义。

• 比较长期吸烟者与慢阻肺患者DC和共刺激分子以及T淋巴细胞的区别
• 获得性免疫失衡在慢阻肺肺气肿发生中的作用？

In conclusion, both FOXP3 rs5902434 genotypes and alleles were differently distributed in COPD
patients and smokers with normal lungfunc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del/del genoty pewas associated
with systemic expression of FOXP3 mRNA.

COPD. 2016;13(6):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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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D患者血清Th1 和Th17高于正常人和健康吸烟者

Front. Immunol. 2016;7:553.

COPD患者血清CD40和CD86高于正常人和健康吸烟者

Hui Zhang, Xiaoning Zhong. 投稿中

Cigarette smoke promotes dsDNA:HMGB1 formation

Hui Zhang, Xiaoning Zhong. 投稿中
Hui Zhang, Xiaoning Zhong, in press.

Highlights from this issue
Sweet thurSday
In his novel ‘Sweet Thursd ay’ John Steinbeck
chronicles the lives of the poor residents of Monterey,
California. The novel contains the remark: ‘I guess a
man is the only kind of varmint sets his own trap, baits it,
and then steps in it.’ This month’s Editors’ Choice,
Qiu and colleagues describe some of the ‘traps’,which
a r e s e t w i t h i n t h e h u m a n b o d y – ‘ n e u t ro p h i l
extracellular traps’ or ‘NETs’ (see page 1084). These
NETs comprise a mesh of DNA, containing antimicrobial
proteins and enzymes which allow extracellular killing of
microbes. Qiu et al studied circulating neutrophils from
mice exposed to cigarette smoke extract. They showed
that, in these conditions, neutrophils release NETs
more readily and that they provide an important link
between the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e systems.
Whether these findings are true ‘…of mice and men…’
remains to be seen.

封面论文

揭示慢阻肺从固有免疫反应致获得性免疫失衡的内在
联系，为阐明仅少数吸烟者发生慢阻肺具有重要意义。

NETs的作用：固有免疫与获得性免疫的桥梁作用
Thorax ，2017 Vol 72 No 12

主要内容
• 为什么要关注慢阻肺获得性免疫失衡
• 烟草激活树突状细胞启动慢阻肺获得性免疫失衡
• NETs激活树突状细胞启动慢阻肺获得性免疫失衡
• 从获得性免疫失衡探讨为什么长期吸烟者仅少数人发展为慢阻肺
• 从如何有效抑制获得性免疫失衡探讨值得关注的慢阻肺治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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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发现：大环内酯类药物显著改善烟草所致肺气肿、肺血管及气道重构。

当前COPD防治上的困境
• 避免诱因（特别是戒烟与环境污染）仍是目前防治的主要手段，
但困难重重！
• 目前治疗仍以支气管扩张为中心的对症治疗为主？
• 无有效抗炎治疗手段和药物--抗炎治疗遇到了瓶颈！
• 局部抗炎为主治疗方案的局限性!
• 早期治疗手段的困乏！

科学价值：突破慢阻肺结构破坏不可逆的传统认识。随后美国、日本学者分别再次证实
本实验结论。
科学问题：大环内酯类药物是通过抗炎还是免疫抑制起作用？

改善肺气肿

减轻患者气道重构

• 需要探讨COPD治疗新思路、新治疗靶点--阻断获得性免疫失衡
启动与有效抗炎有待成为COPD的有效治疗靶点！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06, 29(7); 435-439

重要发现：临床长期小剂量大环内酯类药物可抑制患者痰中性粒细胞及炎症因子，
急性加重减少30%，并减轻支气管扩张。
科学价值：临床RCT证实大环内酯类药物是治疗慢阻肺的有效药物，突破目前无有效抗炎药物的困境。
随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柳叶刀：呼吸》再次证实本结论，被《美国医学会杂志》

Mediators of Inflamm. 2014;708608.

《呼吸》发表对本研究的前瞻性、意义深远的杂志述评
长期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 ——慢阻肺治疗黑暗中的一线曙光？

评为大环内酯类治疗慢阻肺三大开拓性研究之一。

抑制中性粒细胞炎症

减少慢阻肺急性加重30%

治疗前后对比

减轻支气
管扩张

Roberto Duranti 教授
意大利 佛罗伦萨大学
呼吸与免疫疾病研究中
心主任

本研究代表性论文
Respiration, 2010, 80(6): 845-852.

Respiration,2010,80(6):845-852. Mediators of Inflamm. 2014;708608.

红霉素的多靶点抗炎作用（抑制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及炎性产物和调节因子）

◆ 红霉素抑制Th1为主的肺部炎症，纠正Th1／Th2 失衡，抑制Th1／Tcl 极化，
同时改善 BALF 调节性T细胞和Foxp3 mRNA 表达下降。
Mediators of Inflamm. 2012:410232；

◆ 红霉素对慢阻肺患者的免疫调节作用：减轻全身炎症反应，治疗6个月后痰和血
IL-17 和 IL-23 降低。Mediators of Inflamm. 2016;4173962,

◆ 红霉素增加烟草刺激下单核巨噬细胞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2）活性减轻
NF-KB 活性，从而减少IL-8 产生。

Int Immunopharmacol.2012;12(4):643-50,

◆ 红霉素下调 PI3K-δ/Akt 活性，增加
HDAC2 活性，降低糖皮质激素抵抗。
Am J Physiol Lung Cell Mol Physiol.
2015 ;309(2):L139-46,

第十六届中青年呼吸学者论坛论文汇编

23

大环内酯类2015年首次被美国和加拿大慢阻肺防治指南采用
全球慢阻肺防治创议、ERS/ATS、西班牙、瑞士、俄罗斯、荷兰、新加坡、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等10个国际指南随后采用，成为新治疗方案推广应用
推荐长期应用大环内酯类作
为防治慢阻肺急性加重首选
口服药物（2A级证据）
正面引用本研究成果

刘积锋，钟小宁。投稿中

Chest. 2015 ; 147(4): 894–942.

红霉素干预显著抑制烟草烟雾提取物诱导的小鼠NETs形成

C

Shilin Qiu, Xiaoning Zhong. 投稿中

刘积锋，钟小宁。投稿中

红霉素抑制CSE诱导的人中性粒细胞NETS-DNA

《自然：药物发现评论》：
Th17/Treg 失衡是慢阻肺的重要治疗靶点

国际著名炎症与免疫学专家
Prof. Pierre Miossec
University of Lyon, France
Immunogenomics and inflammation
research unit

Th17/Treg失衡是慢阻肺炎症

正面引用本研究成果

的主要原因及重要治疗靶点

Hui Zhang, Xiaoning Zhong. 投稿中

Nat Rev Drug Discov. 2012 ;11(10):76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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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烟雾暴露肺气肿小鼠模型中使用IL-17A抗体治疗可减轻肺
气肿程度、肺内Th1及IFN-γ+Th17细胞也减少

外源性IL-17A因子在空气暴
露12周小鼠可形成肺气肿
图1：野生型C57小鼠使用不同剂量
IL17A因子/生理盐水空气暴露12周
的肺组织切片肺泡平均间隔
MLI(*:P<0.05)。

***P<0.001
**P<0.05
***

100
80

M LI

图2：HE染色图（B,40倍目镜）。
图
染色图（ , 倍目镜）。

图3：肺组织单细胞悬液流式检测
Th1/Th17（C）结果显示，使用
IL17A干预3个月后能有诱发肺气肿的
产生，并且Th1及IFN-γ+Th17细胞
比例明显升高。
YZ Lin,XN Zhong.投稿中

***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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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E + IL17A-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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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野生型C57小鼠使用空气暴露（N）/烟熏（CSE）/烟熏+IL17A抗体（CSE+IL17A-Ab）24周的肺组织切片肺泡平均间隔MLI(A)及HE染
色图（B,20倍目镜）,肺组织单细胞悬液流式检测Th1/Th17（C），结果显示，使用IL17A抗体治疗后肺气肿可减轻，同时Th1及IFN-γ+Th17
细胞比例明显下降。

YZ Lin,XN Zhong.投稿中

小结与展望
红霉素对DC共刺激分子的抑制作用 ？

红霉素对NETs
的抑制作用 ？

？
Th17是慢阻肺的重要治疗靶点吗？

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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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慢阻肺合并重度肺动脉高压的治疗

陈亚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陈亚红

慢阻肺合
并重度肺
动脉高压

1
2
3

定义及流行病学特征
药物治疗
非药物治疗

根据相似的临床表现、病理表现、血流动力学特点和治疗策略，
将不同临床情况的PH分类

定义及流行病学特征
第 节
第一节

肺动脉高压临床分类
3. 肺部疾病和/或低氧所致肺动脉高压
3.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3.2 间质性肺疾病
3.3 其他限制性与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并存的肺部疾病
慢性肉芽肿疾患、肺囊性纤维化、矽肺
3.4 睡眠呼吸障碍
3.5 肺泡低通气
3.6 长期居住高原环境
3.7 肺发育异常
肺泡-毛细血管发育不良：肺动静脉畸形，肺动脉发育不良等

“十三五”科技部慢病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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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2018

Part 1. 定义及流行病学特征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防治倡议（Global Initiative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Lung Disease，GOLD）于2016年11月16日发布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全球诊断、治疗与预防全球策略（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diagnosis,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报告，在慢阻肺定义和概述、诊断和初始评估、
预防和维持治疗的支持证据、慢阻肺稳定期管理、急性加重管理、慢阻
肺和共患疾病方面均进行了较大的修订。
肺和共患疾病方面均进行了较大的修订







GOLD2017的修订，综合了近6年（2011年后）的关于慢阻肺的研究报道，与平常
的修订只是依据最近一年的研究报道有所不同。此外，修订过程中，除了常规的工
作流程（文献检索，专家评估，提出修改，专家组集体讨论）外，还聘请了10位国
际著名的专家作为外审评述专家，综合所有的意见后才形成最终的报告。
GOLD 2018的修订，是在2017报告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小调整，GOLD委员会对
2016~2017期间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性检索和双盲评述，将已通过同行评议
发表的核心文献纳入 GOLD 2018 。



肺动脉高压是慢阻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与慢阻肺患
者住院率、急性加重、死亡率显著相关。
慢阻肺合并肺动脉高压的发病率与潜在疾病的严重性
相关。
根据GOLD分级，第1或2级（FEV1>50%预测值），
根据
分级，第 或 级（
预测值），
肺 动 脉 高 压 的 发 病 率 约 5% ； 第 3 级 （ FEV1 值 为 3049%预测值）为25%；第4级（FEV1<30%预测值）几
乎为40%。
慢阻肺合并肺动脉高压中肺动脉压每年增长率至少为
0.39-0.65 mmHg/年。

Funke, M, et al. Swiss Med Wkly. 2016;146:w14363.

重度肺动脉高压的定义




肺部及全身性炎症是慢阻肺的重要病理机制之一

2013年第5届世界肺动脉高压大会（法国尼斯）将平均肺动脉压（mPAP）
≥35mmHg或者mPAP≥25mmHg和心脏指数（CI）<2.0 L/min/m2定义为
重度肺动脉高压
慢阻肺中PH的患病率取决于慢阻肺的严重程度。90%的重度慢阻肺患者合
并有轻度至中度PH，3%-5% GOLD IV 的患者有重度PH(5年生存率更差）。
慢阻肺合并重度肺动脉高压临床上并不常见，其发病率不到1%，但是却是
致残率和致死率极高的疾病，文献报道其3年生存率仅有33%左右。

• 慢性炎症导致肺结构性变化, 小气道狭
窄和肺实质破坏，最终导致肺泡与小
气道的附着受到破坏 降低肺弹性回缩
气道的附着受到破坏,降低肺弹性回缩
能力。

Hurdman J, et al: The 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 2013, 41(6):1292-1301.
Blanco I, et al. Respirology (2016) 21, 984–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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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是慢阻肺疾病进展的核心机制1,2
烟草烟雾及其他
刺激物1

上皮细胞

肺泡巨噬细胞

TGF-β

CXCL9,10,11

成纤维细胞
Th1细胞

CXCL1
CXCL8

CXCR3

Tc1细胞

CCL2

CXCR2

CCR2

单核细胞
中性粒细胞

蛋白酶

纤维化
(慢性阻塞性支气管炎)

肺泡壁破坏
(肺气肿)

1. Ichinose M. Allergology International. 2009;58:307-313.
2. O'Donnell R , et al. Thorax. 2006 May; 61(5): 448–454.

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
MMP-9

腺体分泌增加
（慢性支气管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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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机制

慢阻肺不同的表型

肺气肿

气流阻塞

肺血管床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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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呼吸性酸中毒

肺血管床面积减少

肺小动脉痉挛

慢性缺氧
继发红细胞增多
血粘度增加

肺循环阻力增加
简化的COPD表型定义

ATS制定的COPD逻辑图解

肺动脉高压
Adv Med Educ Pract. 2016 Apr 4;7:219-31. Thorax.2008
Sep;63(9):761-7

右心室扩张、肥厚

•

其他表型：红喘型、紫肿型、合并症表型、全身炎症
型、遗传学表型……

•

了解不同表型慢阻肺肺动脉高压的程度及患病率，明
确肺动脉的相关因素，意义重大

慢阻肺和共患疾病
• 心血管合并症：慢阻肺最为常见的和最为重要的合并症
包括缺血性心脏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外周性血管疾病（PAD)和
高血压。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 慢阻肺合并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重叠综合征）。
美国成人中慢阻肺的患病率为13.9%，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
作为一种睡眠障碍疾病
作为
种睡眠障碍疾病，以反复发生上气道塌陷为特点，在美国成人
以反复发生上气道塌陷为特点 在美国成人

抑郁症
高血压

中患病率为9-26％。重叠综合症（overlap syndrome）通常是指两
骨质疏松症

肺癌经常在慢阻肺患者中出现，
是死亡的常见原因。

种疾病发生于同一病人，这些患者较慢阻肺和OSA患者预后更差，比
单纯OSA无慢阻肺的病人在睡眠时出现更频繁的血氧下降，并且出现
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的总睡眠时间更长，会出现更严重的低氧血症
和更频繁的心律失常，更易发展为日间的肺动脉高压。

基本原则：共患疾病的存在不应改变慢阻肺的治疗。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Diagnosis,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of COPD. 2018 REPORT

慢阻肺合并肺血栓栓塞症诊断流程




根据临床情况疑诊PTE

1、疑诊PTE：

危险因素、临床；ECG、X线胸片、ABG

（1）存在危险因素。

D-Dimer检测

（2）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难、胸痛、晕厥和休克，或伴有
单侧或双侧不对称性下肢肿胀、疼痛等。

对疑诊病例合理安排进行确诊检查

（3）结合心电图、X线胸片、动脉血气分析等基本检查，
可以初步疑诊PTE或排除其它疾病。

核素V/Q；CTPA；MRPA；PAA

（4）D-二聚体检测（ELISA法），以便排除诊断。


寻找PTE-DVT的成因和危险因素（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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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一步明确PTE诊断：

3、寻找PTE的成因和危险因素：

（1）肺通气/灌注扫描检查结果正常或接近正常时可基本
除外PTE
（2）螺旋CT/电子束CT或MRI

超声检查
核素
明确是否并存DVT

静脉造影

（3）肺动脉造影—金标准

MRI

侵入性
费用较高
临床需求已逐渐减少

慢阻肺肺动脉高压的检测方法优缺点：
右心漂浮导管、超声、CT、核磁

诊断策略
临床表现

右心漂浮导管

肺动脉高
压

症状+体征（右心衰竭）

超声心动图

金标准；有创

三尖瓣反流速度；常用、经济、无创；有
差异

大血管：mPAD＞31.5mm和mPAD/AAD＞1

CT肺血管造影/
磁共振肺血管
造影

ECHO早期筛查

小血管：%CSA＜5

自动识别提取肺血管
建立肺动脉分支几何学数据库

RHC/排除其他病因

测量肺动脉内流态参数，计算分支内压力梯度分
布；分析慢阻肺进展过程中肺动脉分支内压力及
流态的变化

用超声心动图、MRI评估慢阻肺右心结构与功能
的优缺点？

如何用心电门控CTPA评估肺血管和心功能？/心电门控
CTPA在肺血管和心功能评估方面有何优势？
• 降低心脏搏动对临近肺动脉影像质量的不良影响，改善肺动脉图像质量

MRI

优点：无创、无辐
射；定量化测量右
心功能；在随访过
程中多次检查，评
估右心功能的变化
缺点：扫描时间长；
不能同时评价肺实
质病变情况；成像
角度不能在图像分
析时再做调整

超声心
动图

• 抑制心脏运动伪影，可显示心脏各腔和冠状动脉，评估右心功能

优点：早期、敏感、
便捷的筛查出慢阻肺患
者右心及左心功能障碍

缺点：慢阻肺病人肺

部过度充气，常规超声
图像质量欠佳；可行剑
突下超声探测克服此缺
点，但缺少相关数据和
标准
模拟主肺动脉及分支内血流速度及压力场分布

两者联合应用：综合评价慢阻肺患者右心结构、功能障碍及伴随的
左心功能情况，有利于右心功能障碍的早期筛查、预防、治疗

左图、右图分别显示左、右心室舒张末期及收缩末期容积图
(红色部分代表心腔，周围灰色部分代表心肌)

放射学实践2010年第25卷第8期；中华医学杂志2007年第 87 卷第36 期；医学影像学杂志2010年第20卷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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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稳定期治疗方案

慢阻肺合并重度肺动脉高压的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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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治疗：吸入支气管扩张剂、吸入激素、氧疗、无创通气/有创通
气、抗凝、抗右心衰治疗等
特异性治疗：血管扩张剂（合并重度肺动脉高压）

•

ABCD分组推荐方案进
行初始治疗，随后根据

已有的研究药物：内皮素受体拮抗剂波生坦、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西地
那非或他达那非、前列环素、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抑制剂利奥西呱、
或联合治疗。然而目前的研究证据都是基于小样本研究。

个体化的症状和急性加
重风险评估，进行升级
和/或降级治疗。
和/或降级治疗
•

C和D组的首选治疗药物
方面，总的来说研究依
据并不充分，仍然需要
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Diagnosis, 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of COPD. 2018 REPORT

急性加重出院后应早期随访，定期随访

慢阻肺合并重度肺动脉高压理想治疗策略

预防慢阻肺急性加重的干预措施
干预种类

早期随访：出院后1个月内
全面评患者出院时的治疗，如是否需要长
期氧疗、是否需要调整抗生素和激素治疗
等。

支气管扩张剂

干预方法
LABAs
LAMAs
LABA+LAMA

含激素的治疗方案

不影响
V/Q比
值

抑制/
逆转重
塑

LABA+ICS
LABA+LAMA+ICS

抗炎（非激素）
抗感染药物

进一步随访：出院后3个月
确保患者恢复至稳定期，并评估患者的症
状、肺功能、采用多维之指标如BODE指数
评估预后、血氧饱和度和血气分析有助于
判断是否需要长期氧疗。

罗氟司特
疫苗
长期大环内酯类

粘液调节剂

N-乙酰半胱氨酸
羧甲司坦

其他

戒烟
康复
肺减容

注：LABA：长效β2受体激动剂；LAMA：长效胆碱能拮抗剂；ICS：吸入糖皮质激素

联合抗
感染/
抗炎
Grimminger J,et al. Expert Rev Respir Med. 2016 Jul;10(7):7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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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药物治疗

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

药物治疗

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抑制剂

第二节

前列环素

内皮素-1受体拮抗剂

Blanco I, et al. Respirology (2016) 21, 984–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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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




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

原理：磷酸二酯酶5负责分解环鸟苷酸（cGMP），磷
酸二酯酶5抑制剂通过抑制磷酸二酯酶5缓解肺动脉高
压。而抑制cGMP的分解可以舒张肺血管。
目前FDA批准治疗PAH的两种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是西
地那非和他达那非

呼吸疾病相关的重度肺动脉高压中，PDE-5I组3年生存率相比于未给予
PDE-5I组显著改善（61.8% vs 20.0%）。
Tanabe, N.et al. Respirology (2015) 20, 805–812

西地那非








西地那非

西地那非是一种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适用于治疗WHO功能分级
II–III 级的成人PAH，可以增加运动耐量，延长临床恶化的时间。
推荐成人西地那非剂量是20mg 口服每天三次。





与对照组相比，西地那非改善6分钟步行距离（MWD）试验、
WHO功能分级状态和平均肺动脉压。西地那非合用依前列醇时，
可改善
可改善6MWD试验和功能分级状态相关。
试验和功能分级状态相关。



常见的副作用包括头痛、消化不良、恶心和脸红。

研究方法：多中心、随机、对照、双盲试验，西地那非或安慰剂
20mg，每日三次，共16周
研究结果：最终纳入28人，西地那非组18人，对照组10人；与对
照组相比，西地那非组PVR降低，BODE指数增加，DLCO%和生
活质量改善。
研究结论：西地那非能够降低慢阻肺合并重度肺动脉高压的PVR，
研究结论
西地那非能够降低慢阻肺合并重度肺动脉高压的PVR
改善BODE，指数和生活质量，对气体交换无明显影响。

文献报道西地那非加重了由于V/Q比值不协调而导致的气体交换
恶化。
Vitulo P，et al. J Heart Lung Transplant. 2017 Feb;36(2):166-174.

Ataya A，et al. J Clin Med. 2016 Dec 6;5(12). pii: E114
I. Blanco,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vol.181, no. 3, pp. 270–278, 2010.

西地那非

西地那非




研究方法：多中心、随机、对照、双盲试验,西地那非或安慰剂
20mg， 每日三次，共12周
研究结果：最终纳入33人，西地那非组15人,对照组18人，西地那
非能够增加重度慢阻肺患者6MWD，降低PAP。

Ravinder Singh Rao, et al. Indian J Chest Dis Allied Sci 2011;53:81-85
Vitulo P，et al. J Heart Lung Transplant. 2017 Feb;36(2):16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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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达那非

他达那非，FDA 2003年批准的一种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
可提高PH患者运动耐量。成人推荐剂量40mg 口服，每
Goudie, Andrew R,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4;
2: 293–300

天一次。


临床试验显示 与对照组相比 他达那非（每日40mg）
临床试验显示，与对照组相比，他达那非（每日40mg）
可显著改善6MWD、延长临床恶化时间和心脏指数。他
达那非和安立生坦联合使用时，可以降低死亡、住院和
疾病进展的复合终点。

Ataya A，et al. J Clin Med. 2016 Dec 6;5(12). pii: E114

可溶性环鸟苷酸环化酶激动剂






利奥西呱

原理：利奥西呱是一种可溶性环鸟苷酸环化酶激动剂，
可以结合到NO，刺激cGMP产生，从而舒张血管。
成 人 起 始 推 荐 剂 量 1mg 口 服 每 日 三 次 ， 每 2 周 增 加
0.5mg每日三次，直到达到最大推荐耐受量2.5mg每
日三次。
一项非盲非对照试验中，22名慢性肺疾病所致的肺动
脉高压，口服利奥西呱12周，能够改善心输出量和肺
血管阻力，但是对mPAP无影响。

一项前瞻性研究，共纳入22名慢阻肺合并肺动
脉高压患者，口服利奥西呱1mg组（10名）和
2.5mg（12名），结果发现利奥西呱能够明显
改善肺动脉压和肺血管阻力，对肺功能和气体
交换无影响。

Ataya A，et al. J Clin Med. 2016 Dec 6;5(12). pii: E114
M.M.Hoeper, et al. Eur Respir J,vol.41, no.4,pp. 853–860, 2013.

Hossein A. Ghofrani et al. Pulm Circ 2015;5(2):296-304

内皮素-1受体拮抗剂

波生坦




原理：内皮素1水平增加导致血管舒张剂NO和前列环
素合成减少，使肺动脉血管收缩和舒张失衡，内皮细



胞过度增殖和纤维化。内皮素受体拮抗剂阻断内皮素1
与受体的结合 防止PAH患者内皮素1过表达
与受体的结合，防止PAH患者内皮素1过表达。


目前美国FDA批准的3种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包括波生坦、
安立生坦和马西替坦。



波生坦是FDA 2001年批准的一种非选择性内皮素受体
拮抗剂。
波生坦适用于治疗NYHA分级Ⅱ-Ⅳ级的PAH患者，可提
高运动耐量和降低临床恶化。
推荐成人剂 为
推荐成人剂量为62.5mg
g 口服每日2次，共四周，然后剂
服每日 次，共四周，然后剂
量增加到125mg口服，每日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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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生坦

安立生坦


安立生坦是FDA 2007年批准的治疗NYHA功能分级为
II–III级PAH患者的选择性内皮素受体A（ETA）拮抗剂。



成人安立生坦用量是5mg或10mg 每日一次。



临床试验中 安立生坦可以增加6MWD 改善WHO功
临床试验中，安立生坦可以增加6MWD、改善WHO功
能分级、临床恶化时间和Borg 呼吸困难指数。

一项18个月非双盲、对照研究结果显示，波生坦能够降低慢阻肺合
并肺动脉高压肺动脉压和肺血管阻力，提高6MWD和BODE指数。
Valerio G, et al. Ther Adv Respir Dis (2009) 3(1) 15–21

安立生坦

马西替坦


和波生坦类似，马西替坦是非选择性ET受体拮抗剂。



FDA 2013年批准马西替坦治疗WHO功能 I–III级PAH患
者，用以延缓疾病进展。



马西替坦成人推荐剂量是每日10mg 口服。

安立生坦在呼吸疾病相关的肺动脉
高压中，能够增加6MWD和降低
BNP，改善生存率。
Cardiovascular Therapeutics 30 (2012) 93–99

前列环素类


随着依前列醇的出现，1995年前列环素药物第一次被引入。



其他复合物包括曲前列环素和伊洛前列素，随后FDA又批
准多种剂量形式包括静脉、皮下注射、口服和间歇性吸入。



前列环素类似物作用机制包括直接舒张肺和全身动脉血管
床、抑制血小板聚集和抗增殖。

研究方法：10名慢阻肺合并肺动脉高压的男性，吸入两次伊洛前列素
(2.5ug)每30min及第二次给药后2h检测各项指标。
研究结果：吸入伊洛前列素后，V E /VO 2 和 V E /VCO 2 降低，
6MWT增加。
提示伊洛前列素的急性效应可以改善气体交换和运动耐力，同时保持
动脉气体张力和肺功能。
Dernaika TA, et al. Respiration 2010;79(5):3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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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扩张药

非药物治疗
第 节
第三节

血管扩张药物（PDE-5I及内皮素受体拮抗剂）用于慢阻肺合并重度
肺动脉高压患者，运动耐力及肺动脉压、肺血管阻力都显著改善。
Hurdman, J, et al. Eur Respir J 2013; 41: 1292–1301

稳定期慢阻肺的非药物治疗
 呼吸生理治疗：帮助患者咳嗽，促进分泌物清除；

分级

A

基本治疗

戒烟
(可包含药物治疗)

推荐

体力活动

戒烟
B, C, D (可包含药物治疗)
肺康复

体力活动

取决于

康复治疗

 营养支持和教育

当地指南
流感疫苗
肺炎疫苗

流感疫苗
肺炎疫苗

GOLD2018指出：
肺康复可在很多场所进行。
对慢阻肺患者而言，家庭康复可以替代门诊康复。家庭康
复可能是许多远离有康复设施场所患者的 种解决方案。
复可能是许多远离有康复设施场所患者的一种解决方案
另一个挑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康复的获益往往会减少。
虽然一项研究显示在随访期间肺康复获益减少，但在初次
完成肺康复计划后长期维持肺康复可以持续获益。

缩唇呼吸锻炼，帮助克服急性呼吸困难等。
 运动训练；全身性运动；腹式呼吸锻炼等。

氧疗

 长期氧疗可改善生存率，并对血流动力学、运动
能力及精神状态均有益
能力及精神状态均有益。

通气支持

 无创通气已广泛应用于稳定期极重度慢阻肺患者，

外科治疗

 肺大疱切除术、肺减容术、肺移植

可改善生存率，但不能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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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加重期氧疗
急性加重住院治疗的一个关键部分。
调节氧流量以改善患者低氧血症、保证氧饱和度在88-92%
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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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支持的经鼻高流量氧疗部分（新增）：
• 在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的患者，经鼻高流量氧疗（HFNC）可能是标准
氧疗或无创正压通气的替代方案；一些研究显示，HFNC 可降低低氧血
症和急性呼吸衰竭（ARF）患者的插管需求或死亡率。
• 迄今为止，在慢阻肺患者中进行的研究需氧疗的患者有非常严重的基础
疾病；一项随机交叉研究显示 HFNC 改善通气，并降低高碳酸血症。
疾病；一项随机交叉研究显示，HFNC
改善通气 并降低高碳酸血症

氧疗开始后要频繁监测动脉血气分析，以保证合适的氧合，

对急性低氧血性呼吸衰竭患者的随机对照的系统回顾表明，与常规氧疗

且无二氧化碳潴留和/或恶化的酸中毒。

或 NIV 相比，HFNC 有降低插管率的趋势，但没有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Venturi面罩（高流量装置）与鼻导管相比，其提供的氧流
量更精准更可控。

对死亡率没有影响。
• 但是，此meta 分析未纳入由慢阻肺急性加重导致的急性呼吸衰竭患者。
需要设计良好的随机多中心试验来探讨HFNC 对慢阻肺患者急性低氧性
呼吸衰竭的影响。

通气支持
对于合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慢阻肺患者，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显
著改善生存、降低住院风险
无创正压通气 (NPPV)：
目前对于住院后发生慢性呼吸衰竭急性发作的患者是否可以在家长期应用无创
正压通气 (NPPV)存在争议
 项前瞻性RCT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无创通气联合氧疗显著延长12 个月内再次入
一项前瞻性RCT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无创通气联合氧疗显著延长12
院或死亡的发生时间

慢阻肺合并肺栓塞的治疗、预防在药物选择及疗
程等方面与非慢阻肺患者比较有哪些特点？
二者在肺栓塞的治疗方面无差别，包括呼吸循环支持、溶栓、
抗凝等，但是——
AECOPD的治疗包括控制性吸氧、抗生素、支气管舒张剂、
激素、机械性通气、必要时低分子肝素治疗等。

两项回顾性研究和三项RCT中的两项研究发现：出院后使用NPPV 可降低再次
住院率并提高生存率
不同研究间结论的差异可能与患者选择不同、研究效能不足、NPPV设置不足
以实现充分通气、以及NPPV依从性差相关。
在应用NPPV时，应由熟悉设备和操作的人员进行指导和监测

GOLD REPORT 2018

GOLD2018. http://www.goldcopd.org
ACCP2016抗栓治疗循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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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慢阻肺合并肺动脉高压在临床上很常见，重度虽然发病
率低，但致死率和致残率极高。
目前已有多种药物能够改善慢阻肺合并重度肺动脉高压
的运动耐力、生活质量和生存率等，但部分药物可能导
致气体交换恶化。
非药物治疗包括氧疗、无创通气和有创通气等，可以改
善慢阻肺合并肺动脉高压的血氧饱和度，和肺动脉高压
的指标，但是对重度肺动脉高压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谢谢观看
www.yiaiwa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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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频繁急性加重表
型研究进展
慢阻肺频繁急性加重表型研究进展
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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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2018版ABCD评估工具不仅延用2017版
且明确标明风险评估标准为“中-重度急性加重史”

GOLD2018慢阻肺急性加重定义

GOLD 2017

GOLD 2018
中-重度
急性加重史

急性加重风险的评估
 既往急性加重史仍是预测AECOPD最强有力的预测因子

慢阻肺中-重度急性加重：
中度：需要短效支扩剂联合抗生素和/或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
重度：患者需要住院或者至急诊就诊；重度急性加重还可能伴随急性呼吸衰竭。

GOLD 2018: http://goldcopd.org/

ECLIPSE研究最早发现：

SPIROMICS队列：

既往急性加重史是AECOPD最强有力的独立预测因子
第一年
因急性加重住院
(第一年)

4

GOLD 2017-2018: http://goldcopd.org/

频繁急性加重

第二年

急性加重史仍是未来急性加重风险最强有力预测因子
第三年

无急性加重
一次急性加重
大于等于两次急性加重

患者百分比

• 本研究调查了2138名COPD患者3年期间的急
性加重情况

百分比

• 左图显示，无论GOLD分期如何，均有部分患
者频繁发生急性加重，且频率随着分级严重程
度的增加而增加(任一两组组间比较P<0.001)
• 右图显示，既往一年的急性加重史是AECOPD
强有力的预测因子

基线分组后1年内急性加重

Hurst JR, et al. Susceptibility to Exacerbation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N Engl J Med 2010; 363: 1128–38.

基线分组后2年内急性加重

基线分组后2年内急性加重

• 数据源于美国SPIROMICS队列前瞻性随访3年的数据，n=1105

百分比
百分比

• 与持续急性加重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先前的急性加重史、基线症状重等
Han MK, Quibrera PM, Carretta EE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7 Aug;5(8):61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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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来自丹麦的基于普通人群的国家级研究再次得出:

“频繁急性加重”表型

COPD频繁急性加重表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患者人数

无急性加重者
非频繁急性加重者(年急性加重为1次)

频繁急性加重的定义

频繁急性加重者(年急性加重≥2次)
失访者

• 该研究共调查了19752名慢阻肺患者在2003年的急性加重情况，其中30%的患者为频繁急性加重者，
此后每年随访，跟进每年的急性加重情况

 目前无论是GOLD指南，还是既往的临床研究，频繁急性加重均大多被定义为“年急性加重
次数≥2次”

• 尽管急性加重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可能有赖于指南的推行和更规范的临床实践)，
但频繁急性加重表型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

 疑问：该“频繁急性加重表型”是否有被统计学验证？
7

Reilev M, et al. Stability of the frequent COPD exacerbator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 Danish nationwide register-based study. NPJ Prim Care Respir

该研究采用一种新型的、无偏倚的统计学方法
来验证频繁急性加重表型及Cut-off值

GOLD 2018: http://goldcopd.org/

识别不同急性加重频率的集群

Defining the “Frequent Exacerbator” Phenotype in COPD
敏感度

A Hypothesis-Free Approach

年份

DOI: 10.1016/j.chest.2017.10.009

• EXACO研究是一项来自法国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共纳入835名慢阻肺患者，并持续随访4年
•

设置了明确的急性加重定义和严重程度分级，但仅中重度急性加重纳入分析
 定义：患者症状超出日常变异且导致治疗改变，持续≥2天
• 分级：轻度：只需自我管理的急性加重；中度：无需住院但需要接受全身激素
和/或抗生素治疗的急性加重；重度：需要住院治疗的急性加重

•

采用KmL分析方法(一种专门用于纵向数据的非参数运算法则)以及ROC曲线分析，以明确
分离聚类的最佳阈值

Le Rouzic O, et al. Defining the “Frequent Exacerbator” Phenotype in COPD A Hypothesis-Free Approach. Chest. 2017 Oct 17. pii: S0012-3692(17)32903-3.

– 红色代表A群，非频繁急性加重型
– 蓝色代表B群，频繁急性加重型

特异度

 经过统计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4年期
间将患者分成两个聚类最佳
 cluster A包含了348名少急性加重的患者
(每人每年急性加重次数为0.71±0.54)
 cluster B包含了116名频繁急性加重的患
者(每人每年急性加重次数为2.89±1.07)

 ROC曲线分析发现，年≥2次中-重度急
性加重是最优的Cut-off值，AUC(曲线
下面积)为0.91(95%CI, 0.88-0.94),灵敏
度为85%，特异度为79%

Le Rouzic O, et al. Defining the “Frequent Exacerbator” Phenotype in COPD A Hypothesis-Free Approach. Chest. 2017 Oct 17. pii: S0012-3692(17)32903-3.

急性加重次数随时间推移的稳定性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在有完整4年数据的患者中，有7%的
患者在4年中持续每年都至少有≥2次
急性加重，而有36%的患者持续每年
都<2次急性加重
 在KmL定义的聚类中，各群年急性加
重频率随时间推移的稳定性相似
 cluster A
A，组内相关系数为0.57(95%
组内相关系数为0 57(95%
CI, 0.50-0.64)
 cluster B，组内相关系数为0.42 (95%
CI, 0.25-0.56)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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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了频繁急性加重亚型的存在及
临床相关性
图注：包括KmL聚类在内的频繁急性加重表型的稳定性（即每年出现两次及以上急性加重）。图表从左至右分别
显示1至4年没有发生急性加重（蓝色条形图）或发生2次或2次以上急性加重（红色条形图）的患者比例。每一个
条形图又被分成浅色和深色，分别代表KmL聚类A中的非频繁急性加重患者和KmL集群B中的频繁急性加重患者。
右边的数值分别表示聚类B和集群A。
Le Rouzic O, et al. Defining the “Frequent Exacerbator” Phenotype in COPD A Hypothesis-Free Approach. Chest. 2017 Oct 17. pii: S0012-3692(17)32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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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英国的大型研究显示：

女性、呼吸困难评分高、肺功能受损严重、合并症是急性加重高危人群

我国的研究表明：

频繁急性加重患者有一些不同于非频繁急性加重患者的临床特征
 研究共纳入了 142 名慢阻肺患者，其中
60 名为频繁急性加重患者，82 名为非频

 该研究纳入慢阻肺患者9219例，
2612（28%）为频繁急性加重患者。

繁急性加重组患者。

 急性加重独立危险因素有：mMRC
评分4分、FEV1%较低（FEV1＜
30%），合并心血管疾病、抑郁症或
骨质疏松症、女性。

 相比非频繁急性加重组患者，频繁急性加
重组患者慢阻肺病程更长 吸烟指数更高
重组患者慢阻肺病程更长，吸烟指数更高，
肺功能更差，CAT评分和mMRC评分更高，

 老年患者（≥75岁），FEV1＜30%，
mMRC评分4分及合并骨质疏松症被
认为是需要住院治疗的急性加重的高
危人群。

支气管壁更厚，PaCO2 更高；且合并冠心
病和糖尿病患者的比例更高。
 但两组患者中慢支表型、肺气肿表型或重
叠综合征表型的患者比例无显著差异。

Mcgarvey L, et al. Characterisation of the frequent exacerbator phenotype in COPD patients in a large UK primary care population.[J]. Respiratory Medicine, 2015, 109(2):228-237.

韩国的研究显示：频繁急性加重患者的血清蛋白水平也较低

 频繁急性加重者较非频繁急性加重
者，其BMI更低，SGRQ评分更高，

Cheng Y, et 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ronic bronchitic, emphysematous and ACOS phenotypes in COPD patients with frequent exacerb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PD, 2017, 12:2069-2074.

小结：慢阻肺急性加重表型的临床特征

 肺功能受损程度较非频繁急性加重患者重（通气功能和弥散功能均有受累）

RV/TLC更高，气流受限更严重，一

 运动耐量差，生活质量低（CAT评分和mMRC评分更高）

氧化碳弥散率更低，血清蛋白水平

 身体消耗严重（BMI低，血清蛋白水平低）

更低，肺气肿指数更高

 合并征较常见，尤其是心血管疾病
 多因素分析显示：频繁急性加重与
高肺气肿指数、高RV/TLC、低血清
蛋白水平相关

Oh Y M，et al. Emphysematous phenotype i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for frequent exacerbation of COP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uberculosis & Lung Disease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Against Tuberculosis & Lung Disease, 2014, 18(12):1407.

1. 气道炎症及全身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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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01

P=0.0238

A. 总体急性加重频率比较
B. 严重急性加重频率比较

 在一项慢阻肺的流行病学研究中，1061例肺功能2-4级的患者根据有无反复咳嗽、咳痰症状被分为慢性支气管炎组
（CB+）和非慢性支气管炎组(CB-)，两组虽然肺功能相似，但前者更年轻，吸烟量更大，喘息、夜间憋醒、鼻部和眼
睛症状更多见，总的急性加重次数及严重急性加重次数均多于后者，提示这类人群属于频繁急性加重表型。
Kim V, Han M K, Vance G B, et al. The chronic bronchitic phenotype of COPD: an analysis of the COPDGene Study[J]. Chest, 2011, 140(3):626-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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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气道炎症及全身炎症

1. 气道炎症及全身炎症

0：无炎症标志物升高
个炎症标志物升高
1: 1个炎症标志物升高
2+: ≥2个炎症标志物升高

▼ :A
▲ :B
 :C
○ :
D

 Agusti等统计了ECLIPSE队列慢阻肺患者的外周血5
种炎症标志物(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白介素-6、
白介素-8和肿瘤坏死因子-α)，发现16％的患者存在
持续性全身炎症反应，这些患者前一年的急性加重
频率显著高于无炎症者；
 随访3年显示，这类患者的死亡率及急性加重频率也
显著高于无炎症者。
 持续并有潜在加重趋势的炎症反应，是慢阻肺频繁
加重表型的特征

Red hue：一种间接测定巨噬细胞对嗜酸性粒细胞吞噬功能的方
法

 嗜酸性粒细胞被认为是哮喘患者主要的气道炎症细胞，而部分慢阻肺患者诱导痰中嗜酸性粒细胞亦较高。
 有研究显示，这些患者存在对嗜酸性粒细胞有清除作用的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障碍，导致气道嗜酸性粒细胞性炎症持
续存在，且其急性加重的频率及严重程度均较对照组高。
Eltboli O, et al. COPD exacerbation severity and frequency is associated with impaired macrophage efferocytosis of eosinophils[J]. BMC Pulmonary Medicine,14,1(201407-09), 2014, 14(1):1-10.

2. 呼吸道微生态模式---细菌定值

• Agusti A, et al. Persistent systemicinflamm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clinical outcomes in COPD：a novel phenotype[J]．PLoS One，2012，7(5)：e37483
• Hurst J R, et al. Susceptibility to exacerbation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0, 363(12):1128.

2. 呼吸道微生态模式---病毒易感
P=0.004
P＜
0.001

 George等应用PCR检测发现，呼吸道鼻病毒感染是
慢阻肺急性加重的重要诱因，在急性加重期鼻病毒

P=0.038

感染载量增加，恢复期则下降；
 急性加重期鼻病毒检测阳性者，随后1年急性加重次

 Aydemir等对114例慢阻肺患者进行潜在致病菌的PCR检测后发现，急性加重频率与致病菌分离量
相关；降低气道细菌定植量后可降低急性加重发生率及住院率，这也反证了细菌定植数量的增加可
诱发急性加重的理论。
Aydemir Y,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LD combined COPD assessment staging system and bacterial isol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2014, 9(default):1045-1051.

病毒感染与慢阻肺急性加重

Conclusions: We have developed a
new model of COPD exacerbation
that strongly supports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hinovirus
infection and COPD exacerbations.

