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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撞尘肺病理分期诊断标准与临床分期作了对比分析，发现其中1期砂肺3侧，临靡均

未作出砂肺诊断; 11101砂肺2例，临床与病理相符; IllM砂肺4倒.临摩仅诊断出2例.

囊们发现两种特殊的砂结核错节z 一种是一个弧立的朦泡梓砂结核结节. ~‘一半为结辑

性病聋，另一半为砂结节病变 z 另一种结节，集中央为结雄性干酶样肺炎病变.外围则为砂

结节结掏.

砂肺所见之空洞布四种z 结核性空调.砂结节性空调.砂结核性空调和混合性尘肺空调.

砂肺发生时支气管上皮和肺泡上皮可以有增生，鳝找他生，不典型增生及癌变.

..调病理分期砂结核结节砂肺空调上皮变化



PATHOLOGICAL ANALYSIS OF 9 CASES

URANIUM MINERS PNEUMOCONIOSIS

Wu Litian Cao Guiming

(Hospital No. 415, Ministl'Y of Nu..clear Industry, Hensyus)

Wu Jiexin. Shi Zhancheng

(Institute of Radioprotection, Ministry of Nuclear

Industry, Taiyuan)

ABSTRACT

This paper contrasts the pathological staging of pneumoconiosis with cli

nical staging.

Two special kinds of the silicotuberculous nodules were found J 1.The half

。f a solitary aciner nodule is composed of silicotic nodules , the other

tuberculous lesion. 2. In the centre of nodule is caseous pneumonic lesion and

the peripheral composition is silicotic nodu!es.

Four kind. of cavity are found in pneumoconiosis: tubercular cavity ,
silicotic cavity , tuberculosilicosis and mixed pneumoconiosis cavity.

Epithelium changes i.e. hypelplasia , metaplasia , dysplasia and carcino
genesis are observed on the epithelium of bronchi and alveoli in pneumocon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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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收集了9例铀矿尘肺病理尸解材料.试按全国尘肺病理诊断分期标准草案进行初步

总结分析.同时对9例尘肺肺组织中的总SiOz，游离SiO" 铀含量及a计量测量进行了分析，

并作另文发表.

材料与方法

肺标本先用10"福尔马林液经气管擅注固定后，再将气管瞌突处的切面定为 ·0· 位切

面，分别向腹背两侧.以每片lem的厚度.将左右肺各切，囔若干冠就切面，并根据各切面的

病变情况，每倒全肺重少切取组织块20块徽威石蜡切片.除用H. E~怪色外，有的病倒并作

V.G.. 嘈银及弹力纤维等~色，个刷病例作了肺叶大块切片.

病史摘要及解剖结果

.1: A22，男50岁. 1938年-1953年钝矿手锺工17年， 1954-1955年凤钻工2年.1958

1959竿铀矿爆破工4竿， 1980-1981年坑道工2年.

临床诊断， 1958年II期砂肺， 1980年III期砂肺， 1985年III期砂肺合并结核. 1968年死于

肺原性心脏病.

病理解剖z 胸民显著增厚，两肺下叶中部胸酶嚣啻帖连，胸胆识浓800mL. 切面见两肺

上叶中部大块黑色硬化病灶F 左肺者S5X 70 X50皿n，右脚者 25 X35 X30mm. 病址内均有多

个结拽住空洞，井有大量砂结节，黑色尘控及显著的纤维组织增生.两肺，电他各处散布着许

多大小不等的砂结节，奠申小于2mm者377个，2-5mm者213个， 5-lomlD者82个.大于10mm

者 12个.肺间质里重厦纤维化，肺气肿严重.两肺尖部有几个纤维干酶型结核仕.受幢狲巴

结4个，典中3个有砂结节犀大量黑色尘植沉精.

病理诊断， III期砂肺合并空调性肺结核.

.2 , A831 ，男51 岁. 1958-1963年铜.铅.铸.铀矿凤钻工2年半，井下运输工2年半.

