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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18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发布由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10 部委
联合制订的《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1]，正式打响尘
肺病防治攻坚战， 标志着我国尘肺病防治进入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 这是建设和实现健康中国的又一重大举
措，充分表明党和政府对防治尘肺病、保护劳动者健康
的坚强决心，是全国 9 000 万接尘劳动者和近 80 万现
存尘肺病患者的福祉， 广大职业病防治工作人员也因
此备受鼓舞。

1 我国尘肺病防治发展历程
党和政府一直对尘肺病防治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

立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各级职业病
防治机构和监督部门依法开展尘肺病防治工作， 取得
了一定成绩，最大限度地遏制了尘肺病的高发态势。
1.1 尘肺病防治法规体系日臻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
政策、法令、条例等法律法规来预防粉尘危害，保护劳
动者健康。 1956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防止厂、矿企业
中的矽尘危害的决定》[2]， 规定了生产场所矽尘的最高
容许浓度；1958 年卫生部、劳动部联合公布了《工厂防
止矽尘危害技术措施暂行办法》[3]、《矿山防止矽尘危害
技术措施暂行办法》[4]，规范了防尘的技术措施和办法；
1987 年 2 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
例》[5] 和修订的《粉尘作业工人医疗预防措施实施办
法》；2002 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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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病防治法》[6]， 将尘肺病防治工作纳入法制管理的轨
道，充分体现了对尘肺病“预防为主”的方针，为控制粉
尘危害和防治尘肺病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7]。

为落实尘肺病的一级预防原则， 我国还在卫生标
准上逐步制定和完善了生产场所粉尘的最高容许浓
度，明确了防尘工作的基本目标。 2002 年 4 月卫生部
颁布的《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8]规定了作
业场所 47 类粉尘的接触限值。在广泛使用和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2007 年新修订的《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
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9]明确了工作场
所空气中不同类型粉尘接触 8 h 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
度的限值。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5 年先后公布、
施行《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防治八条规定》[10]和《煤矿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11]。 根据这些法规、条
例、文件的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存在粉尘危害的企业
主管部门和负责人有责任和义务建立和维护本厂矿的
防尘设施， 使作业点粉尘浓度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要
求；对防尘工作定期检查，并接受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对作业场所粉尘浓度、 作业工人职业健康检查
及尘肺病发病情况等职业卫生的监督检查工作。

我国尘肺病的职业病名单在历史上发生了一定的
变化。 1957 年我国首次制定的《职业病名单》中共纳入
14 种职业病，其中包括尘肺。1987 年修订后的《职业病
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定》[12]将矽肺、煤工尘
肺、石墨尘肺、炭黑尘肺、石棉肺、滑石尘肺、水泥尘肺、
云母尘肺、陶工尘肺、铝尘肺、电焊工尘肺、铸工尘肺等
12 种尘肺列为法定职业病。 在 2002 年颁布的《职业病
名单》中增加了根据《尘肺病诊断标准》和《尘肺病理诊
断标准》可以诊断的其他尘肺病。 在 2013 年修订施行
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没有种类和数量的变化，但
同时增加了锡尘肺、钡尘肺、铁尘肺以及锑尘肺作为金
属及其化合物粉尘肺沉着病， 与尘肺病同属职业性肺
部疾病。 尘肺病诊断标准也几经修改，于 2015 年修订
为《职业性尘肺病的诊断》。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科技的进步， 今后尘肺病职业病名单应该还会有所
增加或有相应的调整。

综上， 日益完善的法规体系成为我国尘肺病防治
的坚强保证，在尘肺病防治实践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2 坚持预防为主的策略

尘肺病是完全可预防的疾病，1995 年国际劳工组
织（IL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提出“全球消除矽
肺规划”（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n global elimination of
silicosis）。 几十年来，我国各地厂矿企业、科研和职业
病防治机构，在防尘工作中结合国情，总结了非常实用

的“革、水、密、风、护、管、教、查”防尘八字经验，成为我
们一直需要坚持的防尘工作指导方针。 其中最根本的
办法就是做好防尘和降尘工作， 使作业环境空气中粉
尘浓度符合生产环境空气粉尘卫生标准的要求； 同时
开展健康监护和医学筛查，做好三级预防，延长患者寿
命，提高生活质量[13]。