数(3.01次)显著高于阴性者(2.51次),P=0.038；且急
性加重次数与病毒载量呈正相关。
 频繁发生急性加重患者对鼻病毒具易感性；对病毒
高度易感已被认为是慢阻肺频繁急性加重的原因。

/Y

George SN，et al．Human rhinovirusinfection during naturally occurring COPD exacerbations[J]．EurRespir.[J]，2014，44(1)：87—96．

2. 呼吸道微生态模式---混合感染

 Mallia等首次报道
了实验性鼻病毒感
染模型致慢阻肺急
性加重的研究，证
实了呼吸道病毒感
染与下呼吸症状、
气流受限、气道炎
症的关联，提供了
鼻病毒感染和慢阻
肺急性加重之间的
直接因果关系

a)急性加重初细菌检测阴性者（N=11）

b)急性加重初细菌检测阳性者（N=10）

 George等的研究同时发现，73％痰细菌检测阴性而鼻病毒检测阳性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在
第14 天的痰细菌检测呈阳性，提示鼻病毒感染后继发细菌感染的现象很普遍。

Mallia P, et al. Experimental Rhinovirus Infection as a Human Model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xacerb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11, 183(6):734-42

George SN，et al．Human rhinovirusinfection during naturally occurring COPD exacerbations[J]．EurRespir.[J]，2014，44(1)：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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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遗传易感性

2. 呼吸道微生态模式---病毒感染后继发细菌感染的机制

 Ishii等发现，与维生素D代谢相关的基因多态性可影响慢阻肺急性加重频率及肺功能下降速度。

1、病毒感染后呼吸道抗菌肽包括分泌性白细胞蛋白酶抑制剂（SLPI）、弹性蛋白酶（elafin）等

 Toll样受体是重要的模式识别受体，急性加重者的诱导痰炎症细胞的 Toll样受体3 (Toll like
receptor3,TLR3)基因表达高于无急性加重者，TLR3基因的表达可能与急性加重易感性相关。

表达下调，研究显示， SLPI、elafin水平与细菌载量呈负相关，提示它们的缺失增加了继发细菌感
染的易感性；

 甘露糖结合凝集素 (mannose-binding lectin,MBL)亦是固有免疫系统的重要成分，频繁发生急性

2 病毒感染导致呼吸系统免疫屏障功能受损 增加细菌在呼吸道上皮细胞的粘附 损伤巨噬细胞
2、病毒感染导致呼吸系统免疫屏障功能受损，增加细菌在呼吸道上皮细胞的粘附，损伤巨噬细胞

 Takabatake等发现，编码一种白细胞趋化因子的CCL-1基因的一个单核苷酸多态性，可以预测急性
Takabatake等发现 编码一种白细胞趋化因子的CCL 1基因的一个单核苷酸多态性 可以预测急性

加重者MBL基因多态性更显著 ，并与慢阻肺患者的住院率之间有相关性。
加重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对细菌的应答，从而继发细菌感染；

 频繁急性加重患者的基因多态性支持频繁急性加重具有遗传易感性的观点，但目前缺乏前瞻性研究
证实这一点。

3、呼吸道病毒可以定植在稳定期慢阻肺患者的下呼吸道，改变呼吸道的微生态，导致慢阻肺患者
对细菌易感……
• Mallia P, et al. Rhinovirus infection induces degradation of antimicrobial peptides and secondary bacterial infection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2, 186(11):1117-1124.
• Oliver B G, et al. Rhinovirus exposure impairs immune responses to bacterial products in human alveolar macrophages.[J]. Thorax, 2008, 63(6):519.
• D'Anna S E, et al. Bacterial-viral load and the immune response in stable and exacerbated COPD: significance and therapeutic prospec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2016, 11(1):445.

Ishii T，et al． Association of group component genetic variations in COPD and COPD exacerbationin a Japanese population[J]．Respirulogy，2014，19(4)：590—595．
Kinose D, et al. Association of COPD exacerbation frequency with gene expression of 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 in inflammatory cells in induced sputum[J]. Clinical Respiratory Journal, 2014, 10(1):11-21.
Chii-Lan L, et al. Mannose-binding lectin gene olymorphism contributes to recurrence of infective exacerbation in patients with COPD.[J]. Chest, 2011, 139(1):43-51.
Takabatake N, et al. A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in the CCL1 gene predicts acute exacerbations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J]. 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06,
174(8):875-885.

慢阻肺合并症亟待关注，而频繁急性加重表型的合并症尤为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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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频繁急性加重的COPD患者动脉硬化程度较非频繁急性加重者严重

1

心血管疾病

2

胃食管反流病

3

骨质疏松

4

骨骼肌萎缩及功能障碍

1. 心血管疾病--频繁急性加重的患者系统性炎症反应水平升高更显著
 全身炎症是慢阻肺的重要特征，也是心血管疾病的
危险因素
 动脉硬化程度与炎症反应水平相关，且急性加重期
间心肌损伤常见，症状重，特别是原有缺血性心脏
IL-8, CRP, IL-1β,

IL-6, TNF-α

aortic pulse wave velocity

（Apwv,脉搏波传到速度）

 研究显示，频繁急性加重
的COPD患者动脉硬化程度
较非频繁急性加重者严重，
且在AECOPD期间硬化程
度增高，特别是存在呼吸
道感染时，并且持续至加
重后的8周。提示：反复急
性加重损伤心肌细胞。

Patel ARC, et al. Cardiovascular risk, myocardial injury, and exacerbations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3; 188:1091–1099.

病的患者
 频繁急性加重的患者系统性炎症反应水平升高则更
为明显
 血液呈高凝状态，并促进血小板活化和氧化应激，
进一步造成内皮功能障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
和血栓形成，导致急性心血管事件

•
•
•
•

Kaptoge S, et al: C-reactive protein, fibrinogen, and cardiovasculardisease prediction. N Eng J Med 2012, 367:1310–1320.PMID:23024020
Patel ARC, et al. Cardiovascular risk, myocardial injury, and exacerbations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3; 188:1091–1099.
Vanfleteren LE, et.al: Clusters ofcomorbidities based on validated objective measurements and systemicinflamma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Am J RespirCrit Care Med 2013, 18:728–735.PMID:23392440
Malerba M, et al. Platelet activation as a novel mechanism of atherothrombotic risk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J]. Expert Review of Hematology, 2014,
6(4):4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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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下反流性食管炎LA分类法

2. 胃食管返流的主要症状缺乏特异性
推荐级别：A+级

证据等级：高质量

烧心/反流也见于:
 食管癌/胃癌
 消化性溃疡
 其他食管炎
 贲门失弛缓
 功能性烧心
……

胸骨后烧灼感，
常在餐后发生。

烧心

敏感性 73%
特异性 53%

反流

敏感性 66%
特异性 58%

heartburn

24h食管pH
检测异常者

regurgitation

A级：病灶局限于食管粘膜皱襞,长度小于0.5cm。
B级：病灶仍局限于食管粘膜皱襞，相互不融合，但长度大于0.5cm。

感知胃内容物回流入
口或咽部，常为酸性
物与少量未消化食物
的混合物。

C级：病灶在粘膜顶部相融合，但不环绕整个食管壁。
D级：病灶相融合，且范围大于75％的食管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Klauser A, et al. Lancet 1990;335:205-8.

胃食管反流病（GERD）：
与急性加重风险增加和较差的健康状态有关

改变生活方式如减肥、戒烟、抬高床头等对GERD有效

 GERD
推荐级别：A级

 是急性加重的独立危险因素

证据等级：中等质量

 与较差的健康状态有关
 增加急性加重风险的机制还不完全清楚

 质子泵抑制剂用于GERD 的治疗
一项研究显示质子泵抑制剂可降低急性加重的风险，但它们预防急性加重的意义仍存在争议，慢
阻肺合并GERD 最有效的治疗仍有待商榷。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肥胖和吸烟等因素可增加GERD发生危险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GOLD 2018: http://goldcopd.org/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慢阻肺伴骨质疏松的原因

3. 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是一种以骨强度降低、骨脆性增加为特征的全身性骨骼疾病，致使病

 老龄

人的骨折危险性增高。

 吸烟

骨强度：包含骨密度和骨质量

 活动减少
正常
常

 低体质指数（BMI）和低去脂体重指数（FFMI）

骨质疏松

 肺功能严重程度
 系统性炎症
 全身糖皮质激素的使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 原发性骨 质疏松症诊治指南( 2011 年) ［J］． 中华骨质疏松和 骨矿盐疾病杂志，2017，10（5）: 413-443 附属瑞金医院

•
•
•
•
•
•
•

Kanis JA,et al. 2008. FRAX and the assessment of fracture probability in men and women from the UK. Osteoporosis International 19:385–397
Afonso AS.et al 2011. COPD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prevalence, incidence, and survival. Respiratory Medicine 105:1872–1884
Silva Dr, et al. 2011. Osteoporosis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COPD: a cross-sectional study. Respiratory Care 56:961–968
Graat-Verboom L,et al. 2009. Current status of research on osteoporosis in COPD: a systematic review. 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 34:209–218
Lin CW. 2015.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of osteoporosis in patients with COPD at a community hospital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PD.10:1493–1500
Liang B,et al. 2012. The association of low bone mineral density with systemic inflammation in clinically stable COPD. Endocrine 42:190–195
Loke YK,et al, Singh S. 2011. Risk of fractures with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in COPD: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and observational studies. Thorax 66:699–708

第十六届中青年呼吸学者论坛论文汇编

42

频繁急性加重的慢阻肺患者每年骨密度减少较无急性加重者更显著
图1 胸椎骨密度单位变化

慢阻肺急性加重时，应尽量避免反复全身性应用糖皮质激素

图2 胸椎骨密度年变化率

是慢阻肺重要的共患疾病，常漏诊

骨
质
疏
松

与患者健康状况差及预后不良有关
与肺气肿、低体重指数 和低去脂体重有关
按照指南治疗

无

急性加重

有

无

有
急性加重

 单因素相关性分析显示，急性加重次数与胸椎骨密
度呈负相关（P=0.02）

 药物流行病学研究已提示：吸入糖皮质激素与骨折有关，但这些研究均没有充分考虑慢阻肺的严重程度或

 相对于无急性加重组，频繁急性加重组
每年骨密度的减少更显著
 因而频发急性加重的慢阻肺患者更易出
现骨折，须给予相应的治疗来改善骨质
疏松，预防骨折的发生。

急性加重以及治疗的情况；
 全身性应用糖皮质激素可以显著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慢阻肺急性加重是胸椎骨密
度降低的独立预测因子（P=0.007）

Kiyokawa H, et al. Impact of COPD exacerbations on osteoporosis assessed by chest CT scan.[J]. Copd Journal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2012, 9(3):235-242.

4. 骨骼肌萎缩及功能障碍
在慢阻肺患者中，约40%的患者运动耐量下降是因为骨骼肌萎缩，主要表现为
肌肉力量和耐力的显著下降

 在慢阻肺急性加重时，应尽量避免反复全身性应用糖皮质激素。
GOLD 2018: http://goldcopd.org/

骨骼肌萎缩的原因
主要是蛋白质代谢失衡（合成降低和降解增强），全身炎症反应、营养不良、糖皮质激
素使用、活动减少、吸烟、老龄和低氧血症等均参与骨骼肌萎缩的发生

而频繁急性加
重患者骨骼肌
萎缩的程度更
为严重
UP: 泛素蛋白酶体通路
AL: 自噬溶酶体通路

Hussain S N A, Marco S. Role of autophagy in COPD skeletal muscle dysfunc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2013, 114(9):1273-81

Hussain S N A, Marco S. Role of autophagy in COPD skeletal muscle dysfunc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2013, 114(9):1273-81

频繁急性加重表型的3种个体危险因素：
持续的炎症，肺功能，肺过度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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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频繁急性加重的干预

COPD频繁急性加重表型的管理策略：
（1）最大限度地扩张支气管；
（2）减少炎症；
（3）针对COPD和AECOPD发病机制相关的特异性分子途径的靶向治疗。

Gulati S,et al. Bringing Stability to th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Patient: Clin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Considerations for Frequent Exacerbators[J]. Drugs,
2017, 77(Suppl. 4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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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扩张剂的使用—GOLD2018如是说：

支气管扩张剂的使用
长效β2-激动剂和

UPLIFT 研 究 随

长效抗胆碱类复合

访4年，中重度

POET-COPD研究，

INVIGORATE 比

噻托溴铵较沙美特罗

较了茚达特罗和噻托

COPD患者使用噻

延长至发生首次急性

溴铵，显示两者在改

托溴铵较安慰剂降

加 重 的 时 间 42 天

善肺功能作用相当，

低 14% 急 性 加 重 ，

（187 days vs. 145

但噻托溴铵在降低急

动剂与糖皮质激素

且显著延长发生首

days） 同时急性加
days），同时急性加

性加重风险方面优于
性加
风险方面优于

复合制剂

次急性加重的时间。

重风险降低了17%。

茚达特罗。

制剂在降低急性加
重风险方面作用优
于单用或长效β2-激

43

不推荐LABA单用于频繁急性加重患者，而推荐使用LAMA或两者联用
• Gulati S,et al. Bringing Stability to th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Patient: Clin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Considerations for Frequent Exacerbators[J]. Drugs,
2017, 77(Suppl. 41):1-20.
• Tashkin DP, et al. A 4-Year Trial of Tiotropium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N Engl J Med. 2008; 359:1543–1554.
• Vogelmeier C, et al. Tiotropium versus Salmeterol for the Prevention of Exacerbations of COPD. N Engl J Med. 2011; 364:1093–1103.
• Decramer ML, et al. Once-daily indacaterol versus tiotropium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INVIGORATE): a randomised, blinded,
parallel-group study. Lancet Respir Med. 2013; 1:524–533.

关于ICS:Meta分析显示，ICS+LABA与安慰剂比较，减少1/4的急性加重

Nannini L J, et al. Combined corticosteroid and long‐acting beta2‐agonist in one inhaler versus placebo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M]// The Cochrane Library.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3:-.

关于ICS:Meta分析显示,ICS+LABA与LABA比较,减少近1/4的急性加重

关于ICS：

ICS+LABA与ICS比较,更有效减少急性加重频率

Nannini L, et al. Combination therapy of inhaled steroids and long-acting beta2-agonists compared to inhaled steroids alone for people with COPD.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2013;8(8):CD006826

ICS与嗜酸细胞
外周血嗜酸细胞增加可能预示着使用糖
皮质激素的反应性较好[1]

但因各研究之间统计方法
不同及可能存在的偏倚，
证据级别不高，需更多研
究来提供进一步依据

也有学者认为，ICS预防急性加重
的作用与外周血嗜酸细胞有关[2]

GOLD2018如是说

Nannini, et al. Combined corticosteroid and long-acting beta2-agonist in one inhaler versus long-acting beta2-agonists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2012;9(9):CD006829

1、Bafadhel M, et al. Blood eosinophils to direct corticosteroid treatment of exacerbations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J].
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12, 186(1):48-55.
2、Watz H, et al. Blood eosinophil count and exacerbations in sever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fter withdrawal of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a post-hoc analysis of
the WISDOM trial.[J]. 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 2016, 4(5):39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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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ICS—GOLD2018如是说：

小结

 对于降低慢阻肺急性加重频率而言：
 ICS+LABA优于单药；
 ICS/LABA/LAMA三联治疗优于ICS/LABA或LAMA单药
 不推荐LABA单用于频繁急性加重患者，建议使用LAMA/LABA联合或LAMA单药

罗氟司特

罗氟司特降低有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患者的急性加重风险
 罗氟司特是第二代磷酸二酯酶4（PDE4）抑制剂，在体外试验中，有效抑制趋化因子、细胞因子产生，
减少细胞数量，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痰标本中白细胞计数〔99〕〔100〕

罗氟司特的副作用：

 罗氟司特是唯一FDA认证的口服抗炎药，降低合并慢性支气管炎且由急性加重病史的的重度慢阻肺患者
的急性加重化风险，
 在III期随机对照剂量范围试验中，与安慰剂相比，降低急性加重风险罗氟司特具有剂量依赖性。

难治性腹泻、恶心、消瘦、抑郁、失眠等
通常发生在初始用药的4-12周，常能自行好转

 同时使用ICS的患者降低18.8%的急性加重风险，而不使用ICS的患者与安慰剂相比没有临床获益。
同时使用ICS的患者降低18 8%的急性加重风险 而不使用ICS的患者与安慰剂相比没有临床获益

※ 推测：
罗氟司特联合ICS治疗频繁急性加重表型的慢阻肺患者效果较好
Spina D. PDE4 inhibitors: current status. Br J Pharmacol. 2008; 155:308–315. DOI: 10.1038/bjp. 2008.307
Grootendorst DC, et al. Reduction in sputum neutrophil and eosinophil numbers by the PDE4 inhibitor roflumilast in patients with COPD. Thorax. 2007; 62:1081–1087.
Rabe KF, et al. Roflumilast--an oral anti-inflammatory treatment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Lancet Lond Engl. 2005; 366:563–571.
Calverley PMA, et al. Roflumilast in symptomatic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two randomised clinical trials. Lancet Lond Engl. 2009; 374:685–694.
Fabbri LMet al. Roflumilast in moderate-to-sever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treated with longacting bronchodilators: two randomised clinical trials. Lancet Lond Engl.
2009; 374:695–703.
• Rennard SI, et al. Reduction of exacerbations by the PDE4 inhibitor roflumilast - the importance of defining different subsets of patients with COPD. Respir Res. 2011; 12:18.d
•
•
•
•
•

长期应用小剂量阿奇霉素可减少急性加重的发生
 一个安慰剂对照试验，将92例慢阻肺患者随机分为
阿奇霉素组和安慰剂组，给予阿奇霉素0.5*3天/周，

P=0.3
2

长期应用小剂量阿奇霉素的注意事项
P＜0.02

结果显示，阿奇霉素组的急性加重次数及症状严重

1、研究显示：大环内酯类药物对高龄、轻中度慢阻肺患者中效果明显，而在目

程度均较安慰剂组低。
痰PGP(ng//ml）

痰 PGP(ng/ml
）

痰PGP在急性加
重期间显著升高

• Rabe KF, et al. Roflumilast--an oral anti-inflammatory treatment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Lancet Lond Engl. 2005; 366:563–571.
• Calverley PMA, et al. Roflumilast in symptomatic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two randomised clinical trials. Lancet Lond Engl. 2009; 374:685–694.
• Fabbri LMet al. Roflumilast in moderate-to-sever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treated with longacting bronchodilators: two randomised clinical trials. Lancet Lond Engl.
2009; 374:695–703.

前正吸烟的患者效果不佳。
2、长期应用阿奇霉素可能导致不良反应发生，包括肝功能损害、心律失常、听
力下降等 临床上应用时须慎重权衡利弊
力下降等，临床上应用时须慎重权衡利弊。
亚组分析进一步提示，长期
（9~12个月）阿奇霉素治疗减少痰
脯氨酸甘氨酸脯氨酸水平（PGP，
一种促炎趋化因子），提供阿奇霉
素的抗炎作用的机制

•
Albert RK, et al. Azithromycin for prevention of exacerbations of COPD.[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1, 365(8):689-698.
• Uzun S, et al. Azithromycin maintenance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frequent exacerbations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LUMBUS):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J]. 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 2014, 2(5):361-368.
• O’Reilly PJ, et al. Sputum PGP is reduced by azithromycin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COPD and correlates with exacerbations. BMJ Open. 2013

Han MK, et al. Predictors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xacerbation reduction in response to daily azithromycin therapy.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4;
189:1503–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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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剂和粘液溶解剂

 N-乙酰半胱氨酸（NAC）是一种具有溶栓作用的药物，也是一种有效的抗氧化剂，为
自由基清除剂，NAC已被认为能改善急性加重期的炎症过程。

 羧甲司坦是一种类似于NAC的具有粘液溶解和抗氧化性质的化合物。

 NAC 对 低 风 险
或轻度
或轻度COPD患
患
者无获益[2]

 一个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1]显示：在GOLD 2级和3级的COPD患者中，NAC（600mg bid）
与安慰剂比较，能有效减少AECOPD事件；在GOLD 2级患者中差异显著。
1.Zheng J-P, et al. Twice daily N-acetylcysteine 600 mg for exacerbations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PANTHEON):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Lancet Respir Med. 2014; 2:187–194.
2.Tse HN, et al. Benefits of high-dose N-acetylcysteine to exacerbation-prone patients with COPD. Chest. 2014; 146:611–623.

抗炎治疗—GOLD2018如是说：

 研究显示：羧甲司坦1500mg/天，与安慰剂比较，可降低急性加重次数。
Zheng J-P, et al. Effect of carbocisteine on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PEACE Study): a randomise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Lancet Lond
Engl. 2008; 371:2013–2018.

β受体阻滞剂
 研究显示：长期使用β受体阻滞剂降低慢
阻肺患者的急性加重风险；
 GOLD3级和4级且需家庭氧疗的患者中，
β受体阻滞剂显著降低急性加重风险；
 GOLD B组效果尤为显著。
P=0.003

P=0.016

Bhatt SP, et al. β-Blockers are associated with a reduction in COPD exacerbations. Thorax. 2016; 71:8–14.

其他措施

 疫苗：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
 非药物治疗：戒烟和肺康复等

总结
1

区分慢阻肺频繁急性加重表型可以更好的指导临床工作

2

频繁急性加重表型的病理机制多样性（炎症、微生态、遗传等）

 中性粒细胞信号通路的靶向治疗：处于萌芽阶段

3

频繁急性加重表型的合并症尤为多见

4 区分频繁急性加重表型干预须多靶点、多方位、全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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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片

重症哮喘影像学研究进展
重症哮喘影像学研究进
展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常春

常春

• 在58例患者以哮喘急性发作入院的研究中，White等报告了34％
明显X线异常和额外41％轻微异常。
• 气胸和纵隔气肿
• 哮喘持续状态入院患者气胸发生率:0.5-2.5％
哮喘持续状态入院患者气胸发生率:0 5 2 5％
• 气胸是27％哮喘急性发作死亡的直接原因
• 胸片是大气胸一个非常有效的筛选工具，在左侧卧位时，对实验
条件下气胸敏感高达88％
White CS, et al.Chest. 1991; 100:14–6.
Afessa B, et al. Chest. 2001; 120:1616–21.
Scoggin CH. Jama. 1977; 238:1158–62.

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成像

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成像

• 并发症和相关病症的诊断
• 胸部CT通常被认为是诊断气胸的金标准，并且在严重哮喘患者的
急性失代偿期，或当临床环境提出了气胸可能性，诸如在机械通
气中高气道压力的情况下
• 与哮喘有关的疾病:过敏性支气管肺曲霉病，嗜酸细胞性肺炎，嗜
酸性肉芽肿伴多血管炎

• 对严重哮喘患者进行CT扫描的定性研究:相对较高的支气管扩张
和支气管壁增厚率。
• 这些发现与肺功能恶化和病程较长相关，但这种关联并非在所有
研究中 致，并且这些发现是否反映疾病严重程度的潜在病理生
研究中一致，并且这些发现是否反映疾病严重程度的潜在病理生
物学原因或仅仅是疾病进展的简单自然表现目前还不清楚。

Walker C, et al. Current opinion in pulmonary medicine.
2012; 18:42–7.

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成像

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成像

• 最近，专注于哮喘疾病严重程度的定量CT措施越来越受到关注。
与胸部X片的定性评估相类似，对哮喘患者尤其是严重的哮喘患
者的CT扫描的主要发现，可以细分为与大气道的形态变化相关的，
提示小气道功能障碍的，主要表现为过度通气的局部变化。对于
特别是较大的气道的定量分析 许多 作都集中在气道壁 度
特别是较大的气道的定量分析，许多工作都集中在气道壁厚度，
壁面积和管腔面积的CT测量。

• Aysola等对123个对象进行三级气道的自动测量，作为国际健康
重症哮喘协会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发现，与轻度哮喘或无疾
病相比，严重哮喘患者尽管气道壁厚没有更高，但气道壁厚百分
比（壁厚由外气道直径划分）更高。壁厚百分比也与预测用力呼
气 秒量
气一秒量（FEV1％）基线百分比成负相关，与FEV1％变化正相
基线 分比成负相关 与
变化 相
关。气道壁面积百分比（气道壁面积/气道总面积），气道管腔
面积比（气道管腔面积/气道总面积）结果相似。
Aysola RS, et al. Chest. 2008; 134:1183–91.

第十六届中青年呼吸学者论坛论文汇编

48

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成像

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成像

• 在接受支气管活组织检查的受试者亚组，Aysola等人发现，壁面
积百分比还与上皮/薄层网状面积相关，提示CT结果表示气道重
塑的影像学证据

• Hartley等人最近表明，在哮喘患者中壁面积百分比是肺功能受
损的最有力指标之一。

Aysola RS, et al. Chest. 2008; 134:1183–91.

24. Hartley RA, et al. The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2016; 137:1413–22. e12.

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成像

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成像

• Brillet等人在一个小系列重度哮喘患者中描述了另一个有趣的定
量CT测量，局部气道狭窄病灶使管腔面积减少超过50％。研究人
员发现，严重的哮喘患者比非哮喘者有更多的支气管狭窄灶，这
可能是气道重塑和基底张力增加的结果。

• 哮喘的临床和基于CT的气道测量的发现在各文献中并不一致，且
可受不同中心患者群体和成像分析方案变化的影响
• 不清楚哪一级（如果有的话）气道能够最好地证明这些变化。汤
姆逊等人发现支气管哮喘吸烟者第五级气道管腔面积和较差症状
之间的关联，但未找到与三级气道的关系
• Kaminska等人的不吸烟哮喘患者研究中也不明显。
• Lederlin等人证明哮喘患者气道壁的密度高于正常对照组，并且
与上述几何气道手段相比，可能与与肺功能关联更强。

25. Brillet PY, et al. Academic radiology. 2015;
22:734–42.

Kaminska M, et al. The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2009; 124:45–
51. e1–4.
Thomson NC, et al. Chest. 2015; 147:735–44.
Lederlin M, et al. AJR American journal of roentgenology. 2012; 199:1226–33.

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成像

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成像

• 小气道的大小低于CT扫描的分辨率水平，哮喘对这些气道的影响
可以看作空气滞留。
• 空气滞留可以通过CT密度的变化来客观测量。这可以以多种方式
进行量化,但最常报道在吸气或呼气CT扫描密度低于 定
进行量化,但最常报道在吸气或呼气CT扫描密度低于一定
Hounsfield单位界限的组织体积的绝对值或呼气CT扫描和吸气
CT扫描平均肺密度比值或差异。

• Gupta等人表明严重哮喘患者比轻度和非哮喘患者用呼气/吸气密
度比表示的空气滞留量更高。有趣的是，Gupta等人通过将这些
密度测量方法与上述几何气道测定方法，以及气管支气管树复杂
程度测定结合起来，能够确定三种具有独特临床和影像学特征的
新型哮喘表型。
新型哮喘表型
• 使用这些技术来开始确定独特患者群体表明，CT成像可用于鉴定
未来那些可能获益于特定疗法的个体，尤其是开始评估CT成像在
监测治疗反应中的作用[37]。
Gupta S, et al. The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2014; 133:729–38. e18.
Tunon-de-Lara JM, et al. The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2007; 119:5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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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Ｔ小气道参数测定
• 螺旋ＣＴ可获得气道定量参数，对哮喘严重程度有较好的
• 评估价值［１］ 。
• 哮喘气道炎症累及多级气道，小气道ＣＴ测量研究仍较少［２］ 。

• 美国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７５０ ＨＤ ＣＴ 扫描仪，仰卧位深吸气末平扫，扫描范围
肺底至肺尖。
• 管电压１２０ ｋＶｐ，管电流１２５ ～２１０ｍＡ。标准算法重建为层厚０．６２５ ｍ
ｍ 图像。
• 使用ＧＥ ＡＷ４．５ 工作站Ａｉｒｗａｙ Ａｎａlｙｓｉｓ 软件，在ＣＴ 内径
内径＜２
２ ｍｍ
的６ 级支气管远端层面测量气道，窗宽１ ０００ ＨＵ、窗位-６００ ＨＵ 条件下手工调
整小气道管壁轮廓，计算机生成气道测量值。
• 测量右肺上叶尖段尖分支、中叶外侧段外分支、下叶后基底段后分支，左肺上叶尖后段尖
分支、上叶上舌段前分支、下叶后基底段内分支共６ 支小气道参数，取平均值后经体表面
积校正得到气腔直径（ＬＤ校正）、气腔面积（Ａｉ校正）、气道壁厚（ＷＴ校正）、气
道壁面积百分比（ＷＡ％）［４］ 。

［１］ Ｂｅｒａｉｒ Ｒ， ｅｔ ａl．Ｅｕｒ Ｒｅｓｐｉｒ Ｊ， ２０１７，
４９（５）．ｐｉｉ：１６０１５０７．
［２］ Ｆｕｓｏ Ｌ， ｅｔ ａl．Ｊ Ａｓｔｈｍａ， ２０１８：１-９．

哮喘患者６ 级支气管远端ＣＴ Ａｉｒｗ
ａｙ Ａｎａlｙｓｉｓ 软件测量

气道ＣＴ测量指标
小气道气腔大小

ＬＤ校正、Ａｉ校正

管壁厚度

ＷＴ校正、ＷＡ％

小气道ＣＴ参数

［４］ Ｓｈｉｍｉｚｕ Ｋ， ｅｔ ａl．Ｒｅｓｐｉｒ Ｍｅｄ， ２０１０，
１０４（１２）：１８０９-１８１６．

Ａ．重建示拉直的１ ～６ 级支气管管腔、管壁
（虚线为６ 级支气管
远端），
Ｂ．６ 级支气管远端（内径＜２ ｍｍ）轴位图，
选择管壁呈近
圆形层面测量；
Ｃ．小气道管壁轮廓示意图

ＣＴ 小气道参数与临床指标及肺功能的相
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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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Ｔ 小气道参数与血清及诱导痰炎症因子的
相关性
• 哮喘患者ＣＴ 小气道参数与ＦＥＶ１ ／ＦＶＣ、ＦＥＶ１％相
关性良好。
• 哮喘病程长、有吸烟史、诱导痰Ｅｏｓ％高、血清瘦素低的患者
ＣＴ小气道气腔测量值更小
• 血清ＩｇＥ、诱导痰Ｅｏｓ％及ＭＭＰ-９ 对ＣＴ 小气道管壁厚
度有一定影响。

双能量氙增强CT成像

双能量氙增强CT成像

• 全肺空气滞留测量是有用的，哮喘通常的特征是小气道疾病导致
的通气区域变化。通过使用氙增强CT，可以比标准CT成像更直
接评估这个区域变化，但直到最近这种技术受到与扫描之间的肺
容积的变化相关的技术问题的限制。双能量氙增强CT成像的发展
已经克服了这个问题。
经克服 这个问题

• 哮喘稳定期通气缺陷评分与残余肺容积和FEV1/FVC相关
• Kim等证明，在基线和乙酰甲胆碱激发后，哮喘患者和正常对照
组的评分不同。
•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这种成像技术在哮喘患者特别是重型哮
喘患者评估中的作用。

Kim WW, et al. AJR American journal of roentgenology. 2012; 199:975–81.

Kim WW, et al. AJR American journal of roentgenology. 2012; 199:975–
81.
Chae EJ, et al. Radiology. 2008; 248:615–24.

磁共振成像（MRI）

磁共振成像（MRI）

• MRI对重症哮喘患者的成像具有几个潜在的优势。其中最主要的
是能够提供描绘哮喘全肺通气缺陷区域分布的图像。对于使用超
极化气体的MRI尤其如此，通常是超极化氦（3He）或氙
（129Xe）。这些通气缺陷的量化措施已证明是与成人较低的
FEV1/FVC，以及较高的乙酰甲胆碱应答和呼出NO水平以及儿童
以 较高的 酰
碱应答和呼出
水平以 儿童
较高吸入皮质类固醇的剂量，较低的FEV1/FVC和哮喘控制测试
分数相关。

• 该技术中的主要临床局限性，特别是对于严重疾病，是最常使用的吸入气体
3He，是一个氦-氮混合物，缺氧并替换肺部的空气。这导致屏气期间去饱
和，尽管通常不小于90％。

Castro M, et al. The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2011;
128:467–78.
Altes TA, et al. The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2016;
137:789–96. e7.
Svenningsen S et al Thorax 2014; 69:63–71

• 正在进行的氧增强MRI成像可以改善该问题。
• 另一个问题是屏气动作往往长达20秒，这可能对更严重的哮喘患者不可行。
• 还有使用超极化MRI成像的其他一些限制，包括需要专门的气体混合物即只
批准用于研究用途，以及并不能清楚地确定解剖结构。[8,45]这导致了使用
超极化MRI图像与标准MRI图像或CT图像进行图像配准以及调查使用其他方
法来标准化MRI成像，其可能提供类似的信息。
Ohno Y, et al. Radiology. 2014; 273:907–16.
Pennati F, et al. Radiology. 2014; 273:580–90.
Tahir BA, et al. Phys Med Biol. 2014; 59:7267–77.
Tahir BA, et al. Radiology. 2016; 278:5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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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成像可能会对指导和量化治疗反应帮助

评估哮喘控制新指标：MRI 通气异质性

• MRI测量通气缺陷与CT测量气道重塑的相关性，以及间歇性和持
续性通气缺陷均存在于哮喘患者中。[42，48]
• 有趣的是，包含间歇通气缺陷和持久通气缺陷的肺百分比
（VDPI/P%）与FEV1/FVC负相关（图2）。[48]
• MRI衡量通气区域变化的能力对考虑支气管热成形术的严重哮喘
患者特别有用。[49]例如， Thomen等人在一个小的研究中量化
了重症哮喘患者支气管肺段肺通气。他们发现，与对照相比，严
重哮喘患者中值通气缺陷百分高了2.3倍，支气管热成形术后通气
缺陷随时间减少。[49]这些发现表明，成像可能会对指导和量化治
疗反应有所帮助。

• 之前的研究提示哮喘控制差可能与通气异质性有关。与健康受试
者相比，哮喘患者的通气异质性增加，且通气异质性是气道高反
应性的独立决定因素，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和吸入性糖皮质激素可
以改善通气异质性，而急性加重期间通气异质性则会加剧。

Svenningsen S, et al. Thorax. 2014; 69:63–71.
Svenningsen S, et al. Academic radiology. 2014; 21:1402–
10.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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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哮喘控制新指标：MRI 通气异质性
• 通气异质性也可通过包括吸入气体核磁共振（MRI）在内的肺成
像方法加以识别。在哮喘患者中，MRI 通气障碍通常是暂时的或
间歇性持续的，使用支气管收缩剂后通气障碍加剧，而使用支气
管扩张剂后通气障碍得到改善。年龄较大、肺功能差、合并气道
炎症 存在气道高反应性和气道壁增 的哮喘患者 其 MRI 通
炎症、存在气道高反应性和气道壁增厚的哮喘患者，其
气异质性均较明显。
• 哮喘患者的核磁共振和肺清除指数（LCI）均提示持续性通气异
质性。

重度哮喘控制不佳患者 MRI 通气障碍和 LCI
与哮喘控制和患者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
• 18 名重度控制不佳的哮喘患者签署了伦理委员会批准的实验方
案知情同意书并在单个 2 小时随访期间进行肺活量测量、LCI 和
3 He-MRI。哮喘控制和生活质量评估使用哮喘控制问卷（ACQ）
和哮喘生活质量问卷（AQLQ）进行评估。通气异质性使用 LCI
和 3 He-MRI 的通气障碍百分比（VDP）进行评估。
的通气障碍百分比
进行评估

Svenningsen S,et al.Is ventilation heterogeneity related to asthma
control? Eur Respir J. 2016 Aug;48(2):370-9.

重度哮喘控制不佳患者 MRI 通气障碍和 LCI
与哮喘控制和患者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
• 所有的受试者哮喘控制均较差，均存在高异质性通气。在包含第
一秒用气呼气量、VDP、LCI 的多变量模型中，VDP 和 LCI 之间
为强相关，VDP 为哮喘控制的唯一独立预测因子。
• ACQ 评分
评分＞2
2 及 AQLQ 评分
评分＞5
5 的哮喘患者 VDP 显著较差，但
是 LCI 并不与之相关。
-重度控制不佳且 ACQ 和 AQLQ 评分均低的哮喘患者，MRI 通气
显著变差，LCI 不相关。在临床上可通过 MRI 来判断通气障碍的
严重程度及部位，这有助于指导患者治疗和管理来提高哮喘控制水
平。
Svenningsen S,et al.Is ventilation heterogeneity related to asthma
control? Eur Respir J. 2016 Aug;48(2):370-9.

纤支镜光学相干成像技术
• 经纤支镜行光学相干成像技术（EB-OCT）可以有效评估 COPD
患者气道重塑的程度并指导 COPD 的分级

Ding M, et al.Chest. 2016 Dec;150(6):1281-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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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支镜光学相干成像技术

纤支镜光学相干成像技术

• 该研究一共纳入了 48 例不同分级的 COPD 患者、21 名肺功能
正常的重度吸烟患者和 17 例肺功能正常的从未吸烟者。研究评
估了受试者病史，对受试者进行了用力肺活量、胸部 CT 和 EBOCT 检测。
COPD 患者、重度吸烟者及正常人各级支气管（第
患者 重度 烟者
常人各级支气管 第 3-9 分级）重
分级 重
塑程度的差异。
• 研究使用 EB-OCT 检测了包括平均肺血管直径，气道腔内直径及
气道壁厚度等在内的指标，通过上述指标来了解气道重塑的情况。

• COPD 分级越高（根据肺功能评估），其大、小气道重塑程度越显著；与正常对照相比，
肺功能正常的重度吸烟者，其气道重塑明显加重；肺功能正常的重度吸烟者，其气道重塑
程度已经与 1 级 COPD 患者相近。
• 用力肺活量指标 FEV1 与第 7-9 级支气管管腔面积以及管径（EB-OCT 评估）呈正相关。
但 1、2 级 COPD 患者以及重度吸烟者，其 FEV1 水平与大 / 中等气道（第 3-6 级支气管）
的管腔面积以及管径均无关。
管腔面积以及管径 无关
• EB-OCT 在判断 COPD 患者、重度吸烟者小气道重塑方面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尽管传统用
力肺活量指标确实与 COPD 的临床分级有一定的相关性，但 EB-OCT 的评价指标对反映
COPD 的分级更敏感及准确。
• 肺功能正常的重度吸烟患者已经存在显著的小气道重塑，虽然并非所有吸烟者都会进展为
COPD，但是吸烟至少是引起气道重塑的重要因素。
• 本研究的发现将为 COPD 的早期干预（特别是 1 级 COPD 以前的病变）提供重要临床依
据。

Ding M, et al.Chest. 2016 Dec;150(6):1281-1290.

• 临床上，传统的胸片和计算机断层扫描（CT）在严重哮喘并发症，
如气胸和支气管扩张的诊断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 CT图像的定量分析表明，气道增厚的测量和气体滞留的测量都与
肺功能损害相关，并且双能量氙增强CT成像的进 步发展尤其可
肺功能损害相关，并且双能量氙增强CT成像的进一步发展尤其可
以改善气体滞留的区域测量。
• 使用超极化气体的磁共振成像（MRI）揭示了哮喘患者的通气缺
陷与CT测量的气道重塑以及肺功能损伤之间的关联。
• 超极化MRI测量的功能性质表明，结合定量CT分析，它可以为指
导和量化哮喘治疗提供有用的信息，但在将其纳入常规临床护理
之前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

Ding M, et al.Chest. 2016 Dec;150(6):1281-1290.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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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NSCLC的治疗模式
Diagnosis

Stage IIIB/ IV NSCLC

EGFR mutation
Asian: 30-40%
Caucasian: 15%

ROS1
positive
(1-2%)

ALK positive
(3-7%)

Erlotinib
Gefitinib
Afartinib

1st-line

从晚期 NSCLC 进展看治
疗格局的变化

Non-squamous cell lung cancer (85%)

Crizotinib

Chemo

PD-L1 149% (40%)

PD-L1 50%
(30%)

PD-L1 
(30%)

Chemo

Anti-PD-1

Chemo

I-O combination?

活
检
基
因
检
测

陆军特色医疗中心呼吸内科：何勇

Squamous cell lung cancer (15%)

PD-L1 
(30%)

PD-L1 149% (40%)

PD-L1 50%
(30%)

Chemo

Anti-PD-1

I-O combination?

BRAF, HER2,MET,
RET

2nd-line

T790M

何勇

Ceritinib
Alcectinib

Osimertinib

Anti-PD-1/PD-L1

Chemo

Anti-PD-1/PD-L1

Chemo

Kinase
inhibitors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疗中心

NSCLC基因突变图谱及治疗选择

驱动基因阳性晚期NSCLC治疗进展
驱动基因阴性晚期NSCLC研究进展
*: preferred

NCCN指南常见靶点推荐药物

NSCLC肺腺癌基因突变图谱

William Pao, et al. Lancet Oncol 2011.
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NSCLC 2019 V2.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疗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EGFR突变

治疗效果

晚期NSCLC一线治疗选择
 三代EGFR-TKI疗效对比
研究

目前治疗选择
2010

Chemotherapy

2012

2014

2016

2018

1st generation

2ndd generation
i

3rd generation
ti

Gefitinib

Afatinib

Osimertinib

Gefitinib + Pemetrexed-carbo

Erlotinib + Bevacizumab

Icotinib

样本

RR

PFS

2年PFS率

OS

奥希替尼

279

80%

18.9月
(研究者评估)

35.8%

NR

吉非替尼或
厄洛替尼

277

76%

10.2月

阿法替尼

160

70%

11.0月
(研究者评估)

18.0%

27.9月

吉非替尼

159

56%

10.9月

8.0%

24.5月

Dacomitinib

227

75%

14.7月
(独立审查评估)

30.6%

34.1月

吉非替尼

225

71.2%

9.2月

9.6%

26.8

奥希替尼更新为首选推荐
增添了二代 TKI 药物达克替尼

ARCHER1050
（排除脑转移）

INV=研究者评估；BIRC=盲态独立评估委员会；NR: not reach；NA: not available
Ramalingam S, et al. 2017 ESMO Abstract LBA2.Park K, et al.
Lancet Oncol. 2016 May;17(5):577-89.
Mok T, et al. 2017 ASCO Abstract LBA9007.

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NSCLC 2019 V2.
CSCO 肺癌诊疗指南 2018 v1.

HR 0.63
(0.45-0.88, P=0.0068)

FLAURA

LUX LUNG7

Dacomitinib

Erlotinib

药物

NR

HR 0.85
(0.66-1.09, P=0.195)

HR 0.760 (0.582,
0.993)；P=0.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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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R-TKI领域“群雄逐鹿”:多个EGFR-TKI可供临床选择

奥希替尼对于初治EGFRm+伴脑转移患者的疗效
显著优于一代TKI
CNS 全分析集(n=128)

FLAURA

疗效

CNS ORR (95% CI)
Odds ratio# (95% CI);
p-valueǂ

标准治疗
(n=19)

43% (31, 56)

91% (71, 99)

68% (43, 87)

4.6 (0.9, 34.9); p=0.066

25 (41)

16 (24)

5 (23)

0

15 (25)

13 (19)

15 (68)

13 (68)

疾病稳定 ≥6 周, n (%)

15 (25)

27 (40)

1 (5)

4 (21)

Odds ratio# (95% CI);
p-valueǂ



奥希替尼
(n=22)

66% (52, 77)

部分缓解, n (%)

CNS DCR§ (95% CI)

系统性PFS：

标准治疗
(n=67)

完全缓解, n (%)

中位至缓解时间, 周

(包括颅内进展和颅外进展)

CNS 可评估疗效集(n=41)

奥希替尼
(n=61)

2.5 (1.2, 5.2); p=0.011

6.2

11.9

6.0

6.3

90% (80, 96)

84% (73, 92)

95% (77, 100)

89% (67, 99)

1.8 (0.6, 5.5); p=0.269

2.5 (0.2, 55.8); p=0.462

在CNS全分析集和CNS可评估疗效集中，观察到CNS的客观缓解率和全身的客观缓解率
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第3代TKI奥希替尼凭借一线研究FLAURA中位PFS 18.9个月而成为新一线治疗的“网红”

对经确认有CNS响应的患者，再次进行CNS ORR的分析，其结果与初步分析结果一致 ¶

Ramalingham et al ESMO 2017
J Vansteenkiste et al.ESMO Asia 2017
Reungwetwattana T, Nakagawa K, Cho BC et al. JCO, Aug 28, 2018
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NSCLC 2019 V1.
Ke EE,et al. Trends Pharmacol Sci. 2016 Nov;37(11):887-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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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R突变
EGFR突变
Pending on FLAURA data , CNS
data

奥希替尼1线和2线耐药机制
奥希替尼二线或后线治疗，
潜在的获得性耐药机制

？
Osimertinib: up to first?

