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医学会 

2016 年全国变态反应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中国·南京 

2016 年 9 月 



书书书

目　　录

专 题 报 告

Ｓ００１　Ａｌｌｅｒｇｏｌｏｇｙａｔ５０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ａＢｉｇＢａｎｇ（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ＩｇＥ） ＨｉｒｏｈｉｓａＳａｉｔｏ（１）!!!!!

Ｓ００２　Ｕｎｍｅｔｎｅｅｄ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ａｓｔｈｍａ ＳａｎｇＨｅｏｎＣｈｏ（２）!!!!!!!!!!!

Ｓ００３　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ａｓ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ｓ：ｂａｒｒｉｅｒ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ｎ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ｏｓｈｉｒｏＴａｋａｉ（３）!!!!

Ｓ００４　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ｉｎＪａｐａｎ ＹｕｍａＦｕｋｕｔｏｍｉ（４）!!!!!!!!!!

Ｓ００５　Ｒａｄｉｏ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ｍｅｄｉａｈｙｐ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ＹｏｏｎＳｅｏｋＣｈａｎｇ （５）!!!!!!!!!!!!!!

Ｓ００６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ｉｎ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 ＫａｎｇｍｏＡｈｎ （６）!!!!!!!!!!!

Ｓ００７　过敏性疾病转化医学研究新思路 何韶衡 （７）!!!!!!!!!!!!!!!!!!!!!

Ｓ００８　ＣＴＬＡ４在人免疫调控中的作用研究 侯铁铮 （７）!!!!!!!!!!!!!!!!!!!

Ｓ００９　过敏原早期接触与抗原平衡刺激假说 陶爱林 （８）!!!!!!!!!!!!!!!!!!!

Ｓ０１０　蜱虫叮咬与红肉过敏 孙劲旅，祝绒飞 （９）!!!!!!!!!!!!!!!!!!!!!!

Ｓ０１１　流感病毒感染的基础、临床与转化 徐国纲 （９）!!!!!!!!!!!!!!!!!!!!

Ｓ０１２　尘螨ｐｐＬａｓｅ协同诱导哮喘发病的免疫学机理研究 刘志刚 （１０）!!!!!!!!!!!!!!

Ｓ０１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１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ｇｅｎｅ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ｉｔ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ＺｈｉＹｕｘｉａｎｇ，ＸｕＹｉｎｇｙａｎｇ （１０）!!!!!!!!!!!!!!!!!!!!!!

Ｓ０１４　芳香烃受体 （ａｒｙ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ｈＲ）与免疫调节 周玉峰 （１１）!!!!!!!!!

Ｓ０１５　慢性鼻鼻窦炎的免疫分型研究 王向东 （１１）!!!!!!!!!!!!!!!!!!!!!!

Ｓ０１６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ｙｐｅ２ｉｎｎａｔｅ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ｃｅｌｌｓｉｎ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ｓ

ｉｎＩＬ２５ａｎｄＩＬ３３ｉｎｄｕｃｅｄｍｕｒｉｎｅ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ａｓｔｈｍａ 王炜 （１２）!!!!!!!!!!!!!

Ｓ０１７　杨梅果实主要过敏原分离纯化和免疫活性鉴定 高中山 （１３）!!!!!!!!!!!!!!!

Ｓ０１８　变应原质量标准化及现状 辛晓芳 （１３）!!!!!!!!!!!!!!!!!!!!!!!!

Ｓ０１９　过敏性鼻炎的遗传学研究进展 张媛，张罗 （１３）!!!!!!!!!!!!!!!!!!!!

Ｓ０２０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ｋｉｌｌｅｒＴｃｅｌｌｉｎａｓｔｈｍａ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ＨａｏＣｈｕａｎｇｌｉ（１４）!!!!!

Ｓ０２１　肥大细胞和Ｐ物质在特应性皮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张慧云 何韶衡 （１４）!!!!!!!!

Ｓ０２２　蛇毒肥大细胞激活剂和过敏原的研究 魏继福 （１５）!!!!!!!!!!!!!!!!!!!

Ｓ０２３　维生素Ｄ３抗炎作用的临床及其机制研究 苏忠兰 （１６）!!!!!!!!!!!!!!!!!

Ｓ０２４　精准医疗模式下的重度哮喘治疗 汤葳 （１６）!!!!!!!!!!!!!!!!!!!!!!

Ｓ０２５　哮喘气道上皮损伤与炎症调控 陈志华 （１７）!!!!!!!!!!!!!!!!!!!!!!

Ｓ０２６　慢性咳嗽中变应性疾病的诊治 辛晓峰 （１７）!!!!!!!!!!!!!!!!!!!!!!

Ｓ０２７　下呼吸道微生态与吸入激素 谢华 （１８）!!!!!!!!!!!!!!!!!!!!!!!!

Ｓ０２８　过敏原气道激发试验是诊断气道反应性和炎症关联的有效手段 李靖 （１９）!!!!!!!!!

Ｓ０２９　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治疗策略 陶泽璋 （２３）!!!!!!!!!!!!!!!!!!!!!!!

Ｓ０３０　过敏性鼻炎的外科干预 许庚 （２４）!!!!!!!!!!!!!!!!!!!!!!!!!!

Ｓ０３１　喉过敏性疾病的诊疗现状及问题 叶京英 （２５）!!!!!!!!!!!!!!!!!!!!!

Ｓ０３２　慢性鼻鼻窦炎的诊疗策略 李厚勇 （２５）!!!!!!!!!!!!!!!!!!!!!!!!

·１·



Ｓ０３３　鼻息肉的诊疗策略 朱冬冬 （２６）!!!!!!!!!!!!!!!!!!!!!!!!!!!

Ｓ０３４　鼻窦炎鼻息肉伴哮喘的综合干预 史剑波，陈枫虹 （２６）!!!!!!!!!!!!!!!!!

Ｓ０３５　慢性鼻鼻窦炎的精准医学：我们还有多远？ 刘争 （２７）!!!!!!!!!!!!!!!!!

Ｓ０３６　过敏性结膜炎的诊疗策略 接英 （２７）!!!!!!!!!!!!!!!!!!!!!!!!!

Ｓ０３７　免疫性角结膜炎的基础和临床治疗进展 王丽强 （２８）!!!!!!!!!!!!!!!!!!

Ｓ０３８　非编码ＲＮＡ与变应性鼻炎 李华斌 （２８）!!!!!!!!!!!!!!!!!!!!!!!

Ｓ０３９　基于病理分型的鼻窦炎伴鼻息肉个体化治疗策 王成硕 （２９）!!!!!!!!!!!!!!!

Ｓ０４０　中国特应性皮炎诊断现状 姚志荣 （３０）!!!!!!!!!!!!!!!!!!!!!!!!

Ｓ０４１　儿童过敏性鼻炎规范的诊疗 张亚梅 （３１）!!!!!!!!!!!!!!!!!!!!!!!

Ｓ０４２　儿童食物过敏的诊治策略 王宝西 （３１）!!!!!!!!!!!!!!!!!!!!!!!!

Ｓ０４３　儿童哮喘的管理：门诊标准化建设和信息化管理 鲍一笑 （３２）!!!!!!!!!!!!!!

Ｓ０４４　儿童哮喘指南和过敏 李孟荣 （３２）!!!!!!!!!!!!!!!!!!!!!!!!!!

Ｓ０４５　儿童支气管哮喘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郝创利 （３３）!!!!!!!!!!!!!!!!!!!!

Ｓ０４６　特应性疾病的皮肤表现 郝飞 （３４）!!!!!!!!!!!!!!!!!!!!!!!!!!

Ｓ０４７　皮肤作为过敏原检测的窗口及意义 李邻峰 （３５）!!!!!!!!!!!!!!!!!!!!

Ｓ０４８　特应性皮炎治疗的新观念 姚煦 （３６）!!!!!!!!!!!!!!!!!!!!!!!!!

Ｓ０４９　红肉过敏及相关临床问题 文利平，周俊雄，尹佳，等 （３７）!!!!!!!!!!!!!!!

Ｓ０５０　慢性瘙痒的核心机制与临床联系 谢志强 （３７）!!!!!!!!!!!!!!!!!!!!!

Ｓ０５１　生物制剂在荨麻疹治疗中的应用 赵作涛 （３７）!!!!!!!!!!!!!!!!!!!!!

