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咳嗽、疲劳、呼吸短促 — 如果您反复出现这些症
状并已患有肺部疾病，如支气管扩张、慢性阻塞
性肺病 (COPD) 或哮喘，这可能是患有一种名为
非结核分枝杆菌 (NTM) 的肺部疾病的迹象。

AboutNTM.com/More

就医问诊指南 

与您的 医生进行一场卓有成效的对话是很有必
要的。您可以使用这份《就医问诊指南》记录自
己出现的症状、您的肺病史、病史以及要询问的
一系列问题，以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当您与
医生讨论时，可以带上这份《就医问诊指南》。

查看里面的内容！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AboutNTM.com/More 或与您的医生讨论。

Insmed 版权 2018 © Insmed 和 Insmed 标志均为 
Insmed 的商标。保留所有权利。NP-US-00738

欲获得更多信息与资源，请注册

AboutNTM.com/Support

观看 NTM 患者的真实故事
您并非孤单一人。NTM 患者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进一步了解这一罕见疾病。了
解 Betsy、 Donna 和 Jim，并从他们的经历中学
习。

与 NTM 患者建立联系
您可能有许多疑问，不过很多 NTM 社区供人们相
互支持 

• NTM 信息与研究支持小组
• Bronch and NTM 360 Social 在线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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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另一回事

偶尔咳嗽是一回事

反反复复
 咳嗽



什么是  NTM 肺病？

非结核分枝杆菌 (NTM) 肺病是一种经由口鼻吸入
的细菌引起的感染。

NTM 细菌在环境中随处可见。自来水、淋
浴头、热水浴缸以及公园和花园的泥土中
都可以发现它们的身影。美国最常见的一
种 NTM 是鸟分枝杆菌复合群 (MAC). 

NTM 肺病通常在已患有肺部疾病的人群中发病。
这些肺部疾病包括支气管扩张、慢性阻塞性肺病和
哮喘。

则是另一回事

疲劳是一回事

反反复复

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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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M 如何影响
您和您的肺部

NTM 会让您不舒服，并引起咳嗽、疲惫
以及呼吸短促等症状。由于 NTM 肺病具
有进行性，一段时间后，您的症状将会
加重。这意味着感染会随时间加重，最
后可能会导致重度永久性肺部损伤。

由于 NTM 的症状与其他肺部疾病的症状相
似，人们时常罹患 NTM 数年都未发现。

如对 NTM 有任何疑问，请与您的医生讨论。

AboutNTM.com/More



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接触到 NTM 细菌。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有罹患 NTM 肺病的风险。
大多数人拥有健康的肺部，可以清除 NTM 细
菌，因此不会被感染。

而曾患有肺部疾病（例如支气管扩张、慢性阻
塞性肺病或哮喘）的人更易被感染。如果您曾 
患有重度或慢性肺炎，您也可能会被感染。

这是因为这些疾病会给肺部造成损伤，进而
使您的肺部更易受 NTM 感染，您将更难清除 
NTM。因此，患有肺部疾病的人更易患 NTM
肺病。

您的肺部疾病 
令您置于风险之中 还有谁处于风险之中？

您知道吗？

50% 患有支气管扩张
的人可能会患有活动性
NTM 肺部疾病。

患有慢性阻塞性肺
病的人受 NTM 感染
的可能性几乎提高 
16 倍

50% 16 x50% 16 x% ×

相比男性，NTM 肺病更多见于女性。65 岁及以
上的人（到 2030 年，预计这一群体的人数将增
加近一倍）患 NTM 肺病的风险更高。然而，即
使是 45 岁，也可能会被感染。

免疫系统较弱的人（包括那些正在服用会影响免
疫反应的药物的人）也可能会受 NTM 感染。

65岁
以上

在美国某些地区，NTM 肺病的发病率更高。事
实上，10 例患者中，有 7 例来自沿海地区。

如果您符合此类情况，请与您的医生讨论，确定自己
是否有患此病的风险。

AboutNTM.com/More

目前认为NTM并不具有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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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 症状

关键症状有哪些？

如果您患有 NTM 肺部疾病，您可能会出现以下一
个或多个迹象和症状：

咳嗽 
您可能会出现像“咳嗽发作”那样无法治
愈的慢性咳嗽，或反复发作的咳嗽。您可
能会出现干咳、湿咳、夜咳或咳血。如果
您咳血，请立即致电您的医生或就诊。

NTM 肺病的症状与其他肺部疾病如此相似，以
致于 NTM 有时会被误诊或根本诊断不出。

许多出现症状的人认为这些症状是由于他们已经
患有的肺部疾病所引起的。例如，如果您患有支
气管扩张，您可能会经常咳嗽。但咳嗽可能不只
是由支气管扩张引起的。它也可能是由 NTM 引
起的。

因此，您如何判断是 NTM 而不只是您目前的肺
部疾病发作？

然而，事实上，这很难判断。但是，您的医生
可以通过一些测试来判断问题是否是 NTM 引
起的。

呼吸困难/呼吸短促
进行日常活动，例如遛狗或爬楼梯时感到
气短喘息或胸部发紧。

时常感到疲倦 
感到筋疲力尽，难以进行日常活动

体重减轻及/或食欲不振 
突然的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和/或当您不想吃
东西时 