SOC:T790M+

Gefitinib

Osimertinib

25.1 months

Chemo

奥希替尼一线治疗，
潜在的获得性耐药机制*
• MEK, JAK2, NOTCH, NF2, PDGFRA,
IDH2 变异 (全部 n=1 检测)

不论治疗线数，观察到的，
潜在获得性耐药机制*
潜在获得性耐药机制
• EGFR C797S
• MET扩增, EGFR 扩增和 KRAS扩增
• KRAS, HER2, PIK3CA, TP53, RB1,
CTNNB1, PTEN, SMAD4, BRAF变异

• 其他 EGFR 变异

• (例如，L792X, L718Q, C797G)
HER2 PIK3CA
PIK3CA, FGFR1扩增
• HER2,
• MET, TET2, BRCA2, FLT4, KMT2B, GRIN2A,
APC, KMT2A, RECQL4, DNMT3A, EMSY,
FGFR1, MAPK1, AKT3, AXL变异
CCDC6-RET, FGFR3-TACC3, ESYT2BRAF, AGK-BRAF, EML4-ALK,
PLEKHA7-ALK, TRIM24-RET融合
• SCLC 转化
• SqCC 转化

*Patients may have had more than one resistance mechanism identified Oxnard et al. JAMA Oncol 2018
[ePub]; Piotrowska et al. J Clin Oncol 2017;35:(Suppl) abs 9020; Yang et al. Clin Cancer Res 2018;24:3097–107;
Ramalingam et al. J Clin Oncol 2018;36:841–49; Ortiz-Cuaran et al. Clin Cancer Res 2016;22:4837–47; Lin,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8;6:107–16;
Bersanelli et al. J Thorac Oncol 2016;11:e121–e123; Menon et al. J Thorac Oncol 2016;11:e105–e107; Ou et al. Lung Cancer 2016;98:59–61; Planchard et al. Ann Oncol.
2015;26:2073–78; Kim et al. J Thorac Oncol 2015;10:1736–44; Ou et al. Lung Cancer. 2017;111:61–64.; Ham et al. J Thorac Oncol 2016;11:e1–e4; Minari et al. J Thorac
Oncol 2018;13:e89–e91; Schrock et al. J Thorac Oncol 2018 [ePub]; Zhang et al. J Thorac Oncol 2018 [ePub].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三代EGFR TKI 获得性耐药的分子机制复杂（一线）
FLAURA：一线奥希替尼治疗后的耐药机制分析(n=91)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EGFR突变

针对奥希替尼耐药可采用不同二线治疗策略
 研究分析奥希替尼耐药机制可分为EGFR依赖型和非EGFR依赖型1
 针对不同类型可采取不同二线治疗策略1-2
EGFR C797S耐药

C797S:吉非替尼
C797S+T790M(cis):EAI045+西妥昔;Brigatinib+西妥昔
C797S+T790M(trans):奥希替尼+吉非替尼

 联合其他靶向治疗
MAPK(EGFR下游通路)
MET和HER2(其他旁路)

奥希替尼+克唑替尼/Savolitinib (anti-MET)
奥希替尼+Savolitinib+ +Selumetinib (anti-MEK)
奥希替尼+Dasatinib(ABL1/SRC TKI)
......

 联合抗血管生成
奥希替尼+Bevacizumab (BOOSTER)

•
•
•

无获得性EGFR T790M的证据
最常见的耐药机制为MET扩增和EGFR C797S突变
其他机制包括HER2扩增、PIK3CA和RAS突变等

Ramalingam SS, et al. Presented at 2018 ESMO congress

SCLC

EP方案

Santarpia M,et al. Lung Cancer (Auckl). 2017 Aug 18;8:109-125.
Ramalingamet al. J ClinOncol2017:JCO.2017.74.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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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K重排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ALK重排

ALK+ 晚期NSCLC一线治疗

ALK突变

克唑替尼对比化疗在ALK +晚期 NSCLC

ALTA-1L Camidge et al. WCLC 2018

PROFILE 1007

PROFILE 1014

PROFILE 1029

Crizotinib
Ceritinib
Alectinib*
1007

*NCCN Guidelines preferred

PFS

crizotinib

7.7

chemoT

3.0

HR
0.49

ORR

1014

PFS

65%

crizotinib

10.9

20%

chemoT

7.0

HR
0.45

ORR

1029

PFS

74%

crizotinib

11.1

45%

chemoT

6.8

HR

ORR
87%

0.40

48%

Brigatinib

布加替尼被添加到一线治疗中

Shaw et al. NEJM 2013.
Solomon et al. NEJM 2014.
Wu et al. JTO 2018.

Camidge et al. WCLC 2018.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ALK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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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K重排

色瑞替尼对比化疗在ALK +晚期 NSCLC一线治疗

ALK + 晚期NSCLC 1L治疗 :TKIs头对头临床研究

 ASCEND-4：色瑞替尼与化疗一线治疗比较研究

J-ALEX

主要终点：PFS (BIRC)

中位(95% CI),月

ALTA-1L

化疗
(N=187)

Ceritinib
(N=189)
事件 n (%)
事件,

ALEX

89 (47.1)
(47 1)

113 (60.4)
(60 4)

16.6 (12.6, 27.2)

8.1 (5.8, 11.1)

Hazard ratio (95% CI) = 0.55 (0.42, 0.73)
Stratified Log-rank p-value < 0.001

J-ALEX

PFS

alectinib

NR

crizotinib

10.2

HR
0.34

ORR

ALEX

PFS

91.6%

alectinib

25.7

78.9%

crizotinib

10.4

HR
0.47

ORR

ALTA1L

PFS

82.9%

brigatinib

NR

75.5%

crizotinib

9.6

HR
0.49

ORR
76%
73%

色瑞替尼较化疗下降了45%的进展风险

Hida et al. Lancet 2017.
Peters et al. NEJM 2017.
Camidge et al. NEJM 2018.

Jean-Charles So0000ia , et al. Lancet 2017; 389: 917–29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ALK突变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ALK重排

Alectinib对比克唑替尼治疗初治亚洲ALK+ 晚期NSCLC患者

ALK+ 晚期NSCLC一线治疗对比

ALESIA研究的PFS（研究者评估）

ALESIA研究达到了主要终点，与全球的ALEX研究结果一致
在亚洲患者人群中的安全性结果与阿来替尼已知的安全性谱基本一致

*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
**investigator assessed updated analysis Camidge ASCO 2018

ALESIA研究进一步确立了阿来替尼作为ALK+ NSCLC患者一线标准治疗的地位

Zhou et al., ESMO 2018. LBA10

Solomon et al. NEJM 2014.
Soria et al. Lancet 2017.
Hida et al. Lancet 2017.
Peters et al. NEJM 2017.
Camidge et al. NEJM 2018.
Hor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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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ALK重排

NCCN指南更新（2019 V2）

2代 ALK 抑制剂在克唑替尼耐药患者中的疗效

Alectinib被推荐用于ALK+初治NSCLC的一类推荐（首选）

Alectinib

Ceritinib

Brigatinib

Patients (N)

163

140

138

87

70

ORR (%)

56

38

50

48

71

45 / 54

Median PFS
(mths)

6.9

5.7

8.9

8.1

13.4

9.2 / 12.9

112 / 110

16.7 mths**

*90mg 7 day run in then increase to 180mg
**Updated analysis of ALTA ORR for Brigatinib on 180mg dose Ahn et al. JTO 2017

Kim et al. Lancet Onco. 2016.
Crino et al. JCO. 2016.
Ou et al. JCO 2016.
Shaw et al. Lancet Oncol. 2016.
Gettinger et al.Lancet Oncol.2016.
Kim et al. JCO 2017.

NCCN Guideline, NSCLC, 2018V2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ALK重排
ALK突变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ALK重排

三代ALK-TKI Lorlatinib

ALK突变

ALK TKI序贯治疗将使ALK+ NSCLC变成慢性病

 能够克服几乎已知的激酶域突变，FDA批准Lorlatinib上市，用于治疗ALK阳性
的第一代或第二代药物耐药后的患者。

CR:3 (7%)
PR:16 (39%)
SD:8 (20%)

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14 August 2018.

ASCO 2016, Abstract 9009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ROS1重排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ROS1重排

NSCLC患者中的ROS重排

ROS1 rearrangements in NSCLC

克唑替尼用于ROS1+的患者

Crizotinib in ROS1+ NSCLC

Presented By David Planchard at 2018 ASCO Annual Meeting

Presented By David Planchard at 2018 ASCO Annu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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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ROS1重排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ROS1重排

Entrectinib用于治疗ROS1+ NSCLC

色瑞替尼用于ROS1+的患者

Entrectinib是一种选择性ROS1、ALK和TRK抑制剂

(Korean Nationwide Phase ⅡStudy)

Slide 6

Slide 7

Presented By David Planchard at 2018 ASCO Annual Meeting

Presented By David Planchard at 2018 ASCO Annual Meeting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ROS1重排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ROS1重排

ROS1+NSCLC 小结

Lorlatinib用于ROS1+ NSCLC
EXP6：ROS1+，此前任何治疗

 72%的患者此前接受过克唑替尼治疗

 53%的患者基线有CNS受累

In summary for ROS1+ NSCLC

Presented By David Planchard at 2018 ASCO Annual Meeting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RET重排

RET rearrangements

Presented By David Planchard at 2018 ASCO Annual Meeting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需要更多有效的药物

Slide 27

Presented By David Planchard at 2018 ASCO Annu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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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I期研究：BLU-667治疗RET的进展期实体瘤

Phase I study, BLU-667 in RET-advanced solid tumors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中高度MET扩增患者，克唑替尼或
Capmatinib治疗后肿瘤缩小

Slide 18

Presented By David Planchard at 2018 ASCO Annual Meeting

Presented By David Planchard at 2018 ASCO Annual Meeting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MET14外显子跳突：克唑替尼+Tepotinib
治疗后应答

选择性MET TKI在临床研发过程中（I型和II型）

Slide 23

Slide 20

Presented By David Planchard at 2018 ASCO Annual Meeting

Presented By David Planchard at 2018 ASCO Annual Meeting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HER2突变

Targeting HER2 aberrations<br />HER2 mutations in ∼1–4% and HER2 amplifications in 2–5%

Presented By David Planchard at 2018 ASCO Annual Meeting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II期临床研究：ado-trastuzumab emtansine治疗HER2扩增或突
变的肿瘤

Slide 33

Presented By David Planchard at 2018 ASCO Annu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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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2018治疗现状： BRAF V600突变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NTRK突变

多种组织类型的肿瘤都发现TRK融合
TRK 原肌球蛋白受体激酶
是一类可以结合神经营养素(NT)
的跨膜蛋白
TRK 蛋白由NTRK 基因编码
- NTRK1  TRKA
- NTRK2  TRKB
- NTRK3  TRKC

Slide 16

一些NTRK与其它基因之间的融合可以使TRK蛋白异常表达并在不依赖NT的情况下激活，
导致成人和儿童多种不同类型癌症的发生

Presented By David Planchard at 2018 ASCO Annual Meeting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NTRK突变

Entrectinib在NTRK融合实体瘤中的缓解情况
入组患者的基线情况

ORR为 57.4％（CI: 43.2-70.8%），其中SD
16.7%，PD 7.4％

Data cut-off date: 31 May 2018
CRC: colorectal cancer; ECOG PS: 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performance status;
MASC: mammary analogue secretory carcinoma; NSCLC: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0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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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变迁：ILD/IPF诊断及治疗的发展

IPF指南
何以“7年” 历久弥新？

IPF 指南何以“7 年”
——2018版《特发性肺纤维化的诊断指南》解读
历久弥新？—2018 版《特
发性肺纤维化的诊断指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东院)
南》解读

2011年

1993年

Liebow等对IIPs按
病理进行分类(UIP,
DIP, BIP, LIP及GIP)

1935年

2000年

高凌云

时隔7年，2018版IPF诊断指南重磅公布！

ATS/ERS/JRS/ALAT的IPF诊治指南

更新治疗方法，推荐尼达尼布治疗IPF

1998年
正式定义间质
性肺疾病(ILD)

2015年
ATS/ERS将DPLD等同于
ILD，同时更新IIPs的分类

1985年
IPF，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特发性肺纤维化

明确了IPF的诊断流程图

ATS/ERS首次发布
IPF诊治国际共识

Katzenstein等按病理把IPF重新分
为四型(UIP、DIP、AIP以及NSIP)

Hamman等首次描述
弥漫性肺间质纤维化

高凌云

ATS/ERS/JRS/ALAT的IPF诊治指南

HRCT以及VATS肺活检
开始用于ILD/IPF的诊断

1969年

2002年

IIP， 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DPLD，弥漫性实质性肺疾病; ILD，间质性肺疾病

目录

2018年9月1日，美国胸科学会(ATS)、欧洲呼吸学会(ERS)、日本呼吸学会(JRS)和拉丁
美洲胸科学会(ALAT)四大国际呼吸学会在《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杂志
发表了特发性肺纤维化诊断指南(简称新指南)

2018 IPF指南简介
新版指南主要诊断方法和建议
指南推荐的IPF治疗方法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IPF由UIP组织病理学和/或影像学模式定义
IPF是一种具有特定形式的原因不明的慢性、进行性、纤维化间质性肺炎，主要
发生在老年人中，且仅限于肺部，根据UIP型的组织病理学和/或影像学界定1

临床实践中疑似IPF患者的典型特征
• IPF最常发生在≥60岁的男性中

• 大多数患者有吸烟史

UIP的 特征可在模糊的磨砂影和清晰的网
状影存在下观察到
•

蜂窝肺

•

牵拉性支气管扩张

•

牵拉性细支气管扩张

HRCT的UIP型可作为IPF独立的诊断
标准之一
•

通常首先通过HRCT影像表现判
断患者是否存在普通型间质性肺
炎(UIP)

• 症状包括原因不明的慢性劳力性呼吸困难，咳嗽，
双侧吸气爆裂音和/或杵状指
• 患者胸部X线片或CT扫描显示原因不明的无明显
症状或无症状的双肺纤维化模式

• HRCT, high-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高分辨CT；UIP, usual interstitial pneumonia，普通型间质性肺炎
1.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198:e44–e68;
2. Molina-Molina M et al. Expert Rev Respir Med 2018;12:537–539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198:e44–e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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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起，权威资料是IPF诊断的风向标

IPF的关键诊断标准

ATS/ERS/JRS/ALAT官
方IPF诊断及管理指南1

环境暴露

排除其他已知的ILD病因

•

结缔组织病

2011
ATS/ERS/JRS/ALAT
更新IPF治疗指南2

药物毒性

Fleischner协会IPF
诊断标准白皮书3

•

ATS/ERS/JRS/ALAT
更新IPF诊断指南4

HRCT中存在UIP模式

2015

2018.02

2018.09

+

组织病理学与HRCT模式特异性组合

•

ALAT, Latin American Thoracic Association，拉丁美洲胸腔协会；ATS, 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美国胸科学会；
ERS, European Respiratory Society，欧洲呼吸协会；JRS, Japanese Respiratory Society ，日本呼吸学会
1.
2.
3.
4.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198:e44–e68

2018新版指南制定方法及推荐级别含义

制定
方法

2018版IPF诊断指南主要内容

•

根据ATS、ERS、JRS和ALAT的政策和程序制定了本指南

•

指南专家组、专家顾问和患者倡导者根据对临床实践的重要性，选择出8个问题。所有建议均存在系
统性综述的支持文件。使用了推荐、评估、发展与评价的分级方法评估证据质量，阐述、编写了大部
分建议，并将建议分级(见表)

•

为了提出一项建议，需要70%的人员就建议方向(即支持或反对)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未达成一致意见，
则不能达成建议。

•

“推荐”表示强烈推荐，“建议”表示推荐力度较弱或有条件

•

在GRADE框架之外 制定了定义 技术诀窍推荐以及无合理替代方案的行动方案推荐(即母声明)
在GRADE框架之外，制定了定义、技术诀窍推荐以及无合理替代方案的行动方案推荐(即母声明)

强烈和有条件推荐的含义

强烈推荐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获
得推荐的行动方案，而只有少数人不
希望。

•

绝大多数人都应接受推荐的行动方案。
•
根据指南遵守此推荐，可用作质量标
准或绩效指标。不太可能需要正式的
决定辅助工具来帮助个人做出符合其
价值观和偏好的决定。

不同的选择适合不同的患者，您必须帮助每位患者做出符合其价值观
和偏好的管理决定。决定辅助工具可能有助于帮助个人做出符合其价
值观和偏好的决定。在做出决定时，临床医生预计应花更多时间与患
者一起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调整该推荐作
为政策，包括用作绩效指标。

政策制定需要大量辩论和许多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政策也更可能因地
区而异。绩效指标必须重视是否对管理方案进行了充分审议的事实

对于临床医生

•

对于政策制定者

•

•

临床表现

•

诊断
−

HRCT技术

−

UIP型的HRCT特征

−

HRCT分型

−

SLB技术

−

UIP型的组织病理学特征

−

组织病理学分型

•

IPF的诊断标准

•

诊断干预

8个IPF诊断建议Q&A
•

问题1：存在未知原因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
是否应详细记录在家中、工作场所和经常去的其他地方使用药
物和环境暴露情况，以排除ILD的潜在原因？

•

问题2：存在未知原因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
是否应进行血清学检测以排除CTD为ILD的潜在原因？

•

问题3：存在未知原因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
是否应进行BAL液的细胞分析？

•

问题4：对于存在明显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
IPF的患者，是否应进行SLB以确定UIP型的组织病理学诊断？

•

问题5：对于存在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
患者，TBBx是否是SLB的合理替代方案，以确定UIP型的组织
病理学诊断？

•

问题6：对于存在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
患者，经支气管冷冻肺活检是否是SLB的合理替代方案，以确
定UIP型的组织病理学诊断？

•

问题7：存在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
是否是MDD决定依据的受试者？

•

问题8：出于诊断目的，存在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
患有IPF的患者是否应进行血清生物标志物(MMP-7、SPD、
CCL-18、KL-6)测量？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目录

2018版指南IPF诊断流程
怀疑IPF
排除其他原因

已知可鉴别的ILD病因

否

•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希望获得建议的行动方案，但相当一部分
的少数人不希望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橙色为2018指南新增的流程

诊断方法推荐-诊断标准

有条件的推荐

•
对于患者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1;183:788–824;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5;192:238–248;
Lynch DA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8;6:138–153;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198:e44–e68

是

2018 IPF指南简介

进一步评估(包括HRCT)
UIP

否

HRCT
•
•
•

特异性诊断
HRCT模式

可能UIP
不确定UIP
非UIP

多学科讨论
BAL

肺活检

是
非UIP

多学科讨论
IPF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非IPF

结合HRCT表
现分型与组
织病理学分
型进行判断

新版指南主要诊断方法和建议
指南推荐的IPF治疗方法

第十六届中青年呼吸学者论坛论文汇编

62

与2011版指南及2018版诊断白皮书相比，
新版指南更新要点

2018版指南IPF诊断流程——排除其他已知ILD原因
橙色为2018指南新增的流程

 更新了IPF诊断流程

怀疑IPF

已知可鉴别的ILD病因

否

 更新了IPF的诊断标准

排除其他原因

是
进一步评估(包括HRCT)

(细化UIP分型)

UIP

 更新了IPF诊断方法推荐
更新
诊断方法推荐

否

HRCT
•
•
•

HRCT模式
是

多学科讨论

 新增血清生物标志物诊断意见

非UIP

肺活检

BAL

 新增8个IPF诊断建议Q&A

特异性诊断

可能UIP
不确定UIP
非UIP

结合HRCT表
现分型与组
织病理学分
型进行判断

多学科讨论
非IPF

IPF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2018版指南推荐：IPF诊断首先应识别ILD的原因
血清学检测

详细询问药物使用和环境暴露史
2011版指南1

2018诊断白皮书2

2018版指南3

•

•

•

IPF的诊断需要排除其他已知的原因(如家庭和
职业环境暴露、结缔组织疾病和药物毒性)

•

未提及

•

对结缔组织疾病进行系统评估是
诊断IPF的必要条件。血清学发现
提示自身免疫性疾病，如混合结
缔组织疾病

•
新诊断原因不明的间质性肺疾
病(ILD)、临床怀疑特发性肺纤
维化(IPF)的成人患者

•

橙色为2018指南新增的流程

•

特异性诊断

可能UIP
不确定UIP
非UIP

多学科讨论
BAL

肺活检

非UIP

多学科讨论
非IPF

IPF

结合HRCT表
现分型与组
织病理学分
型进行判断

提倡使用四种HRCT特征
类别进行诊断

与2011版指南相比，新版指南细化IPF分型
2011版指南1

2018诊断白皮书2

典型UIP型
UIP型

可能UIP型

可能UIP型

不确定UIP型

不符合UIP型

非IPF诊断

*与2011年指南相比，新版将IPF分型细化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HRCT模式

是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2018年指南：
HRCT表现仍是IPF诊断的重要依据

IPF的诊断方法高度依赖于胸
部容积扫描产生的肺部图像

否

HRCT
•
•
•

详细询问用药史以及家庭、工作和患者经常访
问的其它地方的环境暴露史，以排除ILD的潜
在原因(强推荐)

1.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1;183:788–824;
2. Lynch DA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8;6:138–153;
3.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198:e44–e68

排除其他原因
是
进一步评估(包括HRCT)

UIP

血清学检查，以排除结缔组织疾
病作为ILD的潜在原因

进行血清学检测，以排除结缔组织病(CTD)作
为ILD的潜在原因(强推荐)

怀疑IPF

已知可鉴别的ILD病因

否

需要进行彻底的临床评估来确定IPF的可能性

详细记录家庭、工作和经常去的地方的药物
使用和环境暴露史，以排除ILD其他潜在原因

2018版指南IPF诊断流程——HRCT分型

1.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1;183:788–824;
2. Lynch DA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8;6:138–153;
3.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198:e44–e68

2018版指南3

UIP型*
可能UIP型*
不确定UIP型
其他诊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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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指南更新了HRCT UIP型的定义
2011版指南1

2018诊断白皮书2

63

2018指南更新了HRCT可能UIP型的定义

2018版指南3

2011版指南1

2018诊断白皮书2

•

病变主要位于胸膜下和肺基
底部

•

基底主导(偶尔弥漫性)和胸膜
下主导；分布常为异质性

•

以胸膜下、肺基底部分布为
主；分布往往具有异质性

•

胸膜下，基底部分布为主

•

网格改变

•

异常的网格影

•

•

缺乏与UIP不一致的特征

蜂窝样改变，伴或不伴牵张
性支气管扩张

伴或不伴外周牵拉性支气管
扩张或细支气管扩张的蜂窝
影

•

•

蜂窝病变；伴有外周牵拉性支
气管扩张或细支气管扩张的网
状型*；无其他诊断的提示特征

•

无不符合UIP型的任何1条(见
符合
型的任何 条
不符合UIP型栏)

•
1.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1;183:788–824;
2. Lynch DA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8;6:138–153;
3.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198:e44–e68

2018指南更新了HRCT非UIP型的定义
2011版指南1
上或中肺野分布显著

CT特征：

•

以支气管血管周围为主

•

囊肿

•

广泛的磨玻璃影(范围>网格状影范围)

•

主要马赛克衰减

•

大量微小结节(双侧，以上部小叶为主)

•

主要磨玻璃浑浊

•

散在囊腔(多发性、双侧性、远离蜂窝影区域)

•

广泛的微小结节

•

弥散马赛克 /气体陷闭(双侧，≥3个小叶)

•

小叶中心结节

•

支气管肺段/小叶实变

•

结节

•

实变

肺上或肺中主导的纤维化；支气管血管周
围主导伴胸膜下保留

•

以下任意一种：主导型实质、广泛的纯磨
玻璃样阴影(无急性加重)、广泛的马赛克
衰减，以及在呼气、弥漫性结节或囊肿中
广泛明确的小叶空气潴留

•

胸膜下，基底部分布为主

•

网格改变

•

伴有外周牵拉性支气管扩张或
细支气管扩张的网状型*；无
蜂窝病变；无其他诊断的提示
特征

•

缺乏与UIP不一致的特征

•

伴或不伴牵拉性支气管或细
支气管扩张

•

可能存在轻微磨玻璃影

主要分布：
•

支气管血管

•

外淋巴

•

上肺或中肺

其他：

2011版指南1
•

•

胸膜斑块(考虑石棉沉
着症)

•

扩张的食道(考虑CTD)

•

锁骨远端糜烂(考虑RA)

•

广泛的淋巴结肿大(考
虑其他病因)

•

胸腔积液，胸膜增厚
(考虑CTD /药物)

* 网状模式叠加在磨玻璃样阴影中，在这些病例中，纤维化较常见。然而，纯磨玻璃样混浊可能不利于UIP或IPF的诊断，并可能提示急性加重、
过敏性肺炎或其他疾病
1.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1;183:788–824;
2. Lynch DA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8;6:138–153;
3.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198:e44–e68

2018指南新增HRCT分型——不确定UIP型

2018版指南3

•

•

基底和胸膜下主导；分布常为
异质性

2018版指南可能UIP型
HRCT图像

2018版指南UIP型
HRCT图像

2018白皮书2

2018版指南3

•

2018诊断白皮书2

未提及

变异性或弥散性

•

胸膜下，基底部为主

•

纤维化证据，某些不明显特
征提示非UIP模式

•

早期UIP型：微小的网状改变；
可能存在轻微的磨玻璃浑浊或
失真

•

真正不确定型：存在肺纤维化
的CT特征和/或分布 但不表明
的CT特征和/或分布，但不表明
任何特定的病因

2018版指南
早期UIP型
HRCT图像

慢性过敏性肺炎

1.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1;183:788–824; 3.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198:e44–e68
2. Lynch DA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8;6:138–153;

2018指南新增IPF急性加重患者HRCT特征
IPF急性加重患者在肺纤维化的背景下出现伴有或没有实变的双侧毛玻璃浑浊(如图)
由于之前未开展过HRCT研究，UIP型背景下的双侧毛玻璃浑浊和/或实变极有可能提示急
性加重，并且可用于在适当的临床环境中确认潜在的IPF诊断

2018版指南3

•

2018版指南
“真正”不确定UIP
HRCT图像

•

当HRCT显示纤维化特征但不符合UIP、可能
UIP且未明确提出其他诊断时，应归为“不确
定UIP型”3

•

应通过俯卧吸气观察确认胸膜下不透明影并非
重力影响3

1.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1;183:788–824; 3.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198:e44–e68
2. Lynch DA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8;6:138–153;

2018版指南IPF诊断流程
——结合HRCT表现分型与组织病理学分型进行判断
橙色为2018指南新增的流程

怀疑IPF
排除其他原因

已知可鉴别的ILD病因

否

是
进一步评估(包括HRCT)

UIP

否

HRCT
•
•
•

特异性诊断
HRCT模式

可能UIP
不确定UIP
非UIP

多学科讨论
BAL

肺活检

是
非UIP

多学科讨论
• 特发性肺纤维化的急性恶化：(A和B)在上肺和中肺区和急性加重期获得的横向计算机断层扫描切片(C和D)，显示在普
通型间质性肺炎分型背景下两肺新发展的双侧毛玻璃浑浊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IPF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非IPF

结合HRCT表
现分型与组
织病理学分
型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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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权威IPF诊断资料：组织病理学诊断比较

2018新版指南
组织学表现与HRCT表现一致：同样分为四级

2011版指南1

2018版诊断白皮书2

2018版指南3

UIP型

可能UIP型

不确定UIP型

其他诊断

UIP

确定UIP

UIP

• 存在结构扭曲的致密纤
维化(即破坏性瘢痕形成
和/或蜂窝状结构)

• 存在第1列的一些组织学
特征，但在某种程度上
排除了对UIP/IPF的明确
诊断

• 伴有或没有结构扭曲的
纤维化，伴有倾向于
UIP以外分型的特征或
倾向于继发于另一原因
的UIP特征*

• 在所有活检中，IIP的其
他组织学分型的特征(例
如，存在成纤维细胞病
灶或松散的纤维化)

致密纤维化伴结构重塑，纤维化主要分布于胸膜下或胸膜旁，纤维化累及肺斑
片状，纤维化灶存在

可能UIP

可能UIP

可能UIP

蜂窝性纤维化，成纤维细胞病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不确定UIP

不确定UIP

不确定UIP

偶见小叶中心损伤或瘢痕，罕见肉芽
肿或巨细胞，轻度淋巴样增生或弥漫
性炎症，弥漫性均质纤维化有利于纤
维化非特异性间质肺炎

有或没有结构扭曲的纤维化，来自UIP
模式的一些组织学特征

非UIP

多数统一的非IPF诊断

其他诊断

具有辅助特性的UIP模式强烈建议使用
非UIP模式作为替代诊断

组织学表现提示其他疾病

1.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1;183:788–824;
2. Lynch DA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8;6:138–153;
3.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198:e44–e68

• 纤维化主要在胸膜下和/
或隔旁软骨分布

以及

• 纤维化引起的肺实质的
片状受累

• 缺乏提示其他诊断的特
征

• 成纤维细胞病灶

或者

• 缺乏提示其他诊断的特
征

• 仅存在蜂窝状结构

典型UIP/IPF分型

• 存在第1列的一些组织
学特征，但伴有其他特
征，提示其他诊断†

可能UIP/IPF分型

• 表明其他疾病的组织学
发现(例如，过敏性肺炎、
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
增生症、结节病、LAM)

不确定UIP/IPF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2018版指南推荐：
通过多学科讨论进行诊断决策

2018版指南推荐
结合HRCT和组织病理类型诊断IPF
组织病理学分型
疑似IPF*

UIP

可能UIP

不确定UIP

其他诊断

UIP

IPF

IPF

IPF

非IPF dx

可能UIP

IPF

IPF

IPF(可能)**

非IPF dx

不确定UIP

IPF

IPF(可能)**

不确定***

非IPF dx

其他诊断

IPF(可能)** /非IPF dx

非IPF dx

非IPF dx

非IPF dx

HRCT 分型

*临床怀疑IPF=无法解释的症状或无症状类型，胸片或胸部CT显示双侧肺纤维化的、双侧基底部吸气性爆裂音和年龄超过60岁的患者 (中年
成人在40岁和60岁之间，特别是有家族性肺纤维化风险的患者，很少出现与60岁以上典型患者相同的临床情况)
**当存在以下任何特征时，可能诊断IPF

多学科讨论：

2011版指南1

• 推 荐 在 评 估 IPF 时
应使用多学科讨论

2018版白皮书2

• 推荐在特定条件下
进行多学科讨论

2018版指南3

• 建议进行多学科的
决策讨论(有条件)

***不确定

•

中度至重度牵拉性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症(定义轻度牵拉性支
•
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症为包括舌侧为肺叶作为一个肺叶的四个
•
或更多肺叶，或两个或多个肺叶中度至重度牵拉性支气管扩张)，
适用于50岁以上男性或60岁以上的女性

•

HRCT上广泛网状阴影(>30％)和年龄>70岁

•

BAL液中性粒细胞增多和/或淋巴细胞缺乏

•

多学科讨论可以确诊IPF

没有足够的活组织检查不可能诊断为IPF
在多学科讨论和/或补充讨论后，可以将足够的活组织检查结果
重新分类为更具体的诊断

dx = 诊断；HRCT = 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
IPF = 特发性肺纤维化；UIP = 普通型间质性肺炎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新版指南更新
肺外科活检推荐，UIP型强烈不推荐

1.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1;183:788–824;
2. Lynch DA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8;6:138–153;
3.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198:e44–e68

进行外科肺活检诊断需评估获益与风险

外科肺活检
人群：
2011版指南1

2018诊断白皮书2

2018版指南3

不区分HRCT分型

HRCT的可能UIP型

HRCT的UIP型的患者

可以不进行外科肺活检

建议进行外科肺活检

不需要进行外科肺活检

(条件满足时进行为宜)

(有条件)

HRCT的可能UIP型*、

不确定型和非UIP型

HRCT的UIP型

推荐不进行外科
肺活检(强烈)

•

对于能够耐受单肺通气而非开胸手术的患者，视频辅助胸腔镜
手术是SLB的首选方法

•

对于患有严重生理功能障碍或严重合并症的患者，SLB的风险
可能超过建立IPF安全诊断的益处

关于是否进行活检的最终决定必须根据个体患者的临床情况
进行调整
要求：
•

1.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1;183:788–824;
2. Lynch DA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8;6:138–153;
3.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198:e44–e68

应从2到3个肺叶获得多个活检，因为从不同区段获得的SLB样本
上的组织学模式可能是不一致的(例如，来自不同肺叶的共存UIP
型和纤维化NSIP型)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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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指南更新
依据UIP分型对其他诊断手段分别给出建议
2011版指南1

2018诊断白皮书2

不区分HRCT分型

HRCT的可能UIP型

HRCT的可能UIP型*、
不确定型和非UIP型

HRCT的UIP型

BAL
细胞分析

不应在大多数患者
中进行 但可能适
中进行，但可能适
用于少数患者

建议不进行BAL
细胞分析

建议进行BAL
细胞分析(有条件)

建议不进行BAL
细胞分析(有条件)

经支气管
肺活检

不应在大多数患者
中进行，但可能适
用于少数患者

提出可以不进行
外科肺活检
(条件满足进行为宜)

没有经支气管肺活检的
支持或反对推荐

推荐不进行
经支气管肺活检
(强烈)

肺冷冻
活检

未说明

推荐不进行冷冻活检

没有冷冻活检的支持或
反对推荐

推荐不进行
冷冻活检(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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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指南新增血清生物标志物诊断IPF观点

2018版指南3

•

2011版指南1

2018版诊断白皮书2

2018版指南3

未提及

未提及

强烈不推荐将测量血清
MMP-7、SPD、CCL-18或
KL-6作为区分IPF与其他
ILD的方法

CCL-18, chemokine ligand-18，趋化因子配体; KL-6, Krebs von den Lungen-6，人II型肺泡细胞表面抗原-6; MMP-7,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7，基质金属蛋白酶-7; SPD, surfactant protein D，表面活性蛋白-D

1.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1;183:788–824;
2. Lynch DA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8;6:138–153;
3.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198:e44–e68

1.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1;183:788–824;
2. Lynch DA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8;6:138–153;
3.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198:e44–e68

2018指南对疑似IPF患者的诊断建议(Q&A)

Q1

存在未知原因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是否应详细
记录在家中、工作场所和经常去的其他地方使用药物和环境暴露
情况，以排除ILD的潜在原因？

A

对于存在明显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上怀疑患有IPF的患者，
推荐详细记录在家中、工作场所和经常去的其他地方使用药物和
环境暴露情况，以排除ILD的潜在原因

针对“临床上怀疑患有IPF”的患者
•

胸部X光片或胸部CT扫描显
示存在无法解释的症状或无
临床症状的双侧肺纤维化

•

双侧吸气爆裂音

•

年龄通常大于 岁
年龄通常大于60岁

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限于60
岁以上患者
•

中年人(>40岁和<60岁)，
特别是有家族性肺纤维化
风险的患者 也会出现极
风险的患者，也会出现极
少数与60岁以上典型患者
相同的临床情景

建议是针对HRCT获得图像的
分型和分布

•

因此需要对患者进行胸部
HRCT评估

一项观察性研究的支持，该研究入组了1,084名原因不明的新发ILD患者，报告了47%
患者在详细评估中被确定为患有过敏性肺炎，这表明许多患有ILD的患者可以找到原因

•

该专家组的临床经验是，识别和消除潜在的致病环境因素可能会改善临床结局

•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Q2
A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Q3

存在未知原因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是否应进行
血清学检测以排除CTD为ILD的潜在原因？

A

对于存在明显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上怀疑患有IPF的患者，
推荐进行血清学检测，以帮助排除CTD为ILD的潜在原因(母声明)

存在未知原因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是否应进行
BAL液的细胞分析？
对于存在明显原因不明的新发现的ILD、且临床疑似患有IPF并且HRCT显示
为可能UIP型、不确定型或其他诊断型的患者，建议对其BAL液进行细胞分
析(有条件推荐，证据质量非常低)
HRCT分型为UIP的患者，建议不对其BAL液进行细胞分析(有条件推荐，证
据质量非常低)
审查了14篇文章全文，选择8篇进行分析

•

•

尽管一致同意进行血清学检测，但是需要根据相关症状和体征，对逐个病例进行其他
详细检测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BAL液的细胞分析可
能有助于区分IPF与
一些其他类型的ILD，
最明显的是嗜酸性粒
细胞性肺炎和结节病

1

•
•
•
•

属于间接证据性质
存在选择偏倚的风险
存在检测偏倚的风险
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许
多差异都较小，可能
在临床上并不重要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2

•
•
•

研究数目少
每项研究的患者人
数少
各项研究中每种细
胞类型的比例范围
宽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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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对于存在明显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
是否应进行SLB以确定UIP型的组织病理学诊断？

Q5

对于存在明显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且临床疑似患有IPF并且HRCT显
示存在可能UIP、不确定或其他诊断的患者，建议开展SLB(有条件推荐，
证据质量非常低)

A

• 对于存在明显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且临床疑似患有IPF且
HRCT分型显示为可能UIP、不确定或其他诊断的患者，专家
组未建议或反对TBBx

A

HRCT分型显示为UIP的患者，推荐不开展SLB(强烈推荐，证据质量非
常低)

对于存在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TBBx
是否是SLB的合理替代方案，以确定UIP型的组织病理学诊断？

• HRCT分型显示为UIP的患者，推荐不开展TBBx

审查了54篇文章全文，选择26篇进行分析
1

•
•
•

可从100%接受SLB检测
的患者中获得足够标本
89%可以获得明确诊断
大约30%的患者可被确
诊患IPF

•
•
•

审查了16篇文章全文，选择7篇进行分析
3

2

SLB存在潜在并发症
手术死亡率(1.7%)
呼吸道感染(6.5%)恶化、
出血、长时间漏气、神
经性疼痛和伤口愈合延
迟

• 由于研究设计、效果
的不一致性以及缺乏
连续登记而导致的选
择偏倚风险

•

•

SLB：Surgical lung biopsy，外科肺活检

TBBx从77.6%的患者
中获得足够的标本，
36.1%可做出明确的
诊断并避免了SLB
大约64%的患者仍无
法确诊

A

•
•

对于存在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经支气管冷冻
肺活检是否是SLB的合理替代方案，以确定UIP型的组织病理学诊断？

Q7

•

对于存在明显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且临床疑似患有IPF并且HRCT分
型显示为可能UIP、不确定或其他诊断的患者，专家组未提出关于肺冷
冻活检的建议

•

HRCT分型显示为UIP的患者，推荐不开展肺冷冻活检(强烈推荐，证据
质量非常低)

1

肺冷冻活检与SLB相比
• 与较少的呼吸道感染
和较低的手术死亡率
相关
• 患者更容易出血或长
时间漏气

肺冷冻活检从96%的患
者中获得足够的标本
80%可做出明确的诊断
并避免SLB
20%的患者仍无法确诊

•
•

主要局限是研究没
有根据HRCT分型
对患者进行分层

TBBx未与同一人群中
的SLB进行比较
影响程度不一致
并发症报告较少
存在选择偏倚的风险

•
•
•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A

存在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是否是MDD
决定依据的受试者？

对于存在明显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上怀疑患有IPF的患者，

建议MDD用于诊断决策(有条件推荐，证据质量非常低)
审查了17篇文章全文 选择5篇进行分析
审查了17篇文章全文，选择5篇进行分析

审查了25篇文章全文，选择13篇进行分析

•

3

2

TBB：transbronchial biopsy，经支气管肺活检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Q6

1

3

2

在同一人群中肺部冷冻
活检未与SLB进行比较，
影响程度不一致
并发症事件发生率低
存在选择偏倚的风险

•

•
•

•

•

因获得MDD同事意见
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多
于SDD
若接受MDD作为诊断
决策的参考标准，则
SDD显示次优一致性

1

2
•

SDD和MDD对患者
确诊的中位数一致
性为70%，范围为
47%至87%

未登记具有真实诊断
不确定性的患者
未连续登记患者
估计不一致性
研究规模小
可能的间接性

•
•
•
•
•

MDD：multidisciplinary discussion，多学科讨论
SDD：singledisciplinary discussion，单学科讨论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Q8
A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出于诊断目的，存在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
者是否应进行血清生物学标志物(MMP-7、SPD、CCL-18、KL-6)测
量？
对于存在明显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上怀疑患有IPF的患者，

不推荐将测量血清MMP-7、SPD、CCL-18或KL-6作为区分IPF

审查了12篇文章的全文，选择2项进行研究

•
•

•

血清检测样品易获得
并发症很少
•

≥50%接受血清MMP-7
或SPD测量的ILD患者
将被正确区分为患有
IPF或其他类型的ILD
超过三分之一的结果
将无法保证正确性

3

2
•
•

假阳性和假阴性结果
率较高
生物标记物的检测非
常昂贵并且无法广泛
获得

Q

A

存在未知原因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是否应详细记录
在家中、工作场所和经常去的其他地方使用药物和环境暴露情况，以
排除ILD的潜在原因？
存在未知原因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是否应进行血清
学检测以排除CTD为ILD的潜在原因？

与其他ILD的方法(强烈推荐，证据质量很低)

1

2018指南专家建议总结

存在未知原因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是否应进行BAL
液的细胞分析？

HRCT显示UIP型：
HRCT显示可能UIP型、不确定UIP型或非UIP型：

对于存在明显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是否
对于存在明显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
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 是否
应进行SLB以确定UIP型的组织病理学诊断？

HRCT显示UIP型
HRCT显示UIP型：
HRCT显示可能UIP型、不确定UIP型或非UIP型：

Q

A

对于存在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TBBx是否
是SLB的合理替代方案，以确定UIP型的组织病理学诊断？

HRCT显示UIP型：
HRCT显示可能UIP型、不确定UIP型或非UIP型：暂无结论

对于存在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经支气管
冷冻肺活检是否是SLB的合理替代方案，以确定UIP型的组织病理学诊
断？

HRCT显示UIP型：
HRCT显示可能UIP型、不确定UIP型或非UIP型：暂无结论

存在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是否是MDD决定
依据的受试者？
出于诊断目的，存在原因不明的新发现ILD、临床疑似患有IPF的患者
是否应进行血清生物标志物(MMP-7、SPD、CCL-18、KL-6)测量？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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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HRCT

2018 IPF指南简介

组织病理学和

支气管镜检查

新版指南主要诊断方法和建议

生物标志物的作用

指南推荐的IPF治疗方法
四方面指南中提出问题，有待后续更新完善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2015年指南推荐：IPF治疗方法
2018年版指南更新未涉及IPF治疗方面
非药物治疗

仍需参考2015年ATS/ERS/JRS/ALAT的
IPF诊治指南

药物治疗

IPF
治疗推荐

• 肺移植
• 肺康复

• 机械通气
• 氧疗

急性加重的治疗

姑息治疗

• 大剂量激素

Raghu G et al, Am J Resp Crit Care Med 2015

非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

IPF治疗——基于循证医学的治疗推荐
治疗
肺移植(适合的患者)
单肺vs双肺
长期氧疗(静息状态下有低氧血症的患者)

IPF治疗——2015年指南推荐药物

2015年指南1

2011年指南2

强烈推荐
延迟制定建议

强烈推荐
没有强调

强烈推荐

强烈推荐

弱推荐

弱推荐

• 尼达尼布
肺康复
机械通气
(IPF引起的呼吸衰竭)

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

• 吡非尼酮
弱不推荐*

*大多数患者弱不推荐机械通气治疗，小部分患者弱推荐合理使用机械通气

1. Ganesh R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5;192(2):e3-e19
2. Genesh R，et al.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11,183,pp 788-824.