Ｓ０５２　特应性皮炎的发病机制及相关研究 姚志荣 （３８）!!!!!!!!!!!!!!!!!!!!

Ｓ０５３　皮肤菌群在过敏性疾病发病中的作用 李巍，陈婷，俞先水，等 （３８）!!!!!!!!!!!

Ｓ０５４　荨麻疹综合治疗的临床研究思路 宋志强 （３９）!!!!!!!!!!!!!!!!!!!!!

Ｓ０５５　变应性鼻炎、病毒及中医药相关话题 阮岩 （３９）!!!!!!!!!!!!!!!!!!!!

Ｓ０５６　变应性鼻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章如新 （４０）!!!!!!!!!!!!!!!!!!!!!!

Ｓ０５７　儿童咳嗽中西医结合诊治专家共识解读 王雪峰 （４１）!!!!!!!!!!!!!!!!!!

Ｓ０５８　补裨益气中药对哮喘气道炎症的免疫调节作用 魏庆宇 （４５）!!!!!!!!!!!!!!!

Ｓ０５９　基于岗位管理的专科化临床护理模式的构建及运行 顾则娟 （４５）!!!!!!!!!!!!!

Ｓ０６０　品管圈在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李越 （４６）!!!!!!!!!!!!!!!!!!!!!!

Ｓ０６１　过敏性疾病护理学科的新进展 王青 （４６）!!!!!!!!!!!!!!!!!!!!!!!

Ｓ０６２　ＩｇＥ介导的食物过敏诊断流程 邵洁 （４７）!!!!!!!!!!!!!!!!!!!!!!!

Ｓ０６３　儿童开放性食物激发试验影响因素分析 周薇，刘玲，邢燕 （４７）!!!!!!!!!!!!!

Ｓ０６４　鸡蛋过敏诊治进展及其管理 李宏 （４８）!!!!!!!!!!!!!!!!!!!!!!!!

Ｓ０６５　国内外儿童食物过敏流行状况 刘传合 （４８）!!!!!!!!!!!!!!!!!!!!!!

Ｓ０６６　重症药疹临床救治中应该重视的十个问题 骆丹，张丽超 （４９）!!!!!!!!!!!!!!

Ｓ０６７　重症药疹的基因机制 骆肖群 （５０）!!!!!!!!!!!!!!!!!!!!!!!!!!

Ｓ０６８　从皮炎到食物过敏 姚煦 （５０）!!!!!!!!!!!!!!!!!!!!!!!!!!!!

Ｓ０６９　青霉素过敏及诊断方法 孟娟 （５１）!!!!!!!!!!!!!!!!!!!!!!!!!!

Ｓ０７０　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进展 林小平 （５１）!!!!!!!!!!!!!!!!!!!!!!!

Ｓ０７１　免疫治疗发病机制的进展 何韶衡 （５２）!!!!!!!!!!!!!!!!!!!!!!!!

Ｓ０７２　鼻粘膜激发试验的临床应用 赖荷 （５２）!!!!!!!!!!!!!!!!!!!!!!!!

Ｓ０７３　峰流速及肺功能的监测在儿童哮喘管理中的作用 唐宁波 （５３）!!!!!!!!!!!!!!

Ｓ０７４　年幼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研究进展 刘传合 （５４）!!!!!!!!!!!!!!!!!!!!

Ｓ０７５　过敏原特异性诊断的新进展 支玉香 （５４）!!!!!!!!!!!!!!!!!!!!!!!

·２·



Ｓ０７６　支气管哮喘特异性免疫治疗进展 邵莉 （５５）!!!!!!!!!!!!!!!!!!!!!!

Ｓ０７７　变应原疫苗———过去、现在和未来 许昱 （５５）!!!!!!!!!!!!!!!!!!!!!

Ｓ０７８　Ｃｏｍｍｏ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ＶＩＤ）：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ｅ

ｄｙ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 郑涛 （５６）!!!!!!

Ｓ０７９　对过敏性疾病的几点新认识 何韶衡 （５６）!!!!!!!!!!!!!!!!!!!!!!!

Ｓ０８０　儿童时期的哮喘对成年后肺功能的影响 赵京 （５７）!!!!!!!!!!!!!!!!!!!

Ｓ０８１　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时的治疗策略 郭胤仕 （５８）!!!!!!!!!!!!!!!!!!!!

大 会 发 言

ＯＲ００１　ｃＡＭＰＥｐａｃ信号通路调控小鼠气道平滑肌细胞功能并参与哮喘气道

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的机制研究 陈毅斐等 （５９）!!!!!!!!!!!!!!!!!!!

ＯＲ００２　银屑病患者天然免疫细胞高表达ＩｇＥ和高亲和力受体ＦｃεＲＩ 颜克香 （５９）!!!!!!!!

ＯＲ００３　食物过敏婴儿白细胞介素１０基因多态性研究 孙晋波等 （６０）!!!!!!!!!!!!!!

ＯＲ００４　Ｐ物质在湿疹患者中的表达上调及其对肥大细胞募集作用的研究 湛萌萌等 （６０）!!!!!

ＯＲ００５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ｈｕｍａｎ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ｖｅｓｉｃｌｅ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ｍａｓｔｃｅｌｌ ＹＩＮＹＡＮＡＮ等 （６１）!!!!!!!!!!!!!!!!

ＯＲ００６　Ｇｅｎｅ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ｉｎｔｈｅＴＬＲ７ａｎｄＴＬＲ９ｇｅｎｅ

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ｈａｎｌｉｓｈｅｎ等 （６１）!!!!!!!!!!!!!!!!!!!!!!

ＯＲ００７　ＨＬＡ基因多态性与中国北方汉族人群尘螨过敏性鼻炎相关性研究 赵延明等 （６２）!!!!

ＯＲ００８　集群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儿童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人Ｂ防御素２

的影响观察 倪丽艳 （６３）!!!!!!!!!!!!!!!!!!!!!!!!!!!!!

ＯＲ００９　牡蛎主要过敏原Ｃｒａｇ１单克隆抗体的制备与鉴定 陈惠芳等 （６３）!!!!!!!!!!!

ＯＲ０１０　Ｃｙｔｏｄｉｆｆ在慢性鼻窦炎、变应性鼻炎及其亚型鉴别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周俊雄等 （６４）!!!

ＯＲ０１１　虾过敏原ＤＮＡ疫苗的构建 王进军等 （６４）!!!!!!!!!!!!!!!!!!!!!

ＯＲ０１２　Ｓｈｉｋｏｎｉｎ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ｓ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ａｉｒ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ｂ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ＮＦκＢ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ｙｕｅ等 （６５）!!!!!!!!!!!!!!!!!

ＯＲ０１３　伴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高鼻息肉患者的临床特点研究 邢志敏等 （６５）!!!!!!!!!

ＯＲ０１４　特应性皮炎患者Ｐ物质诱导肥大细胞活化以及肥大细胞在过敏原激发下Ｐ物质

及其受体ＮＫ１Ｒ表达变化的作用研究 张泽南等 （６６）!!!!!!!!!!!!!!!!!

ＯＲ０１５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衍生的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细胞对 户尘螨的识别和应答 张警兮等 （６６）!!!!

ＯＲ０１６　变应原皮肤滴定试验：不同屋尘螨变应原制剂体内致敏活性的比较 朱政等 （６７）!!!!!

ＯＲ０１７　湿疹患儿肠道菌群定植及其相互作用网络研究 王和平等 （６７）!!!!!!!!!!!!!

ＯＲ０１８　ＣＤ１４基因多态性与儿童尘螨过敏的相关性 李丰等 （６８）!!!!!!!!!!!!!!!!

ＯＲ０１９　变应性鼻炎患者ＩＬ３７表达及其对相关细胞因子水平的调控研究 刘云等 （６８）!!!!!!

ＯＲ０２０　支气管哮喘合并过敏性鼻炎患儿外周血Ｔｈ１７细胞介导免疫应答分析 苗青等 （６９）!!!!

ＯＲ０２１　变应性鼻炎患者唾液中免疫球蛋白浓度特点分析 王梓敬等 （６９）!!!!!!!!!!!!

ＯＲ０２２　联合应用主要代表性过敏原及泛过敏原诊断螨虫过敏的初步研究 张可俊等 （７０）!!!!!

