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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结节病６７例临床分析
孙继萍
【摘要】

方向群

目的探讨结节病的临床特点和诊断方法。方法

陈良安
回顾分析解放军总医院自１９９６年来经组织病理学

确诊的６７例结节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女性多于男性，男：女为１：２．０，平均发病年龄４７．１岁。其中０期５
例，Ｉ期２６例，Ⅱ期３３例，Ⅲ期３例。呼吸道症状以咳嗽胸闷气促最多，分别占５２．２％（３５／６７）、４１．８％（２８／６７）和
３８．８％（２６／６７）。全身症状主要为乏力消瘦（２８．４％）和发热（２０．１％）。血清血管紧张素转换酶阳性率为８３．ｏ％。
经气管镜支气管黏膜活检和肺组织活检阳性率分别为７８．６％和７２．７％，纵隔镜活检阳性率１００％。结论结节病
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对有肺门纵隔淋巴结肿大的可疑病例，应尽可能作组织病理学检查明确诊断。
【关键词】结节病；活组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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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节病是一种原因未明的多系统多器官受累的

至２００６年４住院治疗的全部结节病患者的病历，符

肉芽肿性疾病，肺脏和胸内淋巴结受累最常见，其发

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结节病学术组于１９９４年

病率及临床表现因地理位置和人种不同而有差

修订的结节病诊断标准凹］并经病理证实的６７例结

异［１］。由于结节病在我国发病率低，临床表现缺乏

节病患者的临床资料作为研究样本。

特异性，易误诊误治。本文对解放军总医院近１０年

１．２方法按预先设计表格收集资料，记录性别、

经病理确诊资料完整的６７例结节病患者的临床资

年龄、症状体征、病程、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病

料进行分析，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理检查、治疗及转归等，进行回顾性分析。

１对象与方法

１．３分期方法依据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结节

病铆来源

１．１

选择解放军总医院自１９９６年５月

病学术组于１９９４年修订的结节病分期诊断标准［２］
进行分期。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９—１４
作者单位：１００８５３北京市，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

２

结

果

作者简介：孙继萍，女。１９６８年２月生，山东省济南市人，在读医学博
士研究生，副主任医师。Ｔ。１：０１０．６６９３６１８４

２．１

一般资料

６７例结节病患者，男２２例

通讯作者：陈良安，Ｔｅｌ：０１０—６．６９３９３６１，Ｅ＿。ａｉｌ：。ｈｅｎｌａ３０１＠２６３．。ｅｔ（３２．８％），女４５例（６７．２％），发病年龄１８～７６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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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４７．１岁；３０岁以下占３．０％（２／６７），３０～３９岁