弱不推荐*

有条件的反对使用

有条件的推荐使用

轻、中度
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

• 抗酸药

• 西地那非
• N-乙酰半胱氨酸
•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
药

胃食管反流患者

Raghu G et al, Am J Resp Crit Care Med 2015

强烈反对使用

• 华法林
• 安贝生坦
• N-乙酰半胱氨酸+硫
唑嘌呤+强的松
• 伊马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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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

急性加重的治疗

急性加重患者弱推荐给予全身激素治疗

2015年指南推荐级别标准

适用人群

有条件*的推荐使用
大多数是愿意采纳这项
治疗措施，也有少部分
患者不愿意采纳
治疗效果利大于弊

•

患者
•

有条件*的反对使用
•

•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
患者是不愿意采纳这一
患者是不愿意采纳这
项治疗措施，也有少部
分患者愿意采纳
治疗效果利大于弊

• 急性加重治疗推荐：

强烈反对使用
•

•

绝大多数患者不愿
意采纳这一项治疗
措施
治疗效果弊大于利

临床医师

应意识到每个患者可选择不同的治疗措施，帮助患者根据
自身价值观及意愿选择适当的治疗措施

绝大数医师接受该推荐
意见

政策制定者

还需大量讨论，需采纳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作为政策采用

特发性肺纤维化诊断和治疗中国专家
共识(2016版)1

ATS/ERS/JRS/ALAT特发性肺纤维化
指南(2015版) 2

− 仍然维持弱推荐给予全身激素
治疗
− 由于IPF急性加重病情严重，
病死率高，临床上仍然应用激
素冲击或高剂量激素治疗
− 激素的剂量、使用途径和疗程
尚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有条件，即为弱；
有条件推荐：可能因为花费昂贵，尚不清楚对患者的潜在获益是否超过花费成本
1.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5 Jul 15;192(2):e3-19.
2.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间质性肺疾病学组.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16; 39(6) 427-432.

Raghu G et al, Am J Resp Crit Care Med 2015

纵观疾病全程，IPF患者仍需综合治疗

总结

时间轴
如果死亡风险高,诊断时推荐肺移植
•

−

• 诊断IPF应首先排除其他已知ILD原因

非药物治疗

•

 氧疗
 肺康复

−

诊断
IPF

合并症
−
−

•
•

尼达尼布
吡非尼酮
酌情
N-乙酰半胱氨酸

肺动脉高压
胃食管反流：抑酸治疗

治疗
预防感染

•

每4-6月或更短
(如果需要)

急性加重
−

•

• HRCT表现仍是IPF诊断的重要依据

疾病进展监测
−

药物治疗





•

2018指南：

治疗考虑

糖皮质激素

呼吸衰竭
−

(由于 IPF进展)
不推荐机械通气

• 推荐结合HRCT和组织病理类型诊断IPF
肺移植评估
肺移植等待

• 推荐通过多学科讨论进行诊断决策
• 不推荐血清生物标志物用于区分IPF和其他ILD
• 其他诊断手段应依据UIP分型决定

治疗：

鼓励参加临床试验
1.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1 Mar 15;183(6):788-824.
2. Raghu G, et 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5 Jul 15;192(2):e3-19..

谢 谢！

• IPF治疗仍需参考2015版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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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简介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
高压 临床与基础
高压-临床与基础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
高压 - 临床与基础

邓朝胜
邓朝胜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郑某某，主 诉: 反复胸闷、气喘2年，加重4天，晕厥1次。
伴双下肢凹陷性浮肿，入院前1天上述症状加剧并晕厥1次，
急诊当地医院，测血压最高达170/100mmHg，考虑“1.气
促待查：心衰？2.晕厥待查”，治疗后无明显改善，后转
诊我院急诊科查“肌钙蛋白0.088ng/ml；D-二聚体：
4.59mg/L；心肌酶学正常；心电图：广泛导联T波改变，
可疑SIQIIITIII”。
入院查BP 124/81mmHg，双肺未闻及啰音，心律齐，
P2>A2，双下肢轻度对称性凹陷性浮肿，病理征阴性。

B型钠尿肽前体

肺动脉高压诊断标准
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PH）
 在静息状态下，右心导管测定平均肺动脉压≥25mmHg

动脉性肺动脉高压（Pulmoary
y Arterial Hypertension
yp
PAH）
 在静息状态下，右心导管测定平均肺动脉压≥25mmHg ，
 同时PAWP<15 mmHg
 肺血管阻力>3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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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高压的新分类（

右心导管检测术
患者巢仁凤，女，66岁。因“反复气喘10余年，加
重伴双下肢水肿1年”为主诉入院。

2018年 法国尼斯第6届世界肺动脉高压大会更新）

1. 动脉性肺动脉高压 （PAH）
1.1
1.2
1.3
1.4
1.5

压

3. 肺部疾病和/或缺氧相关性肺动脉高压
3.1 阻塞性肺疾病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
急性肺血管扩张试验阳性的肺动脉高压
遗传性肺动脉高压
药物和或毒素相关性肺动脉高压
相关因素导致的肺动脉高压
1.5.1 结缔组织病
1.5.2 HIV 感染
1.5.3 门静脉高压
11.5.4
5 4 先天性心脏病
1.5.5 血吸虫病

3.2
3.3
3.4
3.5

限制性肺疾病
其他混合性限制/阻塞性肺疾病
缺氧但不并发肺疾病
肺发育异常性疾病

4.肺动脉阻塞导致的肺动脉高压
44.1
1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
4.2 其他肺动脉阻塞性疾病
4.2.1 血管肉瘤
4.2.2 其他血管内肿瘤
4.2.3 动脉炎
4.2.4 先天性肺动脉狭窄
4.2.5 寄生虫病（包虫病）

1.6 肺静脉闭塞病/肺毛细血管瘤病导致的肺动脉高
1.7 新生儿持续性PH (PPHN)

2. 左心疾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

5.未知因素导致的肺动脉高压

2.1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
2.2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
2.3心脏瓣膜病
2.4先天性毛细血管后阻塞性病变

5.1溶血性疾病:慢性溶血性贫血，骨髓増殖性疾病
5.2系统性疾病:肺朗格汉氏组织细胞增多症，戈谢病，
糖原贮积症，多发性神经纤维瘤，结节病?(待确定）
5.3其他:纤维素性纵隔炎、慢性肾功能衰竭、节段性肺
动脉高压
5.4复杂先天性心脏病

CTEPH的定义
血管重塑



慢性血栓栓塞—肺血管重塑——肺
动脉高压


诊断标准：


≥3个月规范抗凝治疗



影像学证实：存在慢性血栓栓塞



右心导管证实：mPAP≥25mmHg，
PAWP<15mmHg





除外其他类栓塞性病变

本质上是一种特征性的栓塞性疾病

血管阻塞

肺栓塞的发展过程

血栓形成-血栓栓塞

血栓解剖学溶解，血流动
力学完全恢复
PTE的
病程

血栓部分溶解
血栓部分溶解，临床表现
临床表现
正常
症状性急性肺栓塞后2年内
约3.8%患者会发生CTEPH

第十六届中青年呼吸学者论坛论文汇编

CTEPH的流行病学
CTEPH真正的流行病学数据不得而知：估计0.1-6.5%左右
2 yrs: 3.8% [1.1 – 6.5]
1 yr: 3.1% [0.7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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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影像学检查
CT肺动脉造影(CTPA)
同位素肺通气灌注显像(V/Q)
磁共振肺动脉造影（MRPA）

6 mo: 1.0% [0.0 – 2.4]

右心导管和肺动脉造影（PAA）
肺血管镜(pulmonary angioscope)

Pengo V et al. N Engl J Med 2004
Beccatini et al. Chest 2006
Ribeiro et al. Circulation 2009
Gall H, et al. Eur Respir Rev. 2017; 29; 26 (143).
Ende-Verhaar YM, et al. Eur Respir J. 2017; 23; 49 (2).

CTPA ：重要的确诊手段

光学相干断层显像（OCT）和血管内超声（IVUS）

另一位患者

栓塞表现,慢性特征
 中心肺动脉栓子、管壁不规则、突然变窄或截断
 与梗死区一致的局限性或以胸膜为底的高密度区
 右心室扩大、支气管动脉侧枝血流、马赛克征
扩大 支气管动 侧枝
马赛克征

评价主肺动脉和单侧肺血管或单侧优势阻塞时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能提供充足的血流动力学证据
有时假阴性

同位素肺通气灌注显像(V/Q)

第十六届中青年呼吸学者论坛论文汇编

72

肺动脉造影（PAA）

网状血管影

影像学表现
 管壁

截断征
充盈缺损

 血流重新分布
 肺动脉高压：中心肺动脉增宽，段以下分支变细
 右心增大

充盈缺损

血流动力学及氧动力学指标测定
体位: 正侧位效果好，侧位更易观察叶段肺动脉
操作中注意安全性
明确诊断，确定手术可行性

前述患者右心导管检查和肺动脉造影

因经济原因，未能手术，间断门诊治疗

肺血管镜
纤维血管内窥镜: 外径3mm
 X线导引: 肺动脉血管腔内检查

要点:
 血管镜的前端有一用二氧化碳充气的球囊
 充气后可阻断血流以便血管壁成像。

镜下改变
 血管内壁粗糙、凹陷、内膜斑块
 条索或网状纤维横贯管腔
 隧道样改变或部分再通

第十六届中青年呼吸学者论坛论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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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在CTEPH中的应用

CTEPH治疗

•

是最新一代的血管内影像学设备。

•

OCT的分辨率为10－20μm，约为IVUS的10倍。

•

可提供接近于组织学水平的超高分辨率的图像。

•

近年来应用OCT对CTEPH影像进行评价，以为BPA介入
治疗提供依据。

内科治疗：姑息性

外科干预（可根治）

• 与IVUS相比，OCT更准确和有效。
• 通过OCT可以预测BPA介入治疗的效果。

PEA

• OCT可以发现被其他检查手段漏诊的微小栓子。

BPA

肺移植

• OCT进行肺动脉血管成像是安全的。

钙离子拮抗剂（CCB）

基础治疗
1. 非药物治疗

对用于PAH患者，CCB的用量
远大于常规用量，硝苯地平的

吸O2 (SO2>90%)

剂量为90~180mg/d，而地尔
硫卓的用量为360～720mg/d

心理支持治疗
2. 非特异性药物治疗
抗凝 (INR≈ 2-3)
利尿 （水肿明显）/强心（地高辛、多巴胺)
Β受体拮抗剂/ACEI

钙离子拮抗剂 (CCB)---急性肺血管扩张试验阳性患者

靶向药物：针对三条途径的作用靶点

Barst RJ, Gibbs JS, Ghofrani HA, et al:
Updated evidence-based treatment
algorithm in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J Am Coll Cardiol 54:S78S84, 2009 (suppl)

针对CTEPH的靶向治疗
• 4项RCT研究分别为波生坦（BENEFIT）、西地那非、
Riociguat（CHEST-1、2）、马西替坦（MERIT-1、2）
西地那非较安慰剂相比，血流动力学改善明显，肺血管阻力下降，6MWTD增加。波生坦显著改善CTEPH患者的血流动力学，但6分钟步行试验
距离没有改善，而且从治疗到临床恶化的时间没有改变。马西替坦
(macitentan)是一种新型ERAs
(macitentan)是 种新型ERAs，能显著提高6min步行试验距离，降低死
能显著提高6min步行试验距离 降低死
亡率，安全和耐受性与以前一致，实验结果令人鼓舞。
Riociguat无论短期结果还是长期随访研究均提示6分钟步行距离及血流
动力学及生物标志物较安慰剂相比，均有显着性差异。

sGC

对于多学科讨论认为不能手术的CTEPH患者以及PEA术后残存
PH患者，应考虑靶向药物治疗。药物治疗能改善患者的血流
动力学和运动能力，但仍需进行RCT研究进一步证实联合治疗
（初始联合或序贯联合）对CTEPH患者的有效性。
内皮素通路

NO通路

前列环素通路

第十六届中青年呼吸学者论坛论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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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PEA)
首选治疗措施
手术适应证
 心功能NYHAⅢ-Ⅳ级；
 肺动脉血栓内膜位于手术可及部位（肺动脉主干、肺动脉段及亚段开口水平）；
肺动脉血栓内膜位于手术可及部位（肺动脉主干 肺动脉段及亚段开口水平）
 肺血管阻力（PVR）＞300dynes.s.cm-5，mPAP大于50mmHg；
 长期在高海拔地区生活的CTEPH患者；
 部分年轻患者，静息时PVR正常，但少量活动即显著升高，提示单侧肺动脉主干

闭塞；
 愿意接受手术风险。

血栓分型

介入治疗-首个BPA治疗CTEPH的研究

Jamieson’s分型
 I型:20%, 主肺动脉或肺叶动脉血栓
 II型:70%,
II型:70% 非主干血栓,
非主干血栓 网状内膜增厚

优势
 III型:10%, 非常远端病变, 段和亚段水平
 IV型:无血栓的肺动脉高压, 不能手术, 内

膜小血管病变

创伤小、恢复快、患者易接受、技术要求相对简单
部分患者效果良好

缺点：
技术尚未推广
介入器材不易获得
存在一定的严重并发症：大咯血
应用存在局限性
Feinstein JA, et al. Circulation.2001;103;10-13

BPA可改善肺动脉血流灌注
改善心功能和运动耐量

介入溶栓？（另一典型病例）

2010年12月30日

Feinstein JA, et al. Circulation.2001;10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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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余后（2011年3月24日）

临床诊治小结
许多CTEPH患者无PE病史，CTEPH的准确患病率难以
确定，但并非少见病
CTPA阴性患者不能排除CTEPH，肺血管镜、IVUS、
OCT可以帮助诊断
CTEPH病情重，病死率高，药物治疗也有一定疗效

手术病死率低,长期疗效令人鼓舞
肺动脉介入治疗在部分患者中取得较好疗效
肺移植的蓬勃开展，也是CTEPH治疗的有益补充。

目前肺动脉高压国内外主流研究方向

CTEPH发病机制研究的关键障碍
•鉴于医学伦理、技术等因素，无法对患者行在体

肺动脉中层平滑肌

血
管
重
塑

肺动脉内皮

深入研究，故没有相关人体研究资料。
•动物实验方面：研究显示动物具有高效的纤溶能

(1)异常增殖：凋亡

(1)异常增殖：凋亡

抵抗，自噬减少、

抵抗，自噬减少、

炎症、RAAS系统功

炎症

•而要模拟人类肺栓塞后自体血栓长时间堵塞肺动

能异常

(2)内皮间充质转化

管重塑的CTEPH模型构建凸显艰难；

(2) DNA损伤、基因

（EndMT)

力，无自发静脉血栓形成及肺栓塞过程；

脉或继发新的血栓形成引起PAEC功能障碍、血

•因此，CTEPH发病机制研究的关键障碍

异常

是没有合适的动物模型。
Leopold JA, et al. Int J Mol Sci. 2016;
17: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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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知血栓栓塞动物模型构建方法
化学损伤法：

物理损伤法：

1.胰蛋白酶血栓形成法:
胰蛋白酶具有蛋白水解
作用，使血管内膜和部
分肌层脱落， 血小板黏
附、聚集， 致血栓形成

1.机械损伤法:刮匙搔
刮损伤血管内膜

2.过氧化氢血栓形成法:
过氧化氢损伤血管内膜

01
02

3.三氯化铁血栓形成法:
铁离子侵入血管壁造成
血管内膜损伤。
4.光化学法:利用虎红B
（四碘四氯荧光素钠）
在单色绿光下产生并释
放单态氧

03
04

2.异物法:血管内放置
螺旋钢丝线圈,造成内
膜损伤
3.电流损伤法：1.5mA
直流电刺激血管壁
4.结扎法：粗丝线结扎
下腔静脉

刘 瑜、 董小黎。血栓动物模型的建立。首 都 医 科 大 学 学 报2009年 9月第23卷第3期

目前已知CTEPH动物模型构建方法

虽然有猪
虽然有猪、狗、大鼠等不同动物种属的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模型报道，但是栓塞
狗 大鼠等不同动物种属的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模型报道 但是栓塞
物质多为小玻璃珠、聚苯乙烯微球、聚多卡醇等非血栓物质，无法真正模拟血
栓对血管的病理生理过程---------CTEPH研究进展缓慢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
没有理想的CTEPH动物模型。

小玻
璃珠

聚苯乙
烯微球

聚多
卡醇

本团队积极申报PTE及慢性化相关课题
国家科技部“十五”攻关课题。
《肺栓塞规范化诊治方法的研究》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

使血栓在肺动

非血栓物质不能

脉停留足够长

代替自体血栓刺

的时间，改变
肺动脉血流

CTEPH
构建要点
动物高纤溶能力

激诱导CTEPH的
病理生理过程

抑制或降低动物的高效纤溶能力

我们的前期临床基础系列研究（2002年开始）

《提高肺栓塞诊治水平的研究》。
呼吸和肺循环疾病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2014年开放课题。《炎症反应
室
年开放课题 《炎症反应
在肺栓塞再灌注损伤中作用》 。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吸入NO
对肺血栓栓塞症缺血再灌注肺损伤
作用机制的研究》。
福建省新建本科高校新世纪优秀人
才计划资助课题。《肺栓塞基础及
临床系列研究》。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福建
省负责人，《肺栓塞防治网络建设与
临床诊治关键技术研究》。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福建
省负责人，《肺动脉高压筛查和规范
诊治及预后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FoxO1调
调
控Fb/TF介导CTEPH内皮重塑和功能
障碍中自噬作用机制》（2项面上）
福建省卫计委重点项目。《凋亡通路
在肺栓塞血管重塑中的作用》。
肺栓塞四期临床注册登记研究、省创
新课题
福建省财政卫生专项2项。《福建省
肺动脉高压规范诊治及改善后研究》

我们的前期临床基础系列研究（续）
左颈内静脉

氨甲环酸
生理盐水
自体血栓

本人创新性地建立了选择性血栓栓塞不同肺叶动脉的较长时间肺栓
塞动物模型的一项发明专利—《一种Swan-Ganz漂浮导管引导鞘管
导入选择性目标器官的方法》，申请号：201510944337.2

注栓2小时后肺栓塞情况

我们前期在抑制动物高效纤溶，通过分次注入血栓，结合体位改变等综合方
法成功构建了CTEPH大鼠模型，模拟了CTEPH的病理生理过程，并发现
PAEC内皮改变与Sakao等对临床CTEPH术后内膜组织检测所见高度一致

第十六届中青年呼吸学者论坛论文汇编

我们的前期临床基础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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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重点研究方向：肺动脉内皮
肺栓塞后不溶血栓创
造的微环境可以引起
广泛的PAEC的功能
障碍，最终导致
CTEPH。
PAEC功能障碍包括
自噬溶酶体数量及功
能下降、线粒体破坏
及数目减少，以及内
皮转化为间充质样细
胞，二者还可相互作
用加重内皮结构功能
障碍。

CTEPH大鼠模型肺动脉压力曲线(mmHg).
随着栓塞时间与次数的增加，肺动脉压力曲线呈上升趋势，在3次栓塞3周后达最高
P<0.05, 表示实验组与同期假手术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示实验二周组与一周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akao S, et al. Respir. Res. 2011； 12: 109

◆P<0.05, 表示3周组(27.11±1.92mmHg)与一周组(18.68±1.73mmHg)、2周组(22.81±3.66 mmHg)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自噬在CTEPH肺动脉重塑中作用的研究

自噬在CTEPH肺动脉重塑中作用的研究

Fig, Expression of FoxO1, pFoxO1, LC3 and
Beclin-1 proteins in rat pulmonary arteries

凋亡在CTEPH肺动脉重塑的研究

凋亡和炎症反应
在CTEPH肺动脉重塑的研究

各组蛋白的表达量
Ⅰ：正常组
Ⅱ：栓塞1次观察1周组
Ⅲ：栓塞2次观察1周组
Ⅳ：栓塞3次观察1周组
Ⅴ：栓塞3次观察3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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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PH临床基础研究初探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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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一例患者带来的思考
胸部CT（2018.10.7 ,肺窗）

CTEPH是由静脉血栓引起的疾病，病死率高，但机制
不明。
肺动脉内皮及平滑肌引起的血管重构是目前CTEPH疾
病进展研究的主流方向，但是因为伦理及缺乏可靠的动
物模型，研究进展困难。
我们成功构建了CTEPH大鼠模型，并不断改良以便更
接近临床，探索CTEPH的机制，发现内皮存在自噬和
凋亡异常，内皮间充质转化，功能障碍，期望深入研究

（纵膈窗）

CTPA（2018.10.23）肺窗

纵隔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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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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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获得性肺炎的诊断

和治疗

牟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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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尼菲篮状菌肺部感
染诊治现状
马尔尼菲篮状菌肺部感染诊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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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况

► 马尔尼菲篮状菌病（TSM） ，由马尔尼菲篮状菌
(Talaromyces marneffei, TM; 以前称为马尔尼菲青霉菌 ,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

张建全

张建全

PM) 引起的一种系统性深部真菌病。
► 侵犯机体的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包括血液、骨髓、淋巴系统
、肺、皮肤、肝、脾等)，通过血液、淋巴系统而播散全身。

二、感染途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TM是通过呼吸道感染
 天然宿主的流行调查：竹鼠的肺部100%检出TM，周围的土
壤、排泄物极少检出TM ----动物间通过呼吸道感染？
 动物模型：各种途径接种均可出现感染（气道、血液、腹腔
注射等）
射等
 但几乎绝大多数患者无外伤、无食用、无接触竹鼠史(6/108)
 气道、支气管感染病例发现增加, 超95%的播散性TSM存在
肺部的受累（103/108）
 婴幼儿患者的也进一步证实呼吸道感染为主要途径
1. Wen Zeng,, Ye Qiu，Jianquan Zhang*，Medicine，2015，94（34）; 2. Xiaowen ，Liyan X，Microbial
Biotechnology, 2015，8, 659–664; 3. Cunwei Cao, Ling Liang,•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2011，17（2）

三、TM被视为机会性感染，但其宿主广泛
 HIV阳性宿主，TM是AIDS三大机会感染性疾
病之一，临床充分重视
 HIV阴性但有基础疾病宿主？

1、HIV阳性宿主TSM（两广地区）
 广东：在2004 - 2011年间共8131例HIV患者，
其中9.36％合并TSM。2010年达到峰值12.58％
（158/1256）。
 广西：2012-2015年共6791例HIV患者，其中16.1％

 HIV阴性无任何基础疾病宿主？

（1093例）合并TSM。死亡率（25.0/100人/月）；

 婴幼儿宿主，关注逐渐增多（基因突变）

高于没有合并TM （ 13.8/100人/月）。
Wang YF，Clin Microbiol Infect. 2015 May;21(5):484-9
Jiang J，Clin Microbiol Infect. 2018 Apr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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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基础疾病的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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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间HIV阴性TM患者病例报道数量的变化趋势

• 糖尿病
• 肿瘤、肺癌、乳腺癌、甲状腺癌
• 风湿免疫性疾病、SLE、组织细胞增生症X
• 实体器官移植后免疫抑制剂
• 靶向药物：抗CD20
• 遗传性免疫缺陷或免疫功能发育不全：婴幼儿
The number of reports of Talaromyces marneffei infection in non-HIV-infected adult patients described in the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 between 1 January 1990 and 1 October 2015.

Emerging Microbes and Infections (2016)

邱晔，张建全等，未发表数据

Ye Qiu, Haifei Liao, Jianquan Zhang*， BMC Infectious Diseases, 2015

四、地方病的播散趋势
该病从主要疫区（东南亚、中国两广地区）的地方性真菌病
逐渐向全国（华中、华东地区）其他非东南亚国家。

五、诊断方法及依据
(1) 直接镜检涂片：
用瑞氏染色直接镜
检。可见细胞内外
菌体大小不一,形
态各异，有圆形、
椭圆形、腊肠形且
具有横隔，为马尔
尼菲篮状菌特有。

第十六届中青年呼吸学者论坛论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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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相培养：在25 ℃环境中繁茂生长，呈菌丝相，背面可产生

37 ℃培养时呈酵母相，白色或褐色，表面呈脑回状或放射状沟纹，

特征性可溶性红色素，逐渐弥漫至整个培养基。显微镜下压片形状

无色素。镜下为酵母样孢子，有腊肠样菌体且中部有横隔为其特征

如花，为特有的帚状枝。

类似真菌形态学鉴别

（3）病理组织诊断
TM 位于细胞内或细胞外，呈

组织胞浆菌

马尔尼菲篮状菌

隐球菌

圆形或卵圆形，直径2～4μm，
或为长形、粗细均匀、两头钝
圆的腊肠状菌体。PAS染色为
蓝色，核周绕一空晕，诊断依
据是找到桑葚状细胞团或“腊
肠状”真菌细胞和菌体横隔。

三种真菌形态相似，需仔细鉴别
钟小宁，柳广南，邓静敏、张建全、何志义，呼吸系统疑难病例解析，科学出版社，2013

（4）、正确认识血清学指标的诊断价值
•
•
•
•

GM实验：
G实验：
NGS：
P. marneffei特异性甘露糖蛋白（Mp1p）
抗原：

六、 TSM的临床特征
• 主要临床表现：发热、咳嗽，咳痰、胸痛、呼吸困难；全身及
消化道症状，如贫血、乏力、厌食、消瘦;
• 皮肤损害：坏死性丘疹, 皮下脓肿、结节 ；
• 血象高或低、正常，淋巴结、肝脾肿大 ，肝肾功能异常；
• 胸部影象：广泛多样的实质性或间质性病变，常见为实变影、
纤维增殖、毛玻璃或结节影、胸膜炎反应、气胸及空洞等；
• 播散至其他特殊部位受累的表现（骨、关节、气管及支气管、
鼻咽部、浆膜腔、胸膜、中枢神经系统、肠道）；
• 误诊率高、预后差，死亡率高。
张建全，杨美玲，钟小宁，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8，31（1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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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撒性TM累及呼吸系统表现

气管感染（误诊结核）

鼻咽部感染（误诊鼻咽癌）

气道中段

声门下气道

左肺上叶支气管开口处

气道下段

Ye Qiu ，YanPing Tang，Jianquan Zhang*，Clinical Otolaryngology，2017,2

出现窒息时急诊CT

Ye Qiu, Jianquan Zhang*, Guangnan Liu, BMC Infectious Diseases ，2014

气管切开及抗真菌一个月后复查CT及喉镜

• 胸部CT示：气管下段狭窄，气管套管置入术后改变，气管入口闭塞。
• 电子喉镜示：声门下气管切口上闭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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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成型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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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感染（与曲霉感染难以鉴别）

男，48岁，因“咳嗽、发热2月余，右侧胸痛10余天”，误诊结核治疗3月。

患者，男性，57岁。因“发热、咳嗽、咳痰伴活动后气促、胸

HIV阳性宿主 肺部影像学--例1

痛1月余”入院，误诊肺癌。

1. Ye Qiu, DeCheng Lu, Jianquan Zhang*, Mycopathologia，2015,4,12.
2. 谭彩梅，邱晔，张建全*，中华医学杂志，2015,11.

HIV阳性宿主 肺部影像学--例2

HIV阴性宿主 肺部影像学--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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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阴性宿主 肺部影像学--例2

例3 双肺弥漫性小结影（婴幼儿）

Wen Zeng,, Ye Qiu，Jianquan Zhang*，Medicine，2015，94（34）

例4

组织细胞增生症X合并马尔尼菲篮状菌病

特殊染色：PAS（+），朗格罕斯细胞核S-100蛋白、CD-1a 蛋白强阳性
Ye Qiu，Jianquan Zhang，Am J Trop Med Hyg. 2016

肺组织可见酵母型真菌，

例5

肺淋巴样上皮癌合并马尔尼菲蓝状菌病

FH Ling，Ye Qiu, Jianquan Zhang*BMC Infectious Diseases ，2019,4

例6

白塞病合并马尔尼菲蓝状菌病

胞壁染红色且清楚，胞内
容物不着色，形态学符合
马尔尼菲篮状菌（箭头所
指）。PAS染色 A×200倍
B×1000倍。
倍。

肺组织免疫组化：CK5/6
（+），P40（+），CK7
、TTF、CD56、Syn均阴
性。ki-67（+70%），原
位杂交EBERS（+）。
Ye Qiu ，Zhang jianqu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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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胸腔内胸膜
感染

邓春梅，张建全，18F-FDG PET/CT显像在肺部真菌与肺癌鉴别诊断的回顾性研究
Ye Qiu, Mingqi Pan, Jianquan Zhang*，Am. J. Trop. Med. Hyg.,2016, 6

浆膜腔感染

播撒性TM的肺外表现

老启芳, 张建全, 钟小宁，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09,29（9）816

骨、关节受累---多发溶骨性破坏

1 张建全，柳广南，杨美玲，中华临床医师杂志：２０１１，５（１３）：３９１２

2 Ye Qiu, ，Jianquan Zhang*，Guangnan Liu ，BMC Infectious Diseases ，(2015)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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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雷 艳,邱 晔,张建全*，中国实用内科杂
志，2015,35（2）174

1. Ye Qiu， Jianquan Zhang*, Guangnan Liu, BMC Infectious Diseases (2015) 15:47
2. Liu GN, Huang JS, Zhong XN, Zhang JQ，Hezhiyi*. Int J Infect Dis. 2014;23:1–3

消化道（小儿）

七、不同宿主免疫状态与病理类型
• 机体对TM的免疫功能主要是细胞免疫，中性粒细胞、淋巴细
胞、巨噬细胞、树突细胞等参与了免疫反应。
• HIV阴性宿主感染时，中性粒细胞显著增高的化脓性感染性疾
病，伴机体严重炎症反应及受累器官功能损害。引起 2种组
织反应：肉芽肿反应、化脓性反应 ，活菌数量少。
• HIV阳性的免疫缺陷者为无反应性坏死： 病变部位充满了病

• 20180117 （横结肠到回盲部结核？淋巴瘤？克隆恩？）20180223（
回盲部溃疡形成）

1、HIV阴性宿主的典型病理
• HE染色：可见大小形态不一的肉芽肿，中心坏死脓肿，或
微脓肿形成，有中性粒细胞浸润，周围绕有组织细胞及少
数多核巨细胞。
• 病原学阳性率低：由于病变组织活菌极少，培养、特殊染
色也难以找到。

原菌。

病理误诊为结核病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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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阴性宿主机会性致病菌感染：抗IFN-γ抗体滴度变化
NTM infection (group 1)
Another opportunistic infection, with or
without NTM infection (group 2)
Disseminated TB (group 3)
Pulmonary TB (group 4）
Healthy controls (group 5).
Anti–Interferon-γ Autoantibody Concentrations in 203 Participants

Forty other anticytokine autoantibodies were assayed.

N Engl J Med, 2012

N Engl J Med, 2012

合并其他机会性感染

最隐蔽的免疫缺陷
• 该研究为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病例研究；
• 首次将这类新发现的免疫缺陷综合征与免疫活性宿主中非典型感

• 细菌

染联系起来；

• 真菌（隐球菌、组织胞浆菌、
马尔尼菲篮状菌）
• 病毒

• 强调任何由于这些细胞内病原体而引起不明原因的复发性或多种
微生物感染的患者，应筛查抗γ-干扰素自身抗体，评估有无获
得性免疫缺陷；
• 强调抗γ-干扰素自身抗体在抗真菌治疗效果、复发中的地位。
即使抗真菌治疗后，抗γ-干扰素自身抗体滴度持续增高。

N Engl J Med, 2012

2012-2018年南宁三家三甲医院108例HIV阴性TSM合并机会性感染

N Engl J Med, 2012

机体免疫不能清除细胞内病原菌
----慢性的感染过程
机体对TM的免疫功能缺陷，包括细胞免疫、体液免疫，
导致巨噬细胞吞噬了TM，但并不被消灭，通过单核巨噬
细胞系统而全身播散，长期存活体内呈慢性感染：

免疫缺陷机制复杂
感染后的免疫抑制
TM的免疫逃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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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治疗：HIV阳性患者公认的治疗指南

A Trial of Itraconazole or AMB for HIV-Associated Talaromycosis
静脉两性霉素 (amphotericin)
(219 patients), 剂量0.7 to 1.0
mg/Kg/d，14天。

• 标准初始治疗的方案：两性霉素0.6 mg/ kg/d，连续2
周，之后口服伊曲康唑200 mg BID 10周；

伊曲康唑胶囊 (221 patients),
600 mg /d连续3天
/d连续3天， 400 mg /d
，继续11 天。

• 序贯治疗：伊曲康唑200 mg QD维持1年显著减少TM
的复发。

所有患者口服伊曲康唑200 mg
bid连续10周, 其后100 mg bid 直
到CD4+ T细胞大于100 cells/L至
少6 个月。

(N Engl J Med 1998;339:1739-43.)

抗病毒治疗基础上的最优方案
两组死亡风险AMB group ）
：（itraconazole group）
2周死亡风险6.5% ：7.4% （
P<0.001

24周死亡风险11.3%：21.0%
P=0.006

在临床好转、真菌清除率、降低
复发率、及IRIS 等方面，
两性霉素组优于伊曲康唑组

HIV阴性宿主治疗中的挑战
• HIV阳性宿主有推荐：二性霉素B、伊曲康唑
• 多种抗真菌药物均不同程度的敏感：但其他三唑类（伏立康唑
体外最敏感）、棘白类（？？？）等临床疗效如何，无大样本
多中心的临床研究

N Engl J Med, 2017

治疗原则：
方案：全身应用抗真菌药物。
停药：临床症状、体征、影像资料、炎症指标、
真
血象、真菌毒素、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等作为
停药指标。

1，Ye Qiu . DeCheng Lu . Jianquan Zhang *. Treatment of Disseminated Talaromyces
marneffei with Tracheal Infection: Two Case Reports ，Mycopathologia，2015,4,12,
2，Ye Qiu, Jianquan Zhang* Guangnan Liu, et al. A case of penicillium marneffei infection
involving the main tracheal structure ，BMC Infectious Diseases ，2014, 14:242

气管-支气管-肺马尔尼菲青霉菌病
• 治疗上全身应用抗真菌药物是主要的治疗措施。我们报道过一
例气道-肺马尔尼菲青霉病患者，仅仅静脉应用抗真菌药物治疗
，虽然肺部等其他部位效果明显，但出现了致气道软骨及管壁
破坏、气道塌陷、管腔阻塞，严重呼吸困难、窒息等严重并发
症[1]。
[2 3]
• 联合雾化吸入或气管内滴注两性霉素B治疗方案
联合雾化吸 或气管内滴注两性霉素 治疗方案[2,3]

• HIV阴性宿主：目前无公认的共识、指南（疗程？停药指征？）
• 是否合并其他机会性感染的鉴别诊断、复发的判断、合并新的

机会性感染等方面，临床面临最大的挑战
邱晔，张建全*，钟小宁，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14，37（5）387

• 指征：包括影像或纤维支气管镜证实气管、支气管、肺组织三
者之一或以上部位受累的PSM患者
• 雾化吸入水溶性两性霉素B（剂量推荐25mg bid），最长1例应
用2个月，提示安全性好，可作为首选的治疗方案，其他无局部
应用的文献报告。
1，Ye Qiu . DeCheng Lu . Jianquan Zhang *Mycopathologia，2015.
2，谭彩梅，邱晔，张建全* 中华医学杂志，2015.
3，（IDSA:2016新版曲霉菌病的诊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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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阴性宿主TSM酷似以下疾病：
•
•
•
•
•
•
•
•
•
•

结核（肺结核？淋巴结结核？骨结核等）
非结核分枝杆菌
其他真菌
肺癌
败血症
成人Still病
骨转移瘤
多发性骨髓瘤
淋巴瘤
Sweet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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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肺部其他疾病的鉴别需要呼吸科专业
• 1）肺结核
• 2）非结核分枝杆菌
• 3) 其他真菌：隐球菌、曲霉等
其他真菌：隐球菌 曲霉等
• 4) 多种机会性混合感染的鉴别
• 5）难治性时的思考（耐药？复发？多种机会
性感染？其他机会性病原体的再感染？）
• 6）肺癌等

2、呼吸内镜在TM中的诊断、治疗价值
• 超过95%成以上播散性TM存在肺部的受累；
• 多数患者先有肺部受累，逐渐出现皮肤、淋巴结的特
征性改变，获取BAF及肺组织培养及病理早期诊断的
关键；
• 气道感染病例发现增加，及时内镜发现可避免气道狭
窄致命性呼吸困难；
• 局部治疗及用药：两性霉素。

小 结
• 1、重视地方病的全国蔓延趋势
• 2、重视非HIV宿主TM的诊治
• 3、重视宿主的易感因素的研究
• 4、呼吸科为主导的多学科联合防治体系
• 5，其他药物如伏立康唑、棘白类等临床疗效如何无大样本多中心的
临床研究
• 6、多中心研究：治疗方案（二性霉素与伏立康唑）及停药指征、早
期诊断、宿主免疫缺陷机制、免疫与临床、血清学的诊断依据（
GM、TM抗体、TM分子载量、PCR扩增及基因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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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呼吸介入
介入呼吸病学总论-熊维宁
如何将呼吸介入开展起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熊维宁

介入呼吸病学的概念
追溯其历史，真正将呼吸系统的介入诊
断和治疗技术作为一门科学来加以定义和研
究，也不过20年时间。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逐
渐有作者在文章中开始使用
“Interventional pulmonology”一词。

2019年4月14日

西方学者大多认为，现代介入肺脏病学的开端标
志，是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支气管镜下激光治
疗方法在临床的应用。

在1999年，由两位美国学者
John F, Beamis, Jr和Praveen N.Mathur 主编的
《Interventional pulmonology》一书，正式由
McGraw-Hill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并在世界各地发行。

法国的 DUMON教授

所涉及的主要病变范围
复杂气道病变的处理
良性和恶性病变所致的中央气道的阻塞
胸膜疾病
肺部肿瘤
重度肺气肿
难治性支气管哮喘
肺部血管性病变
肺部其它疾病

开展介入呼吸病学的必要性1
造福患者
• 提高诊断率
• 提高疗效
• 减小创伤
• 节省费用
• 肿瘤科和胸外科等其他科室的支持者
1、恢复及保持气道的开放；
2、减少肿瘤的负荷；
3、控制肿瘤的进展；
4、提高疗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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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2
呼吸内科医护人员的生存和发展
• 领域被蚕食：肺癌（肿瘤科），肺结核（结
核病防治机构），危重症（综合ICU），睡
眠呼吸暂停（耳鼻喉科），肺栓塞和肺血管
病变（心内科、放射科）
• 肺部感染：简单的在其他科被解决（不简单
的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药费比和很高的医疗风
险）
• 哮喘：基本上在门诊被解决
• 重度慢阻肺、肺心病、间质性肺疾病：无有
效治疗方法，疗效欠佳
因此，介入呼吸病学只有开展才能发展！

如何开展介入呼吸病学
Step by step

你若真想开展，设备不是问题

第一步 常规支气管镜检查的开展

•
•
•
•

第一个系列
支气管镜室

支气管镜的购置：电子支气管镜、纤维支气管镜
人员的进修：专科医生、技术员、护士
常规的支气管镜检查

支气管肺泡灌洗送病原体培养、抗酸染色和细胞
学、刷片送抗酸染色和细胞学、组织活检送病理
和病原体培养

• 支气管镜活检组织的处理，病理诊断和会诊（病
理科）

• 呼吸介入培训班

第二步 复合镇静（半无痛）支气管镜

• 药物用法：1/3（1/4到1/2）支咪唑安定（10mg/支）和1/3
•
•
•
•

第三步 经支气管镜肺组织活检（TBLB）

• 电视透视（X光机）引导
下进行

（1/4到1/2）支芬太尼（0.1mg/支），每隔一刻钟到半小时
可追加1次

• 也可以阅读CT片后盲检

适应症：所有的支气管镜操作，特别是耗时较长的操作

适应症：

禁忌症：可能存在二氧化碳潴留或血气分析有二氧化碳潴留

• 不明原因的弥漫性肺部

优点：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病变（局限或广泛）

注意：捏皮球备用；监测血氧饱和度，调节氧流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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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经支气管镜针吸活检（TBNA）

细胞针

适应症：

• 气管、支气管粘膜下病变的穿刺活检；
• 靠近大气道（如气管旁）病变的穿刺活检；
• 增大的纵隔和肺门淋巴结的穿刺活检；

图片来自李强教授编著的《呼吸内镜学》

王氏针中的组织针MW-319

纵膈淋巴结（隆突下）的TBNA
图片来自李强教授编著的《呼吸内镜学》

第五步 经支气管镜球囊扩张
治疗支气管狭窄

气管粘膜下病变的穿刺活检
图片来自李强教授编著的《呼吸内镜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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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李强教授编著的《呼吸内镜学》

组织活检时冷冻探针的使用

第六步 冷冻
• 开始可以向外科、
妇科、皮肤科借用
设备

• 只需购入冷冻探头
（和其他专科相比
只是长度和直径不
同）

Idea: Dres Jürgen and Martin Hetzel
• 足够大的样本
• 组织结构完整
• 没有组织碎片
• 没有大出血

冷冻活检–--一种新的诊断工具

冷冻取异物
◆一般异物多可采用异物钳取出。但对于一
些易碎或难以钳夹的异物（如药丸、果仁、
果冻等），只要异物稍能水合，即可冷冻取
出。而且ERBE CA启动后达到最低温度的
时间只需5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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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内膜结核肉芽的冷冻治疗

冷冻可增强化疗药的效果

第一次冷冻术后

第二次冷冻术

•对于气道内有可见肿瘤组织的患者，在化疗
前一天进行冷冻，第二天再进行全身化疗，
可以增强对气道内肿瘤组织的杀伤效果，其
机制可能是冷冻使肿瘤组织用于分流化疗药
而生成的微小血管崩解，使化疗药能更好地
通过正常血管到达肿瘤细胞。

第七步 高频电切割及电凝（电刀）
氩等离子体凝固（氩气刀）

德国ERBE电刀和氩气刀工作站

圈套器、电凝电极、热活检钳、电刀

图片来自李强教授编著的《呼吸内镜学》

可部分或全部向消化内科借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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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ERBE电刀和氩气刀工作站
图片来自李强教授编著的《呼吸内镜学》

第
一
次
氩
气
刀
治
疗

APC导管

德国ERBE电刀和氩气刀工作站

第
二
次
氩
气
刀
治
疗

第
三
次
氩
气
刀
治
疗

患者一般情况较差，难以耐受长时间或大范围的治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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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步 单向活瓣治疗肺气肿
注意

•用“火法”电刀和氩气刀治疗后一定要用“
冰法”冷冻治疗病变的基底部，以其抑制组
织增殖的作用来抵消“火法”刺激组织增生
的作用。

第一步 支架置入

第二个系列
手术室

全麻下鼻咽管通气行气道支架置入术

极大地提高了操作的安全性和患者的舒适度
从“生死时速”到“闲庭信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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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支气管热成形术

适应症
• 在脱离过敏原、正确和规范使用吸入制剂、

充分治疗合并疾病后哮喘症状仍控制不佳者

• 曾出现过致死性发作者
• 一年两次及以上需看急诊或住院者

射频消融导管

导管进入支气管

第三步 单侧全肺灌洗
适应症：

• 肺泡蛋白沉积症
• 尘肺及类似粉尘沉积 （接触大量粉尘后）
方法：

• 全麻下插双腔管后单侧全肺灌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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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硬质内科胸腔镜

• 硬质内科胸腔镜（Storz, Worf）
和半硬质内科胸腔镜（Olymbus
）

• 局麻和全麻（各有利弊）

适应症
• 不明原因胸腔积液或胸膜病变的诊断
• 恶性胸腔积液的治疗 （结合冷冻、电刀、氩气刀
、药物）

• 急性脓胸的治疗

最主要适应症：胸膜活检（阳性率87.3%~91.2%）
• 不明原因胸腔积液，经细胞学检测（阳性率20%）或胸膜穿
刺活检（阳性率36%）不能明确诊断；

• 不明原因胸膜病变，胸膜穿刺活检不能明确诊断（胸膜病变
•

往往需要较多组织做多个免疫组化指标进行鉴别诊断），或
病变位于纵膈胸膜、横隔表面、肺表面或大血管附近不宜进
行胸膜穿刺活检；
高度怀疑恶性，需要拿到组织学依据，或获取组织检测癌基
因用于指导治疗。

图片来自李强教授编著的《呼吸内镜学》

第三个系列
提高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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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各种介入技术的联合应用
第
一
次
治
疗
：
高
频
电
刀
（
圈
套
器
）
加
氩
气
刀

病例分享1：
高频电（圈套器）、氩气刀、支架置入和
冷冻术联合治疗肿瘤所致左右主支气管和
中间段支气管狭窄
女性，65岁，左主支气管及右主支气管肿瘤

第
二
次
治
疗
：
氩
气
刀

右
中
间
段
支
气
管
支
架
置
入
加
左
主
支
气
管
冷
冻
术

第四个系列
成为土豪以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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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快速现场评价(rapid on site
evaluation,ROSE)

第二步 超声支气管镜（EBUS）
轴
向
凸
面
超
声

ROSE操作由制片、染色和观察
三部分构成。

ROSE操作的核心是
提高制片和染色的速度

纵隔淋巴结的穿刺活检（TBNA）

径向环形超声

操作键盘

超声引导下气管下段及右主支气管4R组淋巴结穿刺活检

环形超声探头
➢ 探头与驱动器及超声主机连
接后即启动，探头高度旋转。
➢ 产生垂直于轴线的360度图像。

➢ 不同探头规格不同，检查肺
外周病灶，选择外径小的探头
（如1.4mm，1.7mm）。

操作步骤（常规的方法）
➢ 支气管镜达到目标病灶附近（阅读
CT片）；

➢ 直接将超声探头沿工作通道送入目
标段或亚段支气管开口找到病灶，
获得阳性图像距开口的距离；
➢ 撤出探头；
➢ 活检钳或细胞刷经上述段或亚段支
气管开口进入相同距离进行活检或
刷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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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
•
•
•
•

个人体会

•
•
•
•
•

争取领导、老师和同事们的支持
兼顾学术发展和经济效益
先易后难，安全第一
先从零设备投入或低设备投入开始进行
结合实际，因地制宜，边开展边发展

电子胸腔镜（半硬）
硬质气管镜
荧光支气管镜
磁导航系统
其他高端技术和设备
其他介入技术的同步开展：血管介入

本人开展的新业务新技术（11项）
•
•
•
•
•
•
•
•
•
•
•

全麻下单侧全肺灌洗术（在熊盛道教授带领下）
经支气管镜球囊扩张术（在熊盛道教授带领下）
内科胸腔镜术（在熊盛道教授带领下）
复合镇静（半无痛）支气管镜术
经支气管镜应用王氏组织活检针穿刺活检术
应用超声支气管镜（EBUS）穿刺活检术（全省首例）
经支气管镜冷冻治疗术
经支气管镜氩气刀（APC）治疗术
经支气管镜高频电刀治疗术
经支气管镜气道支架置入术（Sigma支架为全省首例）
应用自行设计的引导鞘管提高环形超声引导下肺活检阳性率
（已获得专利）

70
随着以上技术的成功开展，初步建立了新的亚专科-介入呼吸病学

新书介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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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论文
Differences in allergen-positive reactivity distribution among
adults and children in southern China: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real-world medical big data
Hai-Sheng Hu, Bao-Qing Sun, Wen-Ting Luo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llergic diseases are increasing yearly, and sensitization differs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Using a large sample size of real-world medical data, we aimed to analyze sensitiz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southern China to evaluate the evidence based
prevention of allergic diseases in this region.
Methods We undertook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39, 831 patients (adults, n= 22, 835; children,
n= 16, 996) who underwent allergen serum immunoglobulin E (sIgE) testing (ImmunoCAP)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7 in several city centers, including Guangdong and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
Results In southern China, the highest allergen-positive rate was due to Dermatophagoides
pteronyssinus (28.1%), followed by Blattella germanica (24.3%), Penaeus monodon (19.2%),
Cancer pagurus (15.8%), and Gallus domesticus (9.9%). The allergen-positive rate was the
highest for B. germanica in adults (28.2%) and D. pteronyssinus in children (29.2%). The
allergen-positive rates for G. domesticus and Bos domesticus were higher in children than in adults
(P< 0.05). The allergen-positive rates for B. germanica, P. monodon, and C. pagurus were higher
in adults than in children (P< 0.05). B. germanica were risk factors for various allergic diseases,
with a higher allergen-positive rate in most parts of southern China. Optimal scal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C. pagurus, P. monodon, and B. germanica sIgE were closely associated (Cronbach’s
α = 0.891). The allergen-positive rate for fungal allergies in children gradually increased in
summer and autumn and reached a maximum rate (6.2%) in October. The number of doctors’
prescriptions due to suspected allergic skin reactions comprised 56.9% of all allergy testing.
Conclusion In southern China, physicians usually suspect allergic disease to be the cause of
patient’s skin symptoms and then suggest allergy testing. B. germanica were found to be an
important allergen associated with several allergic diseases in adults, whereas child patients were
primarily allergic to D. pteronyssinus.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allergen avoidance is
required, especially for those with a combination of P. monodon, C. pagurus and D.
pteronyssinus.