ＯＲ０２３　过敏性鼻鼻窦炎免疫治疗现状与未来———兼论Ｅｎｄｏｔｙｐｅ在疾病诊断

与治疗中的意义 赖荷等 （７０）!!!!!!!!!!!!!!!!!!!!!!!!!!!

ＯＲ０２４　ＩＬ１８ＢＰ与哮喘的关系及其在肥大细胞诱导炎症反应中的作用研究 胡雅琳等 （７１）!!!!

ＯＲ０２５　Ｄｅｒｐ、ＣｐＧＯＤＮ及ＬＰＳ对Ｐ８１５肥大细胞免疫调节作用观察 李孟荣等 （７１）!!!!!!!

ＯＲ０２６　变应性鼻炎免疫治疗前后外周血不同Ｔ细胞亚群基因表达的研究 杨钦泰等 （７２）!!!!!

·３·



ＯＲ０２７　甲型流感病毒体外感染人鼻黏膜上皮细胞对ＴＨ１／ＴＨ２／ＴＨ１７／Ｔｒｅｇ

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邓玉琴等 （７２）!!!!!!!!!!!!!!!!!!!!!!!!

ＯＲ０２８　血必净对ＯＶＡ诱导哮喘小鼠上气道氧化损伤的保护作用 宋冬梅等 （７３）!!!!!!!!

ＯＲ０２９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Ｏｍａｌｉｚｕｍａｂ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ｕ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ａｓｔｈｍａ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ｂｙ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ｎｇＸｕｎｌｉａｎｇ等 （７３）!!!!!!!!!!!!!!!!!

ＯＲ０３０　Ｓｐｕｔｕｍ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ｕｂｔｙｐ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ｔｏ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ａａｎｄｃｏｒｔｉｃｏｓｔｅｒｏｉ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ａｓｔｈｍａ ＷａｎｇＧａｎｇ等 （７４）!!!!!!!!!!!!!!!!!!!!!!!!!!!

ＯＲ０３１　鼻灌洗嗜酸性细胞比例对成人哮喘下气道炎症的评估价值 时旭 （７５）!!!!!!!!!!

ＯＲ０３２　肺泡灌洗技术在外源性过敏性肺泡炎中的诊断价值案例及诊断理论设想 杨莉等 （７５）!!!

ＯＲ０３３　成年过敏性及非过敏性哮喘的临床特征分析 魏美慧等 （７６）!!!!!!!!!!!!!!

ＯＲ０３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ｎｇＬｅｉ等 （７６）!!!!!!!!!!!!!!!!!!!!!!

ＯＲ０３５　以支气管哮喘为首发症状的嗜酸性肉芽肿血管炎２０例分析 刘斌等 （７７）!!!!!!!!!

ＯＲ０３６　烟曲霉致敏的呼吸道疾病患者对其他真菌致敏的ｓＩｇＥ水平

及相关性分析 胡海圣等 （７７）!!!!!!!!!!!!!!!!!!!!!!!!!!!

ＯＲ０３７　ＡＧ４９０对中性粒细胞哮喘小鼠模型气道炎症的影响 张敏等 （７８）!!!!!!!!!!!!

ＯＲ０３８　ＩＬ２５对过敏性哮喘患者嗜酸粒细胞祖细胞动员的研究 汤葳 （７９）!!!!!!!!!!!!

ＯＲ０３９　探讨真菌致敏性哮喘与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的临床及免疫学特征 郑佩燕等 （７９）!!!!

ＯＲ０４０　草花粉核酸疫苗的构建及免疫特性研究 吴媛媛等 （８０）!!!!!!!!!!!!!!!

ＯＲ０４１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ｓｅｒｕｍｔｈｙｍｉｃｓｔｒｏｍａｌｌｙｍｐｈｏｐｏｉｅｔｉ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ｗｈｅｅｚｉ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ｈｕｍａｎｍｅｔａｐｎｅｕｍｏｖｉｒｕｓ ｗａｎｇｙｕｑｉｎｇ等 （８０）!!!!!!!!!!!!!!!!!

ＯＲ０４２　树突状细胞与上下气道炎症反应一致性的动物实验研究 梁灼萍等 （８１）!!!!!!!!!

ＯＲ０４３　Ｅｚｒｉｎ在支气管哮喘气道上皮间充质转化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贾?等 （８１）!!!!!!!!

ＯＲ０４４　流感嗜血杆菌下气道定植对哮喘小鼠肺组织ＴＨ１７细胞表达及气道

重塑的影响 徐欣欣等 （８２）!!!!!!!!!!!!!!!!!!!!!!!!!!!!

ＯＲ０４５　细菌溶解产物通过改善ＧＳＫ３β相关的Ｔｒｅｇ细胞缺陷来缓解变应性

呼吸道炎症 傅然等 （８３）!!!!!!!!!!!!!!!!!!!!!!!!!!!!!

ＯＲ０４６　Ｉｍｍｕｎ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ｂｕｔｙｒｉｃｕｍＣＧＭＣＣ３１３１ｏｎｏｖａｌｂｕｍ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ｉｒ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ｍｏｕ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ｓｔｈｍａ ＺｈａｎｇＪｕａｎ等 （８３）!!!!!!!!!!

ＯＲ０４７　ＰＩＭ２通过调控Ｔｒｅｇ细胞ＩＬ１０的表达影响哮喘的发生发展 杜威等 （８４）!!!!!!!!

ＯＲ０４８　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ｓｔｏａｈｉｇｈｅｒｒｉｓｋ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ＺｈａｎｇＬｉ等 （８４）!!!!!!!!!!!!!!!

ＯＲ０４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ｎｄａｔｏｐｙ：ａｐｉｌｏｔｓｔｕｄｙｆｏｒａｓｔｈｍａｏｖｅｒｌａｐ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ＺｈｅｎｇＪｉｎｇ等 （８５）!!!!!!!!!!!!!!!!!!!!!!!!!!!

ＯＲ０５０　支原体脂质相关膜蛋白 （ＬＡＭＰｓ）刺激小鼠后Ｂ７Ｈ３及炎症因子的

表达及地塞米松的干预作用 于乐香等 （８６）!!!!!!!!!!!!!!!!!!!!!

ＯＲ０５１　短链ＴＳＬＰ通过抑制ＲＡＧＥ信号保护甲苯二异氰酸酯 （ＴＤＩ）诱导的

哮喘气道炎症 王燕红等 （８６）!!!!!!!!!!!!!!!!!!!!!!!!!!!

ＯＲ０５２　ＴｕｂａｓｔａｔｉｎＡＨｃｌ对慢性支气管哮喘小鼠的治疗作用 任媛等 （８７）!!!!!!!!!!!

ＯＲ０５３　ＰＰＡＲγ激动剂负向调控Ｔｈ１７分化在卵蛋白 激发气道变应性炎症中的作用 方萍等 （８７）!!

ＯＲ０５４　肥胖型哮喘小鼠氧化应激与ＮＦΚＢ信号通路的相关性及抗氧化应激

干预的影响 林荣军等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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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０５５　ＲｏｌｅｏｆＴｏｌｌ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３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ｍａ 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ｎ等 （８９）!!!!!!!!!!!!!!!!!!!!!!!!!

ＯＲ０５６　过敏性鼻炎、非过敏性鼻炎、哮喘、鼻窦炎和特应性皮炎患病率及共患率的

流行病学调查 郑铭等 （８９）!!!!!!!!!!!!!!!!!!!!!!!!!!!!

ＯＲ０５７　过敏性鼻炎患者南北方迁徙的效果 王洪田等 （９０）!!!!!!!!!!!!!!!!!!

ＯＲ０５８　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２５羟维生素Ｄ和鼻黏膜维生素Ｄ受体表达的

检测及意义 吴海燕等 （９０）!!!!!!!!!!!!!!!!!!!!!!!!!!!!

ＯＲ０５９　难治性过敏性鼻炎血清维生素Ｄ水平及维生素Ｄ钙咀嚼片治疗价值 刘业海等 （９１）!!!!

ＯＲ０６０　快速冲击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患者１１０临床应用分析 朱新华等 （９１）!!!!!!!!!!

ＯＲ０６１　鼻内镜下经蝶窦入路 “中途拦截式”翼管神经切断术 赵长青等 （９２）!!!!!!!!!!

ＯＲ０６２　翼管神经分支解剖及鼻内镜下高选择性翼管神经分支切断治疗过敏性鼻炎 张俊毅等 （９２）!