临床诊断， 1977年患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1978年在肺尖后段爽症病变属国条最阴影.

1979华血浸润性肺结核并支气管g 张. 1980年阜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右上肺结核.肺心

病. 1982年右肺呈斑片索条阴影，可见两个空洞， 1983年死于肺性脑病.

病理解剖g 胸鹏重度增厚及广泛楠连.两肺共发现小于218m的砂结节1个， 2-51Dm者

1个，混合性砂错节小于2mm者6个， 2-5mm者 11个， 85 X50 XSOja-的大块病灶1个，从病

仕分布的情况雷来，以左肺上叶结节稿多.右肺上叶有尘性纤维性空调2个，分别为85X50

mID和70x80mm大小.在肺上叶还布多个鹏肿，支气管上皮"状化生.肺间属重度纤维化，

重度弥漫性肺气肿，左脚大幅性肺气肿.砂结核结节反单纯结槐性多个.受幢淋巴结20个中，

4个有尘佳纤维化.

跚跚诊'可， III钢混合性尘肺.肺气肿.支气管扩张.肺腋肿.肺结棋.

til , AG40I ，男49岁 o 1958-1971 'rf.铀矿风钻工 12年， 1981-1983华井下抽水工3年.

临床诊断 I 1989年底， X射线诊断为左肺中外带结核块状影， 1970年'月原肺块'医内侧又

出现一块状影.同时两肺下野fU现2-5mm大小的点..多个，诊断为肺结棋有幡散. 1973俘

靡左脚两个块~趋向靠近，两肺下野点靠自向钙化. 1983年 12月因商血压死于脑溢血.

. z .



病理"剖 z 左侧嗣颐纤维性精厚.两肺表面可见多命由白硬化结节，大小为2-5画m.以

两脚下叶基底段为披多.结节的切面外周黑色.中央钙化.1肺上叶前段和上段共宿3个块状

奸维化病灶，莫大小分别为18 X25 X30mm. 20 X22 X12mm.\.20 X20 X10mm. 镜下观察在

这些商址内可见融合性的砂结节，纤维条索形成，并混合有结梅性于酷样环亮和钙他病灶.

两肺共撞得小于2mm的砂结节4个. 2-5mm者32个. 5-IOmm者或1".这些砂结节多鼓分布

在右脚上叶和左麟下叶.此外还有混合性尘结节2个和砂吉吉棋结节3'非怡腑间质中度纤维也.

轻度肺气肿，支气管肺爽.受检淋巴结10个，其中有砂结节者6个.i9幢楼结节者4个.

病理诊断: lIIJVj砂肺合并肺结核.

114: A199. 男55岁. 1931-1956年任煤矿搬运工 19年. 1956-1963￥任铀矿地质采样

工T年.

腼靡诊断: 1982年1期砂肺，以后长期嚓嗷.胸瘾，进行性呼吸困难并Ai理右心衰竭.后

诊断为III朋砂肺合并肺结核. 1983年因肺心宿舍井肺提而死亡.

病理解剖，脚'自显著糟厚及广泛黠连.两肺上叶中部大块黑色硬化病灶 i 右肺者 JOOX

E创 X50JB圃，左肺者 85 X80 X10mm. 奠芭各处还有2-5田"的结节多个.5"-\lomm者52个，

10...以上者31个，均为混合性煤砂结节.大块病灶内有多个不规则的空洞，结洞壁完全由残

存的防结节与黑色的最尘鹏撞构成，未见结辑的结构.两肺间质纤维组织重鹰捕生，重度肺

气脚.受检3个淋巴结内均有砂结节形成.

病理诊断:111蝴蝶砂肺，并支气管肺负.

倒i: A194.男41 岁. 195&-1959年任鸽矿凤钻工1年.1959-1982年任铀耐凤钻工3年，

1982-1989年仕铀矿坑道电工S年.