联合检测烟曲霉sIgG和sIgE对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与真菌
致敏性重症哮喘的诊断价值
胡海圣，孙宝清，黄惠敏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allergic broncho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ABPA）与真菌致敏
性重症哮喘(severe asthma with fungal sensitation, SAFS)在临床症状表现上非常相似。本研究
旨在探讨两类患者的致敏情况及疾病间的鉴别诊断, 为临床诊疗提供帮助。
方法 17 例 ABPA 患者及 14 例 SAFS 患者采用 ELISA 试剂盒(DRG)检测烟曲霉特异性免疫
球蛋白 G（specific immunoglobulin G, sIgG）, 及 Phadia 1000 系统检测烟曲霉特异性免疫球
蛋白 E（specific immunoglobulin E, sIgE）, 同时收集患者血常规和诱导痰细胞分类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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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结果 ABPA 患者烟曲霉 sIgG 水平和 sIgE 水平显著比 SAFS 患者高[2294.00 U/mL (1527.00,
14170.00) vs. 972.60 U/mL (650.90, 1792.00)] 和[8.77 kU/L (1.64, 16.85) vs. 1.04 kU/L (0.70,
2.05)]（P< 0.05）。ABPA 患者烟曲霉 sIgG 与其 sIgE 具有很强的相关性（rs = 0.797, P< 0.001）,
而在 SAFS 患者无显著相关。ROC 分析显示, 当联合检测烟曲霉 sIgG≥ 1000.00 U/mL 及烟
曲霉 sIgE≥ 1.00 kU/L 鉴别诊断 ABPA 及 SAFS 时, 灵敏度达到 82.3%, 特异度达到 78.6%。
ABPA 患者与 SAFS 患者其血细胞计数、诱导痰细胞分类、真菌 G 试验均无显著差异。
结论 ABPA 患者比 SAFS 患者具有更高的烟曲霉 sIgG 和 sIgE 水平, 烟曲霉 sIgG 和 sIgE 在
ABPA 发病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 联合检测烟曲霉 sIgG 和 sIgE 对 ABPA 及 SAFS 患者进行
辅助鉴别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Endothelial function and T-lymphocyte subset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nd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overlap syndrome
Juan Wang, Xin Li, Wan-Ju Hou, Li-Xia Dong, Jie Cao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Purpose To explore i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and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OSA)- overlap syndrome exhibited a higher prevalence of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and if patients with overlap syndrome exhibited vascular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and abnormalities in the cellular immune function of T lymphocytes.
Methods A total of 25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COPD group), 25 patients with OSA (OSA
group), 25 patients with overlap syndrome (OS group) and 20 healthy adults (control group) were
enrolle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group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soluble 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 (sVCAM-1),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and
T-lymphocyte subsets were detected.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OS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OSA, and COPD groups. The levels of sVCAM-1 and TNF-α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OS group than in other groups. The percentage of CD4+ lymphocytes
and CD4+/CD8+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OS group than in any other group. There
wer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in the levels of sVCAM-1 and TNF-α with CD4+/CD8+
lymphocytes.
Conclusions The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as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OS than in patients with either OSA or COPD alone. Patients with OS exhibited more severe
vascular endothelial injury, stronger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lower cellular immune function.
In particular, the cellular immune function mediated by T lymphocyte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as
it could be related to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

Effects of FoxO1 on Pulmonary Artery Endothelial Autophagic
Function in 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
Rats
Da-Wen W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effect of forkhead box transcription factor O-1 (FoxO1) on autophagy of
pulmonary artery in 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 (CTEPH)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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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Rats were divided into sham group and three experimental group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utologous blood clots were injected into the right jugular vein of rats to induce the CTEPH
animal model.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thrombosis group
(n=24), FoxO1 agonist treatment group (resveratrol) (n= 24) and FoxO1 inhibitor treatment group
(AS1842856) group (n= 24). The mean pulmonary arterial pressure (mPAP), the area of
pulmonary artery wall/total area (WA/TA)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FoxO1, pFoxO1, LC3 and
Beclin1 in pulmonary artery were measured.
Results The mPAP and WA/TA ratio in the FoxO1 agonist group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 0.05). The mPAP and WA/TA ratio in the FoxO1 inhibitor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 0.05).
The mPAP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FoxO1 in experimental group (r= -0.967, P< 0.001), the
expression of pFoxO1 protei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oxO1 protein expression (r= 0.972,
P< 0.001), expression of LC3 protei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pFoxO1
protein (r= 0.871, P <0.001), Beclin1 protein express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FoxO1
protein expression (r= 0.953, P< 0.001).
Conclusions There is a decreased autophagy activity and FoxO1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of
pulmonary artery in CTEPH rats. FoxO1 may be involved in pulmonary artery remodeling process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TEPH by regulating autophagy activity.

Clinicopathological and radiological features, treatment
outcomes among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cryptococcosis
He-Rui Li, Yan Chen, Li-Juan Luo, Zi-Hang Zeng, Ling Wei, Yi-Ming Ma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radiological features and treatment of pulmonary
cryptococcosis, further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80 cases 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with pulmonary
cryptococcosis between 2009 and 2018 was executed. The data of demographics,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exposure, underlying diseas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laboratory examination,
radiology, patholog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ere reviewed.
Results In total of 80 patients (53 males and 27 females), 49 were immunocompetent and mainly
came from the urban.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mainly performed as respiratory symptoms,
including cough (52.5%), expectoration (43.8%), chest discomfort (35.0%), bloody phlegm
(15.0%). The pulmonary lesions consisted of nodules/masses (62.5%), pneumonic infiltrates
(7.5%) and mixed type (37.5%). The lesions were limited in immunocompetent patients.
Moreover, the lesions of isolated nodules/masses were more common in surgical patients. 78.3%
(18/23) of the patients had positive findings of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which may
heightened the suspicion for lung cancer. Of all patients, 56 were diagnosed by surgical removal
of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VATS) or open lung surgery, 20 were diagnosed by
percutaneous needle lung biopsy (PNLB) and 4 diagnosed by transthoracic needle lung biopsy
(TNLB), respectively. In pathologic features, most of cases (66.3%) showed the granuloma,
followed by dispersed pathogen (15.0%), mixed type(11.3%) and necrosis (7.5%). 65.0% of the
patients were misdiagnosed, mainly including lung cancer (38.8%) and pneumonia (20.0%).
Fiftypatients had been treated by antifungal agent.
Conclusions Pulmonary cryptococcosis was more common in immunocompetent host in China.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and radiological features were variable and nonspecific. The lesions of
nodules/masses were often misdiagnosed, which lead the lung resections of nonmalignant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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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γ-干扰素自身抗体阳性患者合并多种机会性病原菌感染五例
临床特征分析
赖冠廷，何志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HIV 阴性抗 γ-干扰素自身抗体阳性患者合并多种机会性病原菌感染病例的临床特
征及诊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8 月至 2018 年 11 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住院的 5 例抗 γ-干扰素自身抗体阳性合并多种机会性感染患者的临床诊治经过，以抗 γ干扰素自身抗体、机会性感染为中英文关键词分别检索 Pubmed 数据库、中国知网数据库及
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间截至 2018 年 11 月，对病例资料进行汇总分析。
结果 5 例患者中，女性 2 例，男性 3 例，年龄 25-69 岁，中位年龄 57 岁。临床症状：主要
症状为发热、皮疹、多发淋巴结肿大、胸痛。5 例均合并多种机会性病原菌感染。实验室检
查：5 例患者血清抗 γ-干扰素自身抗体阳性，5 例血清 IgG 及血嗜酸性粒细胞均升高，治疗
上针对相应病原菌抗感染治疗症状可好转但易复发，5 例合并皮疹患者中，2 例接受激素治
疗均有效但仍复发。
结论 抗 γ-干扰素自身抗体阳性是一种免疫缺陷性疾病，患者常合并多种机会性病原菌感染，
最常见为非结核分枝杆菌，同时伴有免疫球蛋白异常及嗜酸性粒细胞增高。

巨噬细胞分泌包含GBP2的外泌体激活NLRP3炎症小体诱导II型
肺泡上皮细胞焦亡: 急性肺损伤的新机制
黄文慧，孟莹

广州市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背景 急性肺损伤是败血症最常见的并发症, 病理表现主要为肺泡-毛细血管屏障破坏, 炎症
瀑布效应和气体交换障碍。肺泡巨噬细胞和肺泡上皮细胞作为宿主免疫和防御的第一道防线,
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急性肺损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且具体机制仍未明确。近年来外泌体
作为介导细胞通讯的重要媒介, 其在疾病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同时, 我们近年研究表明,
血管紧张素（1-7）可抑制脂多糖所介导巨噬细胞的炎性反应。因此, 本研究拟探讨在急性肺
损伤中巨噬细胞与肺泡上皮细胞相互作用的机制, 及血管紧张素（1-7）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方法 外泌体的提取与鉴定: 分别用 PBS、LPS、 Ang（1-7）预处理+LPS 刺激巨噬细胞, 收
集细胞上清并提取外泌体, 通过电镜、NTA 检测进行外泌体形态学分析, 及 WB 进行外泌体
特异蛋白鉴定。体内, 采用外泌体气管内灌注的方式构建 ALI 小鼠模型。分别用上述各组外
泌体刺激小鼠, 通过 HE 检测肺损伤情况, ELISA 法检测 BALF 中炎性因子分泌情况, 免疫组
化及 WB 检测 NLRP3 炎症小体激活和细胞焦亡情况。体外, 通过质谱分析检测各组外泌体
中组分差异, WB 及 qPCR 检测外泌体中 GBP2 的变化；同时将各组外泌体刺激Ⅱ型肺泡上
皮细胞(MLE-12), WB 检测其 NLRP3 炎症小体激活和细胞焦亡情况, 及 COIP 检测 GBP2 与
NLRP3 炎症小体结合情况。
结果 LPS 刺激巨噬细胞释放的外泌体能引起小鼠急性肺损伤, 激活 NLRP3 炎症小体和焦亡
情况。LPS 刺激巨噬细胞释放的外泌体能激活 MLE-12 中 NLRP3 炎症小体, 促进细胞焦亡。
质谱结果显示: LPS 刺激巨噬细胞释放的外泌体中 GBP2 表达明显增高, 且在 MLE-12 中能
与 NLRP3 炎症小体相互结合。Ang(1-7)通过下调巨噬细胞来源的外泌体中 GBP2 的表达和
分泌, 抑制小鼠肺组织和 MLE-12 中 NLRP3 炎症小体激活与细胞焦亡。
结论 LPS 诱导巨噬细胞产生内含 GBP2 的外泌体通过激活 NLRP3 炎症小体诱导焦亡从而引
起急性肺损伤, 血管紧张素（1-7）可抑制上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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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of theophylline and dexamethasone decrease
CSE-induced inflammation through inhibiting PI3K/Akt
pathway and increasing HDAC2 expression
Xue-Jiao Sun, Zhan-Hua Li, Yang Zhang, Xiao-Ning Zhong, Zhi-Yi H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Background Lung and systemic inflamm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impaired lung function and
increased mortality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patients. It has been shown
that either theophylline or glucocorticoids has an anti-inflammation effect in some respiratory
diseases. However, corticosteroid insensitivity is a major barrier in anti-inflammation of
COPD.This study wasto explored whether combination of theophylline and dexamethasone (Dex)
could decrease cigarette smoke extract (CSE)-induced inflammation via increasing HDAC2
expression and inhibiting PI3K/Akt pathway, which could be related to corticosteroid sensitivity.
Methods Half-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IC50) of Dex (IC50-Dex) was used for
observing corticosteroid sensitivity. IC50-Dex was determined by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Dex
and the levels of TNF-α-induced IL-8. HDAC2 expression was measured by Real-time PCR
(RT-PCR) and Western Blot (WB) in U937 cells induced by CSE. Activities of PAkt and PI3K-δ
were measured by WB.
Results Theophylline and Dex could significantly decrease IL-8 induced by CSE. And then, we
demonstrated that combination of theophylline and Dex reversed corticosteroid insensitivity of
U937 cells exposed to CSE. Besides, combination treatment could inhibit PI3K/AKT pathway and
the combination treatment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theophylline alone. In addition, U937 cells
treated with CSE showed a reduction in HDAC2 mRNA and HDAC2 protein expression, which
could be restored by pre-incubation with combination treatment or theophylline, especially
combination treatment.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proved that combination treatment of theophylline and Dex could
decrease CSE-induced inflammation via inhibiting PI3K/Akt pathway and increasing HDAC2
protein expression. The combination treatment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theophylline alone.

大气颗粒物通过miR-29b/C1QTNF6/AMPK通路促进呼吸道炎
症反应
王坚, 宋元林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背景 PM2.5 作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成分, 对人类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PM2.5 导致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支气管哮喘等慢性气道疾病的发生、急性加重以及死亡。
炎症反应是 PM 引起肺部疾病发生和急性加重过程中核心的病理生理学反应, 但是其具体的
调控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方法 用人气道上皮细胞建立 PM2.5 急性暴露的细胞模型, 通过 miRNA PCR array 检测
PM2.5 暴露组和对照组中 miRNA 的表达变化, 筛选表达和丰度最高的 miR-29b 作为研究对
象。利用 miR-29b 模拟物和抑制剂研究 miR-29b 在 PM2.5 导致气道炎症反应中的作用以及
相关的通路。用 RNA 测序技术探索 miR-29b 下游的靶基因,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验证
miR-29b 调控 C1QTNF6 发挥作用。通过 C1QTNF6 过表达和敲除研究 C1QTNF6 在 PM2.5
导致气道炎症反应中的作用以及相关的通路。用急性 PM2.5 暴露小鼠模型进一步验证
miR-29b 抑制剂对 PM2.5 导致的肺内炎症反应的作用。
结果 通过 miRNA PCR array 检测, 我们筛选表达和丰度最高的 miR-29b 作为研究对象。
miR-29b 具有生物学保守在, PM2.5 暴露能够引起人气道上皮细胞、小鼠肺泡上皮细胞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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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噬细胞均表达升高, 具有浓度和时间依赖性。miR-29b 模拟物能够促进 PM2.5 导致的炎症
因子（IL-1β、IL-6 和 IL-8）
表达, 而 miR-29b 抑制剂能够抑制 PM2.5 导致的炎症反应。miR-29b
能够抑制保护性的 AMPK 通路的活化, 同时敲除 AMPK 能够促进 PM2.5 导致的炎症反应。
通过 RNA 测序技术以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我们筛选出 C1QTNF6 是 miR-29b 的下游靶点, 再
通过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进一步证实。PM2.5 暴露能够抑制人气道上皮细胞内 C1QTNF6
的表达。同时, miR-29b 模拟物能够抑制 C1QTNF6 表达而 miR-29b 抑制剂能够促进 C1QTNF6
表达。通过慢病毒转染过表达 C1QTNF6, 这能够抑制 PM2.5 导致的炎症反应, 同时激活细
胞内 AMPK 通路。而抑制 C1QTNF6 能够促进 PM2.5 导致的炎症反应, 并抑制了细胞内
AMPK 通路。利用急性 PM2.5 暴露小鼠模型, 尾静脉注射 miR-29b 抑制剂能够抑制 PM2.5
导致的肺内炎症反应, 减轻肺泡灌洗液中炎症细胞的数量和炎症因子（IL-1β、IL-6 和 IL-8）
的表达。
结论 PM2.5 能够促进人气道上皮细胞、小鼠肺泡上皮细胞以及巨噬细胞内 miR-29b 的表达。
上调的 miR-29b 通过抑制 C1QTNF6 的表达, 进而抑制细胞内保护性的 AMPK 通路的活化,
导致炎症因子的分泌。当给予外源性的 miR-29b 抑制剂能够抑制 PM2.5 导致的炎症反应。
这些结果说明 miR-29b 在 PM2.5 导致的呼吸道炎症反应中发挥了重要的调控作用, 是一个潜
在的生物学靶点。

香烟诱导HMGB1转位及释放参与慢阻肺巨噬细胞的凋亡和迁移
乐艳青 1, 王燕红 2, 周璐 1, 孙永昌 1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中山市人民医院
背景 巨噬细胞的功能异常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 COPD）密切相关, 香烟烟雾萃取
物（CSE）促进巨噬细胞的凋亡及迁移, 进而参与了气道的慢性炎症, 然其机制尚不明确。
慢阻肺血清、肺组织及肺泡灌洗液（BALF）中 HMGB1 明显表达升高, 且与肺功能呈负相
关, HMGB1 表达、转位（胞核向胞浆转移）及释放参与了多种炎症性疾病, 因此, 本研究的
目的是探讨 HMGB1 的表达、转位及释放参与慢阻肺巨噬细胞的凋亡和迁移。
方法 首先采用免疫组化（IHC）和免疫荧光（IF）方法检测慢阻肺患者、吸烟肺功能正常
及非吸烟肺功能正常者的肺组织标本中 HMGB1 的表达及转位的情况, ELISA 方法检测血清
中 HMGB1 的释放水平, 其次在 24 周香烟烟雾（CS）小鼠的肺组织中采用 IHC 及 IF 方法检
测 HMGB1 的表达及转位的情况, ELISA 方法检测血清中 HMGB1 的释放水平, 最后通过肺
泡巨噬细胞系（MH-S）检测 HMGB1 的表达、转位及释放的情况, 通过流式细胞技术及免
疫印迹（WB）方法检测 CSE 刺激 MH-S 凋亡的情况, 通过 Tranwell 实验观察 MH-S 的迁移
情况, 拮抗 HMGB1（中和抗体 anti-HMGB1 Ab 及抑制剂 glycyrrhizin）后检测 CSE 诱导的
MH-S 的凋亡和迁移情况。
结果 与吸烟肺功能正常及非吸烟肺功能正常组比较, 慢阻肺患者肺组织中 HMGB1 表达明
显增加, 并发生转位, 血清 HMGB1 水平升高, 同时通过 IF 可明确 HMGB1 发生转位且与巨
噬细胞的标记（CD68）共定位, 提示提示慢阻肺巨噬细胞中的 HMGB1 表达增加、转位及
释放。CS 暴露小鼠的肺组织和血清中同样发现巨噬细胞中 HMGB1 的表达增加、转位及释
放。CSE 刺激 MH-S 细胞可诱导 Annexin V+/PI+细胞增加, bax 表达下降, bcl2 表达增加, 而拮
抗 HMGB1（anti-HMGB1 Ab 及 glycyrrhizin）可保护这一过程, 提示 HMGB1 参与 CSE 诱导
的巨噬细胞的凋亡, 同样拮抗 HMGB1 可保护 CSE 诱导的 MH-S 的高迁移, 进一步予重组
HMGB1 亦可诱导 Annexin V+/PI+细胞增加, bax 表达下降, bcl2 表达增加和迁移增多, 这些都
充分证明 HMGB1 参与 CSE 诱导的巨噬细胞的凋亡和迁移,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拮抗 HMGB1
可抑制 CSE 诱导的 P65 的磷酸化, 提示 HMGB1 可能是通过引起 NF-κB 信号的活化参与 CSE
诱导的巨噬细胞的凋亡和迁移。
结论 香烟诱导的 HMGB1 表达、转位及释放通过激活 NF-κB 信号参与慢阻肺巨噬细胞的凋
亡和迁移, 为慢阻肺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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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ythromycin Reverses Cigarette Smoke Extract-induced
Corticosteroid Insensitivity by Inhibition of the JNK/c-Jun
Pathway
Yan-Fei Bin, Nan Ma, Xue-Jiao Sun, Yi Liang, Yan-Xiu Lu, Jing Bai, Jian-Quan Zhang,
Mei-Hua Li, Xiao-Ning Zhong, Zhi-Yi 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21, China.
Background Corticosteroidinsensitivity is a feature of airway inflammation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Erythromycin exhibits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y in COPD, but the
concrete mechanism is still unclear.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rythromycin on
corticosteroid sensitivity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and U937 cells.
Methods PBMCs were collected from non-smokers, healthy smoker volunteers, and COPD
subjects; and U937 cells were incubated with or without erythromycin and stimulated with TNF-α
i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cigarette smoke extract (CSE). Effects of thedexamethasone (Dex)
concentration required to achieve 50% inhibition of TNF-α-induced IL-8 production were
determined, and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Activator protein ‐ 1 (AP ‐ 1)
pathways were detected.
Results Erythromycin improved corticosteroidsensitivity in PBMCs obtained from COPD patients
and CSE-treated U937 cells. This improvement in corticosteroidsensitivity wa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expression of c-Jun, and inhibition of P38MAPK, ERK1/2, and JNK phosphorylation
occurred due to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c-Jun. Erythromycin did not have any effect on
phosphorylated and total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of P38MAPK and ERK; however, it caused
inhibition of phosphorylated and total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of JNK.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that erythromycin restores corticosteroid sensitivity in
PBMCs and U937 cells. JNK inhibition by erythromycin restores corticosteroid sensitivity via
inhibition of c-Jun expression, and thus JNK/ c-Jun is a potential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CO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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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交流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patients with airway stents
Yang Xia, Rui Jin, Wen Li, Hua-Hao Shen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angzhou, Zhejiang 310009, China.
Backgroud Airway stent implantation is a highly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airway stenosis. However,
it is presently unclear whether patients with airway stents can safely undergo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Methods Airway stents are mainly classified into metallic stents and non-metallic stents in terms
of the material, the former consist of stainless steel (SS) and nickel-titanium memory alloy stents.
For such stents, MRI may induce stent dislodgment or heating and may be associated with
stent-induced artifacts. We thoroughly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experimental data, and
manufacturer information on non-metallic, stainless steel and nickel-titanium alloy stents.
Results Non-metallic stents are made of non-ferromagnetic materials and associated with no
dislodgment, MRI-related heating and magnetic artifact. SS stents that meet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5832-l standard are completely nonmagnetic and thus are
in no concern of dislodgement and heating, although they produce artifacts compromising MRI
clarity. Magnetic SS stents, however, may shift in the magnetic field and generate significant
artifacts, affecting image quality. Nickel-titanium alloy stents are not at risk of dislodgement or
heating, but may create some artifacts affecting image quality.
Conclusions MRI safety varies by stent material. Both non-metallic and nickel-titanium alloy
stents are safe for patients who must undergo MRI. However, the safety of stainless steel stents
depends on the type of steel used. SS stents that meet the ISO 5832-l standard are safe for MR
procedures, while patients with magnetic SS stents should not undergo MRI unless the risks are
weighed and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are carefully followe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iRNA-mRNA-lncRNA networks in
severe asthma
Qian Zhang
Nanjing Medical Univercity Affiliated Changzhou No.2 People’s Hospital
Aim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severe asthma.
Methods The shared and divergent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mRNAs (DEmRNAs), miRNAs
(DEmiRNAs) and lncRNAs (DElncRNAs) in asthma and severe asthma were identified by
RNA-sequencing. Severe asthma specific and shared DEmiRNA-DEmRNA-DElncRNA
interaction network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1328 DEmRNAs, 608 DElncRNAs and 63 DEmiRNAs
were identified in severe asthma. Compared with asthma, 95 DEmRNAs, 143 DElncRNAs and 96
DEmiRNAs were identified in severe asthma. MiR-133a-3p-EFHD2/CNN2-AC144831.1 interactions and
miR-3613-3p-CD44/BCL11B-LINC00158/CTA-217C2.1/AC010976.2/RP11-641A6.2 interactions were
speculated to involv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evere asthma. The results of GSE69683 validation were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our RNA sequencing results.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d clu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severe asth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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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monary epithelioid hemangioendothelioma complicated with
adrenal and bone metastases: a case report
Hong-Yan Fu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Hemangioendothelioma is a very rare low-grade neoplasm of vascular origin that often involves
the lungs, liver, skin, bone and and other site.It often affects single organ, but multiple metastases
are less common.It occurs simultaneously in the lungs, adrenal glands and bones is quiet rare.Few
cases have been recorded until now.The diagnosis is confirmed on the basis of positive
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ing.Pulmomary epithelioid hemangioendothelioma complicated with
adrenal gland and bone metastases are extremely rare.So far, no report has been er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Our case highlights a rare clinical pressentation, etiology, diagnosis and prognosis.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case report will provide useful contributions to existing data on PEH metastases.

The practical benefit of Phadiatop test as a first-line in-vitro
sIgE screening of aeroallergens among Chinese asthmatics: A
validation study
Hai-Sheng Hu, Bao-Qing Sun, Pei-Yan Zhe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Background Phadiatop contains most of inhalant allergens and can reduce costs associated with
allergic response testing for patients in low-income region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sults of Phadiatop test in asthmatic patients in many central cities in China and evaluate the
utility of Phadiatop test in areas with large populations.
Method The Phadia CAP system was used for Phadiatop test in 382 people (290 asthmatic
patients and 92 healthy control), who underwent simultaneous serum sIgE testing with 4 allergen
mixes: house dust allergen mix (hx2), molds and yeasts allergen mix (mx2), tree pollen allergen
mix (tx4) and weed allergen mix (wx5) in China.
Results The overall rate of Phadiatop-positivity was 46.2% among the asthmatic patients,
comparable to the data by allergen mix assays (45.5%). Although the donors of test sera ca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IgE positivity between
Phadiatop and previous allergen mix tests for any given regional source of serum samples.
Phadiatop tests demonstrated satisfactory sensitivity for tx4 (100%), hx2 (98.2%) and wx5
(95.5%), but not for mx2)(78.4%). Yet the mx2 sIgE level of those miss diagnosed allergic
patients were quite low (≤0.90 kUA/l). With an increase in Phadiatop sIgE level, the level of hx2
sIgE also increased (rs= 0.924). Further, the rate of accuracy of Phadiatop test was 100% for
subjects who had been sensitized to two or more allergen mixes, while over 90% atopic asthma
sensitized to two or more allergen mixes. Interestingly, there were five serum samples from the
asthma group showed very high total Phadiatop sIgE level in contrast to relatively low allergen
mix sIgE levels, and seven samples were allergen mix-negative but positive by Phadiatop in the
non-asthma group. This may give rise to the serious consideration about the advantage of a single
Phadiatop screening test over ImmunoCAP assays for combinations of allergen mixes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Conclusion As we have shown in this study, there was a high prevalence of allergen sensitization
among our cohort. Allergen detection is necessary in asthmatics patients. Phadiatop test has high
diagnostic efficacy.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first choice for allergen response detection in
China, as it may reduce the medical costs and reduce missed diagnoses. Among asthmatic patients
in China, Phadiatop sIgE positivity might indicate allergy to dust m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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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146a attenuates IFN-γ production, TLR4, IRAK1 and
NF-κB activation in pulmonary arterial smooth muscle cells
Ming Jiang1, Dan Yang1, Chang-Ming Wang1, 2, Li-Bing Ma1, Wu-Zhou Lin1, Xiao-Li Liu1,
Qian Lyu1, Shu-Yuan Chu1
1.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
2. Guilin People's Hospital
Background The microRNA-146a (miR-146a) could regulate proliferation of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and inhibits inflammation of airway, but its role in inflammation of pulmonary arterial
smooth muscle cell (PASMC) hasn’t been reported. We aim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iR-146a on
regulating inflammatory signaling.
Methods Primary PASMCs were separated from rats. Cells were stimulated by lipopolysaccharides
(LPS). miR-146a was transfected into cells with plasmid. miR-146a expression in PASMCs was
assessed by real-time PCR.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TLR4, phosphorylated-IRAK-1,
phosphorylated-IKK, phosphorylated-IκB and NF-κB (P65) in PASMCs was analyse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The level of IFN-γ was detected using ELISA.
Results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TLR4, phosphorylated-IRAK-1, phosphorylated-IKK,
phosphorylated-IκB and NF-κB (P65) in PASMCs was increased when induced by LPS, which
was reversed by miR-146a. The level of IFN-γ in supernatant of PASMCs was higher in
LPS-treated group than controls, which was decreased in cells with miR-146a overexpressed.
Conclusions miR-146a could attenuate LPS-induced IFN-γ production, and activation of TLR4,
IRAK-1 and NF-κB in PASMCs, which might provide novel target on the therapy of pulmonary
hypertension.

Acute eosinophilic pneumonia with lobar consolidation and joint
pain and stiffness: a case report
Jia-Jia Liu, Zhi-Wei Shen, Guo Liu, Hong-Hong Mu, Jia-Yi Li, Ben-Xue Li, Cheng Zhang
Guizhou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Background Acute eosinophilic pneumonia (AEP) is an acute febrile disease with good prognosis.
It is categorized within the heterogenous group of eosinophilic lung diseases,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airway and/or lung tissue eosinophilia in the absence of other causes of eosinophilia such as
vasculitis and fungal/parasitic infections. It often manifestes as cough, dyspnea and fever,
sometimes may also as myalgia. However, there are no reports of eosinophilic pneumonia with
lobar consolidation, joint stiffness, joint pain, lymph node enlargement and abnormal liver
function in the world.
Methods Based on this case and reviewed other cases, w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it’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The patient was a 47-year-old man who presented with a 10-day history of cough,
high-grade fever and joint pain befo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On admission, there was redness
of the pharyngeal tonsils, stiffness and pain of joints and transient rash.Auscultation of the lungs
revealed bilateral coarse crackles.Laboratory examination indicated his peripheral white blood and
eosinophils counts increased obviously and slight abnormality of liver function. Serum C-reactive
protein and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also elevated.CT showed bilaterally patchy infiltrates
and superficial B-ultrasound revealed bilateral supraclavicular lymph nodes. Repeated blood
culture and sputum culture were normal.Percutaneous lung biopsy was performed which showed
lung inflammation and negative acid-fast staining.The rest of the examination was unremark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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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was given amoxicillin/potassium clavulanate, moxifloxacin and meropenem successively on
IV for the anti-infection of presumed lobar pneumonia complicated with possible septicemia at the
beginning.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after antibiotic treatment and
symptoms continued to worsen. Based on the clinical data, adult-onset Still’s disease(AOSD)
couldn't be excluded, the patient received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40mg of methlprednisolone
every day and antibiotics discontinued. The patient felt much better with improvement of fever,
cough, sore throat and joint dysfunction the next day. He continued to be clinically stable up and
was discharged. On follow-up in clinic 1 month later, the patient was noted to have complete
clinical recovery. Pathologists at our hospital have studied the lung biopsy specimens again and
found that eosinophil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was marked.Based on the previous increasd
eosinophil in peripheral blood, we revised the diagnosis as AEP.
Conclusion AEP is easily misdiagnosed when it presents atypical manifestations such as fever,
lobar consolidation, joint pain and stiffness at the same time. Eosinophil count increase in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 and / or peripheral blood, and eosinophil increase in lung
biopsy are helpful for the diagnosis of the disease.

Efficacy of Ado-trastuzumab emtansine in HER-2 aberrant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Yang Xia1, Xiu Huang1, Rui Jin1, Jing Zhao2, Ling-Yun Lou1, Le-Xin Xia1, Wen Li1,
Hua-Hao Shen1
1.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angzhou, Zhejiang 310009, China.
2. Department of Medical Oncology,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Background HER-2 aberrations, including gene mutation, gene amplification and protein
overexpression,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oncogenic driver alteration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However,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do-trastuzumab emtansine (T-DM1) is varied in HER-2 altered
lung cancer. Thus, we aimed to elucidate the efficacy of T-DM1 in treating different subtypes of
HER-2 aberrations by integrating and reanalyzing the data from current available literatures.
Methods We sought published articles, case reports and ongoing studies that reported efficacy of
T-DM1 in lung cancer with HER-2 aberration. Seven studies met the systematic review criteria.
The main outcomes were the overall response rate (ORR).
Results A total of 93 patients with various HER-2 aberrations were identified in 7 studies. HER-2
upregulation was prone to occurred in the patients with smoking history and adenocarcinoma,
without gender difference, while HER-2 mutations were more common in female non-smoker
with adenocarcinoma. The overall ORR of HER-2 aberration was 19.35%. Subgroup analysis
showed the ORR was 35.00% for sole HER-2 mutation, 42.86% for HER-2 gene amplification,
2.78% for HER-2 protein overexpression, respectively. Of note, ORR was only 8.33% for HER-2
upregulation (protein overexpression and/or gene amplification), while ORR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o 46.15% upon concomitant HER-2 upregulation and mutation. Furthermore, ORR was
25.00% for overexpression plus mutation, but ORR was up to 80.00% for gene amplification plus
overexpression and mutation.
Conclusion T-DM1 is a promising agent targeting to HER-2 mutant or amplified lung cancers and
the therapeutic efficiency might be more pronounced upon HER-2 mutation alone with
amplification. Additional studies of this agent are warr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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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与慢阻肺及健康对照人群血清代谢谱的差异研究
梁瀛，常春，孙永昌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背景 哮喘是常见的气流阻塞性疾病, 但哮喘的早期诊断较为困难, 而且, 在临床实践中, 哮
喘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在某些病例中的鉴别诊断较为困难。哮喘与慢阻肺具有完
全不同的发病机制, 气道炎症反应的类型及炎症细胞的类型存在较大差异。代谢组学分析可
从细胞代谢通路的层面上较为全面地评价代谢物谱, 不同的细胞类型的代谢标志物存在差
异, 因此, 哮喘的代谢谱与慢阻肺及健康对照可能存在差异。
目的 应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的方法, 比较轻度哮喘、慢阻肺稳定期、健康对照 3 组人群之
间血清代谢标志物的差异。
方法 纳入 2015 年 4 月至 10 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内科门诊就诊的轻度哮喘患者 17
例、慢阻肺稳定期患者 17 例、健康对照 15 例, 通过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方法, 采用液相色
谱-质谱联用的检测平台及多因素分析, 比较上述 3 组之间血清代谢标志物的差异。
结果 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显示, 无论是正离子模式还是负离子模式, 哮
喘与对照组之间的代谢标志物轮廓存在显著差别, 两组间共检测出 19 种差异性代谢物；与
之相似, OPLS-DA 分析显示, 无论是正离子模式还是负离子模式, 哮喘与慢阻肺之间的代谢
标志物轮廓亦存在显著差别, 两组间共检测出 17 种差异性代谢物。在上述所有差异性代谢
物中, 哮喘组血清次黄嘌呤的水平显著高于慢阻肺组及对照组。
结论 哮喘具有与慢阻肺及健康对照显著不同的代谢谱。嘌呤代谢可能参与哮喘的发病机制。
次黄嘌呤有可能成为哮喘的一种生物标志物。

Re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Embolism: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Shuang-lan Xu1, Yi-shu Deng1, Yun Zhu2, Shuang-yan Xu3, Chun-lin Xie4, Jie Liu1,
Chun-fang Zhang1, Xi-qian Xing1, Jiao Yang5
1.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Yunnan, China.
2.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Yuxi City, The 6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Yuxi, Yunnan, China.
3.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The Second Aff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4. Department of Thoracic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to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
Kunming, Yunnan, China.
5. First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Background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embolism (PE) have a higher percent of re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 (RDW), which may complicat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agnosis and/or prognosis of PE.
We aim to evaluate the utility of RDW)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PE.
Methods Eligible studies were screened by searching PubMed and EMBASE from inception to
December 23, 2018. The data were pooled using Stata 12 and Meta-DiSc 1.4 softwar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values. The sources of heterogeneity were detected.
Results For diagnosis, 4 studies with 3330 patients were included, and the median RDW varied
across studies from 13.82% to 15.9%, with a median cut-off point of 15.31%. The unadjusted
pooled sensitivity (SEN), specificity (SPE),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PLR), negative lik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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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 (NLR), and diagnostic odds ratio (DOR) were 0.24 (95% CI= 0.22–0.26), 0.93 (95% CI=
0.92–0.94), 4.40 (95% CI= 1.31–14.76), 0.44 (95% CI= 0.20–1.00), and 10.43 (95% CI=
5.34–20.40), respectively.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was 0.81. For prognosis, 7 studies with
2146 patients were included, with median RDW values ranging from 13.4% to 15.7% and a
median cut-off point of 18.27%. A total of 247 patients (11.5% mortality) among the 2146
participants died. Overall, RDW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nosis of PE in the overall
analysis (HR= 1.19, 95% CI= 1.10–1.29, I2 = 73.4%; P= 0.000). Subgroup analyses by study
design, gender, and follow-up time indicated that they were not sources of heterogeneity.
Conclusions Elevated RDW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a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in PE
patients.