ＯＲ０６３　５５例慢性鼻窦炎患者鼻腔金黄色葡萄球菌定植结果分析 陈福权等 （９３）!!!!!!!!!

ＯＲ０６４　职业及环境危险因素对慢性鼻窦炎的影响：一个中国的多中心横断面流行

病学调查研究 高文翔等 （９４）!!!!!!!!!!!!!!!!!!!!!!!!!!!

ＯＲ０６５　干预ＣＲＡＣ通道以减轻鼻息肉的炎症反应 蔺林等 （９４）!!!!!!!!!!!!!!!!

ＯＲ０６６　ＪＥＳＲＥＣ临床评分系统：预测鼻息肉的激素敏感性 孙悦奇等 （９５）!!!!!!!!!!!

ＯＲ０６７　Ａ２０蛋白在慢性鼻窦炎粘膜局部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姚银等 （９５）!!!!!!!!!!!!

ＯＲ０６８　鼻声反射和鼻阻力在变应性鼻炎诊治过程中的指导作用 杨玉成等 （９６）!!!!!!!!!

ＯＲ０６９　鼻腔扩容技术对合并过敏性鼻炎的ＯＳＡＨＳ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肖洋等 （９６）!!!!

ＯＲ０７０　苏南地区儿童变应性鼻结膜炎临床研究 薛建荣等 （９７）!!!!!!!!!!!!!!!!

ＯＲ０７１　变应性鼻炎鼻黏膜形态的临床观察及意义 张庆翔等 （９７）!!!!!!!!!!!!!!!

ＯＲ０７２　大气污染与过敏性结膜炎的相关性研究 洪佳旭等 （９８）!!!!!!!!!!!!!!!!

ＯＲ０７３　树突状细胞在春季角结膜炎作用的临床观察研究 刘明娜等 （９９）!!!!!!!!!!!!

ＯＲ０７４　ＴＬＲ通路中ＣＤ１４、ＴＬＲ２基因多态性在中国人群变应性鼻炎中的

病例对照研究 陈若希等 （９９）!!!!!!!!!!!!!!!!!!!!!!!!!!!

ＯＲ０７５　富氢生理盐水对变应性鼻炎豚鼠ＩＬ４与ＩＬ１３表达的影响 余少卿等 （１００）!!!!!!!!

ＯＲ０７６　ＰＭ２．５暴露对鼻黏膜上皮细胞炎性因子作用实验研究 洪志聪等 （１００）!!!!!!!!!

ＯＲ０７７　ＯＭ８５细菌溶解产物 （ＢＶ）预防小鼠变应性鼻炎 韩灵等 （１０１）!!!!!!!!!!!!

ＯＲ０７８　２型固有淋巴细胞在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耿聪俐等 （１０１）!!!!

ＯＲ０７９　屋尘螨变应原鼻激发试验对变应性与非变应性鼻炎患者上下气道

炎症影响的比较 胡秋蓉等 （１０２）!!!!!!!!!!!!!!!!!!!!!!!!!!

ＯＲ０８０　嗜酸性中耳炎１０耳分析 段清川等 （１０３）!!!!!!!!!!!!!!!!!!!!!!

ＯＲ０８１　药疹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系统症状１例及文献复习 张珠莱等 （１０３）!!!!!!!!!!

ＯＲ０８２　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在儿童特应性皮炎临床中的意义 张力等 （１０４）!!!!!!!!!!!!!!!

ＯＲ０８３　０～３岁特应性皮炎患儿食物过敏发生率检测和临床分析 邵洁 （１０４）!!!!!!!!!!

ＯＲ０８４　屋尘螨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儿童过敏性哮喘及鼻炎的长期疗效观察 田曼等 （１０５）!!!!

ＯＲ０８５　儿童过敏性鼻炎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之间相关性的研究 冯博孩等 （１０５）!!!!!!!!

ＯＲ０８６　１００例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与血清总ＩｇＥ水平、

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和肺功能相关性研究 陈希 （１０６）!!!!!!!!!!!!!!!!!

ＯＲ０８７　辽宁地区３９５例腺样体肥大手术患儿过敏原检测分析 边志刚等 （１０６）!!!!!!!!!!

ＯＲ０８８　鼻粘膜刮片细胞学检测对儿童过敏性鼻炎诊断意义 李孟荣等 （１０７）!!!!!!!!!!!

ＯＲ０８９　中国５岁～１４岁儿童呼气峰流速正常值及预测值方程式的建立 郝创利 （１０７）!!!!!!

ＯＲ０９０　福建省福州地区儿童慢性咳嗽临床特征和治疗现况 唐素萍等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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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０９１　食物过敏高危儿童不同食物皮肤点刺试验定性与定量结果 刘玲等 （１０８）!!!!!!!!!

ＯＲ０９２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对幼鼠食物过敏的免疫干预作用 郑成中等 （１０９）!!!!!!!!!!!

ＯＲ０９３　儿童嗜酸性粒细胞性食管炎２２例分析并文献复习 孙明芳等 （１０９）!!!!!!!!!!!

ＯＲ０９４　Ｂ７Ｈ３融合蛋白对哮喘小鼠模型作用的研究 顾文婧等 （１１０）!!!!!!!!!!!!!!

ＯＲ０９５　儿童７万余组次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检测结果分析 何谢玲等 （１１１）!!!!!!!!!!!!

ＯＲ０９６　哮喘控制患儿小气道功能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杨哲等 （１１１）!!!!!!!!!!!!!!

ＯＲ０９７　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与ＡＰＩ阳性的年幼喘息患儿的相关性 王一卉等 （１１２）!!

ＯＲ０９８　北京城区与农村儿童哮喘危险因素及过敏特征的对比研究 沙莉等 （１１２）!!!!!!!!!

ＯＲ０９９　杭州０～１４岁哮喘儿童患病率与风险的横断面调查 徐丹等 （１１３）!!!!!!!!!!!!

ＯＲ１００　特异性免疫治疗对过敏性哮喘合并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的疗效观察 林英等 （１１４）!!!!!

ＯＲ１０１　哮喘患儿小气道功能障碍界值的确定 杨哲等 （１１４）!!!!!!!!!!!!!!!!!!

ＯＲ１０２　哮喘患儿精神共患病调查 陈智荷等 （１１５）!!!!!!!!!!!!!!!!!!!!!!

ＯＲ１０３　脉冲振荡肺功能在学龄前儿童哮喘长期管理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冯雍等 （１１５）!!!!!!!

ＯＲ１０４　以胸闷为主诉的不典型哮喘与咳嗽变异性哮喘儿童肺功能特点

分析及比较 刘芬等 （１１６）!!!!!!!!!!!!!!!!!!!!!!!!!!!!!

ＯＲ１０５　重庆市大气污染物与儿童哮喘急性发作的病例交叉研究 彭东红等 （１１６）!!!!!!!!!

ＯＲ１０６　支气管哮喘患儿规范随访管理一年的控制效果和肺功能转归的影响研究 刘晓颖等 （１１７）!!

ＯＲ１０７　瘙痒相关介质及受体在结节性痒疹中的表达 吴瑕等 （１１８）!!!!!!!!!!!!!!!

ＯＲ１０８　ＣＤ１００通过促进适应性免疫应答及天然免疫应答参与接触性超敏反应 朱振来等 （１１８）!!!

ＯＲ１０９　ＳＴＡＴ５／ＴＥＴ２对单核细胞ＦＣＥＲ１Ｇ基因ＤＮＡ甲基化调控及其

在ＡＤ发病中机制研究 梁云生等 （１１９）!!!!!!!!!!!!!!!!!!!!!!!

ＯＲ１１０　ＯＲＡＩ１／ＣＲＡＣＭ１ＣＤＳ区多态性位点对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易感性的影响 李捷等 （１２０）!!!

ＯＲ１１１　药物反应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及系统症状 （ＤＲＥＳＳ）中细胞毒蛋白的高表达

与疾病严重程度正相关 杨凡萍等 （１２０）!!!!!!!!!!!!!!!!!!!!!!!

ＯＲ１１２　６例药物诱发天疱疮分析 冯素英 （１２１）!!!!!!!!!!!!!!!!!!!!!!!

ＯＲ１１３　脐血ＣＤ３４＋细胞衍生的朗格汉斯细胞表型分析及活性研究 刘笑纯等 （１２１）!!!!!!!