性，１１例阳性者均同时查ＳＡＣＥ，８例升高。１７例

占１７．９％（１２／６７），４０～４９岁占３２．８％（２２／６７），

同时行ＰＰＤ、ＳＡＣＥ和肺功能检查，无同时有ＳＡＣＥ

５０～５９占３８．８％（２６／６７），６０岁以上占７．５％

阴性、ＰＰＤ阳性和肺功能正常者。

（５／６７）。发病至确诊时间半个月至３年。其中０期

２．４胸部影像学表现

５例，Ｉ期２６例，Ⅱ期３３例，Ⅲ期３例。

肺门伴纵隔淋巴结肿大为主，占７１．２％（４２／５９），其

Ｉ、Ⅱ期胸内结节病均以双

临床特征见表１。６７例中７例（１０．４％）因

次为单纯纵隔淋巴结增大２２．０％（１３／５９），双肺门

体检发现胸片异常就诊。１５例（２２．４％）以肺外表

淋巴结肿大和以右肺门淋巴结肿大为主各３．４％

２．２

现为首发症状（其中颈部、下肢皮肤结节或红斑１２

（２／５９）。另表现为双肺小结节影１５例，肺内模糊浸

例，大关节痛２例，消瘦１例）。呼吸道症状以咳嗽

润影９例，网状阴影６例。１１例侵及胸膜，双侧胸

胸闷气促最多，分别占５２．２％（３５／６７）、４１．８％（２８／

腔积液５例，单侧胸腔积液４例，单侧胸膜增厚粘连

６７）和３８．８％（２６／６７）。胸痛１３．４％（９／６７）。咳痰

２例。心包积液２例。

２０．９％（１４／６７），多为白黏痰，量少，偶有痰中血丝４

２．５病理组织学活检见表３。应用较多的为经气

例。全身症状主要为乏力消瘦２８．４％（１９／６７）、发

管镜支气管黏膜活检（ｔｒａｎｓ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ｍｕｃｏｓａ

热２０．１％（１４／６７），体温一般低于３８℃，２８．６％（４／

ＴＢＢ）和经气管镜肺组织活检（ｔｒａｎｓ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ｌｕｎｇ

１４）高于３８℃，最高３９℃。另本组有５例（５／６７）患

ｂｉｏｐｓｙ，ＴＢＬＢ）确诊。其次为皮肤结节活检和经纵隔

者有视物模糊，经眼科会诊，２例为虹膜睫状体炎，

镜淋巴结活检，前者主要应用在胸部影像学正常的０

葡萄膜炎、青光眼和白内障各１例。２例表现为眼

期患者和有皮肤损害的Ｉ、Ⅱ期患者，后者主要应用在Ｉ

睑下垂。有心电图改变５例，束支传导阻滞４例伴

期患者。其中３例同时行ＴＢＢ和皮肤结节活检（其

电轴右偏１例，短阵房速，ｓＴ—Ｔ改变１例。结节病

中１例同时行上颌窦穿刺）确诊。同时行ＴＢＢ和肝

侵及上颌窦、肝脏和肾脏各１例。

穿刺及ＴＢＬＢ和浅表淋巴结活检确诊各１例。

见表２。４７例查血清血管紧张

２．６误诊疾病本组２２侈！ｌ曾被误诊，占全部病例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的３２．８％，时间半个月至８个月不等，误诊疾病为

ＳＡＣＥ），３９例升高。４２例行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

肺结核１１例，肺癌３例，肺炎５例，支气管扩张１

物（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例，心衰２例。

２．３

实验室检查

ｂｉｏｐｓｙ，

素转换酶（ｓｅｒｕｍ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ＰＰＤ）检查，３１例阴

表１

万方数据

６７例结节病的临床特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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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发表和临床影像诊断水平的提高，结节病侵犯
胸膜并非罕见，发生率为３％～２０％不等口“］。结

结节病是一种全身系统性慢性疾病，起病隐匿，

节病累及胸膜的表现形式包括胸腔积液、气胸、胸膜

临床表现多种多样，研究报道，其发病年龄分布呈双

肥厚、胸膜结节等。本组资料１６．４％（１１／６７）结节

高峰：第一高峰为青年期，第二高峰为５０岁以上的

病累及胸膜，女性（７例）多于男性，胸腔积液以双侧

中年期，女性发病略高于男性ｎ］。本组病例资料以

多见，单侧胸腔积液左右无明显差别。上述特点与

女性多见，发病年龄可见第二高峰，但第一高峰年龄

国外病例分析发现胸腔积液以右侧多见，左侧次之，

偏大，４０～５９岁患者占７９．１％，比国内报道的发病

双侧最少且男性多于女性的报道不同口］，但与国内

高峰年龄偏大，尤其６０岁以上患者占７．５％，可能

报道一致嘲。这一差别究竟能否反映我国结节病胸

与均为住院病例有关，但与Ｊｏｈｎ等［３３报道的以非洲

膜病变的特点，尚需进一步探讨。本组Ｉ、Ⅱ期胸内

美洲人为主的１８１例门诊患者的发病年龄分布相

结节病均以双肺门伴纵隔淋巴结肿大为主

似。本组资料中以症状就医者占８９．６％。呼吸道

（７１．２％），肺内表现为双肺小结节影、模糊浸润影和

症状主要为咳嗽（５２．２％）、胸闷（４１．８％）和气促

网状阴影。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患者胸片表现为

（３８．８％），其次为胸痛（１３．４％）咳痰（２０．１％）。全

单侧肺门淋巴结肿大或肺门不肿大而单纯纵隔淋巴

身症状主要为乏力消瘦（２８．４％）、发热（２０．１ ０Ａ）。

结肿大，须与其他肺部良恶性肿瘤、炎症相鉴别。

以肺外表现为首发症状就诊者占２２．４％，表现为颈

在实验室检查中，ＳＡＣＥ测定作为结节病的辅

部、下肢皮肤结节或红斑、大关节痛和消瘦。本组肺

助诊断和活动性判定指标目前被广泛应用于临床，

外侵犯主要为眼睛、心脏、上颌窦、肝、脾和肾脏。另

主要因为结节病肉芽组织中的巨噬细胞、上皮样细

有１０．４％病例因查体发现肺部阴影就诊，这部分患

胞及单核细胞分泌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过多，漏人

者极易被漏诊。老年结节病与中青年结节病相比，

体循环。本组ＳＡＣＥ的阳性率为８３．０％，为判断结

临床表现无明显差异，但当老年患者以查体发现肺

节病活动性较敏感的指标。７３．８％ＰＰＤ皮试为阴

部阴影就诊，尤其并发胸水时，更易被漏诊或误诊。

性，阳性者中７２．７％ＳＡＣＥ升高，对诊断有很高的

本组１例７６岁老年女性患者，因查体发现左肺下叶

参考价值，但ＰＰＤ阳性不能完全排除结节病。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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