防尘“八字方针”具体措施是：（1）开展技术革新，
使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或少产生粉尘， 以低毒粉尘代替
高毒粉尘，从源头上控制粉尘的危害。主要是在各行业
粉尘工作场所实行生产过程的机械化、 管道化， 密闭
化、自动化及远距离操作等。（2）采用湿式作业降低作
业场所粉尘的产生和扩散。 主要是在矿山企业推广凿
岩、水式电煤钻、煤层注水、放炮喷雾、扒装岩渣洒水、
冲洗岩帮等措施，降低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浓度。（3）
对不能采取湿式作业的场所， 采取密闭抽风除尘的办
法，如采用密闭尘源与局部抽风机结合，使密闭系统内
保持一定负压，以有效防止粉尘逸出。（4）采用通风除
尘来稀释和排出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 尤其是对悬浮
在空气中难以沉降下来呼吸性粉尘。（5）对于采取一
定措施仍不能将工作场所粉尘浓度降至国家卫生标准
以下的，需要加强个人防护，如接尘工人要佩戴防尘口
罩，防止粉尘吸入。（6）加强管理，贯彻落实尘肺病防
治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应定
期监测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浓度， 使本单位工作场所
粉尘浓度达到国家卫生标准； 要积极开展职业健康教
育，保证尘肺病患者的治疗和康复。（7）加强对粉尘作
业工人的健康检查，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各级监管
部门对尘肺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8）对企业的
职业健康管理人员、 粉尘作业工人应进行尘肺病防治
法律法规的培训和宣传教育， 了解和掌握生产性粉尘
及尘肺病防治的基本知识，增强工人防尘意识。

防尘“八字方针”在我国尘肺病防治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当今仍然是预防和控制
尘肺病的有效措施。
1.3 开展尘肺病治疗攻坚

我国尘肺病防治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
1964 年国内合成了克矽平，1970 年通过卫生部鉴定，
该成果获得 1978 年全国科技大会奖。 此后 20 多年我
国又相继研制出磷酸哌喹、羟哌、汉防己甲素、柠铝、矽
宁等药物，以及以矽肺宁为代表的中药配方。我国在矽
肺药物的研究方面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具有代表
性的研究主要是列入“七五”至“九五”的国家科技攻关
项目[13]。

“七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1）矽肺发病机理研
究。 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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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山东省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清华大学生物科
学与技术系等单位参加。研究表明，矽肺的发生与细胞
免疫与体液免疫有关系。（2）矽肺综合诊断指标的研
究。 主要总结高千伏胸片经验，制定规范，研制成套标
准片， 分析缺陷方法并将成果推广应用， 探讨比较灵
敏、特异的矽肺诊断生化指标。

“八五”科技攻关项目：（1）矽肺治疗措施及效果
评价研究。 负责单位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
与职业病研究所， 参加单位有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沈阳市劳动
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研究表明，采用联合用药治疗
矽肺对改善病人呼吸系统症状、 减少呼吸道感染频率
具有明显的疗效，显著优于既往的单一用药。联合用药
对抑制肺纤维化继续进展亦有明显疗效， 也可明显降
低药物的毒副反应。同时提出了“尘肺治疗效果综合评
价方法”。（2）新药矽宁治疗矽肺临床试用研究。 负责
单位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
所，参加单位包括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浙江
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
所。临床疗效观察结果表明，新药矽宁具有改善矽肺患
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机体免疫力、增强肺通气功能、阻
止延缓矽肺病变进展的疗效。 1995 年 11 月 17 日通过
卫生部科技成果鉴定。

“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联合用药治疗矽
肺效果及综合评价方法研究。 在“八五”期间同类研究
的基础上，经对联合用药治疗矽肺远期效果的观察，进
一步证实联合用药是当前矽（尘）肺治疗中比较合理和
理想的综合措施， 可使矽肺病人的病变延缓， 减少病
痛，提高生活质量，具有较大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开展肺灌洗治疗尘肺。 1974 年前后，广西职业病
防治院首先开展肺段灌洗，之后 1986 年南京胸科医院
进行单侧肺灌洗，1991 年北戴河煤矿疗养院开展双侧
肺灌洗。肺灌洗可清除肺泡和细支气管内的粉尘、含尘
巨噬细胞及炎症物质、 致纤维化因子等， 具有去除病
因、改善症状、缓解病变进展等效果，但远期疗效没有
肯定的结论。
1.4 尘肺病防治任重道远