ＯＲ１１４　荨麻疹性血管炎３４例临床分析 李东霞等 （１２２）!!!!!!!!!!!!!!!!!!!

ＯＲ１１５　探讨苗药紫金牛、铁扫帚基于ＤＣＮ对ＣＯＰＤ大鼠ＴＧＦβ１／Ｓｍａｄ３

通路的调控机制 周洵等 （１２２）!!!!!!!!!!!!!!!!!!!!!!!!!!!

ＯＲ１１６　薄氏腹针治疗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疗效及安全性的随机对照试验 刘云霞 （１２３）!!!!!!!

ＯＲ１１７　补脾益气中药对哮喘大鼠ＢＡＬＦ中ＩＬ５及ＧＭＣＳＦ含量的影响 朱晓明等 （１２３）!!!!!

ＯＲ１１８　穴位埋线对变应性鼻炎免疫相关基因调节作用的实验研究 李昕蓉等 （１２４）!!!!!!!!

ＯＲ１１９　针刺蝶腭神经节对健康人鼻腔通气功能影响的动态观察 王奎吉等 （１２４）!!!!!!!!!

ＯＲ１２０　基于 “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探讨肠道菌群调节与变应性鼻炎的预防 程向荣 （１２５）!!!!

ＯＲ１２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ｔｇｕｔ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ｓｈａ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 ＬｉＸｉｎｒｏｎｇ等 （１２５）!!!!!!!!!!!!!!!

ＯＲ１２２　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儿童哮喘依从性的研究 陈冰 （１２６）!!!!!!!!!!!!!!!!

ＯＲ１２３　中重度变应性鼻炎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不良反应及护理 薛贵芝 （１２６）!!!!!!!!

ＯＲ１２４　雾化吸入激素治疗嗜酸性粒细胞型鼻息肉的相关护理 商淼 （１２７）!!!!!!!!!!!!

ＯＲ１２５　护理干预在变应性鼻炎冲击免疫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翟艳艳 （１２７）!!!!!!!!!!!!

ＯＲ１２６　无创呼吸机治疗支气管哮喘合并心衰患者时的护理要点 曾婷等 （１２８）!!!!!!!!!!

ＯＲ１２７　人文关怀模式在门诊过敏性鼻炎脱敏治疗中的应用 王淼 （１２８）!!!!!!!!!!!!!

ＯＲ１２８　特异性皮肤试验影像报告系统在临床的应用 赖蓉等 （１２９）!!!!!!!!!!!!!!!

·６·



ＯＲ１２９　尘螨变应性鼻炎皮下免疫治疗与舌下免疫治疗的荟萃分析 万文锦等 （１２９）!!!!!!!!

ＯＲ１３０　３０例蜜蜂蜂毒致严重过敏反应病例分析 关凯等 （１３０）!!!!!!!!!!!!!!!!

ＯＲ１３１　城市学龄儿童食物过敏影响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鲜墨等 （１３０）!!!!!!!!!!!!!

ＯＲ１３２　中国南方城乡儿童虾过敏差异：与常见吸入过敏原的交叉反应 杨朝崴等 （１３１）!!!!!!

ＯＲ１３３　非花粉相关的食物严重过敏反应一例及致敏特点研究 高翔 （１３１）!!!!!!!!!!!!

ＯＲ１３４　红火蚁叮咬致６次过敏性休克一例 高翔 （１３２）!!!!!!!!!!!!!!!!!!!!

ＯＲ１３５　龙须菜硫酸多糖的抗食物过敏活性研究 刘庆梅等 （１３３）!!!!!!!!!!!!!!!!

ＯＲ１３６　药源性ＳｔｅｖｅｎｓＪｏｈｎｓｏｎ综合征治疗及预后———３８例回顾性研究 陈娜娜等 （１３３）!!!!!

ＯＲ１３７　９１例住院儿童药源性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特征及治疗现状 邢燕等 （１３４）!!!!!!!!

ＯＲ１３８　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及药物性肝损害５５例临床分析 华夏等 （１３５）!!!!!!!!!!!

ＯＲ１３９　自身免疫性黄体酮相关性皮肤病一例 张倩等 （１３５）!!!!!!!!!!!!!!!!!!

ＯＲ１４０　儿童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特点 张娟等 （１３６）!!!!!!!!!!!!!!!!!!!!!

ＯＲ１４１　白桦花粉对正常人支气管上皮细胞物理屏障功能的影响 冯彦等 （１３６）!!!!!!!!!!

ＯＲ１４２　多重致敏的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效果评估 马燕等 （１３７）!!!!!!!!!!!!!!!!!

ＯＲ１４３　泉州地区气候变化与霉菌皮内试验阳性率的关系 郑婉玉等 （１３７）!!!!!!!!!!!!

ＯＲ１４４　陕西省神木县夏秋季花粉症患者临床资料的初步分析 牛永亮等 （１３７）!!!!!!!!!!

ＯＲ１４５　过敏原在过敏性疾病中的阳性率分析 张春梅等 （１３８）!!!!!!!!!!!!!!!!!

ＯＲ１４６　过敏性腮腺炎误诊为急性腮腺炎１例报告 于睿莉等 （１３８）!!!!!!!!!!!!!!!

ＯＲ１４７　屋尘螨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方法学及其对变应性哮喘气道非特异性

反应性影响 朱政等 （１３９）!!!!!!!!!!!!!!!!!!!!!!!!!!!!!

ＯＲ１４８　尘螨变应原皮内试验与血清ＩｇＥ检测结果相关性分析 程晟等 （１３９）!!!!!!!!!!!

ＯＲ１４９　肥大细胞及其ｅｘｏｓｏｍｅ的功能和作用 李莉 （１４０）!!!!!!!!!!!!!!!!!!!

ＯＲ１５０　磷脂转移蛋白致敏与蒿花粉相关食物过敏临床症状相关性分析 邓珊等 （１４０）!!!!!!!

ＯＲ１５１　中国桦树花粉症患者Ｂｅｔｖ１Ａｐｉｇ１嵌合体ＩｇＥ及ＩｇＧ４杂合反应谱分析及中国北方

地区桦树花粉症及合并食物过敏特点 徐迎阳 （１４１）!!!!!!!!!!!!!!!!!!

ＯＲ１５２　霉菌变应原组分在呼吸道变应性疾病中的致敏作用 罗文婷等 （１４１）!!!!!!!!!!!

ＯＲ１５３　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的优化 华丽等 （１４１）!!!!!!!!!!!!!!!!!

ＯＲ１５４　慢性鼻鼻窦炎Ｔ辅助细胞免疫模式的全球多中心研究 王向东等 （１４２）!!!!!!!!!

ＯＲ１５５　针刺蝶腭神经节法治疗常年性变应性鼻炎的临床观察 陈陆泉等 （１４３）!!!!!!!!!!

ＯＲ１５６　１３７例冬季光敏性面部皮炎患者临床特点及诱因分析 于金蕾等 （１４３）!!!!!!!!!!

壁 报 交 流

ＰＯ００１　传统医学的现代医学研究 吴合等 （１４４）!!!!!!!!!!!!!!!!!!!!!!!

ＰＯ００２　养阴润燥法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观察 王中华等 （１４４）!!!!!!!!!!!!!!

ＰＯ００３　紫癜饮治疗过敏性紫癜１年临床观察 任德旺等 （１４５）!!!!!!!!!!!!!!!!!

ＰＯ００４　中药治疗变应性鼻炎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评价及 Ｍｅｔａ分析 张旭等 （１４５）!!!!!!!!

ＰＯ００５　穴位埋线治疗慢性荨麻疹疗效观察 程孝顶等 （１４６）!!!!!!!!!!!!!!!!!!

ＰＯ００６　中药熏蒸治疗湿疹的护理体会 张琴 （１４６）!!!!!!!!!!!!!!!!!!!!!!

ＰＯ００７　哮喘敷贴治疗作用途径初探 李群 （１４６）!!!!!!!!!!!!!!!!!!!!!!

ＰＯ００８　虫类 “角药”治疗儿童哮喘６０例峰速仪疗效观察 朱富华 （１４７）!!!!!!!!!!!!

ＰＯ００９　内舒拿合并鼻用盐酸羟甲唑啉在治疗伴有变应性鼻炎的腺样体

肥大患儿中的作用 刘文龙等 （１４７）!!!!!!!!!!!!!!!!!!!!!!!!!

