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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于 2017－11－09 颁布了《WS 196－2017 结核病分类》及《WS 288－
2017 肺结核诊断》两项强制性卫生行业标准 ( 以下简称“新标准” ) ，并于 2018－05－01 正式实施。本文对“新标

准”的一些技术要点进行重点解读，以便广大医务工作者更好理解及贯彻“新标准”。本文亦对两项新标准的应用前

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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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 s Ｒepublic of China promulgated two mandatory
health industry standards，which were the WS 196 － 2017 Classification of Tuberculosis and WS 288 － 2017
Tuberculosis Diagnosis (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new standard” ) on November 9，2017，and will be
formally implemented on May 1，2018． This paper interpreted some key technical points of the “new
standard”so that medical workers could better understand and implement the“new standar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wo new standards was also prospect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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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于 2017－
11－09 颁布了《WS 196－2017 结核病分类》及 《WS
288－2017 肺结核诊断》两项强制性卫生行业标准
( 以下简称 “新标准” ) ，并于 2018－05－01 正式实

施。为便于广大医务工作者更好理解及贯彻 “新标

准”，现对“新标准”的一些技术要点进行重点解

读。

1 《WS 196－2017 结核病分类》解读
《WS 196－2017 结核病分类》按照疾病状态将结

核病分为: 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者、活动性结核

病、非活动性结核病 3 类。将气管 /支气管结核和结

核性胸膜炎纳入肺结核分类中。
1. 1 规范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者管理 为完成结

核病防治的阶段目标，世界卫生组织 2015 年提出了
“终止结核病防控策略”，即到 2035 年实现结核病发

病率低于 10 /10 万的目标［1］。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

染者是结核病发病的重点人群，全球约有 1 /3 的人

口，即 20 亿人是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性感染者。要实

现 2035 年终止结核病目标，在发现、治疗活动性结

核病患者的同时，还需要规范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

染者 ( LTBI) 的筛查与干预。WS 196－2017 结核病

分类标准增加 LTBI 类别，有利于规范 LTBT 发现、
预防及管理。

目前，LTBI 常用的检测方法包括: 结核菌素试

验及 γ－干扰素释放试验。用 0. 1 ml 结核菌素，72 h
( 48～96 h) 检查反应: 硬结平均直径＜5 mm 或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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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者为阴性; 硬结平均直径≥5 mm，＜10 mm 为一般

阳性; 硬结平均直径≥10 mm，＜15 mm 为中度阳性;

硬结平均直径≥15 mm 或局部出现双圈、水疱、坏

死及淋巴管炎者为强阳性。目前，最常用的γ－干扰

素释放试验检测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基于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检测全血γ－干扰素水平; 另一种是基于

酶联免疫斑点技术，检测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效应 T
细胞斑点数。

无免疫功能缺陷人群以 PPD 反应≥10 mm 或γ－
干扰素释放试验阳性为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者。
结合目前我国结核病发病率及可利用资源情况，推

荐主要对以下人员进行 LTBI 的筛查及干预: ①HIV
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 ②与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

密切接触的 5 岁及以下儿童; ③学校活动性肺结核

患者的密切接触者［2－3］。
1. 2 规范“非活动性结核病”管理 近年来，我国

每年登记的肺结核患者中 “病原学阴性肺结核”比

例逐年增加 ( 约占总发现肺结核患者的 70%) ; 2017
年 WHO 全球结核病报告数据显示，全球病原学阴性

肺结核仅约占总患者例数的 50%［1］。2017 年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影像及临床专家对 5 个省 “病

原学阴性肺结核诊断现况调查”发现，登记的病原

学阴性肺结核患者中过诊率达 20%，与文献报道一

致［2］。《WS 196－2017 结核病分类》标准中将 “非

活动性结核病”作为一个类别单独列出，强调重视
“非活动性肺结核”的规范管理。具体组织实施后，

可以减少过诊率，减轻医疗负担，降低患者医疗风

险。
非活动性肺结核又称相对静止性肺结核。影像

学检查符合以下一项或多项表现，并排除其他原因

所致的肺部影像学改变可考虑为非活动性肺结核:

孤立性或多发性钙化病灶; 边缘清晰的索条状病灶;

硬结性病灶; 净化空洞; 胸膜增厚、粘连或伴钙化。
1. 3 强化结核病传染源的管理 新标准将发生在肺

组织、气管、支气管和胸膜的结核病变均纳入肺结

核范畴，执行肺结核管理相关规定。
将气管及支气管结核纳入肺结核范畴: 按照我

国传染病报告的相关规 定，只 有 为 乙 类 传 染 病 的
“肺结核”需要在规定的时限进行疫情报告。“气管

及支气管结核”直接与外界相通，在各型结核中传

染性最强。在原 《WS 196－2001 结核病分类标准》
及《WS 288－2008 肺结核诊断标准》中，气管及支

气管结核不属于 “肺结核”范畴、不进行传染病报

告，导致对这些患者缺乏有效的管理。2013 年世界

卫生组织对“肺结核定义”进行了修订，已将“气

管、支气管结核”纳入 “肺结核”范畴［3］。即将实

施的“新标准”中，将发生在 “肺组织、气管及支

气管、胸膜”结核病变纳入“肺结核范畴”，要求按

照“肺结核”相关要求进行登记及报告。如此，可

增强肺结核传染病的报告意识，规范传染源管理。
执行“新标准”后，肺结核影像学的改变包括:

原发性肺结核、血性播散性肺结核、继发性肺结核、
气管及支气管结核、结核性胸膜炎等所致的不同类

型的影像学改变。渗出性病变、增生性病变及变质

性病变属于结核病变的活动性改变。需要强调的是，

影像检查方法很多，普通肺结核患者采用胸部 X 线

摄影检查 90%的病灶均能发现，不建议采用 CT 作为

常规筛查工具对肺结核可疑症状者或活动性肺结核

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筛查。

2 《WS288－2017 肺结核诊断标准》解读
2. 1 重视肺结核病原学检测 《WS 288－2017 肺结

核诊断标准》实验室检查将萋－尼抗酸染色、荧光染

色显微镜检查、痰标本分枝杆菌固体培养基培养及

液体培养基培养、分枝杆菌核酸检测 ( 包括脱氧核

糖核酸及核糖核酸检查) 全部纳入结核病病原学检

查确诊依据范畴。病原学阳性包括: 分枝杆菌涂片

阳性; 分枝杆菌分离培养阳性，经分枝杆菌菌种鉴

定符合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 ( 人型结核分枝杆菌、
牛型结核分枝杆菌是人群患结核病的主要致病菌) ;

分枝杆菌分子生物学检查阳性［3］。这些检测技术的

规范应用，将缩短肺结核发现时间、提高发现患者

病原学检测的阳性率。
需要说明的是，分枝杆菌涂片阳性不能除外非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对于涂片阳性的患者有条件的

单位应进行分枝杆菌分离培养并进行菌种鉴定，以

除外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WS288－2017 肺结核诊

断标准》将分枝杆菌涂片检查作为肺结核确诊依据

的原因如下: 我国 5 次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

示，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率约 5% ～ 10%; 目前我国

有约 60%的县级结核病防治机构尚未开展结核分枝

杆菌分离培养工作或分子杆菌核酸检测工作，全国
80%的市县级结核病防治机构不能做分枝杆菌菌种鉴

定。故在现有条件下，为利于传染源的早期管理仍

将分枝杆菌涂片检查作为肺结核的确诊依据。
增加荧光染色法: 传统的涂片抗酸染色法，阴

性结果要求至少观察 300 个视野，耗时费力，阳性

检出率低。荧光染色法，阴性涂片只需看 50 个视

野，阳性检出率较抗酸染色法更高。
增加了液体培养基培养方法: 分枝杆菌固体培

养基培养至少需要 2 个月，才能出培养结果 ( 如果

·8· 寄生虫病与感染性疾病 2019 年 3 月第 17 卷第 1 期 Parasitose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Mar. 2019，Vol. 17，No. 1



培养阴性，至少需要 4 个月才能出结果) 。液体培养

基培养方法，阳性结果只需 20 d，较固体培养基培

养可提高 10%阳性检出率［4］。
增加分枝杆菌核酸检测方法: 分枝杆菌核酸检

测只需几个小时就可出结果，敏感度较传统方法显

著提高，还可在较短时间发现患者是否存在耐药，

指导临床治疗［4］。考虑到分子杆菌核酸检测技术在

不断完善中，仅分枝杆菌核酸检测阳性的患者，必

须胸部影像学检查发现有符合结核病的影像改变者

才可定为“确诊患者”。
2. 2 提高肺结核临床诊断病例诊断质量 《WS 288
－2017 肺结核诊断标准》修改了 “临床诊断病例诊

断依据”，在结核病相关辅助检查中，完善了免疫学

检查类别。结核病免疫学检查包括: 结核病相关抗

体检查、结核菌素皮肤试验 ( PPD 试验) 、γ－干扰

素释放试验等。《WS 288－2017 肺结核诊断标准》修

改了 PPD 试验结果判定标准，与原标准比。新判定

方法更简单、操作性更强。
需要强调的是，免疫学检查方法仅能用于结核

病的辅助诊断，不能作为确证的依据，也不能作为

抗结核治疗疗效的判定依据。
2. 3 规范儿童肺结核诊断 儿童肺结核患者因特殊

的生理特点，肺结核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等方面

不同于成人。《WS 288－2017 肺结核诊断标准》中增

加并强调了关注儿童肺结核患者的临床特征的内容，

即儿童肺结核临床表现除咳嗽、咳痰≥2 周，或痰中

带血或咯血等常见肺结核可疑症状外，还可表现为

发热、发育迟缓。发现气管及支气管结核、干酪性

肺炎时，在儿童应考虑患原发性肺结核的可能。儿

童患者尤其是低龄患儿，应重视胃液结核分枝杆菌

病原学检查［5］。新诊断标准的应用可以规范儿童肺

结核的诊断及治疗，实现早发现、早治疗。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18 岁以下人群为儿

童，但在结核病登记报告年龄段划分时，常以 15
岁为界，15 岁及以上纳入成人年龄段。考虑到 15
岁及以上儿童生理特征接近成年人，在儿童结核诊

断时，15 岁及以上儿童可参照成年人标准执行。儿

童结核病多发生于近期感染，常见于家 庭 成 员 传

播，活动性肺结核接触史有助于儿童肺结核诊断。

“活动性肺结核接触史”是指与患儿一起生活的家

庭成员或与患儿密切接触的幼儿园同伴有活动性肺

结核患者。PPD 试验对儿童结核病辅助诊断价值大

于成人［5－8］。

3 展望

肺结核诊断分为: 疑似患者、临床诊断患者、
确诊患者。确诊患者才符合精准诊断原则，而只有

精准诊断才能进行精准治疗。病原学阳性或组织病

理学检查阳性才是确诊依据。我国《“十三五”结核

病防治规划》制定的目标提出，登记管理的肺结核

患者病原学阳性率要达到 50% ( 目前仅 30%左右) 。
要实现规划目标，充分利用结核菌病原学检查新技

术，提高实验室技能是前提。《WS 196－2017 结核病

分类》及《WS 288－2017 肺结核诊断》新标准的实

施，定将给结核发病高危人群的筛查与干预，以及

肺结核早期诊断、登记报告带来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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