腼靡诊断: 1985年为0-1期砂肺. 19盯~为1期砂肺. 1918年为l1lVJ砂肺，命79每死于急

性..爽.:

病理解剖E 胸酶局部程度糟厚.两肺表面可见到和触摸到弥漫分布，细小而悟圃形，属

硬的结节，切面可见散在性细小结节，以两肺上lJf-尖段近肺酶址为载多，全肺共忻结节小于

2..者242个. 2-5m.者83个，此处两肺上叶还见布防结核结节11个.肺间鹏程!舒罐缸，

E度肺气肿.受栓，个狲巴结均有砂结节形成.

躏理诊断:11期砂肺合并肺结棋.

倒也 A200.男87岁 .1950-1953年任民路隧道工3年.1958-1985年任铀矿坑遭1l12~.

腼靡诊断:11期砂肺合并肺结楠. 1983年因直肠癌广泛转移而死亡.

病理解剖 z 胸眼中度糟厚，左侧明显帖连.两肺散在性煤砂结节国民黑色团块扶硬化却it.

小于2m.的结节35个. 2-5..者478个.5-10mm者3个.大于10mm者2个.单纯防措节4个，

其直径均小于2m... 肺间鹏程度纤维化，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重度肺气肿.肺树多

个散在佳黑色章'带移仕.跚绪棋错节戴个.受桂10个淋巴结申e个有砂错节形成.

病理~断:11期砂肺并肺结核.直属嚣性黑色素"伴躏腔内广泛浸润.淋巴结.肝.腻，

心也II心肌肉转移性恶性黑色素..

til: A1I 5. 勇"罗.当铁矿井下工'年， 1957-1959年当铀矿井下工2年.

幅靡诊断: 19畔在上肺血浸润性蜡楠. I叫息肺癌，同年4月因肺癌台:f:klH叫

死亡.

躏踵"酬，胸鹏蟹鹰捕厚.左肺上叶申部署f一鸭蛋大结糖性空调.两肺散在性回合性尘

., .



结节38个.其中小于2mm者28个， 2.....5mm者'个，大于10mm者2个.另有单纯砂结节3 个，

均为2-5mm大小.肺间质轻度纤维缸，程度肺气肿.左支气管低分化鳞癌，肺内散在性多个

转移性小癌灶.受桂T个淋巴结中4个有砂结节.

病理诊断: I期砂肺，肺结核，支气管低分化鳝噶伴肺内扩散，支气管肺炎.

.,: A208，男56岁， 1953-1980年在铀矿地质队当通凤工T年.

'监摩诊断z 慢性支气管束.嗤嗽气促，嗣同20余年. 1983年诊断为肝硬化.慢性支气管

炎厦肺气肿. 1984年3月因支气管r~而死亡.

病理解剖z 胸民轻度增厚.两肺有散在性蝶砂结节，小于2mlll者120个，2-5mm者24个.

两肺同匮申度纤维化，轻度肺气肿.双侧支气管肺失.受桂淋巴结6个，典中3个有砂结节，

结节性肝硬化.

病理诊断: I蝴蝶砂肺，支气管肺负.结节性肝硬化.

饵1$ A205，男52岁.当铀矿井下工11年.

临床诊断: 19四年疑为砂肺合并肺结核.1917年肺结核合并肺气肿. 1983年肺结核合并

肺心病. 1984年因肺心病死亡.

病理解剖z 胸眼程度增厚，两肺有散在性砂结节，小于2mm者14个， 2.....5mm者 15个.肺

间鹏程度纤维化，慢性支气管爽，支气管扩张，支气管上皮鳝状化生.弥散性大炮性肺气肿，

右肺多提性小旅肿，肺泡上皮不典型增生.两肺纤维灶性结槽，右肺上叶结核性空调形成，

受检15个淋巴结中5个有砂结节.

• 病理诊断: 1期砂肺合并空调性肺结钱，肺瞰肿，支气管扩张.

9惆铀矿坐脐临床.病理总表附后.

总结与分析

-.华..3:".3:.: 9例皆为男性.年龄最小者为41 岁.最大者81岁.接尘工龄最长

者为28竿，最短5年. 9例中有6例曾在其他矿神的矿井工作过.另3例除有铀矿工作虫外未有

他种矿山工作的记载.