红细胞分布宽度对肺栓塞患者诊断和预后价值的影响: 文献综
述和Meta分析
徐双兰 1，邓毅书 1，朱芸 4，徐双艳 3，解春林 2，刘洁 1，张春芳 1，邢西迁 1，杨姣 2
1.昆明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昆明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背景 肺栓塞（PE）患者的红细胞分布宽度（RDW）百分比较高, 这可能使 PE 的诊断和/或
预后复杂化。我们的目的是综合评价 RDW 对 PE 患者诊断和预后的效用价值, 为其预防和
诊治提供依据。
方法 利用计算机检索 PubMed 和 EMBASE 数据库自建库至 2018 年 12 月 23 日公开发表的
有关 RDW 水平与 PE 诊断和/或预后相关的研究, 语种不受限制。使用 Stata 12 和 Meta-DiSc
1.4 软件汇总数据以评估诊断和预后价值。分析和探索异质性的来源。检索中文英相关文献,
回顾性分析并综述。
结果 本研究共检索到 126 篇文献, 依据纳入和排除标准, 最终纳入 11 篇。对于分析诊断价
值的 4 篇文献（3330 名研究对象）, RDW 的中位值从 13.82％到 15.9％不等, 中位数临界值
为 15.31％。未调整的汇总敏感性（SEN）, 特异性（SPE）, 阳性似然比（PLR）, 阴性似
然比（NLR）和诊断比值比（DOR）分别为 0.24（95％CI= 0.22–0.26）, 0.93（95％CI= 0.92–0.94）,
4.40（95％CI= 1.31–14.76）, 0.44（95％CI= 0.20–1.00）和 10.43（95％CI= 5.34–20.40）。
曲线下面积（AUC）为 0.81, 具有中度的诊断价值。由于纳入文章较少, 未进行敏感性、异
质性和发表偏倚的分析。对于分析预后价值的 7 篇文献（2146 名研究对象）, RDW 的中位
值范围为 13.4％至 15.7％, 中位数临界值为 18.27％。RDW 升高的患者死亡率为 11.5％
（247/2146）。纳入各研究中存在异质性（I2 = 73.4%）, 因此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显示 RDW 升高与 PE 患者死亡风险增加有显著的相关性（HR = 1.19, 95％CI=
1.10–1.29）。对研究设计, 性别和随访时间进行亚组分析, 未找到其异质性的来源。敏感性
分析良好, 但存在发表偏倚[Begg 分析(P> |z|= 0.0.009), Egger 分析(P> |z|= 0.000)]。
结论 升高的 RDW 有可能成为 PE 患者诊断和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

MTB73在耐多药肺结核中表达及与左氧氟沙星及卷曲霉素联合
治疗效果的关系
于丹, 刘宁

沈阳市胸科医院
目的 分析 MTB73 在耐多药肺结核中表达情况, 并探讨其与左氧氟沙星及卷曲霉素联合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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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我院收治的 160 例耐多药肺结核和 200 例非耐多药
肺结核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分别命名为耐多药组和非耐多药组, 其中耐多药组给予左氧氟沙
星联合卷曲霉素治疗, 共 2 年；收集两组入组时和耐多药组治疗 6 和 24 个月后 MTB73 mRNA
表达水平、耐多药组治疗 6 和 24 个月后痰抗酸杆菌阴转情况和治疗疗效；其中 MTB73 mRNA
表达水平用实时荧光 PCR 检测。
结果 治疗前, 耐多药组结核分枝杆菌菌株中 MTB73 mRNA 阳性率和表达水平均高于非耐
多药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经治疗: 耐多药组持续 24 个月痰培养阳性者结
核分枝杆菌菌株中 MTB73 mRNA 阳性率和表达水平均高于持续 6 个月痰培养阳性者, 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耐多药组治疗后 6 月和 24 月痰培养阳性中无效者 MTB73mRNA
阳性率及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有效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
得知, 治疗前结核菌 MTB73 mRNA 高阳性/高表达、合并空洞和伴糖尿病是影响耐多药肺结
核患者疗效的危险因素（P< 0.05）。
结论 MTB73 在耐多药肺结核痰培养结核菌种高表达, 阳性率和表达水平越高者, 其痰培养
转阴率越低, 与合并空洞、糖尿病一起是影响多药肺结核患者疗效的独立危险因素。

Health status and risk factors of over-diagnosed COPD subjects
referenced lower limit of normal FEV1/FVC
Li-Bing Ma, Ming Jiang, Jiang-Hong Wei, Mei-Xi Chen, Ji-Ying Wang, Jing-Jie Wu, Miao Luo,
Qing Xu, Xiao-Li Liu, Wei-Wei She, Lin Mai, Shu-Yuan Chu, Bi-Wen Mo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
Background The threshold of lower limit of normal (LLN) lung function was showed more
accurate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diagnosis than the 0.7 fixed ratio
(FEV1/FVC<0.7). We aim to explore health status and risk factors of over-diagnosed COPD
patients when using LLN as the reference diagnostic criterion.
Methods Patients with COPD diagnosed by pulmonologist according to guidelines of the Global
Initiative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Lung Disease (GOLD) were obtained from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6 to April 2018. Over-diagnosed COPD was defined as met criterion of 0.7 fixed ratio
but not FEV1/FVC LLN criterions. Spirometry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performed by eligible
subjects.
Results A total of 513 subjects were included in final analysis. 20 (3.9%) subjects were
over-diagnosed when using LLN as the reference diagnostic criterion. The over-diagnosed
subjects were older and heavier in body weight, had better lung function, lower mMRC score,
higher SGRQ scores and SF-36 scores than non-over-diagnosed subjects. Older in age, heavier in
weight, exposure to cooking oil fume and recently decorated house were respectively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over-diagnosis COPD.
Conclusions Subjects with over-diagnosed COPD subjects were in a better health status and had
better lung function than non-over-diagnosed patients. Older in age, heavier in weight, and
exposure to cooking oil fume and recently decorated house were risk factors of over-diagnosed
COPD subjects. Those findings may contribute to reduce over-diagnosis of COPD based on 0.7
FEV1/FVC fixed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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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高压患者红细胞分布宽度对其预后影响的系统回顾和
meta分析
刘洁 1, 杨姣 2, 徐双兰 1, 朱芸 4, 徐双艳 3, 张春芳 1, 邢西迁 1, 邓毅书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玉溪市人民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背景 肺动脉高压可以增加右心室(RV)后负荷, 并导致右心衰竭和不良预后, 所以它严重威
胁着人们的健康。然而,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有效的非侵入性指标来评估肺动脉高压的
预后。以往的研究报道了红细胞分布宽度在预测恶性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不良结局中的价值。
最近的研究发现, 红细胞分布宽度可以作为不同病因肺动脉高压患者不良结局的预后指标,
然而到目前为止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因此,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红细胞分布宽度对肺动脉
高压预后的影响。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 和 EMBASE 数据库, 搜索有关红细胞分布宽度与肺动脉高压预后
关系的文献, 检索时限均为从建库到 2018 年 9 月 14 日。采用 Newcastle-Ottawa Scale 质量评
定量表对纳入文献的质量进行评价, 评分为≥ 7 分的研究被认为是合格的。统计学异质性采
用 CochranQ 检 验 和 I2 来 评 估 ( 低 度 = 0–25.00% ； 中 度 = 25.00%–50.00% ； 高 度 =
50.00%–75.00%), P≤0.10 或 I2≥ 为 50%表明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否则,
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我们进行了敏感性和亚组分析来探索异质性的来源。
结果 共检索到 1174 篇文献, 其中 6 篇符合条件的文献（包含 588 位患者）被纳入 Meta 分
析。六项研究的样本大小从 9 到 149 不等, 其中女性患者远远多于男性患者(69.56% vs
30.44%)。588 例患者(IPAH 占 70.24%)中 196 例(33.33%)死亡, 4 例(0.68%)接受了肺移植。
Meta 分析结果表明: 增加的红细胞宽度可预测肺动脉高压患者较差的预后(HR= 1.24,
95%CI= 1.17–1.32), 且存在中度异质性(I2= 34.60%)。亚组分析结果显示: 研究设计、研究地
点和患者年龄均不是异质性的来源。此外, 我们还发现: 红细胞分布宽度在回顾性研究中有
预后价值(HR= 1.28, 95%CI= 1.13–1.45), 而在前瞻性研究中无预后价值(HR= 1.01, 95%CI=
0.78–1.30)；在欧洲, 红细胞分布宽度可作为肺动脉高压的预后生物标志物(HR= 1.30,
95%CI= 1.20–1.40), 而在亚洲则不能(HR= 1.10, 95%CI= 0.90–1.34)；红细胞分布宽度对 44
岁以上患者有预后价值(HR= 1.30, 95%CI= 1.20–1.40), 而对 44 岁及以下患者无此价值(HR=
1.10, 95%CI= 0.90–1.34)。
结论 红细胞分布宽度为肺动脉高压患者提供了重要的预后信息, 可用于更好地优化患者管
理和指导临床治疗。

以乳糜胸为首发症状PET/CT阴性的印戒细胞癌1例并文献复习
李鹤, 刘双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目的 探讨、分析合并乳糜胸的印戒细胞癌患者临床表现、病理特征、诊断、鉴别诊断、治
疗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报告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1 例经胃镜病
理诊断的伴乳糜胸的印戒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 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分别以“印戒细胞
癌”和“乳糜胸”为关键词, 通过万方数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对中文文献进行
检索, 分别以“signet-ring cell carcinoma”和“chylothorax”通过 Pubmed、Embase、Ovid 数据库,
对英文文献进行检索, 检索时间为 1980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结果 患者男, 35 岁, 因“进行性呼吸困难伴下肢水肿 2 月余”入院经胃镜病理明确诊断印戒细
胞癌。共检索到检索相关文献 11 篇, 其中英文文献 8 篇, 中文文献 3 篇, 共 11 例印戒细胞
癌伴乳糜胸患者。
结论 印戒细胞癌是一种高度恶性、早期转移、治疗困难及预后不佳的疾病, 治疗以化疗为
主, 但该病预后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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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of airway stenosis caused by proton treated by sapphire
contact laser via bronchoscope
Li-Yong Shi, Xiao-Yang Chen, Yi-Ming Zeng
The 2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de effects of ptoron radiotherapy and observe curative effect of
Sapphire Contact Laser via Bronchoscope.
Methods We present the case of a man, 67-year-old, who was a smoker and farmer by occupation,
presented to us with complaints of cough for 2weeks in 2012, chest CT scan showed nodule in
right middle lobe and subcarinal lymph node enlarged. He didn’t make a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until 2013, clarified the diagnosis of lymph 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 by EBUS-TBNA. Then
had lobectomia pulmonalis and chemotherapy. The patient suffered the recurrent tumor in 2016
and the lymth node puncture pathology result suggests squamous-cell carcinoma with multiple
metastasis（cT1N3Mc IVB, PS= 1 score）. Then treated with chemotherapy combined Proton
radioherapy. The patient began to productive cough and sputum with shortness of breath in
Nov.2017. We had the diagonosis of tracheostenosis by chest CT and bronchoscope showed the
7cm away from glottis appears a narrow (4.5mm) in weasand. The pathology of TBLB suggested
inflamtion, we thought the tracheostenosis was caused by radiotherapy. The patient was treated
with sapphire contact laser via bronchoscope.
Results Radiation therapy for lung cancer often leads to treatment-related pneumonitis or lung
fibrosis, especially with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Proton radiotherapy can reduce these toxicities
and have fewer side effects due to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ton beams are exploited to
enhance the dose to the target and to reduce the dose to healthy tissues which called Bragg peak.
Few studies have been reportedradiation pneumonitis caused by proton but this patient appeared.
After the treatment of sapphire contact laser, the the diameter of narrow increased from 4.5mm to
6.5mm and the symptom of breathless alleviated after treatment.
Conclusion Proton radiotherapy can also cause radiation damage such as tracheostenosis, and the
sapphire contact laser via bronchoscope has Good curative effect.

机械通气患者吸气肌训练效果的Meta分析
姚丽 1, 2, 杨琳 1, 杨丽平 1, 张志刚 1, 张彩云 1, 丁楠楠 1, 田金徽 1
1.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2.兰州大学护理学院
目的 评价吸气肌训练在机械通气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计算机检索 Cochrane Library、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
数据库（CBM）、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和万方数据库（Wanfang Data）中有
关吸气肌训练应用于机械通气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 经文献筛选, 资料提取与评价文献质量
后, 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最终纳入 27 篇文献, 共 1 370 例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 吸气肌训练能有效改善机
械通气患者治疗后最大吸气压、治疗前后最大吸气压差值、动脉氧分压和动脉血氧饱和度
[WMD= 7.98, 95%CI（7.22, 8.73）, P< 0.001；WMD= 5.76, 95%CI（4.23, 7.29）, P< 0.001；
WMD= 6.67, 95%CI（5.21, 8.13）, P< 0.001；WMD= 2.45, 95%CI（1.78, 3.12）, P< 0.001], 减
少患者机械通气持续时间、脱机持续时间和 ICU 住院时间[SMD= -0.45, 95%CI（-0.62, -0.29）,
P< 0.001； SMD= -0.97, 95%CI（-1.42, -0.52）, P< 0.001；WMD= -3.22, 95%CI（-4.96, -1.48）,
P< 0.001], 降低病死率[OR= 0.47, 95%CI（0.25, 0.86）, P= 0.02]。
结论 吸气肌训练能有效改善机械通气患者最大吸气压, 提高其呼吸肌肌力与耐力, 改善患
者氧合状态, 从而减少机械通气持续时间、脱机持续时间和 ICU 住院时间, 并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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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涉及本研究评价指标的纳入研究数量有限且部分评价指标间存在异质性, 故未来仍需
多中心、高质量、大样本的研究进一步评价吸气肌训练在机械通气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膈肌浅快呼吸指数预测机械通气脱机的诊断性Meta分析
张斌 1, 2, 曹薇 2, 吴秀 2, 刘运安 2, 赵媛 2, 张青青 2, 王胜昱 2
1.永寿县人民医院
2.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采用 meta 分析系统评价膈肌浅快呼吸指数（diaphragmatic rapid shallow breathing index,
D-RSBI）对机械通气脱机的诊断价值。
方法 系统检索 PubMed、Elsevier、Web of science、Ovid-EMbase、中国知网、万方、维普、
CSCD 等数据库, 检索时间为各数据库建库至 2019 年 02 月。由 2 人按照设定的纳入与排除
标准进行筛选文献, 查找相关文献, 并采用 QUADAS-2 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 利用
Meta-DiSc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汇总结果。
结果 共纳入 4 篇文献和 215 例患者, D-RSBI 对有创机械通气脱机的合并诊断价值分别为:
灵敏度为 0.88（95%CI, 0.81–0.93）, 特异度为 0.76（95%CI, 0.65–0.85）, 阳性似然比为 3.51
（95%CI, 2.35–5.24）, 阴性似然比为 0.18（95%CI, 0.11–0.28）, 诊断比值比为 24.82（95%CI,
11.55–53.3）, 综合受试者曲线下面积为 0.9012。
结论 膈肌浅快呼吸指数在有创机械通气脱机的诊断中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可作为辅助预
测脱机的诊断指标。

基于表达谱数据挖掘和共表达模块分析的哮喘诊断生物标志物
鉴定
方芳, 李毅平, 李艳红, 汪健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通过表达谱数据挖掘和共表达模块分析, 鉴定哮喘的相关生物标志物并探索其上游的
转录调控因子。
方法 将 GEO 数据库中的表达数据集 GSE4302 及 GSE67472 合并作为研究样本数据集, 使
用 R 程序对数据集进行背景矫正与标准化, 使用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算法对预处理后
的表达数据集进行网络构建、共表达模块鉴定、模块显著性检验, 以寻找与哮喘显著相关的
共表达模块。然后使用 cytoscape 软件构建哮喘相关模块的共表达网络, 使用 DAVID 工具对
共表达模块中的基因进行 Gene Ontology (GO)和 PATHWAY 分析, 使用工具 WebGestalt 对
共表达模块中的基因进行转录因子和 miRNA 的富集分析, 最后通过模块内分析进行中心基
因鉴定。
结果 分析发现 8 个在表达数据集中共表达的基因模块, 其中与哮喘紧密相关的共表达模块
有 1 个: 模块 brown（包含 594 个基因）。GO 分析显示哮喘相关的共表达模块 brown 富集
到 mitochondrial electron transport, NADH to ubiquinone 和 mitochondrial translational
elongation 等生物学过程, PATHWAY 分析显示哮喘相关的共表达模块 brown 富集到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和 metabolic pathways 等信号通路。转录因子富集分析显示哮喘相
关的共表达模块 brown 显著受转录因子 ELK1 的调控, 转录因子 ELK1 在哮喘中的作用已有
一些研究报道, 需要后续的功能实验进行进一步验证。miRNA 富集分析并未提示哮喘相关
的共表达模块 brown 的重要调控 miRNA。通过模块内分析, 在与哮喘紧密相关的共表达模
块 brown 中我们鉴定了 6 个中心基因。这些鉴定的中心基因是哮喘的候选生物标志物, 与哮
喘的关联尚无文献报道, 需要后续的功能实验进行进一步验证。
结论 我们的研究显示共表达基因模块 brown 在哮喘组和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的表达差异,
富集分析进一步提示了此共表达模块的生物学功能以及调控此共表达模块的关键转录因子。
这些研究结果为哮喘的分子机理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并为哮喘的生物标志物鉴定及早期诊
断工具开发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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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年人肥胖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病风险的队列研究
李嘉琛 1, 朱路 1, 吕筠 1, 2, 郭彧 3, 卞铮 3, 裴培 3, 裴正存 5, 杜怀东 4, 陈铮鸣 4, 曹卫华 1,
余灿清 1, 李立明 1
1.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
2.分子心血管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
3.中国医学科学院
4.牛津大学
5.中日友好医院
背景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健康和公共卫生问题。体重和脂肪分
布可能与慢阻肺发病风险有关, 然而现有的前瞻性研究证据有限, 尤其是中心性肥胖与慢阻
肺风险之间的关联还不明确。
方法 本研究基于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CKB）队列, 研究对象是来自我国 10 个地区的
30-79 岁成年人。基线调查于 2004–2008 年完成, 身高、体重、腰围和臀围通过客观测量得
到。排除基线患有慢阻肺及主要慢性疾病者后, 共纳入 452, 259 名研究对象, 长期随访截至
2016 年 12 月。利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体质指数（BMI）和中心性肥胖指标与慢阻肺
发病风险之间的关联, 估计风险比（HR）及 95%置信区间（95% CI）。
结果 在 10.1 年随访期间, 新发慢阻肺 10, 739 例。与正常 BMI 者（18.5–< 24.0kg/m2）相比,
低体重者（BMI< 18.5kg/m2 ）慢阻肺发病风险增加, 多因素调整 HR（95% CI）为 1.78
（1.66-1.89）。在调整腰围后, 超重（BMI 24.0–< 28.0kg/m2）和肥胖（BMI ≥ 28.0kg/m2）
与慢阻肺风险之间未发现统计学关联；在调整 BMI 后, 高腰围与慢阻肺风险升高有关, 与腰
围处于正常范围者（男性 70–85cm；女性 65–80cm）相比, 腰围超过 95cm 的男性风险增加
90%（HR: 1.90；95%CI: 1.64–2.21）, 腰围超过 90cm 的女性风险增加 40%（HR: 1.40；95%CI:
1.24–1.58）。腰臀比和腰高比也与慢阻肺风险呈正向关联。
结论 中心性肥胖和低体重是中国成年人慢阻肺发病的危险因素, 保持合适的 BMI 和腰围可
能有助于预防慢阻肺。

FGF-2通过wnt/β-catenin调控CTEPH肺动脉内皮间充质转化
黄志贵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FGF-2 通过 wnt/β-catenin 调控 CTEPH 肺动脉内皮间充质转化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将大鼠随机分为实验组（n= 45）和假手术组（n= 45）, 各分为 1 周组（n= 15）、2
周组（n= 15）、4 周组（n= 15）。实验组通过将大鼠自体血栓经颈外静脉反复注入肺动脉
并注射氨甲环酸抑制纤溶系统建立肺栓塞后血管重塑模型, 假手术组用等量的生理盐水替
代自体血凝块；测量各组大鼠的平均肺动脉压力（mPAP）, 观察各组大鼠肺动脉 HE 染色
组织形态, 并测量大鼠肺动脉管壁面积/管总面积（WA/TA）；应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法
（RT-PCR）、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大鼠肺动脉 FGF-2、wnt 、
β-catenin 和 CD31、α-SMA 表达情况, 并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相对于假手术组, 实验组随着栓塞时间的延长, 大鼠 mPAP、 WA/TA 逐渐升高；大鼠
肺动脉 FGF-2 表达降低；β-catenin 表达升高；间充质细胞的标志物 α-SMA 表达升高和内皮
标志物 CD31 减少表达降低；大鼠的 mPAP 、WA/TA、FGF-2、wnt、β-catenin 和 CD31、
α-SMA 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结论 通过将大鼠自体血凝块反复注入肺动脉并注射氨甲环酸抑制纤溶系统, 我们成功地建
立了 CTEPH 大鼠模型。FGF-2 通过 wnt/β-catenin 调控 CTEPH 肺动脉内皮间充质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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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OC and PROS1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in a thrombophilia family
Da-Wen W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in protein C (PROC) and protein S (PROS1) genes with 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 in
a thrombophilia family.
Methods Five PROC SNPs and eleven PROS1 SNP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Hapmap and 1000
Genomes databases. The minor allele frequencies (MAFs) of SNPs in the thrombophilia family
(Group Ⅰ) and healthy controls (Group Ⅱ) were detected. SNPs were analyzed by Chi-square,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linkage disequilibrium patterns.
Results MAFs for all 16 SNPs were greater than 0.05. Chi-square analysi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 Ⅰ and Group Ⅱ in the frequency of mutant alleles of rs1799808, rs5936,
rs6123, rs12634349, rs6441600, and rs13062355 SNPs (P< 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mutant alleles of rs1799808, rs6441600, and rs13062355 SNPs may contribute to DVT in this
family (OR> 1, L95> 1). Linkage disequilibrium was found among 15 of the PROC and PROS SNPs.
Conclusions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of PROC and PROS1 may b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DVT in this thrombophilia family. Mutant alleles of rs1799808, rs6441600, and rs13062355
SNPs may contribute to DVT, whereas mutant alleles of rs1799810, rs6123, and rs12634349 may
protect individuals from DVT. With the exception of rs9681204, there was linkage disequilibrium
between PROC and PROS1 SNPs. We found that 12 haplotypes were in linkage disequilibrium,
but linkage disequilibrium was strong in only 8 of these (frequency> 5%).

mNGS快速诊断两例鹦鹉热衣原体肺炎
文文, 谷雷, 林静

解放军福州总医院
背景 鹦鹉热衣原体肺炎临床罕见, 除发病率低以外,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检测手段难以即时
做出诊断。近日我院连续收治 2 例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患者, 均通过 mNGS (宏基因组二代测
序技术)得以诊断。现探讨 mNGS 技术对鹦鹉热衣原体肺炎的快速诊断价值。
病例介绍 病例一: 患者男, 45 岁, 既往体健, 因“发热 3 天, 伴乏力、畏冷、头痛、全身酸痛、
咳嗽、咳痰、纳差”入院。起病初期胸部 CT 提示右肺大片实变影（图 12019.1.13）, 先后予
以头孢他啶、氧氟沙星治疗无效, 换用厄他培南、奥司他韦抗感染治疗体温降至正常, 但仍
有意识淡漠、头痛, 4 天后再次出现发热, 体温最高 40℃, 气喘症状逐渐加重, 并出现Ⅰ型呼
吸衰竭, 复查胸部 CT 提示双肺弥漫性炎症性改变（图 2, 2019.1.21）。立即给予气管镜行肺
泡灌洗送 mNGS 病原学检测, 给予无创机械通气, 换用替加环素、复方磺胺甲恶唑、米卡芬
净、亚胺培南、莫西沙星抗感染治疗后体温将至正常, 呼吸困难缓解。最终 BALF 送检病原
学 mNGS 检出鹦鹉热衣原体（图 3, 2019.1.24）。追问病史, 患者养殖鸽子 20 余年。遂停用
米卡芬净、复方磺胺甲恶唑、替加环素, 换用多西环素联合莫西沙星抗感染治疗, 症状逐渐
好转, 未再发热, 呼吸困难明显缓解, 复查血气分析正常, 复查胸部 CT 较前明显好转（图 4,
2019.01.28；图 5, 2019.02.19）。病例二: 患者女, 85 岁, 既往体健, 因“发热 2 天, 伴头痛、
全身酸痛、咳嗽、咳痰、呕吐”入院。体温最高 40.2℃, 起病初期胸部 CT 提示右肺大片实变
影（图 6, 2019.2.12）, 入院予以左氧氟沙星、厄他培南抗感染治疗 2 天未见好转, 仍发热, 体
温 39℃, 换用比阿培南和替考拉宁后体温有所下降, 但仍有低热, 立即行 CT 引导下经皮肺
穿刺, 并留取肺组织行病原 mNGS 检测, 病理提示肺组织肺泡间隔及肺泡腔内见较多炎症细
胞及纤维素渗出, 免疫组化未见肿瘤性病变, mNGS 检出鹦鹉热衣原体（图 7, 2019.2.16）。
追问病史, 患者有长期鸟类接触史。予以多西环素及莫西沙星治疗后症状逐渐好转, 体温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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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正常, 复查胸部 CT 较前好转体温恢复正常, 复查胸部 CT 较前好转（图 8, 2019.02.25）, 仍
在随访中。
讨论 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是动物疫源性疾病, 可通过吸入鹦鹉、鸽子等鸟类排泄物粉尘致病,
亦可在人际间传播。鹦鹉热衣原体属胞内寄生菌, 病原菌经吸入肺内后, 首先入血在肝脾单
核巨噬系统内增殖, 再由血播散至全身器官, 表现为不明原因发热, 体温高达 39-40℃, 可伴
有畏寒, 有剧烈而弥漫性头痛, 或以肺部受累为主要表现, 肺炎发生率高达 85-90%, 严重者
甚至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治疗应选择细胞内活性程度高的抗菌药物, 如四环素类、大
环内酯类, 疗程应长, 至少 10-14 天, 甚至 21 天。mNGS 技术对疑难危重症感染提供快速精
准诊断依据, 早期行 mNGS 检测, 可缩短疗程、改善预后。

尘肺并发自发性气胸350例临床分析
李颖, 张晓华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目的 探讨尘肺并发自发性气胸临床特征, 以提高对本病的诊疗水平。
方法 收集我院 2016 年 5 月～ 2018 年 5 月收治的 350 例尘肺病并发自发性气胸患者的临床
资料, 对其进行分析。
结果 350 例尘肺病并发气胸患者中, 尘肺壹期 22 例, 占 6.3%, 尘肺贰期 26 例, 占 7.4%, 尘
肺叁期 302 例, 占 86.3%；168 例为复发气胸, 复发率高达 48%, 冬春季发病者 232 例, 占
66.3%, 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肺部感染者分别为 54.9%和 47.4%。233 例患者予以高流量
氧疗等基础治疗, 有效率为 93.1%, 114 例予以胸腔闭式引流治疗, 有效率为 86%。
结论 自发性气胸是尘肺较为常见的并发症, 复发率高, 发病率随着尘肺病的期别升高而增
高, 根据不同的病情及时予以不同的治疗方案都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矽肺并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院内感染1例并文献复习
李颖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目的 提高对矽肺并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院内感染治疗的认识。
方法 使用米诺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对 1 例矽肺并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患
者进行治疗, 并结合文献复习。
结果 米诺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院内感染后, 患者感染
症状改善, 感染指标逐渐下降至正常, 痰细菌培养显示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消失。
结论 米诺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感染, 临床效果较好,
值得推广。

肺霍奇金淋巴瘤1例临床特点分析
卜祥玉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
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 根据瘤细胞分为非霍奇金淋巴瘤和霍奇金淋巴
瘤两类。累及肺部较少见, 在肺部主要表现为结节或肿块等, 由于其临床表现及影像缺乏特
异性, 因此极易误诊为肺癌或肺炎等其他疾病。我院 2018 年 7 月收治一名以左肺门占位性
病变为主要表现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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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ruption of sleep architecture significantly discover in
Prevotella enterotype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 patients
Chih-Yuan Ko1, 2, 3, An-Ke Hu1, 2, 3, Huan-Zhang Su1, 2, 3, Mei-Li Weng1, 2, 3, Jiao-Hong Yang1, 2, 3,
Li-Mei Huang1, 2, 3, Xiao-Yang Chen1, 2, 3, Yi-Ming Zeng1, 2, 3
1.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Quanzhou, China.
2. Respiratory Medicine Center of Fujian Province, Quanzhou,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jian Province University, Quanzhou, China.
Intermittent hypoxia and sleep fragmentation are critical pathophysiologic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 (OSAHS). Those manifestations independently affect
similar brain regions and contribute to OSAHS-related comorbidities that are known to be related
to the host gut alteration microbiota. We hypothesized that gut microbiota disruption may
cross-talk the brain function via microbiota–gut–brain axis. Thus, we aimed to survey enterotypes
and polysomnographic data of patients with OSAHS. Subjects were diagnosed by
polysomnography, from whom fecal samples were obtained and analyzed for the microbiome
composition by variable regions 3–4 of 16S rRNA pyrosequencing and bioinformatic analyses.
We examined the fasting levels of interleukin-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of all subjects. Blood
cytokines level of all subject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ree enterotypes Bacteroides,
Ruminococcus, and Prevotella were identified in patients with OSAHS. Arousal-related parameters or
sleep stages are significantly disrupted in apnea-hypopnea index (AHI)≥ 15 patients with
Prevotella enterotype; further analysis this enterotype subjects, obstructive, central, and mixed
apnea indices, and mean heart rate are also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AHI≥ 15 patients. The
present study indicates the possibility of pathophysiological interplay between enterotypes and
sleeps structure disruption in sleep apnea through a microbiota–gut–brain axis and offers some
new insight toward the pathogenesis of OSAHS.

星形诺卡菌肺炎1例临床分析
覃少佳

来宾市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 1 例星形诺卡菌肺炎临床特点并进行文献复习, 探讨该病的诊断及治疗经验。
方法 分析来宾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收治 1 例星形诺卡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
诊断及治疗资料, 分析总结并复习相关文献资料。
结果 患者, 女, 71 岁, 因咳嗽、发热伴气促 4 天入院, 患者呈阵发性连声咳, 咳少许白色粘
液痰, 咳嗽伴有胸痛, 伴发热, 气促, 体温 38.5℃左右。入院查体: T 38.6℃, P117 次/分, R 23
次/分, BP 94/54mmHg, 右下肺叩诊呈实音, 呼吸音消失, 左肺及右上肺叩诊呈清音, 呼吸音
清, 两肺未闻罗音及胸膜摩擦音, 心率 117 次/分, 心律齐, 腹部未见阳性体征。血气分析: PH
7.59、PCO2 42.00mmHg、PO2 53.00mmHg、HCO3- 40.30 mmol/L、HCO3- 37.90 mmol/L、BE
16.80 mmol/L、FiO2 21.00 %。血钾 2.80mmol/L、Na131mmol/L、Cl81mmol/L, 血常规 NEUT%
89.74 %, 白细胞计数正常, CRP 258.50 mg/L, 肿瘤标志物、生化指标未见异常, 大小便常规
正常。胸部 CT: 1、右肺中下叶团块影, 左肺小结节, 考虑恶性病变可能大, 2、两侧胸膜肥
厚, 右侧胸腔少量积液, 纵膈淋巴结肿大。入院诊断: 肺炎Ⅰ型呼吸衰竭。入院后给予左氧
氟沙星及头孢哌酮舒巴坦抗感染等治疗, 患者症状呈进行性加重, 行支气管镜检查: 1、主气
管及右侧支气管大量脓性痰 2、右侧各段支气管开口狭窄并粘膜炎症改变。支刷物涂片: 大
量炎细胞, 脱落上皮细胞形态正常, 片内未见癌细胞, 抗酸染色（-）。病理（右肺下叶）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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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少量支气管及肺泡组织, 支气管粘膜及肺泡上皮细胞轻度增生, 细胞形态正常, 肺间隔及
支气管粘膜下纤维组织增生伴玻璃样变, 间质大量淋巴单核细胞浸润, 符合慢性炎症。痰培
养及涂片均未发现致病菌, 抗感染 1 周复查胸部 CT 检查可见两肺炎症较前增多。改用头孢
哌酮舒巴坦及阿米卡星抗感染, 并给予经皮肺穿刺活检, 经皮穿刺肺组织活检: 考虑炎性假
瘤。穿刺液培养 5 天确诊星形诺卡菌。治疗方案改为复方磺胺甲噁唑 0.48bid 口服, 3 月 3 日
胸部 CT 检查提示双侧胸腔积液, 经穿刺引流液送细菌鉴定及抗菌药物敏感试验, 引流液培
养 5 天结果回报生长星形诺卡菌。持续胸腔引流并继续, 入院经历 29 天治疗好转出院。疗
程共 3 个月, 后随访患者临床治愈。
结论 诺卡菌肺炎是诺卡菌引起的一种少见但严重的肺部感染, 可引起肺脓肿, 经皮肺穿刺
液培养对诊断有价值, 磺胺药对诺卡菌疗效显著。

气管镜下注射顺铂加恩度联合镜下消瘤治疗乳头状
鳞状细胞癌1例
姜文青, 李乐, 殷彬

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
背景 鳞状细胞癌（SCC）是一类起源于支气管上皮, 显示角化和（或）细胞间桥的恶性上
皮性肿瘤, 乳头状鳞状细胞癌为其罕见变异亚型, 多表现为独特的支气管内乳头状生长方式,
由于其病理分型为恶性, 故目前治疗多采用手术加化疗方式, 病人负担较重；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气管镜下注射顺铂加恩度联合镜下消瘤治疗气道乳头状鳞状细胞癌的
应用价值。
方法 分析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肺病科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1 例例气道乳头状鳞状细胞癌患
者, 随访观察了行气管镜下注射顺铂加恩度联合镜下消瘤治疗后的疗效及并发症。
结果 患者成功完成治疗及随访。手术后原气道狭窄得到显著改善, 咳嗽、喘憋等症状得到
缓解, 镜下介入治疗达到预期效果。术后气促评分 1 分, 术后 KPS 评分 90 分, PS 评分 1 分。
呼吸困难严重程度分级(mMRC)评分改善情况: 呼吸困难评分从术前的 3.0 分降到了术后的
0 分, 患者每三个月复查 1 次胸部 CT, 未发现原部位气管出现再狭窄。
结论 气管镜下注射顺铂加恩度联合镜下消瘤治疗乳头状鳞状细胞癌疗效确切, 安全性高。

奴卡菌脓毒血症合并肺部及皮肤感染1例病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罗东玲, 刘积峰, 兰江河, 牙蕾蕾, 覃向林, 余辉

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奴卡菌病的临床特点, 及其对奴卡菌病的诊断及治疗。
方法 报道我院确诊的 1 例奴卡菌脓毒血症合并肺部及皮肤感染病例并回顾相关文献, 对奴
卡菌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实验室检查特点及治疗进行总结。
结果 奴卡菌病患者临床多表现为发热、咳嗽、咳痰, 甚至多发皮肤脓肿, 奴卡菌病影像学表
现常见多肺叶浸润, 多形性改变, 最常见不规则结节样改变或空腔形成, 偶见散在小结节、
包块及间质改变。依据微生物学检查分离及培养出病原菌为奴卡菌病诊断的金标准, 及时适
当的治疗后病情好转。
结论 奴卡菌病多为机会感染性疾病, 临床发热、咳嗽、咳痰为常见症状, 无明显特异性, 影
像学表现以多发肺叶浸润, 多形性改变, 最常见不规则结节样改变或空腔形成多见, 实验室
分离培养出奴卡菌为诊断奴卡菌病的金标准, 磺胺类联合其他药物治疗才能有效控制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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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肺隐球菌病误诊为肺继发性恶性肿瘤的误诊分析及文献复习
黄冰晶, 赖国祥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原南京军区福州总院）
目的 通过对误诊病例的分析及文献复习, 提高对肺隐球菌病和肺继发性恶性肿瘤的认识和
鉴别, 减少误诊。
方法 对我院 1 例乳腺恶性肿瘤患者患肺隐球菌病误诊为肺继发性恶性肿瘤的临床资料进行
回顾性研究, 并复习相关文献, 分析误诊原因。
结果 结合相关文献, 对肺真菌病与肺继发性恶性肿瘤在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病理形态
进行详细复习, 患者系 36 岁女性, 乳腺恶性肿瘤（左侧, pT1N0Mx, 三阴型）术后 15 天入院,
入院前 4 天查 PET-CT 提示“双肺上叶小结节影, 部分呈高代谢, 考虑肿瘤转移”, 入院后行
“胸腔镜下右上肺叶楔形切除术”, 术后病理提示: “肉芽肿性炎, 特殊染色示巨噬细胞内隐球
菌, 符合隐球菌感染”, 遂同时予抗隐球菌感染及化疗治疗, 目前仍随访中。考虑患者术前误
诊原因分析如下: 1、临床表现难以特异性提示: 患者乳腺恶性肿瘤病史, 而无明显咳嗽、咳
痰、发热等临床表现；2、影像学无法鉴别: 患者术后 PET-CT 提示“双肺上叶小结节影, 部
分呈高代谢, 考虑肿瘤转移”, 但肺隐球菌结节在 PETCT 中也呈高代谢, 缺乏鉴别；3、临床
医师对肺隐球菌病的认识不足: 患者为恶性肿瘤术后肺部多发结节, 辅助检查提示转移瘤可
能性大。然而肺隐球菌病在恶性肿瘤及免疫力低下患者身上并不少见, 且在得到病理结果后
追问病史发现遗漏患者居住环境有大量鸽子蓄养的重要证据, 从而未进一步进行隐球菌方
面的检查。临床医师对肺隐球菌病缺乏认识是导致此次误诊的重要原因之一。
结论 肺隐球菌病与肺继发性恶性肿瘤都可发生在恶性肿瘤患者中, 在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
查上鉴别困难, 主要靠病理结果诊断。随着肺隐球菌病的发病率逐渐提高, 提高临床医师对
该病的认识及寻找非开胸采取活体组织的方法对明确诊断及治疗有重要意义, 避免避免误
诊, 导致不必要的手术肺叶切除, 给患者带来不可挽回的损伤。

支气管扩张鼻窦炎综合征
牟向东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支气管扩张（Bronchiectasis）, 简称支扩, 是由慢性气道损伤引起支气管管壁肌肉和弹力支
撑组织结构破坏所引起的一支或多支支气管不可逆性扩张, 临床表现为反复咳嗽、咳痰、咯
血、肺部感染以及气流阻塞[1]。早在二十世纪初, 国外支扩与慢性鼻窦炎的相关性就被报导,
并提出鼻窦支气管综合征（sinobronchial syndrome, SBS）的概念[2]。但是 SBS 的概念不足以
反映出支扩和慢性鼻窦炎这两个临床特征, 并且把支气管哮喘合并过敏性鼻炎等疾病也混
入其中[3]。而临床上具备支扩和慢性鼻窦炎的疾病主要包括囊性纤维化（CF）、原发性纤毛
发育不良（PCD）、弥漫性泛细支气管炎（DPB）、肉芽肿性血管炎（GPA）、变应性支气
管肺曲霉病（ABPA）及原发性免疫缺陷综病（PID）等[4]。这些疾病有相似的临床表现, 而
其它疾病很少有如此典型的这两个特征, 因此笔者提出支气管扩张鼻窦炎综合征
（Bronchiectasis-sinusitis syndrome, BSS）的概念, 这将有助于支扩的临床诊断和鉴别诊断。
本文将对 BSS 所包含的临床上常见的几种疾病分别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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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艾滋病患者肺孢子菌肺炎的流行病学研究
牟向东 1, 龙爽 1, 2
1.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非艾滋病患者肺孢子菌肺炎（PCP）的流行病学特点。
方法 对 2010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行支气管镜肺泡灌洗的非艾滋病患
者应用六胺银染色（GMS）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qPCR）检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
中的肺孢子菌，同时对周围环境中的肺孢子菌进行检测，探讨其流行病学特点。
结果 8 年中共有 1407 例非艾滋病患者的 BALF 送检肺孢子菌，GMS 染色 1407 例，感染 114
例，定植 3 例；qPCR 检测 196 例，感染 36 例，定植 33 例。其中非艾滋病免疫抑制患者 946
例（67.24%），感染 113 例（11.95%），定植 32 例（0.87%）；非艾滋病非免疫抑制患者
461 例（32.76%），感染 1 例（0.22%），定植 4 例（0.38%）。通过 GMS 和 qPCR 方法，
第二住院部花园土壤、内科楼顶大气采集器滤网、呼吸内科病房、呼吸监护室、支气管镜室、
呼吸实验室等擦拭物，均为未检测到肺孢子菌。
结论 PCP 在非艾滋病免疫抑制患者中并不少见，在非免疫抑制患者中罕见；尚未在医院及
其周围环境中检测到肺孢子菌。

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在非艾滋病肺孢子菌肺炎患者不同呼吸
道标本中的诊断价值评价
牟向东 1, 龙爽 2
1.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qPCR）技术对非艾滋病肺孢子菌肺炎（PCP）患者的不同呼
吸道标本进行检测, 分析比较其临床诊断价值。
方法 对 2016 年 10 月到 2018 年 12 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进行六甲基四胺银染色（GMS）
镜检伊氏肺孢子菌（Pj）包囊的所有呼吸道标本, 同时应用 qPCR 方法检测 Pj 的 DNA 拷贝
数, 分析比较该方法在不同呼吸道标本中的检测性能。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计算最佳诊断界值和相应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结果 在 BALF 标本中, GMS 染色法的敏感性 78.79%, 特异性 100%, 阳性预测值 100%, 阴
性预测值 96.85%；qPCR 方法诊断 PCP 的 cutoff 值为 1007.58 拷贝/μl, Youden 指数 0.928, 敏
感性 97.0%, 特异性 95.8%, 阳性预测值 78.05%, 阴性预测值 99.52%。在痰标本中, GMS 染
色法的敏感性 51.52%, 特异性 100%, 阳性预测值 100%, 阴性预测值 83.84%；qPCR 方法诊
断 PCP 的 cutoff 值为 757.72 拷贝/μl, Youden 指数 0.812, 敏感性 84.8%, 特异性 96.4%, 阳性
预测值 90.32%, 阴性预测值 94.12%。
结论 qPCR 方法应用于 BALF 标本进行检测, 可以极大地提高敏感性, 用于临床诊断可以有
效降低漏诊率, 提高 PCP 的早期诊断,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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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孢子菌肺炎治疗药物的疗效及不良反应
牟向东 1, 龙爽 1
1.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非艾滋病患者并发伊氏肺孢子菌肺炎（PCP）的临床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共收治的 106 例非艾滋病 PCP 患
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案分组, 回顾性分析不同治疗组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
结果 106 例非艾滋病 PCP 患者中, 好转 66 例（62.26%）, 发生不良反应 56 例（52.83%）。
采用复方磺胺甲噁唑（TMP-SMX）联合棘白菌素类方案为一线治疗的有效性显著高于二线
治疗组（P= 0.004）。
结论 一线治疗采用 TMP-SMX 联合棘白菌素类方案可能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Cytological Analyses in
prognoses of Pneumocystis Jirovecii Pneumonia in non-AIDS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
Xiang-Dong Mou1, Shuang Long2
1. Beijing Tsinghua Changgung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2.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Background Pneumocystis jirovecii pneumonia (PCP) is a critical pulmonary infection in
non-AIDS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 However, it’s prognostic factor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adequately. This study aimed to elucid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 cytological analyses and prognoses in non-AIDS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 with PCP.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BALF cytological analyses and prognoses of non-AIDS PCP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were from March 2010 to July 2017. Wright-Giemsa, hemosiderin
and Gomori methenamine silver (GMS) staining were used for cytological analyses and detecting
cysts of P. jirovecii.
Results Totally 88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PCP both clinically and etiologically, whose BALF
GMS stain were positive for detecting cysts of P. jirovecii. The case fatality rate (CFR) of all
patients with PCP was 37.5% (33/88). Old ages, higher percentage of neutrophil(N) counts in
BALF, changed to second-line therapyand treatment with adjunctive corticosteroids were all
independent poor predictors for non-AIDS PCP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P< 0.05). In
addition, patients with age<61.5 or Lymphocyte(L) counts in BALF<30.5% treated with adjunctive
corticosteroids had a lower survival rate(P< 0.05), while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patients with age>61.5 or L counts in BALF>30.5%. Patients with N counts>22.5% or L
counts<30.5% in BALF treated by TMP-SMX anti-PCP therapyhad a higher survival rate(P< 0.05),
while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patients with N counts>22.5% or L counts <30.5% in
BALF.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howed that old ages, high N counts in BALF, change to second-line
anti-PCP therapyand treatment with adjunctive corticosteroids were all independent poor
predictors for immunocompromised PCP patients without HIV infected. What’s more, it would be
worse that patients, which treated with adjunctive corticosteroids, had lower L counts in BALF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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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扩张症合并肺奴卡菌病两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牟向东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提高对支气管扩张症合并肺奴卡菌病的认识。
方法 对 2 例支气管扩张症合并肺奴卡菌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并结合文献复习。
结果 两例患者均为女性农民, 年龄分别为 55 和 62 岁, 基础疾病均为支气管扩张症, 例 1 还
合并龋齿和 2 型糖尿病, 例 2 合并胃食管反流病。两例患者临床均表现均为发热、咳嗽和咳
痰, 外周血白细胞升高。例 1 还伴有呼吸困难和类白血病反应。两例患者胸部影像学表现均
表现为肺部实变影, 例 1 为双肺病变, 伴坏死和空洞；例 2 为单肺病变, 无坏死空洞。两例
患者痰涂片抗酸染色和弱抗酸染色均阳性, 例 1 痰培养为豚鼠耳炎奴卡菌, 例 2 痰培养阴性。
例 1 药敏显示头孢曲松、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等耐药, 复方新诺明（SMZ/TMP）、阿米卡
星和莫西沙星等敏感。例 1 予 SMZ/TMP+莫西沙星+阿米卡星联合治疗 6 个月, 例 2 予
SMZ/TMP 单药治疗 3 个月。两例患者均临床治愈。
结论 支气管扩张症是肺奴卡菌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需根据药敏和病情的严重程度选择治疗
方案, 支气管扩张症合并肺奴卡菌病患者预后相对良好。

Diffuse Alveolar Filling Diseases
Xiang-Dong Mou
Beijing Tsinghua Changgung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Most pulmonary diseases involve the alveoli and interstitium to a variable extent. Accordingly,
there are three categories including alveolar filling process, interstitial process, and mixed alveolar
and interstitial process. Alveolar filling diseases refer to a condition in which those mainly affect
the alveoli and might less involve the interstitium. Alveolar filling diseases are characterized on
CT by the presence of fairly homogeneous consolidation with little or no volume loss, which may
be local or diffuse. The patients of diffuse involvement clinically presents with dyspnea,
radiographically with diffuse ground glass opacities or consolidation in both lungs and
pathologically alveoli are filling with certain matters such as water, bloods, mucus, lipoids,
pathogens, inflammatory or neoplastic cells. All of them have similarly clinical, rad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manifestations, so we called them a new nomenclature as diffuse alveolar filling
diseases (DAFD).