尘肺病是我国最严重的职业病。新中国成立以来，
1955 年全国发生的尘肺新病例仅 419 例，累计尘肺病
例也只有 862 例，此后尘肺病病例迅速增加，到 1963
年新发生病例首次上万，达 14 982 例[14]。根据职业病报
告的数据，近年来新发尘肺病例数不断增加，自 2010
年以来每年报告尘肺新发病例数均突破 2 万例，
2014—2016 年连续 3 年分别达到 26 873 例、26 081 例
和 28 088 例；尘肺病新病例占当年职业病新病例总数

的比例连续 7 年均接近 90%，7 年中新发病例共达
178 613 例。 新发尘肺病例主要是矽肺和煤工尘肺，占
总数的 90% ~ 95%[15]。

截至 2016 年， 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病例 924 631
例，其中尘肺 831 342 例，占比 89.91%。 仅从全国尘肺
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和 2016 年职业病报告资料看，
1950—1986 年 37 年间全国累计发生尘肺病例数为
393 797 例，而 1987—2016 年 30 年间新发生尘肺病例
437 545 例，年均新发病例数约为前者的 1.5 倍[15]。截至
2018 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 97 万余例。 其中，约
90%是职业性尘肺病（87 万余例）， 主要分布在采矿
业，并呈现年轻化趋势。

我国尘肺病危害严重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尘肺病群
体多，病情进展快、恶化快、病死率高所带来的社会问
题，如福建仙游尘肺事件，云南水富事件、深圳农民工
尘肺事件，以及近年的甘肃古浪、辽宁葫芦岛尘肺事件
等，可以预测农民工尘肺病例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农民工尘肺病群体事件频频发生， 不仅造成农村家庭
或地区致贫、返贫，直接影响我国的脱贫攻坚工作，亦
可能会引发社会不稳定， 对我国的社会经济造成极大
负面影响[15]。 因此，尘肺病防治任重道远。

2 尘肺病防治工作展望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10

部委联合制订的《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在我国职业病防治史上尚属首次。 我们要
借助这一强劲东风， 牢牢抓住历史发展机遇， 迎接挑
战，开展尘肺病防治攻坚。
2.1 贯彻落实《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

认真贯彻落实《方案》是当前我国尘肺病防治的首
要任务。

一是要努力实现《方案》提出的具体目标：到 2020
年年底， 摸清用人单位粉尘危害基本情况和报告尘肺
病患者健康状况；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建材等重点行
业用人单位劳动者工伤保险覆盖率达 80%；接尘劳动
者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率达到 95%以上。

二是要按照《方案》明确的五大行动和要求，扎扎
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在粉尘危害专项治理行动方面，组
织开展专项调查， 掌握用人单位粉尘危害基本信息及
其地区、行业、岗位、人群分布情况，建立粉尘危害基础
数据库；集中开展煤矿、非煤矿山、冶金等重点行业粉
尘危害专项治理工作。 在尘肺病患者救治救助行动方
面， 在接触粉尘危害劳动者集中的地区开展尘肺病主
动监测，对已报告尘肺病患者进行调查，掌握其健康状
况；实施工伤保险扩面行动，及时将相关用人单位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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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统筹范围；对已诊断为职业性尘肺病、但未参
加工伤保险且相关用人单位已不存在的患者， 以及因
缺少职业病诊断所需资料， 仅临床诊断为尘肺病的患
者，统筹利用现有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生活
帮扶等各项政策做好保障工作。 在职业健康监管执法
行动方面，重点加强地市、县两级监管力量和执法装备
建设；加强对粉尘危害严重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在用
人单位主体责任落实行动方面， 督促企业履行主体责
任，从人员配备、改进设备、个体防护、健康监护等方面
加强源头控制和过程管理。 在防治技术能力提升行动
方面，整合现有各级职业病防治院所、疾控中心和医疗
卫生机构的资源和力量，建立完善国家、省、地市、县区
四级技术支撑网络。
2.2 巩固尘肺病预防成果