·７·



ＰＯ０１０　优化的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在喘息儿童中的验证 华丽等 （１４８）!!!!!!!!

ＰＯ０１１　经鼻雾化吸入激素治疗儿童轻中度哮喘合并过敏性鼻炎的

临床疗效观察 李京阳等 （１４８）!!!!!!!!!!!!!!!!!!!!!!!!!!!

ＰＯ０１２　２０１５年全国儿童哮喘协作组成员单位基线调查 包军等 （１４９）!!!!!!!!!!!!!!

ＰＯ０１３　大疱性肥大细胞增生症并文献分析 李珂瑶 （１４９）!!!!!!!!!!!!!!!!!!!

ＰＯ０１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ＭＤＬ３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ｗｉｔｈ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ｓｔｈｍａｉｎａ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ＢＩＮＧＪＩＥ等 （１５０）!!!!!!!!!!!!!!!!!!!!!!!

ＰＯ０１５　喘息性疾病儿童体外过敏原检测的特点分析 黄东明等 （１５０）!!!!!!!!!!!!!!

ＰＯ０１６　１５年间广州市１３～１４岁儿童变应性鼻炎、鼻炎合并喘息和致敏率的患病趋势

及相关性的流行病学调查 陈燕等 （１５０）!!!!!!!!!!!!!!!!!!!!!!!

ＰＯ０１７　海口市儿童哮喘变应原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王灵等 （１５１）!!!!!!!!!!!!!!!!

ＰＯ０１８　布拉氏酵母菌对特应性体质毛细支气管炎患儿ＩｇＥ和ＩＬ１７水平的影响 薛国昌等 （１５１）!!

ＰＯ０１９　布拉氏酵母菌对支气管哮喘患儿转化生长因子β１和白细胞介素

１７水平的影响 任明星等 （１５２）!!!!!!!!!!!!!!!!!!!!!!!!!!!

ＰＯ０２０　可溶性Ｂ７Ｈ３ （ｓＢ７Ｈ３）在支气管哮喘患儿血浆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顾文婧等 （１５２）!!!

ＰＯ０２１　Ｔｏｌｌ样受体２信号对Ｂ７Ｈ３作用的影响 顾文婧等 （１５３）!!!!!!!!!!!!!!!

ＰＯ０２２　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的儿童血清总ＩｇＥ水平、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

与致敏过敏原数量的相关性研究 陈希 （１５３）!!!!!!!!!!!!!!!!!!!!!

ＰＯ０２３　儿童慢性鼻鼻窦炎与变应性鼻炎变应原血清ＳＩｇＥ的分布特征的研究 李双勇等 （１５４）!!!

ＰＯ０２４　免疫抑制剂在儿童特应性皮炎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张警兮等 （１５５）!!!!!!!!!!!!

ＰＯ０２５　郑州地区变应性鼻炎患儿变应原谱分析 赵玉林等 （１５５）!!!!!!!!!!!!!!!!

ＰＯ０２６　鼻用糖皮质激素联合白三烯受体拮抗剂治疗过敏性鼻炎合并儿童上气道

咳嗽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郭宏庆等 （１５６）!!!!!!!!!!!!!!!!!!!!!!!

ＰＯ０２７　过敏性鼻炎对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情的影响及干预的研究 周燕青等 （１５６）!!!!!!!

ＰＯ０２８　百日咳杆菌相关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特征 徐勇胜 （１５７）!!!!!!!!!!!!!!!!

ＰＯ０２９　儿童哮喘长期规范控制治疗反应性不良的影响因素分析 侯晓玲等 （１５７）!!!!!!!!!

ＰＯ０３０　牛奶蛋白过敏的研究现状 张圆圆等 （１５８）!!!!!!!!!!!!!!!!!!!!!!

ＰＯ０３１　不同途径的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哮喘患儿的早期免疫学指标

的影响研究 皇惠杰等 （１５８）!!!!!!!!!!!!!!!!!!!!!!!!!!!!

ＰＯ０３２　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ｉｎ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Ｚｈａｎｇｌｉ等 （１５９）!!!!!

ＰＯ０３３　中山地区粉尘螨滴剂舌下含服治疗小年龄及多重过敏的变应性鼻炎

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刘翔腾等 （１６０）!!!!!!!!!!!!!!!!!!!!!!!!

ＰＯ０３４　优质护理服务对小儿支原体肺炎的疗效探讨 李晓燕 （１６０）!!!!!!!!!!!!!!!

ＰＯ０３５　新型社交媒体在儿童哮喘长程管理中的应用 陈实等 （１６０）!!!!!!!!!!!!!!!

ＰＯ０３６　哮喘患儿呼出气一氧化氮水平与气道可逆性的相关性研究 刘欣等 （１６１）!!!!!!!!!

ＰＯ０３７　三种过敏原检测方法在婴幼儿ＡＤ食物过敏的应用价值 邱芬等 （１６１）!!!!!!!!!!

ＰＯ０３８　血清维生素Ｄ水平与儿童哮喘急性发作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冯雍等 （１６２）!!!!!!!

ＰＯ０３９　儿童腺样体肥大术前肺功能检查的临床意义 宋西成等 （１６２）!!!!!!!!!!!!!!

ＰＯ０４０　沙美特罗替卡松对学龄期哮喘儿童作用的临床研究 潘剑蓉等 （１６３）!!!!!!!!!!!

ＰＯ０４１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ａ２ｙｅａｒｓｔｅｐｄｏｗｎａｎｄ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ｉｎｈａｌｅｄｃｏｒｔｉｃｏｓｔｅｒｏｉｄ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ｄｕｓｔｍｉｔｅ

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ＨｅＣｈｕｎｈｕｉ等 （１６３）!!!!!!!!!!!!!!!!!!!!

ＰＯ０４２　婴儿牛奶蛋白过敏与胃食管反流的关系研究 孙明芳等 （１６４）!!!!!!!!!!!!!!

·８·



ＰＯ０４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ｅｔｈｙｌｐｒｅｄｎｉｓｏｌｏｎｅｏｒ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ｗｈｅｎＡｄｄｅｄｔ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ｆｏｒ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ｈａｎｌｉｓｈｅｎ等 （１６４）!!!!!!!!!!!!!!!

ＰＯ０４４　过敏性紫癜患儿入院早期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对预测

不良事件的价值 周浩等 （１６５）!!!!!!!!!!!!!!!!!!!!!!!!!!!

ＰＯ０４５　儿童喘息的ＧＬＣＣＩ１和ＣＲＨＲ１基因多态性与疗效观察 丁颖等 （１６６）!!!!!!!!!!

ＰＯ０４６　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在儿童支气管哮喘合并过敏性鼻炎诊治中的应用价值 郭梓君 （１６６）!!

ＰＯ０４７　血清２５ （ＯＨ）ＶｉｔＤ３测定在支气管哮喘患儿中的临床意义 高锦萍等 （１６７）!!!!!!!

ＰＯ０４８　枸地氯雷他定与开瑞坦治疗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比较研究 古庆家等 （１６７）!!!!!!!

ＰＯ０４９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东北地区１０年螨变应原诱发的过敏性疾病调查分析 柴若楠等 （１６８）!!!!!

ＰＯ０５０　蒺藜花、叶、茎抗原液皮肤点刺试验研究 王学艳 （１６８）!!!!!!!!!!!!!!!!

ＰＯ０５１　气道变应性疾病差异表达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定位分析极其功能研究 薛金梅等 （１６８）!!!!

ＰＯ０５２　矮豚草花粉对正常人支气管上皮细胞物理屏障功能的影响 冯彦等 （１６９）!!!!!!!!!

ＰＯ０５３　６ｐ２１．３区域和哮喘相关的ＰＢＸ２基因变异在中国人群中和过敏性

鼻炎的相关性研究 赵亚丽等 （１６９）!!!!!!!!!!!!!!!!!!!!!!!!!

ＰＯ０５４　瞬时受体电位通道ＴＲＰＭ８在冷刺激诱发哮喘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刘海沛等 （１７０）!!!!!

ＰＯ０５５　ＯＰＮ及其受体基因多态性与变应性鼻炎相关性的研究 张志海等 （１７０）!!!!!!!!!