超声支气管镜经食道穿刺诊断肺癌的两例报道
龙文婷, 罗淼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支气管镜经食管对肺癌的诊断价值和安全性。
方法 简述 2 例肺癌患者在超声支气管镜下经食道穿刺明确诊断的病例, 并结合相关文献加
以总结。
结果 病例 1: 患者男, 58 岁, 因“声嘶 2 月余, 发现左肺占位 4 小时余”入院。胸部 CT: 左肺
上叶占位性病变, 考虑周围型肺癌并左肺门、纵膈淋巴结转移的可能性大。行纤支镜检查, 内
镜所见: 因左上叶肿物与食道相邻, 与气管相隔甚远, 从气管内超声难以窥及。故芬太尼加
强局麻后经鼻、经食管插入超声镜, 从贲门后退向左扫描, 到相应位置见异常低回声后予超
声实时引导下经食道针吸活检左上叶尖后段肿块(17.3×20.7mm, 3 次);组织条及涂片送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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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病理诊断: （左肺占位活检）血块间可见散在异型细胞, 结合免疫组化: 异型细胞
CK(+)、TTF-1(+)、CD56(-)、Syn(-)、Ki67(+, 约 30-40%), 符合肺腺癌。诊断左肺腺癌
（cT2bN2M0 IIIA 期）。病例 2: 患者女, 54 岁, 因“腰部疼痛伴行走困难 20 余天”入院。胸
腹盆增强 CT: 左肺上叶下舌段周围型肺癌并左侧额叶、桥脑左份脑转移；双侧肾上腺转移；
左肺门、纵隔、腹膜后多发淋巴结转移, 并多发肋骨、胸椎及附件转移。为明确病理诊断, 行
纤支镜检查, 内镜所见: 左右各支气管粘膜光滑, 管腔通畅, 腔内未见新生物、异物及出血。
予以超声小探头见左舌叶下段亚支距开口 3cm 处异常低回声, 予低回声处活检。更换凸面超
声镜探查见 4L 淋巴结肿大, 但上针后无法显示, 选择经食道再次探查, 到相应位置后见 4L
淋巴结显示清晰, 予超声实时引导下经食道针吸活检 4L（10.9×13.7mm, 3 次）；组织条及涂
片送病理检查。病理诊断: （4L 淋巴结活检）血块间见异型细胞, 结合临床及免疫组化: 异
型细胞 TTF-1(+)、Napsin-A(+)、P40（-）, CD56（-）、Ki67(+, 约 50%), 符合转移性肺腺
癌。诊断左肺腺癌并脑、骨、肾上腺、淋巴结多发转移（cT2bN2M1 IV 期）。
讨论 本文使用超声支气管镜镜头经食管针吸活检（EUS-B-FNA）, 获得准确和及时的肺癌
诊断, 具有良好应用价值。EUS 在其可检测范围内, 是一种安全的、微创的、精确的肺癌分
期和诊断的技术检查。内窥镜超声实时引导下经支气管或食管针吸技术都是用于评估肺/纵
隔病变的技术。根据文献报告和我们的尝试表明, EUS-B-FNA 由于没有软骨的遮挡, 活检病
变更加容易, 同时具有患者易接受, 创伤小, 实用性高等优点, 因此我们认为使用更小的
EBUS 内镜代替 EUS 内镜完全可行。我们的经验表明, 即使没有胃镜经验的超声支气管镜医
师, 也能胜任纵隔病变的 EUS 穿刺。预计在不远的将来, EUS 或将会成为超声支气管镜医师
的必备技能。

吸烟通过诱导Ⅱ型肺泡上皮细胞衰老加重肺纤维化的机制研究
张月, 孟莹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肺纤维化目前多被认为是环境与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吸烟作为主要及常见的环境因
素, 在肺纤维化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肺纤维化是一种年龄相关疾病, 衰老在其中的
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本课题拟通过体内、体外实验探讨吸烟能否通过促进Ⅱ型肺泡上皮细
胞衰老（AECⅡ）加重博来霉素诱导的肺纤维化及吸烟诱导衰老的分子机制。
方法 体内: 将 60 只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博来霉素组、博来霉素+吸烟组, 博来霉素注射
4w 后取小鼠肺组织进行 H＆E、Masson 染色及 Ashcroft 评分；免疫组化检测 p16、p21 水平；
连续切片观察 p16 与 AECⅡ共定位情况；体外: 用烟草萃取物（CSE）刺激小鼠Ⅱ型肺泡上
皮细胞系 MLE-12, 36h 后对细胞进行 β-半乳糖苷酶染色, 免疫荧光检测 γH2AX, western blot
检测 P16、p21 变化；检测不同时间点自噬相关蛋白 LC3 蛋白及 mRNA 水平, 以及自噬激动
剂雷帕霉素刺激下 p16、p21 水平变化；检测 SIRT1、p53 乙酰化蛋白水平, 以及 SIRT1 激活
剂 SRT1720 处理细胞后自噬及衰老相关蛋白变化；检测细胞内 NAD 水平, 以及 PARP1 抑
制剂 olaparib 及 NAD 前体 NMN 预处理细胞后 SIRT1 活性、自噬及衰老相关蛋白变化。
结果 体内: 博来霉素+吸烟组小鼠肺纤维化程度及 p16、p21 水平明显高于博来霉素组；p16
与 SPC 存在共定位。体外: MLE-12 在 0.5% CSE 刺激 36h 后, 衰老相关指标 β-半乳糖苷酶、
p16、p21 及 γH2AX 水平明显升高； LC3Ⅱ蛋白及 mRNA 水平在 CSE 刺激 3h 后升高, 而
于 6h、12h、24h、36h 下降, 雷帕霉素可明显缓解 CSE 诱导的细胞衰老；SIRT1 蛋白水平无
明显变化, 细胞核内 SIRT1 活性下降, SIRT1 激动剂 SRT1720 可促进Ⅱ型肺泡上皮细胞自噬,
缓解衰老, 且该改善作用在 3-MA 及 LC3 siRNA 作用下受到抑制；细胞内 NAD 含量无明显
变化, 但 NMN 可促进自噬, 下调衰老相关蛋白；olaparib 可上调细胞核内 SIRT1 活性, 诱导
自噬, 抑制衰老, 该作用可被 EX527 及 3-MA 逆转。
结论 吸烟可加重博来霉素诱导的小鼠肺纤维化及Ⅱ型肺泡上皮细胞衰老；吸烟通过诱导
DNA 损伤引起 PARP1 过度活化, 从而竞争性消耗细胞核内 NAD, 引起核内 SIRT1 活性下降,
进而在转录水平抑制自噬, 最终导致Ⅱ型肺泡上皮细胞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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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气道和肺泡的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凋亡的差异的研究
曾莹莹, 胡蔚萍, 左依慧, 张静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背景 慢阻肺的病理特征是小气道壁的重构和肺气肿, 小气道的重构是由于气道壁细胞外基
质的过度沉积, 而肺气肿则是由肺泡壁细胞外基质的减少、缺失导致。两个距离如此相近的
部位却表现如此大差异。成纤维细胞作为产生和调节细胞外基质的主要细胞, 有研究表明细
胞的不同状态会导致其不同的增殖和凋亡情况, 进而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而且我们前期
研究结果表明慢阻肺肺泡成纤维细胞的增殖能力以及对 TGF-β1 的反应能力显著低于正常对
照组。然而, 慢阻肺气道和肺泡部位成纤维细胞的增殖能力和凋亡情况有无差异, 以及两个
部位的细胞对 TGF-β1 的反应是否有差异, 这两个问题还无相关的研究探讨。
方法 慢阻肺小鼠造模后, 用显微分离方法分离、培养小鼠模型的气道和肺泡原代成纤维细
胞。用免疫荧光实验鉴定分离的原代细胞, 用阿尔玛蓝检测两部位细胞的增殖能力, 用细胞
流式检测两部位细胞的凋亡情况。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慢阻肺气道成纤维细胞的增殖能力显著高于肺泡成纤维细胞的增殖能力,
然而, 慢阻肺气道成纤维细胞的凋亡却显著低于肺泡成纤维细胞的凋亡。
关于两部位的细胞对 TGF-β1 的反应性: 经 TGF-β1 刺激后, 慢阻肺气道成纤维细胞的增殖能
力显著高于刺激前, 然而慢阻肺肺泡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却和刺激前无差异。TGF-β1 可以显
著促进慢阻肺肺泡成纤维细胞的凋亡。
结论 虽然为同一个体的同一种细胞, 慢阻肺气道和肺泡部位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凋亡情况
均具有明显差异, 而且两部位细胞对 TGF-β1 的刺激的反应性明显不同, 并因此可能参与慢
阻肺的发生和发展。

抗γ干扰素自身抗体相关的成人始发型免疫缺陷综合征合并嗜酸
性粒细胞及IgE升高一例分析
梁小娜 1, 宾雁飞 2, 赖冠廷 3, 李颖华 2, 何志义 1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人医院
抗 γ 干扰素自身抗体相关的成人始发型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一种主要在东南亚地区流行的罕
见疾病。抗 γ 干扰素自身抗体的存在增加机体对低毒性胞内微生物感染的风险, 本文报道一
例抗 γ 干扰素自身抗体所致的多重机会性感染的 HIV 阴性患者。老年男性患者, 因全身皮肤
红斑伴瘙痒 2 月入院。患者既往因咳嗽诊断“肺结核”服用抗结核药物, 在过去的 2 年中有多
种机会性致病菌感染的病史, 包括伤寒杆菌、分枝杆菌、念珠菌、洋葱伯克霍尔德菌及马尔
尼菲蓝状菌。
入院后皮肤活检提示非特异性亚急性皮炎, 血液检测抗 γ 干扰素自身抗体滴度、
IgE 及嗜酸性粒细胞明显升高。予经验性抗非结核分支杆菌感染, 皮肤症状有所好转但容易
复发, 改为间断使用糖皮质激素, 皮肤症状明显改善。多次筛查嗜酸性粒细胞及 IgE 升高原
因, 寄生虫、肿瘤、特异性基因及药物均无阳性发现。随访期间, 患者嗜酸性粒细胞最高达
2.66´10^9/L, 使用激素后可下降至正常水平但停用激素后再次升高, 血 IgE 持续升高状态,
最高达 908.800 IU/ml。结合患者病史及实验室检查, 诊断抗 γ 干扰素自身抗体相关的成人始
发型免疫缺陷综合征。γ 干扰素-白介素 12 通路在抵抗胞内微生物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
明确抗 γ 干扰素自身抗体与该环路的关系, 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该例患者血清中 γ 干扰素及
白介素 12 的含量。与正常人对比, γ 干扰素滴度升高, 白介素 12 无明显差异。我们猜测, γ
干扰素及 IgE 的升高可能是由抗 γ 干扰素自身抗体诱导的代偿性反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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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lobar pulmonary sequestration complicated with ANCA associated vasculitis and aspergillosis: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Cai-Yan Liu, Gui-Xian Zheng, Chao-Jun You, Chuan-Qin Huang, Hui-Ling Pan, Jing Bai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Pulmonary sequestration is a rare congenital pulmonary developmental malformation, which
forms a cystic mass from some lung tissues supplied by abnormal systemic circulation arteries,
which can cause recurrent localized infection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bronchi. ANCA
associated vasculitis is also a rare systemic autoimmune disease at present. it is characterized by
necrotizing vasculitis, most often involving the lung and kidney, and can be manifested as fever,
hemoptysis, cough, edema, proteinuria, hypertension and so on. It is easy to be misdiagnosed and
miss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is a deep mycosis caused by aspergillosis. It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re lack of specificity. It can be manifested as cough, expectoration, hemoptysis
and dyspnea. It is often misdiagnosed as bronchiectasis, pulmonary tuberculosis, lung cancer and
other diseases. Many cases of pulmonary sequestration complicated with aspergillus infection
have been reported at home and abroad, but the cases of pulmonary sequestration complicated
with ANCA-associated vasculitis and aspergillus infection are very rare. In this paper, we report a
case of intralobar pulmonary sequestration complicated with ANCA associated vasculitis and
aspergillosis, and review the related literature in the hope of improving clinicians' understanding
of this disease.

Birt-Hogg-Dubé syndrome: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Yuan-Yuan Liang1, Gui-Xian Zheng1, Can-Hua Yang 2, Hai-Juan Tang1, Chun-Qin Huang1,
Hui-Ling Pan1, Jing Bai1
1.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2. Wumi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Birt-Hogg-Dubé syndrome (BHDS) is a rare autosomal genetic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spontaneous pneumothorax/lung cysts, renal tumors, and skin fibrolipoma. In our case report, a
32-year-old male patient wa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due to recurrent spontaneous pneumothorax
without skin and renal abnormality. Pneumothorax was indicated by chest CT, and was recurrent
after repeated pleural puncture and drainage of pneumothorax. Finally, he was treated by single
port thoracoscopic ligation and repair of bullae. No pneumothorax recurrence was found after
regular review. It was suspected to be BHDS, which was confirmed by FLCN heterozygous
mutation. Some family members were screened for genes, and his mother and brother found
FLCN heterozygous mutations, while others were negative. The incidence of spontaneous
pneumothorax and renal tumors is increased in BHDS patients. For patients with a family history
of pneumothorax/cyst, FLCN genetic testing is recommended regardless of skin or kidney
lesions.At the same time, genetic counseling and FLCN genetic testing should be recommended
for all at-risk rel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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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超声在一例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的应用
李逢将, 苑鑫, 王晶晶, 刘慧莹, 牛文凯, 柏长青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背景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临床上引起肺炎的常见病原菌, 患者多起病急、症状重, 不及时治疗,
病死率高。既往主要靠痰培养的方法及胸部 CT 来辅助诊断是否出现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
然而痰培养的方法本身可靠性差, 对于危重症患者有时难以行胸部 CT 检查, 胸片的诊断准
确性有限, 近年来有报道使用超声来辅助肺炎的诊断, 目前尚没有文献报道超声应用于金黄
色葡萄球菌肺炎的诊断及评估。
方法 我科近期收治了一例确诊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患者, 采集患者诊疗过程中的胸片、
胸部 CT、超声资料, 对比胸片、胸部 CT、超声对于肺部病变的诊断价值, 使用床旁超声引
导经皮肺穿刺。
结果 肺部超声对于肺部病变的诊断价值优于胸片, 不差于胸部 CT, 对于肺气囊样病变显示
清晰, 对于胸腔积液的诊断优于胸片及胸部 CT。
结论 肺部超声可用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的诊断及评估。

成人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1例
蒋毅, 岳倩如, 李军, 冉博文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pulmonary Langerhans’cell histiocytosis, PLCH）
的特点。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 PLCH 患者的诊疗经过, 并结合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 患者为年轻吸烟女性, 以咳嗽发病伴多尿, 胸部 CT 示双肺多发结节及薄壁囊状影, 垂
体 MRI 提示病变, 患者经活检并获得组织病理学资料, 病理结果符合 PLCH, 免疫组化显示
CD1a（+）, CD68（+）, S-100（+）。患者口服激素及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 病情控制可, 随
后出现自发性气胸。
结论 PLCH 主要发生于年轻吸烟人群, 临床症状多样, 可依据胸部 CT 及病理学检查确诊,
目前尚无统一治疗策略。

A lung cavity caused by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n a severe
H7N9 influenza patient
Xue-Jiao Sun, Bing Lan, Chao-Sheng Yang, Feng Wang
Liuzhou People's Hospital
A 23-year-old Chinese woman with severe H7N9 wa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Oseltamivir and
broad-spectrum antibiotics therapy were administered. On day 4 post admission, the patient’s
body temperature became normal. On day 10 post admission, a cavity in the right lung was found
on chest CT. The cavity increasesd gradually and caused a pneumothorax on day 20 post
admission. The patient underwent surgery the next day. Lung abscess was found during surgery,
which was confirmed by pathological diagnosis. Pseudomonas aeruginosa was cultured from lung
tissue and secretions. Anti-pseudomonas aeruginosa therapy was administered after surgery and
the patient had a good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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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2月——疑难病例讨论
巫艳彬, 梁毅, 罗晨阳, 黄莹莹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患者，男，57 岁，因“咳嗽、胸痛 1 月，发热 8 天”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入院。患者无明显
诱因下出现咳嗽、胸痛，干咳为主，伴胸闷、心慌、颈部疼痛、气紧、乏力，翻身、活动时
疼痛加重，至当地医院诊治无效来诊。近 4 月体重减轻 10Kg。既往史: 既往有输尿管结石，
2015 年外院诊断有“脑梗死”。2018-12-5 至 2018-12-12 因“解血便、左下腹痛 3 天”在当地医
院住院治疗，胃镜: 胃窦溃疡，肠镜: 炎症性肠并: UC？期间诊断“溃疡性结肠炎、胃窦溃
疡”，治疗好转出院。吸烟史 30 余年，3 包/天，已戒烟 3 年。否认饮酒史。查体: T: 38.2℃，
P: 88 次/分，R: 20 次/分，BP: 120/68mmHg。神志清楚，贫血面容，皮肤巩膜无黄染，全身
淋巴结未扪及肿大。双肺叩诊呈清音，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啰音及胸膜摩擦音。心界
不大，心率 88 次/分，心律齐，各瓣膜区未闻及杂音。
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血常规: 白细胞计数*17.67*10~9/L，红细胞计数*2.93*10~12/L，血
红蛋白*78.50g/l，中性粒细胞绝对值 13.85*10~9/L。空腹血葡萄糖*8.53mmol/L。T 细胞亚群:
总 T 细胞 52.80%，CD4+T 细胞 28.60%。呼吸道肿瘤标志物: 糖基抗原 CA12553.50U/ml，
血清铁蛋白 2031.36ng/ml。超敏 C-反应蛋白(全程)162.57mg/L。血沉 85mm。未找到真菌及
抗酸杆菌。尿常规、餐后 2 小时血糖、凝血功能、隐球菌乳胶凝集试验、淀粉酶、脂肪酶、
补体、抗 O 及类风湿因子、呼吸道感染性病原体检查、AFP、甲功五项未见明显异常。骨髓
细胞学: 反应性骨髓象可能性大。骨髓活检: 未见明确肿瘤性病变。骨 ECT: 左 10-11 及右
9-10 后肋骨代谢稍活跃，建议 3-6 个月后复查。17/1 胸部 CT: 1、两肺下叶基底段轻度炎症；
2、两侧胸及心包少量积液。
患者入院后反复出现发热，体温最高 39.6℃，分别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钠、克林霉素、替
考拉宁、万古霉素、美罗培南等药物抗感染治疗，效果欠佳。行纤支镜检查，支气管粘膜咬
检病理: （右中间干）镜下支气管黏膜见大量中性粒细胞为主的炎症细胞浸润，并有纤维样
坏死，符合肺部感染；PAS、抗酸、六胺银、铁反应均阴性。2/2 皮肤科真菌室考虑肺泡灌
洗液可疑为马尔尼菲篮状菌感染，予两性霉素 B 脂质体、伏立康唑抗真菌治疗。13/02 肺泡
灌洗液及痰培养结果回报示马尔尼菲篮状菌。持续抗真菌治疗，仍有发热。25/2 肺结节组织
培养结果 分枝杆菌培养阳性，经进一步鉴定为结核分枝杆菌。
最终诊断: 1.马尔尼菲篮状菌病；2.支气管结核

IgG4相关性肺疾病中TH17/Treg免疫失衡
郑桂贤，白晶，游超君，邓招惠，李超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背景 IgG4 相关性疾病是由免疫介导的炎症伴纤维化疾病，TH17/Treg 稳态失衡是一些炎性
疾病发生的重要机制。但 IgG4 相关性肺疾病中 TH17/Treg 细胞平衡是否受影响，以及维持
该平衡的关键因子 IL-27 表达水平尚不清楚。
方法 收集 IgG4-RLD 患者的病史资料及病理蜡块组织 8 例，同时收集性别、年龄匹配的非
IgG4-RLD 的肺炎性疾病患者 12 例以及健康人 3 例作为对照组。
运用免疫组化技术定位 IL-27、
TH17 细胞、Treg 细胞、滤泡辅助性 T 细胞、T 淋巴细胞、辅助 T 淋巴细胞以及 B 淋巴细胞
在 IgG4-RLD 患者受累组织分布；运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比较 IgG4-RLD 患者和对照
组中 TH17 细胞重要转录因子 ROR-γt 及其分泌因子 IL-17、IL-22，Treg 细胞重要转录因子
FOXP3 及其分泌因子 TGF-β、IL-10 和细胞因子 IL-27 在转录水平上表达的差异，同时检测
p-Smad 2/3mRNA 在 IgG4-RLD 患者中的表达情况。
结果 IgG4-RLD 患者受累组织中 IL-17/IL-10 and RORγt/Foxp3 比率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
与肺炎性疾病患者的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比较，IgG4-RLD 患者中 Treg 细胞数
量及其转录因子 FOXP3，细胞因子 TGF-β、IL-10 明显高表达；其 TH17 细胞数量及转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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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ROR-γt，细胞因子 IL-17、IL-22 较正常人表达增高，而与在肺炎性疾病患者的表达比较
无明显差异。IgG4-RLD 患者受累组织中 Tfh 细胞、T 细胞、Th 细胞以及 B 细胞在 IgG4-RLD
患者表达明显增高，且 Treg 细胞在 T 细胞中的所占比最高。IL-27 的转录水平在 IgG4-RLD
及肺炎性疾病患者的受累组织中较正常者降低，而 p-Smad 2/3mRNA 在 IgG4-RLD 受累组织
中升高。
结论 TH17/Treg 细胞失衡在 IgG4-RLD 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失衡可能与 IL-27 表达
减少有关；IgG4-RLD 患者受累组织中 TH17 细胞、Treg 细胞数量及细胞因子表达增多与疾
病纤维化有关，其机制可能是激活 Smad 2/3 依懒性纤维化途径。

以肺栓塞起病的双肺多发病变
龙颖姣, 彭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患者中年女性，急性起病，主要表现为胸闷、气促，外院增强 CT 示左侧上下肺动脉分支内
充盈缺损影，心脏彩超示肺动脉高压，心肌酶学正常，予规范抗凝治疗效果不佳，仍有活动
后气促，体查示急性面容，左锁骨上可扪及一 1.5cm 淋巴结，余无阳性体征。患者肺动脉栓
塞诊断明确，分组为中低危组，已予口服抗凝药物治疗，入院后通过仔细询问患者病史，完
善检查积极排查易患因素，检查结果示肿瘤标记物: 癌抗原 125 升高超过正常高值 2 倍以上，
肌电图提示肌源性损害，肌炎抗体提示多个抗体阳性，抗心磷脂抗体阳性，考虑炎症性肌病，
继发性抗心磷脂抗体综合症可能性大，妇科及消化道肿瘤待排。2019 年 1 月 21 日完善
PET-CT 示: 1、双肺血管增粗，双肺小叶间隔增厚伴双肺多发片状糖代谢增高影、结合既往
CT 病变变化较突出，考虑感染可能性大，请结合临床及复查；2、右下肺后基底段及左下肺
外侧基底段局灶性糖代谢增高，边缘模糊，考虑炎性病变可能性大；3、肝门及腹膜后糖代
谢增高的多发淋巴结影、左锁骨上窝多发糖代谢稍增高的淋巴结，可疑自身免疫疾病或淋巴
瘤，请结合临床进一步检查；4、纵隔（4R、7、8 区）多发糖代谢稍增高的淋巴结，考虑淋
巴结反应性增生；5、盆腔少量积液；心包积液、双侧胸腔积液: 6、T10 椎体局灶骨质硬化；
右肺陈旧性结核并继发右下肺背段支气管扩张。于 1 月 24 日取左锁骨上淋巴结活检。活检
提示淋巴结转移性分化较差的腺癌，免疫表型提示肺来源可能性大。

肺动脉肉瘤合并支气管肉瘤1例
胡玉缀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提高对肺动脉肉瘤的认识。
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肺动脉纤维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查找相关文献。
结果 患者女性，49 岁。2017-6 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咳血性痰，量约 3ml/天，伴胸闷、胸
痛，为持续性刺痛，休息后不能缓解，伴头晕、活动后气促，2017-6-29 行胸部 CT 示右肺
多发病变，2017-7-3 肺动脉 CTPA 提示左肺动脉干、右肺动脉干及其上右肺门、下叶分支栓
塞，诊断为“慢性肺栓塞”住院，予“华法林、低分子肝素钠”抗凝，出院予口服华法林，动态
监测 INR。2017-9-7 肺动脉 CT 示肺动脉主干、左右肺动脉干级右肺动脉所有分支动脉（完
全性栓塞）、左下动脉干广泛栓塞，继续抗凝治疗。2017-11-30 因上述症状反复，查胸部
CT 示右肺门旁多发病灶，入院考虑诊断: 1.右肺结节性质待查 2.慢性肺栓塞。查体双肺呼吸
音粗，未闻及干湿性啰音。血浆 D-二聚体 0.43mg/L。双侧下肢静脉彩超未见血栓征象。心
脏彩超示: 三尖瓣轻度反流、轻度肺动脉高压。2017-12-5 肺动脉 CTPA: “纵膈至右肺占位性
病变并阻塞性肺炎、肺不张、部分支气管内粘液栓形成，考虑恶性肿瘤性病变可能性大，并
侵犯右肺静脉，并肺动脉主干、左右肺动脉干及右肺动脉及分支、左下肺动脉干、左肺上叶
舌段动脉广泛栓塞（肿瘤侵犯可能），较前进展”。2017-12-12 支气管镜示右中间支气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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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阻塞管腔，病理: （右中间支气管）间叶组织来源恶性肿瘤（肉瘤），倾向未分化多形
性肉瘤。2017-12-25 行全身麻醉体外循环下肺动脉切开术，病理: （肺动脉肿物）间叶组织
来源恶性肿瘤，符合低至中度粘液纤维肉瘤；免疫组化: Vim（+），SAM（-），CK（-），
CD177（-），Desmin（-），CD56（+），Ki67（+），20%-30%。
结论 肺动脉纤维肉瘤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肺血管恶性肿瘤，临床表现与肺血栓栓塞症相似，
极易被误诊。本病起病隐匿，发病率约 0.001%-0.030%，5 年平均生存率低于 6%。病理诊断
为金标准，标本获得手段如手术、血管内导管活检、支气管镜等。但目前关于标准诊断工具
方面尚未达成共识。手术是治疗该病的根本手段，且为症状缓解和长期预后的改善提供了机
会。本病例报道目的旨在提高临床工作者对该疾病的认识。

扑朔迷离的肺癌？
蒋毅，安若丽，李军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患者年轻男性，因“发热、咳嗽 10 天”起病，根据肺部及纵膈巨大占位病灶及病理结果初步
考虑肺腺癌。患者发病年龄小，不排除淋巴瘤及生殖源性肿瘤。在等待基因检测的过程中开
始使用靶向药物吉非替尼治疗。治疗过程中患者出现头面部肿胀，考虑上腔静脉综合症，给
予 pp（奈达铂+培美曲塞）化疗一次，化疗过程中出现转氨酶升高（ALT63U/L–288U/L，
AST36U/L–187U/L），白蛋白下降（ALB22.2g/L），血红蛋白下降（Hb130g/L–83g/L），
化疗后上腔静脉综合症好转，给予舒普深加莫西治疗后体温恢复正常，咳嗽症状好转，一般
情况好转。患者 AFP 异常增高不能用肺腺癌及肝转移解释。PET-CT 未提示消化系统肿瘤。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科会诊报告: 恶性肿瘤，肿瘤细胞上皮样，胞浆透明，结合临床（AFP
增高，纵膈占位，病人年轻）及免疫组化，符合生殖细胞肿瘤，考虑内胚窦瘤。

成人纵膈海绵状淋巴管瘤一例
任杰 1，李菲菲 1，钟雪梅 1，邱亚 2，李黎 1

新疆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1 科
新疆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影像科
背景 淋巴管瘤起源于血管生成早期淋巴系统发育异常，由分化良好的淋巴组织局灶性增殖
所致，在成年患者中偶发，纵隔中发病率较低，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在组织学上分为毛细
管、海绵状和囊肿三种类型，临床中可伴随有肺炎、上腔静脉综合症、乳糜胸等症状，在此，
我们报道一例院外未能明确诊断的、少见的成人纵隔海绵状淋巴管瘤。
方法 对患者进行了支气管镜下黏膜囊性结节活检及 B 超定位下胸腔纵隔穿刺活检。
结果 定性了外院未能明确诊断的纵隔占位。
结论 纵隔占位中淋巴管瘤少见，海绵状淋巴管瘤更为少见，需依靠病理学明确诊断，治疗
方法首选手术，但病灶易附着纵隔周围组织，不完全手术时可复发。

34例重症放射性肺炎临床分析
李逢将，苑鑫，牛文凯，柏长青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目的 探讨重症放射性肺炎的临床特点、治疗及影响预后的因素，指导临床治疗。
方法 回顾分析 2011 年 1 月份至 2017 年 7 月份在我科治疗的 34 例重症放射性肺炎患者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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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情况、临床特点、影像学特征、实验室检查、治疗以及预后，重症放射性肺炎的分级依据
不良事件常用术语标准（CTCAE）4.0 版 3 级及 3 级以上为重症病例。
结果 34 例中，其中男性 24 例，女性 10 例，年龄 43-81 岁，平均 (62.9±10.6)岁。其中肺癌
22 例(腺癌 5 例鳞癌 8 例小细胞 7 例腺鳞癌 2 例)，食管癌 6 例，乳腺癌 5 例，结肠癌肺转
移 1 例。总放射剂量在 37.5–66.0Gy 之间，平均剂量为 53Gy，死亡患者的平均剂量为 52.9Gy。
28 例患者以咳嗽、咳痰为首发症状，24 例患者首发症状同时伴有喘息，8 例出现发热，1
例出现胸痛，1 例出现胸闷，有两例以喘息为唯一症状。胸部 CT 表现主要为磨玻璃样改变、
实变影、网格影，26 例均在放射野，8 例既出现在放射野也出现在放射野对侧。从放疗结束
到出现症状的时间为 6–210 天，平均 61.4 天。经过激素、呼吸支持、抗感染等治疗后 18 例
治愈，8 例好转，8 例死亡，其中死亡的 7 例为肺癌，1 例为食管癌。
结论 重症放射性肺炎的预后与放射剂量无明显关系，肺癌患者有较高的死亡率，其它疾病
出现重症放射性肺炎则预后良好。重症放射性肺炎容易合并革兰氏阴性菌和真菌的感染或者
定植。在使用激素的基础上给与抗生素治疗及呼吸机辅助呼吸能够改善患者预后。

发热、气促1月, 咳血1天
王可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黄某，男，52 岁，农民
主诉: 发热、气促 1 月，咳血 1 天
现病史: 2018 年 4 月中旬起发热，Tmax39℃，伴咳嗽咳痰，少量白黏痰，伴畏寒、呼吸困
难，步行五百米或爬 2 楼楼梯即感觉，当地治疗无好转，于 2018 年 5 月 6 日至崇左市人民
医院住院，CT 提示“两肺炎症”，予大扶康+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无好转，5 月 16 日咳血丝
痰，量约 5ml，呼吸困难加重，步行几十米即感觉，而来我院就诊。发病来精神、睡眠、食
欲欠佳
既往史: 吸烟 20 年，1 包/天
查体: T: 37.9℃ ，P: 100 次/分，R: 25 次/分，BP: 135/83mmHg。
神清，皮肤淋巴结（-），双肺闻及少量湿啰音心腹（-），双下肢水肿
辅助检查:
血气 PCO230.5mmHg，PO2 57mmHg
血液 WBC 5*109/L，RBC 4.9*1012/L，
Hb 118g/l，PLT 68*109/L，N% 81%
电解质 Na 128mmol/L，Cl 95mol/L
心 BNP 1500 CK-MB 29U/L，
LDH 902U/L，LDH 同工酶: 767U/L
肝功能: ALT 252U/L，AST 332U/L，
ALP 512U/L，ALB 29g/L
炎症 CRP 153mg/L，PCT 0.37ng/ml
凝血 D 二聚体 10000ng/ml

通过手机APP探讨稳定期慢阻肺患者院外管理模式
魏硕硕, 陈娟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通过手机 APP 探索 COPD 患者稳定期有效的院外管理模式, 通过手机 APP 监测患者
动态数据, 医生根据患者动态数据进行院外评估及管理, 从而进行个体化诊疗, 实现院外管
理, 提高 COPD 稳定期的管理水平, 降低呼吸不良事件的发生, 降低急性加重就诊频次,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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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经济负担, 实现“一对多”的慢病管理模式。
方法 纳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内科 2017 年 9 月-2019 年 2 月门诊及住院部确诊的稳定
期 COPD 患者 68 例。随机分为 APP 管理组 42 例和电话随访组 26 例, 进行最长 17 个月, 最
短 8 个月的随访。APP 管理组安装手机 APP, 患者定期完成 APP 中问卷（不适症状及服药
记录、CAT、抑郁（PHQ-9）、焦虑（GAD-7）、PEF 监测）。慢病医生根据患者问卷, 判
定急性加重, 进行危险程度预警及分级管理, 通过微信或电话或预约门诊的方式对患者进行
管理, 指导患者诊疗。电话随访组采取每月一次电话随访, 记录患者不适症状、急性加重就
诊门急诊及住院次数、CAT、PHQ-9、GAD-7 量表, 根据患者情况给予相应咨询处理。比较
APP 管理组管理前后急性加重就诊门急诊及住院次数间差异, 以及 CAT、PHQ-9、GAD-7
量表间差异；
比较 APP 管理组与电话随访组因急性加重就诊门急诊及住院次数, 以及 CAT、
PHQ-9、GAD-7 间的差异。
结果 APP 管理组与电话随访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在性别、年龄、BMI、肺功能、GOLD
分级、职业、吸烟史及基础疾病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APP 管理组与电话随
访组每年因急性加重就诊次数及 CAT、PHQ-9 及 GAD-7 的比较: 两组因急性加重就诊门急
诊次数（1.14±1.35 vs 2.69±2.40）住院次数（0.50±0.99 vs 1.46±0.71）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0.01）；CAT（15.51±5.49 vs 18.13±4.08）、PHQ-9（3.90±3.00 vs 5.48±2.47）、GAD-7（2.79±2.45
vs 3.97±1.52）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APP 管理组随访监测数据分析: CAT 与
FEV1/FVC%、PEF 间呈负相关（r= -0.318, r= -0.4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CAT
和 PHQ-9、GAD-7 间呈明显正相关（r= 0.772, r= 0.609, P< 0.001）。APP 管理组管理前后
因急性加重就诊次数及 CAT、PHQ-9、GAD-7 比较: 管理前后就诊门急诊次数（2.48±1.95
vs1.14±1.35）, 住院次数（1.71±1.22vs0.50±0.99）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管理
后 CAT、PHQ-9、GAD-7 分值较管理前减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手机 APP 对稳定期 COPD 患者院外管理有效, 可评估患者急性加重事件的发生, 减少
因急性加重就诊次数, 减少抑郁、焦虑发生。

GM试验对肺曲霉菌病的诊断价值及其临床特征分析
苏雪媛，陈娟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肺曲霉菌病的临床特征及半乳甘露聚抗原检测（GM 试验）对其诊断价值，提高
对肺曲霉菌病的早期识别。
方法 纳入 2017 年 1 月-2019 年 1 月收住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临床确诊的肺曲霉菌病患者（曲
霉组）107 例，其中 IPA 96 例，ABPA 8 例，CPA 3 例；另纳入同期住院的非肺曲霉菌病患
者（对照组）60 例；同时收集医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 20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详细记录所
有纳入者的临床资料，检测血清和或肺泡灌洗液中半乳甘露聚糖（GM），比较两组间临床
资料及血清和或肺泡灌洗液 GM 水平，探讨 GM 试验对肺曲霉菌病的诊断价值。
结果 曲霉组及对照组一般情况比较。一般资料对比: 107 例曲霉组患者，男性 65 例，女性
42 例，平均年龄为 63±13 岁。60 例对照组患者，男性 40 例，女性 20 例，平均年龄为 60±11
岁。两组之间在男女性别所占比例、平均年龄均衡可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曲霉组与对照组存在免疫缺陷状态的比较: 两组之间口服激素及免疫抑制剂、肿瘤、糖尿病、
存在 2 种及以上脏器功能不全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曲霉组患者肺影像
学表现主要类型及所占比例如下: 肺实变影占 21.5%（23/107），磨玻璃样浸润影占 17.8%
（19/107），树芽征占 16.8%（18/107）。曲霉组患者菌属分布情况: 烟曲霉占 83.2%（89/107）、
黄曲霉占 13.1%（14/107）、黑曲霉占 2.8%（3/107）、土曲霉占 2.8%（3/107）、构巢曲霉
占 0.9%（1/107）、杂色曲霉占 0.9%（1/107）。曲霉组与对照组 GM 水平检测结果。血清
GM 试验: 107 例曲霉组患者、60 例对照组患者及 20 例健康人均行血清 GM 试验，根据结果
绘制 ROC 曲线，分析得出血清 GM 试验对肺曲霉菌病诊断的最佳临界值为 0.65，敏感性为:
73.8%，特异性为 91.2%，阳性预测值为 83.3%，阴性预测值为 57.4%。BALF-GM 试验: 32
例曲霉组患者及 30 例对照组患者均行 BALF-GM 试验，根据结果绘制 ROC 曲线，分析得出
BALF-GM 试验对肺曲霉菌病诊断的最佳临界值为 0.8，敏感性为: 81.3%，特异性为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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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预测值为 88%，阴性预测值为 73%。
结论 长期口服激素及免疫抑制剂, 肿瘤, 糖尿病, 存在 2 种及以上脏器功能不全等均为肺曲
霉菌病发生的危险因素。肺曲霉菌病的肺影像学以实变影、磨玻璃样浸润影、树芽征、直径
＞1cm 的大结节等为主要表现。GM 试验能够简便快速地检测肺曲霉菌病, 在临床诊断具有
较高的敏感性、特异性, 且肺泡灌洗液 GM 试验对肺曲霉菌病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高于血
清 GM 试验。

肺腺癌患者EGFR突变状态与CT影像学及临床特征的
相关性研究
丁佳佳，苏翔宇，王彩莲，王钟江，魏晓莹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就肺腺癌 EGFR 基因突变状态分别与胸部 CT 影像及临床特征的相关性进行探讨，寻
找对肺腺癌 EGFR 基因突变具有提示意义的影像学及临床特征，为无法行基因检测的肺腺癌
病人靶向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就诊于我院并行 EGFR 基因检测的肺腺癌患者 CT 影
像及临床资料。影像学资料: 肿瘤大小、CT 密度、分叶、空洞、毛刺、胸腔积液。临床资
料: 年龄、性别、吸烟史、骨转移、脑转移、肿瘤标记物（CEA、NSE、CA211）数值。共
149 例，突变 80 例，野生型 69 例。基因检测的材料均来源于肺腺癌病理标本，由本院病理
科采用 ARMS 进行检测，对 EGFR 基因的突变状态进行鉴别。运用 SPSS22.0 软件对 EGFR
基因突变组与野生型组的胸部 CT 及临床特征行单、多因素分析。
结果 本研究中 EGFR 突变率为 53.7%。19 外显子突变患者 33 例，占 41.3%；21 外显子突
变患者 39 例，占 48.8%；19 与 21 外显子突变占总突变 90%。CT 影像: 肿瘤伴毛刺的 EGFR
突变率为 62.3%，无毛刺的突变率为 44.3%；有胸腔积液的肺腺癌患者突变率为 64.1%，无
胸腔积液的突变率为 45.9%: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肿瘤大小、CT 密度、分叶、空洞对 EGFR
基因突变率影响较小。临床特征: 女性肺腺癌 EGFR 突变率 68.2%，男性突变率 37.5%；有
吸烟史的患者突变率 40.7%，无吸烟史组突变率 62.2%；CEA 升高的患者 EGFR 突变率为
63.7%，CEA 正常患者突变率 37.9%；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年龄、骨转移、脑转移、CA211、
NSE 对 EGFR 基因的突变率影响较小。 Logistic 回归结果提示: 性别、CEA、毛刺对 EGFR
基因突变有预测价值。
结论 女性、无吸烟史、CEA 升高、肿瘤伴毛刺征、胸腔积液的肺腺癌患者 EGFR 突变率高。
多因素分析显示女性、CEA 升高、毛刺是 EGFR 基因突变危险因素。

Diffuse pulmonary lymphangioma with thrombocytopenia: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Gui-xian Zheng, Hai-Juan Tang, Rui Su, Yi Liang, Zhi-Yi He, Jian-Quan Zhang, Mei-Hua Li,
Xiao-Ning Zhong, Jing Bai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Diffuse pulmonary lymphangioma (DPL) is a rare lung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hyperplastic
congenital lymphangitic. Pulmonary involvement may cause the mediastinum and diffuse
pulmonary parenchyma, and culminate in respiratory failure. It is usually observed in infants and
children and is rarely found in adults.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re lack of specificity, and the
main symptoms of the patients are dyspnea, cough, expectoration and hemoptysis. We report a
case of a 12-year-old boy with diffuse lymphangiomatosis involving the mediastinum andlungs
and resulting in chylothorax or chylopericardium. He elected to observe without any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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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and during his follow-up, thrombocytopenia was found. Now he has lived for 6 years
since he was diagnosed and has not developed dyspnoea on exertion, lymphoedema, or bleeding.
We reviewed 49 additional cases of DPL from the literature.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thrombocytopenia (14.29%),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10.20%), The mechanism is
unclear. The phenotype was mapped in TNFRSF13B (c.431C > T, p.Ser144Leu) by Exon
Sequencing in the patient, which may encode his thrombocytopenia.