=.-靡错'句..错.".， 9例中经临库诊断为砂肺者仅有5倒.其中。.....1期，饵.Jl期

2例.111期2例 z 病理诊断为1期者3例.11朋2例.I1I期4倒.病理I期3例中，蜘床未诊断砂肺

者2例. 0.....1期者 1 例， 2例II期砂肺临床与病理诊断相持.病"111期的4例中临床诊断为III期

者2俐，另2例临床未诊为砂肺.

1期砂肺因砂结节量量比较少，直径也较小，不易为临床X射钱所发现或确诊，难免造成

南诊或引起可蜓.嗣~111朋砂肺常合并肺结核，在诊断上给临床造成一起的困难.本文111期

砂肺有2例因砂姑节与结核泪合在一起，形成防肺结核团块，形似结核瘤，临床上只诊断为肺

结楠，而未能诊断为111191砂肺，对于这种病例，临床与病理楼断出入辑大，有待今后共同探

讨加以统一认识 •

.!!.....罐罐 z 本文9例尘肺俞并销棋者共T例，占71.1~. 篇中I期防怖 3 例中有

2倒ttl核. 11用169肺2倒均合并结核.11IM砂肺4例中有3倒结核.1例肺结棋授临席诊断者e例，

日，例临床米诊断，是 rn嗣.PI!诊断的.此外有 1例蜘床诊断为肺结核.捐赠，解倒并未见肺结核.

砂肺与精锁的合并有f分为分离m与细合到两种.细仔细iY肺结棋锦节又有以下几种不同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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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合形式: (1) 一个结节由半边防结节和半边结核结节共同组成.两种病变各占-.$;

(2) 错节申以砂结节成分为主，结核病变只占其一小部分.反之亦然; (3) 结节中央为徊

靡坏死的干酶样物质，结核性肉芽组织成分可者可无.结节之外国由厚层的肢原纤维化的砂

结节重重包绕，并有黑色的尘控沉着: (4) 还有一种结节，申央为未完全坏死崩解的渗出性

结核性肺炎病灶，其中肺泡壁的轮廓尚清晰可见，用弹力纤维和嗜银染色可显出其中残存的

弹力纤维和网扰纤维，结节的外国为肢原化的砂结节，这种结节易误诊为旅结节的中央坏死，

但用弹力纤维与嗜银蓝色可证明肺泡残存，有助于诊断为砂结核结节，关于这种结节的性

脯，过去的文献未曾有过详细的报道和讨论.

四、..时'肉窑洞....

砂肺时肺内的空调形成可分为四种: (I) 结核性空调.空调壁全由结核性病变构成 z

(2) 砂结核结节空洞.空调壁部分为砂结节病变，部分为结核病变; (3) 砂结节团决所形

成的空调.空调壁仅见砂结节句变，而无结核病变存在.这种砂结节空调是由于砂结节内部

提生缺血性坏死或合并感束，导致砂结节的坏死崩解所形成的 J (4) 珉合性尘肺团块空调.

空洞堕境界不槽，其中见许多残存的砂结节和大量黑色的最尘沉着.

军..气'晨"边上虞崎菌.: 9例中有2例支气管上皮鳞状化生.另杳l倒肺泡上皮呈不

典型增生.增生的肺泡上皮沿肺泡内壁增提并形成实心的条萦或县团蓓入肺i且之中，肺组织

并未受到浸润和破坏.还有l倒支气管低分化鳞癌伴有肺内多个粟植性小癌址，癌且之间有丰

富的纤维结缔组织增生.这些上皮的改变虽不能说是砂肺所特有的，但它们与砂肺的关系，特

朋是与铀矿的关系如何，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六. Hr..: 111期砂肺3例死于肺心病，1例死于脑溢血.11期砂肺2例，分别死于急性

酶膊炎和直肠恶性黑包章瘤广泛转移.1期砂肺3例分别死于肺癌大出血，肺炎和肺鹏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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