ＰＯ０５６　Ｔｆｈ细胞在变应性鼻炎中的作用机制 陈慧 （１７１）!!!!!!!!!!!!!!!!!!!

ＰＯ０５７　ｍｉＲＮＡ基因多态性与中国儿童变应性鼻炎伴或不伴哮喘遗传易感性研究 胡
"

等 （１７１）!!

ＰＯ０５８　糖皮质激素对ｉＰＳＣＭＳＣｓ免疫调节功能的影响 王丹等 （１７２）!!!!!!!!!!!!!

ＰＯ０５９　孕期维生素Ｄ缺乏对子鼠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魏真真等 （１７３）!!!!!!!!

ＰＯ０６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ＰＡＩ１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ｏｆ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ＺｅｎｇＨｕａｓｏｎｇ等 （１７３）!!!!!!!!!!!!!!!!!!!!!!!

ＰＯ０６１　昆明地区过敏性鼻炎及哮喘患者家庭优势尘螨种调查 廖然超等 （１７４）!!!!!!!!!!

ＰＯ０６２　ＣＣＲ３基因敲除对小鼠变应性鼻炎嗜酸性粒细胞的影响实验研究 朱新华等 （１７４）!!!!!

ＰＯ０６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２ｅｌｉｃｉｔｓ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ＨＢＥｃｅｌｌｓｖｉａＲｈｏＡ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ＧｕＨａｏ等 （１７４）!!!!!!!!!!!!!

ＰＯ０６４　北京市空气中花粉调查及曝片染色过程质量控制 范尔钟等 （１７５）!!!!!!!!!!!!

ＰＯ０６５　小鼠变应性鼻炎及空气污染模型的制备和分析 李颖等 （１７５）!!!!!!!!!!!!!!

ＰＯ０６６　变应性鼻炎小鼠中Ｔｈ１ （ＣＤ４＋ＩＦＮｙ＋Ｔｂｅｔ＋）变化与鼻粘膜

病理学改变 覃泰杰等 （１７６）!!!!!!!!!!!!!!!!!!!!!!!!!!!!

ＰＯ０６７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４６ａ靶向ＴＬＲ７／ＭｙＤ８８／ＴＲＡＦ６／ＩＦＮβ信号通路在甲型流感

病毒体外感染人鼻黏膜上皮细胞免疫应答中的作用机制 邓玉琴等 （１７６）!!!!!!!!

ＰＯ０６８　ｍｉＲ２９ＣＢ７Ｈ３Ｔｈ１７轴在支气管哮喘中的作用研究 陈正荣等 （１７７）!!!!!!!!!!

ＰＯ０６９　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尘螨所致变应性鼻炎ＩＬ１７，ＩＬ３５表达水平及Ｔｒｅｇ／Ｔｈ１７

细胞平衡的影响 刘春苗等 （１７８）!!!!!!!!!!!!!!!!!!!!!!!!!!

ＰＯ０７０　蜜蜂巢脾水提液非ＩｇＥ依赖途径激活嗜碱性粒细胞脱颗粒 张俊艳等 （１７８）!!!!!!!!

ＰＯ０７１　害嗜鳞螨过敏原Ｌｅｐｄ２的过敏原性改造 关志澳等 （１７９）!!!!!!!!!!!!!!!

ＰＯ０７２　重组巴西坚果过敏原 ＭＨＣ低亲和力突变蛋白的构建 郑俊斌等 （１７９）!!!!!!!!!!

ＰＯ０７３　重组扁豆过敏原Ｌｅｎｃ１表达纯化及免疫活性鉴定 及志恒等 （１８０）!!!!!!!!!!!

ＰＯ０７４　ＳＥＡ的过敏原性改造以及对肺癌抑制作用研究 刘雪婷等 （１８０）!!!!!!!!!!!!!

ＰＯ０７５　靶向肥大细胞的免疫毒素作为结肠癌的辅助治疗研究 王珊等 （１８１）!!!!!!!!!!!

ＰＯ０７６　人类单核细胞系ＴＨＰ１和肥大细胞系ＬＡＤ２的 ＨＬＡＤＲ分型 李碧舟等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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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０７７　重组过敏原Ｄｅｒｆ２在果蝇细胞Ｓ２中的稳定表达及纯化 肖春梅等 （１８１）!!!!!!!!!

ＰＯ０７８　特应性疾病共同易感基因研究 （皮肤过敏专场） 唐先发等 （１８２）!!!!!!!!!!!!

ＰＯ０７９　重组大豆主要过敏原Ｇｌｙｍ４克隆表达、纯化和免疫印迹鉴定 郭晓晓等 （１８２）!!!!!!

ＰＯ０８０　Ａｎｏｖｅｌ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ｏｌｅｆｏｒＧｌｙｃｙｒｒｚｉｚｉｎａｃｉｄｉｎａｓｔｈｍａｖｉａ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ＥＲＫａｎｄｐ３８ＭＡＰＫ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吴巧珍等 （１８３）!!!!!!!!!!!!

ＰＯ０８１　组胺对皮肤角化上皮屏障功能的作用的研究 段盨等 （１８３）!!!!!!!!!!!!!!!

ＰＯ０８２　布地奈德混悬液经鼻雾化治疗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的疗效和

免疫学机制研究 王阳等 （１８４）!!!!!!!!!!!!!!!!!!!!!!!!!!!

ＰＯ０８３　基于共表达网络探讨非编码ＲＮＡ对上气道疾病的调控作用 张旭等 （１８４）!!!!!!!!

ＰＯ０８４　类胰蛋白酶通过ＰＡＲ２和ＩＣＡＭ１诱导肥大细胞聚集的机制研究 王玲等 （１８５）!!!!!

ＰＯ０８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ａｎｄｎｏｎ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

ＣＲＳｗＮＰ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ｂｙＳｈｏｔｇｕｎ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 ＹａｎＢｉｎｇ等 （１８５）!!!!!!!!!!!!!

ＰＯ０８６　赛洛唑啉鼻喷剂联合糠酸莫米松对变应性鼻炎大鼠鼻黏膜ＩＣＡＭ１和

血清ＩＬ４及ＩｇＥ的调节作用 杜小滢 （１８６）!!!!!!!!!!!!!!!!!!!!!

ＰＯ０８７　人变应性鼻炎鼻黏膜免疫相关差异基因及信号通路研究 叶实明等 （１８６）!!!!!!!!!

ＰＯ０８８　中山市气传花粉特征及与气象要素的关系分析 汪叶红等 （１８７）!!!!!!!!!!!!!

ＰＯ０８９　ＩＬ１８和类胰蛋白酶在过敏性哮喘中的相关性及其在诱导肥大细胞

募集中的作用研究 杨蕊铭等 （１８７）!!!!!!!!!!!!!!!!!!!!!!!!!

ＰＯ０９０　Ｐ物质在慢性自发性荨麻疹嗜碱性粒细胞中表达上调及其诱导组胺释放

和嗜碱性粒细胞募集的作用研究 臧艳艳等 （１８８）!!!!!!!!!!!!!!!!!!!

ＰＯ０９１　朗格汉斯细胞诱导免疫耐受的作用及机制研究进展 韩悦等 （１８８）!!!!!!!!!!!!

ＰＯ０９２　类糜蛋白酶通过ＩＣＡＭ１诱导肥大细胞聚集的机制研究 王维等 （１８９）!!!!!!!!!!

ＰＯ０９３　非变应性鼻炎伴嗜酸性粒细胞增高征患者炎症特征的初步研究 王志颐等 （１８９）!!!!!!

ＰＯ０９４　不同类型鼻炎对下气道炎症的影响 陈伟等 （１９０）!!!!!!!!!!!!!!!!!!!

ＰＯ０９５　免疫球蛋白同型转换与ＩｇＥ对抗癌症 王莲芸 （１９０）!!!!!!!!!!!!!!!!!!

ＰＯ０９６　武汉市室内尘螨过敏原调查 陈建军等 （１９１）!!!!!!!!!!!!!!!!!!!!!

ＰＯ０９７　ＳｏｎｉｃＨｅｄｇｅｈｏｇ信号通路在支气管哮喘小鼠上皮间质转化中

的表达及意义 陈星等 （１９１）!!!!!!!!!!!!!!!!!!!!!!!!!!!!

ＰＯ０９８　抗Ｄｌｌ４抗体对哮喘小鼠Ｔｈ１７细胞分化的影响 翁翠叶等 （１９２）!!!!!!!!!!!!!

