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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及研究方向 

•  胸部影像综合诊断 

•  弥漫性肺部疾病的HRCT及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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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 间质性肺疾病（IL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 弥漫性实质性肺疾病（DPLD） 

     （Diffuse Parenchymal Lung Disease) 

� 弥漫性肺疾病  (DLD)  

        (Diffuse Lung Disease) 

          

 



DLD的多学科分类 
�  各种感染及感染后肺改变 
�  结缔组织病引起的肺损伤 
�  药物性肺炎 

�  肉芽肿性肺病变 
�  职业相关肺病变 

�  血管病变 
�  嗜酸性粒细胞性肺炎 
�  具有特殊组织学形态的弥漫性病变 

�  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  弥漫性肿瘤病变 蔡后荣等. 实用间质性肺疾病 2ed. 



间质性肺疾病的影像评价 

•  X线胸片：敏感性和特异性低 

•  常规CT：  初步评价 

•  HRCT：     最准确的无创性评价方法 

•  MRI：        无优势，尚处探索阶段 



女/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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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UIP 



HRCT诊断步骤 
� 注意HRCT图像质量 

� 浏览全部层面 

� 确定是否有纤维化？ 

� 纤维化诊断流程 

� 非纤维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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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CT诊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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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CT技术要点 
�  层厚＜2mm，高空间分辨率算法 

�  深吸气，覆盖整个肺野 

�  可采用减低剂量扫描方案（如：自动毫安） 

�  可采用迭代算法 

�  俯卧位扫描：以消除后胸膜下磨玻璃影、区别蜂窝
影（观察者差别） 

�  呼气相扫描：可疑过敏性肺炎患者 
10 Lynch DA,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8 Feb;6(2):138-153. 



容易忽视的要点 
� 是否充分吸气？ 

� 是否有运动伪影？ 

� 窗条件 

       标准肺窗：窗宽1500HU 

                             窗位 -650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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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CT诊断 
� 注意HRCT图像质量 

� 浏览全部层面 

� 确定是否有纤维化？ 

� 纤维化诊断流程 

� 非纤维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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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膜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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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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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CT诊断步骤 
� 注意HRCT图像质量 

� 浏览全部层面 

� 确定是否有纤维化？ 

� 纤维化诊断流程 

� 非纤维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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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纤维化的主要征象 

� 蜂窝影 

� 牵引性支气管扩张 

� 肺容积缩小 

� 网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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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窝影 
�  IPF（特发性UIP） 

� 继发性UIP 

        结缔组织病 

         石棉肺 

         慢性过敏性肺炎 

         结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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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ell DM, et al. Radiology 
2008;246:697–722 19 



Lynch DA,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2018 Feb;6(2):138-153.  

牵引性支气管扩张 

20 



21 

新冠肺炎 



常见的FILD 
�  UIP/IPF  

�  NSIP  

�  OP  

� 慢性过敏性肺炎 

� 结节病 

� 结缔组织病相关肺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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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P型 

• 可能UIP型 

• 不符合UIP 

• UIP型 

• 可能UIP型 

• 不确定UIP型 

• 其他诊断 

2011指南 2018指南 

UIP影像分型 



Lynch DA, Lancet Respir Med. 2018;6(2):138-153 

病理证实为U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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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变主要位于胸膜下及肺

基底部 

•  网状影 

•  蜂窝影，伴或不伴牵引性

支气管扩张 

•  无不符合UIP型的任何一项 

•  胸膜下及肺基底部分布为

主，常有异质性 

•  伴或不伴牵引性(细)支气

管扩张的网状影 

•  可有少量磨玻璃影 

2011指南 2018指南 

可能UIP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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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UIP型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 Sep 1;198(5):e44-e68 



男性，76岁，进行性气短6年	�

27 



不同肺纤维化的HRCT 

IPF 

NSIP 
CHP 

Larsen et al. Arch Pathol Lab Med. 2016 Sep 1-15 



HRCT诊断步骤 
� 注意HRCT图像质量 

� 浏览全部层面 

� 确定是否有纤维化？ 

� 纤维化诊断流程 

� 非纤维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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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并确定间质纤维化的HRCT征象 
HRCT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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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可疑间质性肺病 

肯定UIP型 可能UIP型 不确定型 不符合UIP型 

查找病因 

CTD 
石棉肺 
… 

IPF 

IPF临 
床背景 

外科活检 
MDT 

寻找特征 
性征象 

NSIP/结节病 
慢性HP/CTD  

FILD的HRCT诊断流程 



HRCT诊断步骤 
� 注意HRCT图像质量 

� 浏览全部层面 

� 确定是否有纤维化？ 

� 纤维化诊断流程 

� 非纤维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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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纤维化的HRCT基本类型 

� 结节状阴影 

� 囊状影 

� 磨玻璃影 

� 实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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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道分布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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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散分布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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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叶中心分布结节 



弥漫小结节影 
� 淋巴道分布： 

          结节病、癌性淋巴道播散、淋巴瘤 

� 弥散分布： 

          粟粒性肺结核、转移瘤、播散性真菌感染、 

� 小叶中心分布 

           过敏性肺炎、尘肺、D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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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状影 
� 肺淋巴管肌瘤病 

� 朗格罕组织细胞增生症 

� 淋巴细胞型间质性肺炎 

�  Birt-Hogg-Dube综合征 

� 肺淀粉样变性/轻链沉积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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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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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玻璃影 

单纯影像上缺乏特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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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弥漫性磨玻璃阴影 
� 肺水肿 

� 咳血吸入，肺出血 

� 过敏性肺炎 

� 病毒性肺炎  PJP 
�  NSIP  AIP  DIP  RB-ILD 

� 肺泡蛋白沉积症 

� 慢性嗜酸细胞肺炎 
� 结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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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性肺泡出血 



RA患者的NSIP 



实变影 

� 肺实质密度均匀增高并掩盖其内的血管影和

支气管壁，充气支气管征可见 

� 受累肺组织未见明确容积减少 

� 其密度在鉴别诊断中极少有帮助（低密度见

于类脂质肺炎，高密度见于胺碘酮毒性损伤） 

� 弥漫性性实变影也缺乏特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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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化性肺炎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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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变影 
� 各种原因引起的肺炎（包括过敏性和放射性肺炎） 

� 肺水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 弥漫性肺出血 

� 嗜酸细胞性肺炎、机化性肺炎 

� 肺泡蛋白沉积症 

� 肺腺癌  

� 肺原发性淋巴瘤或淋巴瘤肺浸润 



继发性淋巴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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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质性肺疾病的HRCT诊断策略
� 注意HRCT图像质量 

� 浏览全部层面（HRCT征象及主要病变分布） 

� 确定是否有纤维化？ 

� 纤维化诊断流程 

� 非纤维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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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聆听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呼吸影像专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