2018 年 4 月李德鸿研究员发表了题为《不要把尘
肺病防治引入歧途》的文章，对我国近年来关于尘肺病
防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 文章鲜明地纠正了
尘肺病防治的重点已由预防转向治疗的说法， 引导我
们正确地认识尘肺病是完全可以预防和控制的， 无论
何时、何地讨论或决策尘肺病防治，都必须把预防放在
首位。文章强调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这是解决我
国尘肺病高发的根本之策， 并提出必须从产业结构和
源头粉尘控制抓起， 将接尘作业人员和尘肺病患者全
部纳入国家职业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将职业病防治纳
入健康中国的大概念[15]。

因此，今后尘肺病防治仍应遵循三级预防的原则，
重点突出“一级预防”，从根本上消除粉尘危害，采取各
种组织和技术措施，控制粉尘的产生，降低粉尘浓度，
采用适当的防护设施， 使劳动者尽可能不接触或减少
生产性粉尘的接触；加强“二级预防”，对作业工人进行
健康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脱离、早治疗，防止
职业损害进一步发展；做好“三级预防”，对尘肺病患者
积极治疗，促进康复，提高生活和生命质量。
2.3 加强尘肺病人管理，规范治疗康复方法

2018 年 8 月《环境与职业医学》杂志发表了《尘肺
病治疗中国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使我们在尘
肺病治疗方面有了基本的共识，《共识》 确定了一个科
学合理的目标和原则，提出了有效且可行的治疗方法，
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指导意见， 以使尘肺病患者得到科
学的医疗服务[16]。

《共识》提出了“通过全面的健康管理，改善不良的
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 积极预防和治疗并发症/合并
症，积极进行康复治疗和训练，尘肺病患者基本可以保
持正常的生活质量和相对健全的社会活动能力” 的尘
肺病治疗目标。

《共识》提出了“加强全面的健康管理，积极开展临
床综合治疗，包括对症治疗、并发症/合并症治疗和康
复治疗，达到减轻患者痛苦，延缓病情进展，提高生活
质量和社会参与程度，增加生存收益，延长患者寿命的
目的”的尘肺病治疗原则。

在今后尘肺病治疗临床实践中，我们一定要把《共
识》作为指南，采取综合治疗、联合用药、中西医结合的
方法， 并科学使用肺灌洗方法， 科学选择外科干预指
征，使尘肺病治疗更科学、更合理、更有效。随着科技发
展日新月异，现代医学不断进步，深入开展尘肺病治疗
研究，包括基础和临床研究，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我
们要掌握和瞄准世界尘肺病治疗研究前沿，与时俱进，
勇于创新，不断探索。实验性尘肺病治疗研究是寻找新
药物的必经途径， 我们要挖掘并借鉴治疗肺间质纤维
化、肝纤维化等疾病的有效方法来治疗尘肺病，不仅要
探索细胞和免疫治疗尘肺病新方法、新技术，也要从中
医药宝库、民间草药、偏方获得启发。
2.4 加强尘肺病病人保障

尘肺病防治工作， 关系广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 新修订的
《职业病防治法》和即将出台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
理办法》等配套法规已经释放更多政策。这些政策将突
破尘肺病诊断和保障实践中的瓶颈， 着力推动解决尘
肺病诊断难、鉴定难、保障难、落实难等突出问题，充分
保障尘肺病病人健康权益。今后尘肺病诊断会更合理、
更便捷，最大程度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康
复。随着《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的实施，尘肺病病
人保障将大大提升。《方案》要求开展尘肺病患者救治
救助行动，对诊断为尘肺病的患者实施分类救治救助。
比如： 对于已经诊断为职业性尘肺病、 未参加工伤保
险，但相关用人单位仍存在的患者，由用人单位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承担其医疗和生活保障费用； 对于已经诊
断为职业性尘肺病， 但没有参加工伤保险且相关用人
单位已不存在等特殊情况， 以及因缺少职业病诊断所
需资料、仅诊断为尘肺病的患者，将符合条件的纳入救
助范围，统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项制度，
做好资助参保工作，实施综合医疗保障，梯次减轻患者
负担；对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全面落实生活帮扶措施。
这些举措将切实增强尘肺病患者的生活保障。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我们坚信：我国有党和政府
的高度重视，有尘肺病防治几十年积累的丰富经验，有
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通过全国各级职业病防治
机构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转变观念、达成共识、统一
行动，一定会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新发尘肺病病人，早
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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