Overexpression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Eb Regulates
Mitochondrial Autophagy to Protect Lps-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Wei Liu1, Cong-Cong Li1, 2, Xi Lu1, Li-Yan Bo1, Fa-Guang Jin1
1.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Northern Theater
Background Acute lung injury (ALI) is characterized by an acute inflammatory process, and
oxidative stress in the lung tissue leads to a lack of effective therapeutics.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whether the overexpression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EB (TFEB) regulates mitophagy to
protect against lipopolysaccharide (LPS)-induced ALI.
Methods We detected th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Cytochrome c (Cyt.c) and
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 (NADPH) and autophagy-related proteins and
observed the changes in lung histopathology induced by ALI in rat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cell
ultrastructure of primary alveolar type II epithelial cells induced by changing the expression of
TFEB in the context of ALI.
Results The overexpression of TFEB could reduce the expression of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such as IL-1 and IL-6, and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anti-inflammatory factors, such as IL-10,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In addition, the overexpression of TFEB could reduce the Cyt.c and
NADPH levels both in vivo and in vitro. The overexpression of TFEB could up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autophagy-related proteins, such as LAMP1, LC3B and Beclin, both in vivo and in
vitro and promote mitochondrial autophagy. The overexpression of TFEB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histopathologic changes induced by LPS-induced ALI in rats. However, low TFEB expression
produced the opposite results.
Conclusion TFEB overexpression can decrease inflammation and oxidative stress in the lung
tissue and alveolar epithelial cells through regulating mitochondrial autophagy to protect against
LPS-induced ALI. Therefore, TFEB is likely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in LPS-induced ALI.

以慢性咳嗽为首发表现的食管癌一例
江文婷，徐裕丰，陈俊，童亚玲，李乾兵

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慢性咳嗽病因中食管癌少见，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 报告 1 例以慢性咳嗽为首发表现的食管癌病例，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者，女，63 岁，因“咳嗽 2 月余”于 2017 年 10 月 6 日入院。入院胸部 CT 示食管下
段壁局部增厚，纵膈多发肿大淋巴结。行胃镜检查示距门齿 28-34cm 处见不规则的浸润增生
灶，质地硬，在距门齿 30cm 处行活检。病理活检示鳞状细胞癌，确诊为食管癌。因纵膈淋
巴结侵犯，转入肿瘤科行新辅助化疗。患者第 1 周期化疗结束后，咳嗽明显好转。
结论 慢性咳嗽以食管癌为表现的少见。当行胸部 CT 检查观察纵膈时，不仅关注气管、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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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血管、淋巴结，还应对食管进行仔细观察，提高对慢性咳嗽的少见病因食管癌的认识，
避免漏诊。

不同体位肺功能对慢阻肺诊断价值的临床研究
陆荣, 陈娟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肺功能是诊断慢阻肺的金指标, 对由于各种原因不能配合行立位肺功能检查的慢阻肺
可疑人群, 如何检测其气流阻塞程度, 明确慢阻肺诊断是临床上的难题。本研究探讨不同体
位肺功能在慢阻肺诊断中的价值；探索立卧位肺功能与患者生活质量评分（CAT 评分）、6
分钟步行试验之间的相关性。旨在探讨慢阻肺稳定期患者有效的管理指标, 全面客观真实的
对慢阻肺患者肺功能程度进行评估, 探索慢阻肺慢病管理的有效模式。
方法 选择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确诊的慢
阻肺稳定期患者共 31 例。患者年龄 45-75 岁间, 其中肺功能分级轻度 6 人, 中度 11 人, 重度
7 人, 极重度 7 人。收集患者一般资料（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吸烟史等）, 所有患者均
行立、卧位肺功能检查, 6 分钟步行试验（6MWT）以及 CAT 评分。
结果 慢阻肺患者立卧位肺功能比较: 纳入 31 例慢阻肺患者均行立位肺功能和仰卧位肺功
能检查, 慢阻肺患者立卧位肺功能参数 FEV1、FVC、FEV1/Pre%之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0.05）；慢阻肺患者卧位肺功能参数 FEV1/FVC%小于立位肺功能（P< 0.05）。6 分钟步行
距离与立、卧位肺功能之间相关性比较: 6MWT 与立位肺功能参数 FEV1、FVC、FEV1/FVC%
呈显著正相关（r= 0.674, P< 0.05）。6MWT 与卧位肺功能参数（同立位）无明显相关性（r=
0.319, P> 0.05）。CAT 评分与立、卧位肺功能之间相关性比较: CAT 评分分值越高, 立位肺
功能参数 FEV1、FVC、FEV1/FVC%、FEV1/Pre%越低, 呈显著负相关, （r= 0.62, P< 0.05）。
CAT 评分和卧位肺功能参数（同立位）均无明显相关性, (r= 0.406, P> 0.05)。
结论 卧位肺功能与立位肺功能在评价慢阻肺患者气流阻塞程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卧位肺
功能检查可能高估患者气流阻塞程度, 在慢阻肺诊断方面存在过度诊断。故不推荐使用卧位
肺功能作为诊断慢阻肺的常规方法。卧位肺功能在评估患者病情时需谨慎解读。卧位肺功能
可作为卧床、不能再配合立位肺功能检查的慢阻肺确诊患者的肺功能评估手段, 可用于社区
慢阻肺随访管理检查的方法。6 分钟步行试验及 CAT 评分检测与立位肺功能均有显著的相
关性, 且监测较为方便、重复性好、经济实用, 可以作为社区慢阻肺慢病管理的监测、评价
指标。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肺癌的临床特征分析
王丹, 庞敏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背景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以持续呼吸症状和气流受限为特征。最新的大规模流行
病学首次明确我国 40 岁以上 COPD 的患病率为 13.7%, 较十年前增长 67%, 成为最常见的慢
性病之一。肺癌为预后极差的恶性肿瘤之一, 其 5 年生存率接近 15%。越来越多研究表明:
COPD 是肺癌常见且重要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COPD 罹患肺癌的风险是正常肺功能者的 4-6
倍, 大约 50%-90%肺癌患者合并 COPD。本研究旨在探讨 COPD 合并肺癌与单纯 COPD 患
者之间临床特征的差异, 提高 COPD 合并肺癌在临床工作中的早期识别及诊断。
方法 连续收集我院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收治的 COPD 合并肺癌及单纯 COPD 各 48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 COPD 合并肺癌和单纯 COPD 患者在年龄、性别、体重指数（BMI）、
吸烟史、吸烟指数、临床症状、肺功能指标等临床特征方面的差异性。分析 COPD 合并肺
癌患者病变部位、分期及不同性别病理类型的差异。
结果 COPD 合并肺癌患者与单纯 COPD 患者体重指数、吸烟史及吸烟指数比较, 差异均有

162

第十六届中青年呼吸学者论坛论文汇编

统计学意义（P< 0.05）。 COPD 合并肺癌组患者胸痛、咯血、消瘦、乏力、胸腔积液等临
床症状或体征均显著高于单纯 COPD 组患者,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 而咳嗽、咳
痰、呼吸困难等症状在两组间无差异（P> 0.05）。COPD 合并肺癌组患者与单纯 COPD 组
患者 FEV1/FVC、FEV1%pre、RV/TLC）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COPD 合并
肺癌组的 DLCO 较单纯 COPD 组明显降低（51.3±16.3 vs 66.9±19.4）, 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
义（P< 0.01）。COPD 合并肺癌组 GOLDⅠ级 15 例（31.3%）、GOLDⅡ级 25 例（52.1%）、
GOLDⅢ-Ⅳ级 8 例（16.7%）；单纯 COPD 组 GOLDⅠ级 9 例（18.8%）、GOLDⅡ级 16 例
（33.3%）、GOLDⅢ-Ⅳ级 23 例（47.9%）。CODP 合并肺癌组患者肺功能分级以Ⅰ-Ⅱ级常
见（83.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COPD 合并肺癌组患者病理类型以鳞癌（54.2%）
最多见, 其中男性患者以鳞癌（69.4%）为主, 女性患者以腺癌（83.3%）为主,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1）。COPD 合并肺癌组患者病变部位上叶较下叶多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4.083, P< 0.05）, 而左右肺之间无差别。COPD 合并肺癌组患者首次诊断时以Ⅲ期、Ⅳ期为
主（85.4%）。
结论 COPD 合并肺癌多发生于男性吸烟者, 以鳞癌常见, 在肺上叶发生率高。COPD 合并肺
癌患者由于早期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 导致早期诊断率低, 确诊时已多为晚期。轻-中度
COPD 患者出现咯血、消瘦、胸痛等临床症状和（或）DLCO 较前明显下降时应高度警惕肺
癌的发生。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红细胞分布宽度的变化及其临床
意义
王丹, 庞敏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背景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以持续呼吸症状和气流受限为特征的可以治疗和预防
的疾病。红细胞分布宽度（RDW）为全血细胞检测的常规项目, 是反映红细胞体积大小异质
性的参数。已有研究表明, RDW 不仅应用于贫血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还与急性心机梗死、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动脉高压、肺癌等相关。本研究旨在探讨红细胞分布宽度（RDW）在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中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4 月收治的 306 例 AECOPD 患者的
临床资料, 根据 RDW 是否升高分为 RDW 升高组和 RDW 正常组, 比较白细胞计数（WBC）
、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U%）、C-反应蛋白（CRP）、血沉（ESR）、纤维蛋白原（FIB）、
白蛋白（ALB）、PaO2、PaCO2、肺功能指标、住院时间等；根据肺功能 GOLD 分级分为Ⅰ
-Ⅳ级, 比较四组的 RDW 水平；分析 RDW 与上述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纳入研究的 306 例 AECOPD 患者中, RDW 升高组（RDW＞15%）60 例, 男性 47 例, 女
性 13 例, 平均年龄（68.2±9.7）岁；RDW 正常组（RDW≤15%）246 例, 男性 197 例, 女性
49 例, 平均年龄（67.5±9.6）岁。RDW 升高组 NEU%、CRP、FIB、PaCO2、住院时间均高
于 RDW 正常组, 而 ALB、PaO2、FEV1%pre 均低于 RDW 正常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年龄、性别、WBC、ESR、RBC、Hb、FEV1/FVC、FVC 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0.05）。306 例 AECOPD 患者均于病情稳定后行肺功能检查。根据 COPD 全球创
议（GOLD）肺功能分级将患者分为 I-IV 级。其中 GOLDⅠ级 33 例（10.8%）、GOLDⅡ级
108 例（35.3%）、GOLDⅢ级 114 例（37.3%）、GOLDⅣ级 51 例（16.7%）。随着 GOLD
分级的增加, RDW 递增, 四组 RDW 水平 Ⅳ级＞ Ⅲ级＞Ⅱ级＞Ⅰ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10.030, P< 0.01）。RDW 与 NEU%、CRP、FIB、PaCO2、住院时间呈正相关（分别为
r= 0.167、r= 0.298、r= 0.173、r= 0.205 及 r= 0.437）, 与 PaO2、ALB、FEV1%pre 呈负相关
（分别为 r= -0.208、r= -0.385 及 r= -0.352）,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RDW 反应体内炎症水平, 可作为评估 AECOPD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
一项重要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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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白蛋白在成人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预后预测价值研究
杨凌婧, 高凌云, 付泽伟, 李熙霞, 杨丽青

四川省人民医院城东病区
背景 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CAP）是威胁人类健康常见的感染
性疾病之一。据 2010 年全球疾病负担调查报告, 以 CAP 为代表的下呼吸道感染是全球范围
内病死率第四位的疾病［1］。特别是重症 CAP 病死率达 21%～54%［2］。对 CAP 病情严
重程度及预后评估极为重要。
目的 评估血清白蛋白在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预后中的预测价值。
方法 前瞻性观察研究, 纳入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连续收治呼吸重症监护室（Respiratory
Intensive Care Unit, RICU）（包括急诊收治及普通病房转入）确诊为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患
者 118 例。根据入 RICU 24 小时内血清白蛋白水平分为非低蛋白血症组（A 组≥ 30g/l）和
低蛋白血症组（B 组＜30g/l）。再根据低蛋白血症严重程度分为 3 组（B1 组≥ 25～＜30g/L,
B2 组≥ 20～＜25g/L, B3 组＜20g/L）。对所有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进行急性生理和慢
性健康状况 II（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Ⅱ, APACHEⅡ）及序贯器官
功能衰竭（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评分。以 28 天死亡为主要终点指标, 以
发生脓毒症、应用血管活性药物、住院时间、机械通气, 持续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 CRRT）为次要终点指标, 探讨不同血清白蛋白浓度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结果 低蛋白血症组 APACHEⅡ评分高于非低蛋白血症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1.98±8.24
VS 17.56±9.75, P< 0.05）；低蛋白血症组使用有创机械通气及天数、使用血管活性药物高于
非低蛋白血症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6.0% VS 62.3% , 4.0(1.0-11.0)VS 2.0(0.0-6.5), 61.4%
VS 37.7%, P< 0.05）；低蛋白血症组 28 天死亡高于非低蛋白血症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6.8%VS 21.3%, P< 0.05）。随白蛋白水平下降, 使用血管活性药物风险增高；随白蛋白
水平下降, 28 天死亡风险上升。通过多因素二元 logistic 分析, 低血清白蛋白是死亡的独立危
险因素。入 RICU 24 小时血清白蛋白下降 5g/L, 28 天死亡风险增高（0R= 1.597, 95%CI
1.074-2.373, P= 0.03）。非低蛋白血症患者 28 天生存状况显著优于非低蛋白血症患者。
结论 入 RICU 24 小时血清白蛋白是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较好的预测指标之一, 与不良预后
密切相关。

ESRP1调控非小细胞肺癌EMT的机制研究
李艳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背景 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最快、对人群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 探索
ESRP1 调控非小细胞肺癌 EMT 的机制研究。
方法 收集我院病理科 2015-2018 年行肺部肿瘤切除石蜡包埋的肺癌组织（鳞癌 30 例, 腺癌
36 例）和肺部良性组织（对照组）30 例。收集石蜡包埋的肺癌组织及相应的癌旁组织各 26
例, 收集石蜡包埋的肺癌组织及相应的转移性胸水沉渣蜡块各 17 例, 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检测非小细胞肺癌组, 癌旁组, 转移性胸水组及对照组 ESRP1 及 EMT 标记物的表达情况。
结果 非小细胞肺癌 EMT 相关标志物及 ESRP1 的表达情况: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示: 非小细
胞肺癌 EMT 相关标志蛋白 α-SMA、Vimentin 表达均高于对照组, E-Ca 的表达低于对照组,
且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ESRP1 的表达均高于对照组（P< 0.05）。非小细胞
肺癌及相应的癌旁组织 EMT 相关标志物及 ESRP1 的表达情况: 免疫组化结果示: 非小细胞
肺癌 EMT 相关标志蛋白 α-SMA、Vimentin 表达均高于癌旁组织, E-Ca 的表达低于癌旁组,
且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ESRP1 的表达高于癌旁组（P< 0.05）。非小细胞肺
癌及相应转移性胸水中 EMT 相关标志物及 ESRP1 的表达情况: 免疫组化结果示: 非小细胞
肺癌 EMT 相关标志蛋白 α-SMA、Vimentin 表达均高于转移性胸水组, E-Ca 的表达低于转
移性胸水组, 且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ESRP1 表达低于转移性胸水组（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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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非小细胞肺癌存在明显的 EMT 现象, 且在非小细胞肺癌中 ESRP1 高表达, 癌旁及
转移性胸水中低表达, 提示 ESRP1 可能通过某种信号机制参与非小细胞肺癌上皮间质转
化的发生、发展。

结缔组织疾病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与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临床
特点分析
杨丽青, 高凌云, 杨凌婧, 卢琪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结缔组织疾病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associ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CTD-ILD）与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IPF）临床特点,
探寻两组疾病的差异, 以提高对该类疾病的认识。
方法 通过收集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我院住院的 CTD-ILD 和 IPF 患者的临床资料, 分
析 CTD-ILD 患者及 IPF 患者的临床特点, 并进行为期 1 年的随访, 了解疾病的预后。
结果 研究共纳入患者 58 例, 其中 CTD—ILD 组 29 例, IPF 组 29 例, IPF 组以男性, 吸烟患者
多见, 咳嗽、咳痰症状明显, Velcro 啰音及杵状指为其特征性体征, 蜂窝影及牵拉性支扩为其
典型的胸部高分辨 CT 表现, 易并发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1 年后肺功能 FEV1、FVC、FEV1%、
FVC%下降更为显著。CTD-ILD 患者胸痛常见, 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和 ENA 阳性率较高, 1
年内住院次数更为频繁（P< 0.05）。
结论 CTD-ILD 与 IPF 的临床特点不完全相同, 通过对临床表现、体征、胸部高分辨 CT、血
常规、ENA、肺功能及预后进行全面评估, 有助于对 ILD 作出合理诊断。

气管镜下注射顺铂加恩度联合镜下消瘤治疗乳头状鳞状细胞癌
研究
姜文青, 殷彬, 李乐

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
背景 鳞状细胞癌（SCC）是一类起源于支气管上皮, 显示角化和（或）细胞间桥的恶性上
皮性肿瘤, 乳头状鳞状细胞癌为其罕见变异亚型, 多表现为独特的支气管内乳头状生长方式,
由于其病理分型为恶性, 故目前治疗多采用手术加化疗方式, 病人负担较重；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气管镜下注射顺铂加恩度联合镜下消瘤治疗气道乳头状鳞状细胞癌的
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肺病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间, 2 例气道乳头状
鳞状细胞癌患者, 其中 1 例为为混合性鳞状细胞和腺性乳头状瘤, 均观察了行气管镜下注射
顺铂加恩度联合镜下消瘤治疗后的疗效及并发症。
结果 2 例患者成功完成治疗及随访。从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方面分析, 两例患者手术后原气
道狭窄得到显著改善, 咳嗽、喘憋等症状得到缓解, 镜下介入治疗达到预期效果。肺功能的
改善情况方面, 术前 FEV1 为(1.50±0.34) L, 术后 1 周 FEV1 为(2.40±0.72) L, 3 个月后 FEV,
为(2.47±0.64) L。统计结果显示三个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 12.48, P< 0.05);与术前肺功
能相比, 术后 1 周的肺功能较术前明显改变(t= 4.52, P= 0.001)；术后 3 个月肺功能较术前明
显改善(t= 4.33, P= 0.001)；但术后 1 周与术后 3 个月肺功能改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0.42, P= 0.72);呼吸困难严重程度分级(mMRC)评分改善情况: 呼吸困难评分从术前的 3.0 分
降到了术后的 0 分,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随访观察: 我们分别对两例对患者进行
了 1 年随访, 患者每三个月复查 1 次胸部 CT, 未发现原部位气管出现再狭窄。
结论 气管镜下注射顺铂加恩度联合镜下消瘤治疗乳头状鳞状细胞癌疗效确切, 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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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出气VOCs气相色谱-质谱分析用于支气管扩张症患者的研究
顾淑一, 徐金富

上海市肺科医院
目的 分析支气管扩张症患者呼出气冷凝液（EBC）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与疾病严重程
度的关系；探索特定挥发性有机物与支气管扩张伴感染常见菌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门诊随访的 65 例稳定期
支气管扩张症患者, 其中男性 29 例, 女性 36 例, 年龄 40~72 岁, 平均年龄（59±8）岁, 进行
胸部 HRCT、痰/BALF 培养、动脉血气、肺功能等检查。根据血氧饱和度（SPO2）、微生
物培养结果进行分组。收集其 EBC 标本进行顶空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检测。
结果 经顶空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提示: 86%（56/65 例）支扩患者 EBC 中检出棕
榈油酸及其代谢产物 D-柠檬烯, 考虑与此类患者口服桉柠蒎肠溶胶囊相关。检出酸类化合物
包括: 十四酸、十五酸、十六酸、十七酸、十六烯酸、十四烯酸；醛类化合物包括: 苯甲醛、
十二醛、壬醛、圭醛、癸醛；醇类化合物包括: 2, 2, 4-三甲基-1-异丁酸-1, 3-戊二醇、二氢香
茅醇、6-甲基-1-辛醇、壬醇。合并铜绿感染支扩患者的 EBC 标本中苯酚保留时间（ApexRT）
为（7.47±3.16）min；非铜绿感染支扩患者为（9.51±1.89）min,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227,
P= 0.037）。合并铜绿感染支扩患者的 EBC 标本中 1, 4-二氯苯保留时间（ApexRT）为
（6.15±1.75）min；非铜绿感染支扩患者为（6.67±1.38）min, （t= 0.940, P= 0.354）。合并
铜绿感染支扩患者的 EBC 标本中壬醛 ApexRT 为（6.05±1.25）min；非铜绿感染支扩患者为
（5.98±1.23）min, （t= 0.846, P= 0.846）。合并铜绿感染支扩患者的 EBC 标本中 2, 2, 4-三
甲基-1-异丁酸-1, 3-戊二醇 ApexRT 为（9.78±3.58）min；非铜绿感染支扩患者为（9.11±3.39）
min, （t= 0.524, P= 0.604）。低氧支扩患者十四酸 ApexRT 为（13.59±1.11）min；非低氧
支扩患者为（13.18±0.02）min, （t= 1.480, P= 0.159）。低氧支扩患者十五酸 ApexRT 为
（14.57±1.46）min；非低氧支扩患者为（13.81±1.63）min, （t= 1.103, P= 0.283）。
结论 与正常人群 EBC 标本相比, 支扩患者有特征性 VOCs 谱。在支扩患者中, 合并铜绿假
单胞菌感染组与非铜绿感染组的 VOCs 谱不同；合并低氧血症组与非低氧血症组的 VOCs
谱不同。

Vitamin D deficiency associated with Pseudomonas aeruginosa
colonization in bronchiectasis
Ruo-Xuan Dai, Jie-Lu Lin, Jin-Fu Xu
Shanghai Pulmonary Hospital
Background The blood vitamin D status of bronchiectasis pati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lood vitamin D level and Pseudomonas aeruginosa (P. aeruginosa) colonization in patients with
bronchiectasis are poorly understood.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conducted at Shanghai Pulmonary Hospital between
June 2015 and June 2017. Serum 25-hydroxyvitamin-D level was monitored for bronchiectasis
patients. Baseline information, comorbidities, etiology of bronchiectasis, course of disease,
admission time, laboratory results, image examination, lung function, No. of annual exacerbations
and No. of annual hospitalizations were recorded and analyzed. Correlation analysis, logistic
analysis and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s (ROC) curve were performed to 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Results In 195 bronchiectasis patients, 83.1% (162 of 195) patients were vitamin D deficiency
(13.46 ± 3.36 ng/ml) and 13.8% (27 of 195) were vitamin D insufficiency (23.49 ± 2.45ng/ml),
only 3.1% (6 of 195) patients were vitamin D sufficiency (37.31 ± 3.17ng/ml). The ratio of P.
aeruginosa colonization (P= 0.038) and No. of affected lung segments (P= 0.042) in vitamin D
deficienc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non-deficiency group. As for severity score, vitamin D

166

第十六届中青年呼吸学者论坛论文汇编

deficiency group had higher BSI score than non-deficiency group (5[4, 9] vs 4[2.75, 6.25], P=
0.034). Vitamin D concertation wa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BSI score (r= -0.2, P= 0.02). Female
(OR= 2.7) and vitamin D deficiency (OR= 3.0) 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colonization with P.
aeruginosa in bronchiectasis patients. Vitamin D concentration had a weak prediction for P.
aeruginosa colonization in bronchiectasis patients when vitamin D concentration ≤ 13.59 ng/ml
had the best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to predict P. aeruginosa colonization.
Conclusions Vitamin D deficiency is common among Chinese adult bronchiectasis patients.
Moreover, vitamin D deficiency is associated with colonization with P. aeruginosa in
bronchiectasis patients.

Comparison of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with systemic
corticosteroids in the treatment of exacerbations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 Meta-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Huan Chen1, Zhi-Yi He2, Jing Bai2, Jian-Quan Zhang2, Mei-Hua Li2, Xiao-NingZhong2
1.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Yulin City
2.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Background Many studies compared the efficacy of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ICs) and systemic
corticosteroids (SCs), but the results were controversial, so a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ICs and SCs.
Methods Comprehensive searches were performed from Pubmed, Medline and Chinese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s obtaining th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according to the included studies.
Results Eight trials involving 1022 COPD patients were includ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Cs
have a greater effect in PaO2 than ICs (WMD= -0.19;95%CI, -0.33–-0.06;P= 0.006), and
subgroup analysis showed that significant efficacy was found in high-dose group (WMD= -0.36;
95%CI, -0.65–-0.06;P= 0.020), but not in low-dose group (WMD= -0.15;95%CI, -0.31–0.01;P=
0.062). The results showed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effect in PaCO2, improvement in FEV1/FVC
and FEV1%pred, hospital stay. An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SCs had a higher risk of adverse effects
than ICs (RR= 0.52;95%CI, 0.32–0.83;P= 0.006).
Conclusions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ICs was not inferior than SCs, but safer than SCs.

结节病和结核病临床特点分析
张静瑜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背景 结核病和结节病是慢性、多系统、肉芽肿性疾病, 因在临床表现、影像学、组织病理
学两者均有一定的相似性, 使得例如像我国这样的结核病高发国家结节病的诊断更为困难,
本文通过归纳总结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经病理确诊结节病及结核病两组患者之间的临床特
点, 以提高临床对结节病及结核病的认识, 指导进一步诊疗。
方法 收集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2010 年–2018 年就诊的结合穿刺活检病理或者手术病理及临
床症状并排除其他相关疾病明确诊断为结节病患者 42 例及结核病患者 33 例的临床资料, 临
床资料包括: 年龄、性别、职业、主要症状、首诊科室、病理取材方式、影像学表现等, 回
顾性分析 42 例结节病及 33 例结核病患者的临床特点, 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统计及相关性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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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一般情况: 42 例结节病患者中, 女性 35 例（83.3%）, 男性 7 例（16.7%）, 男女比例
1: 5, 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 53±10 岁, 33 例结核病患者中, 女性 19 例（42.4%）, 男性 14 例
（57.6%）, 男女比例 1: 1.36, 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 51±13 岁。临床主要症状: 42 例结节病患
者不同程度出现不适症状, 临床主要以咳嗽咳痰 22 例（52.4%）为主要症状, 而结核病患者
可无明显临床症状, 仅在常规体检完善胸片等检查发现异常而被诊断, 两者在有无症状中有
显著性差异（P< 0.05）。肺影像学: 90%以上的结节病及结核病患者出现肺叶受累, 42 例结
节病患者中有 42.9%出现胸膜累及, 33 例结核病患者中有 66.7%的患者有胸膜受累, 两者有
显著性差异（P< 0.05）, 同时在胸内淋巴结累及部位两组有统计学意义（P< 0.05）。42 例
结节病影像学分期中以 2 期（47.6%）及 3 期（31.0%）居多, 同时肺门淋巴结肿大及小叶间
隔增厚的 CT 征象在结节病及结核病中有显著性差异（P< 0.05）, 且两者在双侧肺门淋巴结
肿大及结核好发部位有统计学意义。（P< 0.05）。病理组织取材方式: 42 例结节病中有 15
例（35.7%）行胸腔镜淋巴结穿刺/肺活检, 33 例结核病中行胸腔镜淋巴结穿刺/肺活检 22 例
（66.7%）, 两者有显著性差异（P< 0.05）。
结论 结节病以女性多发, 年龄约在 50 岁左右, 临床以全身多系统、多器官损害为主要表现,
主要以双侧肺门淋巴结、纵膈淋巴结受累为主, 影像学中多以双肺小结节、小叶间隔增厚为
主要表现。结核病在仍以呼吸系统受累较为常见, 影像学中可出现单侧/双侧肺门淋巴结肿大
及胸膜受累。目前我院病理确诊结节病及结核病多以胸腔镜淋巴结穿刺活检/肺活检为主, 应
大力提升和发展支气管镜及其相关技术的应用, 为患者节省开支, 减低手术风险及患者痛苦。

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合并脓毒血症及肺炎1例报道
并文献复习
兰江河

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HNL)并发脓毒血症和重症肺炎的临床特点及其诊疗,
并进一步探讨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与脓毒血症及重症肺炎的关系。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确诊的 1 例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合并脓毒血症及重症肺炎病例并进
行相关文献复习, 探讨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病因、发病机制及其与脓毒血症和重症肺炎
的相关性。
结果 本例患者早期合并肺部感染, 予抗感染及对症支持治疗后, 肺部感染病灶较前减少,
仍反复发热, 但患者及家属要求出院, 而中断抗感染治疗后肺部感染逐渐加重至重症肺炎而
再次住院, 血培养示大肠埃希菌阳性, 经加强抗感染治疗后重症肺炎及脓毒血症逐渐好转,
但仍有发热, 予行淋巴结活检确诊后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后病情好转出院。复习文献, HNL
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可能与病毒及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关, 其临床主要表现为淋巴结肿大及发
热, 淋巴结常呈痛性或压痛性肿大。HNL 的特征性病理改变是在光镜下 HE 染色后的肿大淋
巴结的副皮质区可见凝固性坏死灶, 有时病灶可累及皮质区, 但不侵犯淋巴结被膜, 病灶中
央可见大量的核碎片；小灶性或簇状 CD68、CD123 及 MPO 阳性则是 HNL 的重要免疫组织
化学特点。HNL 是一种自限性疾病, 治疗上主要是对症处理, 但合并重症感染及多器官功能
障碍死亡率很高, 这可能与患者免疫紊乱有关, HNL 合并重症感染需要积极抗感染, 并且可
能需要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
结论 淋巴结活检是诊断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主要依据, 合并重症感染及多器官功能障
碍需要积极抗感染治疗, 糖皮质激素治疗对反复重症感染患者可能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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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rticosteroids on the Sputum Microbiome in
Eosinophilic and Noneosinophilic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xacerbations
Yu-Jing Qi1, Xue-Jiao Sun1, 2, Ying-Hua Li1, Yan-Fei Bin1, Zhe Wang1, Xiao-Ning Zhong1,
Jing Bai1, Zhi-Yi He1
1.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2. Liu Zhou People's Hospital
Background Eosinophils can predict exacerbation risk and response to corticosteroid treatment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The airway microbiom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PD severity. However, it remains unknown whether corticosteroids have effect on airway
microbiology in eosinophilic and noneosinophilic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xacerbation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s of the airway microbiome in
eosinophilic and noneosinophilic COPD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using corticosteroids.
Methods Acute exacerbation COP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peripheral blood
eosinophils.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a methylprednisolone acetate injectable suspension at
40 mg QD for five days. Induced sputum samples obtained from these patients were analyzed with
the 16S ribosomal RNA method. Amplification was performed by hypervariable region 3-4
(V3-V4) sequencing. Data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QIIME, SourceTracker, and R.
Results A total of 20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1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diversity of the microbial composition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Eos (high
eosinophilic acute exacerbation COPD) and Noneos (noneosinophilic acute exacerbation COPD)
groups. After treatment, the Shannon index levels in both group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 0.007
and P= 0.012respectively). The Chao1 index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Eos2 group
(eosinophilic acute exacerbation COPD after two weeks of treatment)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Eos group (P= 0.002). The Chao1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Eos2 group than in the
Noneos2 group (non-eosinophilic acute exacerbation COPD after two weeks of treatment) (P= 0.002).
At the phylum level, Bacteroidetes and Fusobacteri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eosinophilic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P= 0.019 and P= 0.029, respectively). Fusobacteria was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noneosinophilic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P= 0.008).The composition of microbiomes between
Eos group and Noneos group were similar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phylum level.
Conclusions During the course of COPD exacerbations, the bacteria community diversity were
increased both in eosinophilic and noneosinophilic group. Corticosteroids can reduce the bacteria
community richness in eosinophilic patients.

Subgroup analysis makes GOLD2019's new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more convincing: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Zhong-Shang Dai, Yan Chen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Purpose To estimate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in out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and use the subgroup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reliability
of Global Initiative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Lung Disease (GOLD) 2019.
Methods COPD outpatients from 21 medical centers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were stratified
into groups A–D, and group D patients were further stratified into subgroups D1–D3 according to
the GOLD 2016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Demography,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d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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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Results In 1, 017 COPD outpatients, the distribution from group A to D and subgroup D1 to D3
was 41 (4.0%), 249 (24.5%), 17 (1.7%), 710 (69.8%) and 214 (30.2%), 204 (28.7%), 292 (41.1%),
according to GOLD 2016.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vary from group to group. Some
patients in groups C–D regrouped to groups A–B were all C1 and D1 subgroups according to
GOLD 2019. Comparing subgroup D1 with group B, group D, subgroup D2 and subgroup D3, it
was found that the demography,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dications of subgroup D1 were the
closest to group B, according to GOLD 2016.
Conclusion The disease severity of outpatients with COPD in Hunan Province was more common
in group B and D and patients in groups A–D had different demography,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dications, according to the GOLD 2016. Subgroup analysis can explain to a certain extent
that GOLD2019's new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is more reasonable and reliable than GOLD
2016.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miR-146a on malignant biological
behavior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 line
Fang Yuan1, Su-Yun Zhang2, Wen-Ying Xie2, Sheng Yang2, Ting-Yan Lin1, Xiang-Qi Chen1
1.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Fuzhou 3500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Oncology,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Fuzhou 350001, china.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expression of mircoRNA-146a (miR-146a) in human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s, its effect on cellular behaviors, and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Methods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RT-qPCR) technology was used to measure miR-146a
expression in the human normal lung epithelial cell line BEAS-2B and human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 lines A549, PC-9, and H1299. The aims of this work were to determine
whether miR-146a acts as an oncogene or anti-oncogene and to allow screening of suitable human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s for next experiment MiR-146a mimics and inhibitor were transfected
into target cells to allow us to observe the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human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s. The target genes of miR-146a were predicted using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and binding sites were validated by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Target
gene expression at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es were measured by RT-qPCR and Western blot,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miR-146a in human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 lines A549, PC-9, and
H1299 were respectively lower than its expression in BEAS-2B (P< 0.01). A549 cells were
selected as target cells. The A549 cell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 protocol: mimics group (transfection with miR-146a mimics), nc group (transfection
with a nonsense sequence of miR-146a), and mock group (transfection with Lipofectamine 2000
only). Over-expression of miR-146a in A549 cells can inhibit cell proliferation (P< 0.05),
promote apoptosis (P< 0.05), and reduce the cells’ ability of invasion and migration (P< 0.01).
Bioinformatics prediction indicated that IRAK1(Interleukin-1 receptor-associated kinase 1) and
TRAF6(TNF receptor associated factor 6) are the target genes of miR-146a. Dual-luciferase report
assay showed that miR-146a could specifically bind to 3′-UTRs of IRAK1 and TRAF6.The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of IRAK1 and TRAF6 were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after over-expression
of miR-146a in A549 cells (P< 0.01).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of miR-146a in human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normal lung epithelial cells, indicating that miR-146a acts as an anti-oncogene.
MiR-146a suppresses the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human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s by down-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IRAK1 and TRA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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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RP1在非小细胞肺癌上皮间质转化中的机制研究
崔节达 1, 李艳 2, 陈娟 1
1.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2.宁夏医科大学
目的 上皮剪切调控蛋白 1（ESRP1）在非小细胞肺癌（肺腺癌, 肺鳞癌）上皮间质转分化（EMT）
中的机制研究。
方法 1、收集因肺部肿瘤需行肺叶切除术的患者, 术前病理确诊为肺鳞癌 33 例、肺腺癌 36
例、良性结节（对照组）30 例, 术中留取其肿瘤及结节病灶组织, 检测 ESRP1 及 EMT 相关
标记物的表达情况；2、体外培养人腺癌细胞（A549）, 用 TGF-β1 作用细胞, 检测 ESRP1
及 EMT 相关标记物表达水平, 检测 A549 细胞中 ROS 的表达情况。
结果 非小细胞肺癌上皮细胞中存在 EMT, 且肺鳞癌组表达情况高于肺腺癌组: 免疫组织化
学检测肺鳞癌上皮细胞 EMT 相关标记物 α-SMA、FN、Vimentin 的表达高于对照组（P< 0.05）；
肺腺癌上皮细胞 EMT 相关标记物 α-SMA、FN、Vimentin 的表达高于对照组（P< 0.05）；
且肺鳞癌组中 α-SMA、FN、Vimentin 的表达高于肺腺癌组（P< 0.05）。非小细胞肺癌中
ESRP1 高表达, 肺鳞癌组中表达高于肺腺癌组: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发现肺鳞癌上皮细胞
ESRP1 的表达高于高于对照组（P< 0.05）；肺腺癌 ESRP1 的表达高于对照组（P< 0.05）；
肺鳞癌组中 ESRP1 的表达高于肺腺癌组（P< 0.05）。ESRP1 与 EMT 相关标记物的表达情
况具有一致性。TGF-β1 诱导 A549 细胞 EMT 的发生并上调 A549 细胞 ESRP1 的表达: TGF
作用于 A549 细胞后, 免疫印迹 FN、LN、α-SMA、COI-I、N-Ca、Vimentin 的蛋白水平均高
于对照组（P< 0.05）, ESRP1 的蛋白及 RNA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 0.05）；TGFβ 上调 A549
细胞 ROS 高表达: 流式细胞术检测 TGFβ 刺激 A549 细胞, ROS 表达量高于对照组（P< 0.05）。
NAC 拮抗 TGF 诱导的 EMT 现象, 并下调 ESRP1 的表达: TGFβ 刺激 NAC 预处理后的 A549
细胞, 蛋白免疫印迹检测 FN、LN、α-SMA、COI-I、N-Ca、Vimentin 的蛋白水平均低于 TGFβ
组（P< 0.05）, ESRP1 的蛋白及 mRNA 水平均低于 TGFβ 组（P< 0.05）。
结论 非小细胞肺癌组存在明显的 EMT 现象, 且肺鳞癌组中表达水平高于肺腺癌组, 癌组织
高于癌旁组织并高于对照组；肺鳞癌组中 ESRP1 表达水平高于肺腺癌组并高于对照组, 提
示 ESRP1 可能通过某种信号机制参与非小细胞肺癌上皮间质转化的发生、发展。TGFβ1 上
调 ESRP1 的表达并诱导人肺腺癌细胞出现 EMT 现象, 提示 TGFβ1-ESRP1-EMT 信号通路可
能在人肺腺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抗氧化剂 NAC 能明显拮抗 TGFβ1 诱导的
EMT 的发生, 拮抗 ESRP1 的表达, 提示: ROS 参与了肺癌上皮间质转化的发生发展。

Mechanism of NOX4 and ESRP1 in airway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Jie-Da Cui1, Bin-Wei Hao2, Xiao-Tong Guo1, Pi-Xin Ran2, Juan Chen1
1. Department of Pulmona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General Hospital of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2.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Nicotinamide-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 oxidase
4 (NOX4) and Epithelial splicing regulatory protein 1 (ESRP1) in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Methods Collect lung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pulmonary surgical operation , Preoperative
lung function tests were divided into lung cancer with COPD groups (referred to as COPD groups)
and lung cancer with normal lung function groups (referred to as the Control groups) , each of the
groups have 23 examples. The normal lung tissues distal to the tumor lesions were taken during
operation,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ESRP1, NOX4, and ECM markers in the COPD groups and
Control groups. Detect the levels of SOD3 and MDA in the COPD groups and Control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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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e human airway epithelial cell in vitr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ESRP1, NOX4 and ECM
markers in BEAS-2B; Detect the levels of ROS in BEAS-2B.
Results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Western blotting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ECM marker
proteins such as FN, LN, α-SMA, COI-I in COPD group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s, the expression of E-Ca was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s. Immunohistochemistry,
Western blotting and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detection showed that the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of ESRP1 in COPD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s (P< 0.05). The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of NOX4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s (P< 0.05). ELISA
showed that COPD groups serum SOD3 levels were lower in Control groups (P< 0.05), MDA
levels were higher in Control groups (P <0.05). TGFβ1 induces the expression of ECM markers in
BEAS-2B cells: BEAS-2B cells were stimulated by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nd time points of
TGFβ1. Western blo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otein levels of FN, LN, α-SMA, COI-I, N-Ca,
Vimenti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s (P< 0.05). BEAS-2B cells were stimul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nd time points of TGFβ1, Western blo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of ESRP1 and NOX4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s (P< 0.05).
BEAS-2B cells were stimulated by TGFβ1, Flow cytometry showed ROS expression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s (P< 0.05). The effect of NAC on TGFβ1-induced EMT antagonism:
After NAC pretreatment of BEAS-2B cells, then treated with TGFβ1, Western blotting showed
that The protein levels expression of ECM markers FN, LN, α-SMA, N-Ca, Vimentin and COI-I
in NAC+ TGFβ1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GFβ1 alone groups (P< 0.05). After NAC
pretreatment of BEAS-2B cells, then treated with TGFβ1, Western blotting and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detection showed that The protein and mRNA of ESRP1 and NOX4 in
NAC+TGFβ1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GFβ1 alone group (P< 0.05).
Conclusion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EMT phenomenon in the small airway of COPD patients, and
low expression of ESRP1 and high expression of NOX4 in small airway epithelial cells suggest
that NOX4 and ESRP1 may participate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P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through certain signaling mechanisms. TGFβ1 up-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ESRP1, and induces EMT in human airway epithelial cells. It is suggested that
TGFβ1-ESRP1-EMT signaling pathway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MT in
human small airway epithelial cells. The level of MDA in circulating oxygenated produc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OPD groups and the SOD of anti-oxidative enzyme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t the cellular level, TGFβ1 up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NOX4 in airway epithelial
cells and induces release of intra-cellular ROS, suggesting that the imbalance of
oxidation/anti-oxidation plays an significant role in COPD. NAC can significantly antagonize the
TGFβ1-induced EMT; NAC can be used as a new drug target in COPD.

一例间质性肺疾病诊治过程分享
陈广生, 蒋明, 马礼兵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患者中年男性, 无特殊职业史、用药史及接触史, 亚急性病程, 以气促为主要临床表现, CT
示两肺弥漫性间质性病变, 入院后完善感染相关、自身抗体谱等检查无特异性结果, 常规抗
感染治疗无效, 经冷冻肺活检取病理得出指向性病理诊断, 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后病情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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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airway microbiome in COPD patients with frequent
and infrequent exacerbations
Tian-Wen Lai1, Chao Cao2, Yuan Cao2, Zhi-Hua Chen2, Wen Li2, Song-Min Ying2, Hua-Hao Shen2
1.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2. Key Laboratory of Respiratory Disease of Zhejiang Provinc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China
Background Some patients with COPD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acute exacerbations (AECOPD)
than others.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se differences in susceptibility remain largely unknown.
Objective To determine whether altered sputum microbiota may underlie a propensity to suffer
from frequent exacerbations in COPD.
Methods Induced sputum samples were obtained from 79 clinically stable COPD patients, 33
frequent exacerbations (FE) (≥ 2 exacerbations or 1 hospitalization due to AECOPD in the
previous year) and 46 infrequent exacerbations (IE) (≤1 exacerbation in the previous year). As a
reference, we studied a group of age-matched healthy volunteers (n= 43) with normal spirometry.
Total DNA was amplified using primers specific for the V3-V4 hypervariable region of bacterial
16S ribosomal RNA. Bacterial compositional profiles were compared among microbiome-profiled
subjects.
Results A greater microbial diversity was found in patients with FE,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values of alpha diversity (Observed_species, Chao1, Ace) among FE compared to IE. Beta
diversity analysis also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both groups. Proteobacteria
was the predominant phylum in patients with FE versus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and patients with
IE. Sphingomonas was the most common genera in patients with FE versus other samples or
groups. Moreover, patients with FE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other genera such as
Actinomyces, Parvimonas, and Alloprevotella; in contrast, patients with IE we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Pasteurella, Streptococcus, and Rothia.
Conclusion The microbiome profile of sputum is associated with the ‘frequent exacerbator’
COPD phenotype, suggesting that microbial targets may have the potential to reduce the
frequency of COPD exacerbations.

安罗替尼一线治疗晚期肺腺癌1例
Bing Li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安罗替尼作为多靶点抗肿瘤血管学成药物, 已于 2018 年正式上市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
治疗, 并作为二线以上用药推荐。此例患者为晚期肺腺癌患者, 一线使用安罗替尼治疗, 效
果确切, 做典型案例过程回顾及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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