发烧 
可能会伴随夜间盗汗和寒战的低烧 

反复感染 
如果您持续出现肺部感染
或肺炎的情况 

药物无法缓解的症状 
您可能已经为治疗其他肺部疾病服药很长
一段时间了。然而尽管服用了药物，您的
身体却每况愈下

如对 NTM 症状有任何疑问，
请与您的医生讨论。

AboutNTM.com/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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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测试 如果您被确诊患有 NTM 该怎么办？

NTM 肺部疾病具有进行性，因此尽快接受
NTM 测试至关重要。NTM会随时间推移，给您
的肺部造成更大的损伤。您的症状也
会越来越严重。

由于 NTM 肺部疾病的症状与其他肺部疾病相
似，有时可能会延误诊断。许多患有 NTM 的
人可能数月或数年后才得知自己患病。事实上，
三分之二的NTM患者，在最终得以确诊时，
就已经有了中度至重度肺部疾病。

为帮助确定您是否患有 NTM 肺病，您的医生可
能会：

• 对您进行体检
• 了解您的病史
• 采集带有您咳嗽时带出的粘液的痰液培养物

以供您的医生进行分析
• 进行胸部 CT 扫描，用专业机器拍摄您的身

体，以显示您肺部所受的损伤 

您和您的医生将共同决定合适的治疗方案。医生
可能会给您开具治疗方案，或将您转介至一名在
治疗 NTM 方面更有经验的专家。

如果您开始进行治疗，坚持执行治疗方案极为重
要。这是因为当您坚持治疗时，您治愈 NTM 的
可能性会更大。

如对 NTM 诊断有任何疑问，
请与您的医生谈论。

AboutNTM.com/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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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的医生讨论

支持与资源

如果您认为您可能患有 NTM 肺部疾病，您可以采
取以下措施。与您的医生或在治疗 NTM 方面经验
丰富的肺脏专家或传染病专家讨论。询问您是否
适合进行 NTM 测试。随附的《就医问诊指南》能
够帮助您理清您需询问的合适问题。

则是另一回事

呼吸短促

反反复复

呼吸
短促

在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能够帮助到您的宝贵工具 

加入AboutNTM Support

如果您认为您可能患有 NTM 肺部疾病或已
确诊患有该疾病，请注册加入 AboutNTM 
Support 计划。如此，您将收到有用的信息、
支持和资源，帮助自己度过治疗过程。



咳嗽、疲劳、呼吸短促 — 如果您反复出现这些症
状并已患有肺部疾病，如支气管扩张、慢性阻塞
性肺病 (COPD) 或哮喘，这可能是患有一种名为
非结核分枝杆菌 (NTM)的肺部疾病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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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问诊指南 

与您的 医生进行一场卓有成效的对话是很有必
要的。您可以使用这份《就医问诊指南》记录自
己出现的症状、您的肺病史、病史以及要询问的
一系列问题，以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当您与
医生讨论时，可以带上这份《就医问诊指南》。

查看里面的内容！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AboutNTM.com/More 或与您的医生讨论。

Insmed 版权 2018 © Insmed 和 Insmed 标志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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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获得更多信息与资源，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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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 NTM 患者的真实故事
您并非孤单一人。NTM 患者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进一步了解这一罕见疾病。了
解 Betsy、 Donna 和 Jim，并从他们的经历中学
习。

与 NTM 患者建立联系
您可能有许多疑问，不过很多 NTM 社区供人们相
互支持 

• NTM 信息与研究支持小组
• Bronch and NTM 360 Social 在线社区

G
LU

E
G
LU

E



咳嗽、疲劳、呼吸短促 — 如果您反复出现这些症
状并已患有肺部疾病，如支气管扩张、慢性阻塞
性肺病 (COPD) 或哮喘，这可能是患有一种名为
非结核分枝杆菌 (NTM) 的肺部疾病的迹象。

AboutNTM.com/More

就医问诊指南 

与您的 医生进行一场卓有成效的对话是很有必
要的。您可以使用这份《就医问诊指南》记录自
己出现的症状、您的肺病史、病史以及要询问的
一系列问题，以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当您与
医生讨论时，可以带上这份《就医问诊指南》。

查看里面的内容！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AboutNTM.com/More 或与您的医生讨论。

Insmed 版权 2018 © Insmed 和 Insmed 标志均为 
Insmed 的商标。保留所有权利。NP-US-00738

欲获得更多信息与资源，请注册

AboutNTM.com/Support

观看 NTM 患者的真实故事
您并非孤单一人。NTM 患者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进一步了解这一罕见疾病。了
解 Betsy、 Donna 和 Jim，并从他们的经历中学
习。

与 NTM 患者建立联系
您可能有许多疑问，不过很多 NTM 社区供人们相
互支持 

• NTM 信息与研究支持小组
• Bronch and NTM 360 Social 在线社区

G
LU

E
G
LU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