ＰＯ０９９　肥大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殷亚男 （１９２）!!!!!!!!

ＰＯ１００　中药制剂鼻康胶囊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杨军等 （１９３）!!!!!!!!!!!!

ＰＯ１０１　变应性鼻炎子代不同时期免疫状态及调节性Ｔ细胞的改变 谭路等 （１９４）!!!!!!!!!

ＰＯ１０２　婴儿型双歧杆菌防治小鼠过敏性哮喘 刘梦昀等 （１９４）!!!!!!!!!!!!!!!!!

ＰＯ１０３　慢性鼻鼻窦炎患者中ＩＩ型固有免疫淋巴细胞的表达 孟繤等 （１９５）!!!!!!!!!!!!

ＰＯ１０４　呼吸道变应性疾病患者家居尘螨浓度分布特征 郭嘉浚等 （１９５）!!!!!!!!!!!!!

ＰＯ１０５　山西省运城市气传花粉和真菌的检测及临床意义 郭芳等 （１９６）!!!!!!!!!!!!!

ＰＯ１０６　变应性鼻炎小鼠模型的构建及其免疫功能、鼻粘膜病理改变的实验研究 张璐瑶等 （１９６）!!

ＰＯ１０７　拟穴青蟹过敏原精氨酸激酶抗原表位的定位分析 杨阳等 （１９７）!!!!!!!!!!!!!

ＰＯ１０８　ＴＮＦα对哮喘小鼠肺组织中ＣｙｓＬＴＲ１表达的影响 宋晓丹等 （１９８）!!!!!!!!!!!

ＰＯ１０９　丙酸氟替卡松对鼻腔成纤维细胞生长影响的实验研究 孙臻峰等 （１９８）!!!!!!!!!!

ＰＯ１１０　青岛地区近１０年间过敏性疾病患者过敏原谱的变迁 林航等 （１９９）!!!!!!!!!!!

ＰＯ１１１　ＩＬ１８ＢＰ在湿疹患者嗜碱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的表达及其在皮损局部

炎症反应中的作用研究 张晓文等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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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１１２　ＩＬ３３诱导的过敏原非依赖性哮喘样小鼠模型肺组织免疫细胞

及亚群的改变 袁琳洁等 （２００）!!!!!!!!!!!!!!!!!!!!!!!!!!!

ＰＯ１１３　Ｔｈ２型启动因子ＩＬ２５／ＩＬ３３在固有淋巴样２型细胞定向趋化中

的作用研究 李艳等 （２００）!!!!!!!!!!!!!!!!!!!!!!!!!!!!!

ＰＯ１１４　维生素Ｄ受体 （ＶＤＲ）基因多态性与中国人群过敏性鼻炎相关性研究 阮宇等 （２０１）!!!

ＰＯ１１５　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者血清可溶性血管内皮钙黏蛋白水平

的检查与意义 陈涛 （２０１）!!!!!!!!!!!!!!!!!!!!!!!!!!!!!

ＰＯ１１６　特应性皮炎动物模型新进展 单雨婷等 （２０２）!!!!!!!!!!!!!!!!!!!!!

ＰＯ１１７　不同抗组胺治疗对组胺诱导的皮肤微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

改变的作用研究 付丽新等 （２０３）!!!!!!!!!!!!!!!!!!!!!!!!!!

ＰＯ１１８　大气颗粒物ＰＭ２．５对人鼻黏膜炎性因子分泌的影响 青卉等 （２０３）!!!!!!!!!!!

ＰＯ１１９　哮喘易感基因ＯＲＭＤＬ３在哮喘气道重塑中对支气管上皮转分化的影响 程琪等 （２０４）!!!

ＰＯ１２０　姜黄素对哮喘小鼠及小鼠巨噬细胞ＲＡＷ２６４．７细胞系Ｎｒｆ２

及ＨＯ１表达的影响 刘立云等 （２０４）!!!!!!!!!!!!!!!!!!!!!!!!

ＰＯ１２１　钾离子通道Ｋｖ１．３与哮喘中ＴＨ１７细胞相关气道炎症的相关研究 周倩兰等 （２０５）!!!!

ＰＯ１２２　γδＴ细胞／Ｔｒｅｇ细胞在小鼠变应性鼻炎和免疫治疗中表达的研究 王玮豪等 （２０５）!!!!!

ＰＯ１２３　钾离子通道Ｋｖ１．３与中性粒细胞哮喘中ＴＨ１７细胞相关气道

炎症的相关研究 周倩兰等 （２０６）!!!!!!!!!!!!!!!!!!!!!!!!!!

ＰＯ１２４　葡萄籽原青花素对哮喘小鼠气道炎症及Ｔｒｅｇ／Ｔｈ１７平衡的影响 王天癑等 （２０６）!!!!!

ＰＯ１２５　ＣＤ３９／ＡＴＰ轴通过ＮＬＲＰ３炎性小体参与调控哮喘小鼠气道炎症和

气道高反应性的研究 陈毅斐等 （２０７）!!!!!!!!!!!!!!!!!!!!!!!!

ＰＯ１２６　姜黄素通过Ｎｒｆ２／ＨＯ１信号通路在ＬＰＳ诱导ＲＡＷ２６４．７的促炎性

因子的作用 刘立云等 （２０８）!!!!!!!!!!!!!!!!!!!!!!!!!!!!

ＰＯ１２７　姜黄素在哮喘小鼠及小鼠巨噬细胞ＲＡＷ２６４．７细胞系Ｎｒｆ２

及ＨＯ１表达中的作用 刘立云等 （２０８）!!!!!!!!!!!!!!!!!!!!!!!

ＰＯ１２８　ＰＩ３Ｋ泛特异性抑制剂对ＩＬ２５诱导的小鼠哮喘模型的抑制作用研究 黄萍等 （２０９）!!!!

ＰＯ１２９　雷公藤红素对肥胖型哮喘气道高反应的影响 曾泽宇等 （２０９）!!!!!!!!!!!!!!

ＰＯ１３０　Ⅱ型ＩＬ４受体在嗜酸性粒细胞性鼻息肉中介导 ＭＵＣ５ＡＣ表达上调 张宇等 （２１０）!!!!!

ＰＯ１３１　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结果信息管理系统的简介 曾丹等 （２１０）!!!!!!!!!!!!!!

ＰＯ１３２　ｃｍｙｃ和ｃｙｃｌｉｎＤ１在大鼠哮喘气道重塑中的作用及其调控 贾宵宵等 （２１１）!!!!!!!!

ＰＯ１３３　凝血酶在变应性鼻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崔娜等 （２１１）!!!!!!!!!!!!!!!!!

ＰＯ１３４　过敏性结膜炎的临床特征、诊断与治疗 胡健等 （２１１）!!!!!!!!!!!!!!!!!

ＰＯ１３５　ＣＤ６３、ＣＤ２０３ｃ和ＦｃεＲＩα在ＡＲ患者外周血嗜碱性粒细胞

表面的表达变化 汪?等 （２１２）!!!!!!!!!!!!!!!!!!!!!!!!!!!

ＰＯ１３６　ＰＬＧＡＰＥＧ＋ｒＡｍｂａ１纳米疫苗特异性免疫治疗过敏性

结膜炎的研究 肖小军等 （２１２）!!!!!!!!!!!!!!!!!!!!!!!!!!!

ＰＯ１３７　粉尘螨Ｄｅｒｆ８蛋白通过调节ＤＣ细胞表达ＴＩＭ４促进Ｔｈ２的极化 肖小军等 （２１３）!!!!

ＰＯ１３８　变态反应 （过敏性）疾病改善恢复免疫功能可以根治 吴合等 （２１３）!!!!!!!!!!!

ＰＯ１３９　标准化尘螨疫苗对变应性鼻炎和哮喘的２年疗效观察 郅莉莉等 （２１４）!!!!!!!!!!

ＰＯ１４０　舌下特异性免疫疗法治疗尘螨致敏的特应性皮炎患者的临床观察 曾小丽等 （２１４）!!!!!

ＰＯ１４１　不同年龄变应性鼻炎患者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 张悦等 （２１４）!!!!!!!!!

ＰＯ１４２　载抗ＩＬ１β抗体的微球制备及局部滴鼻治疗豚鼠过敏性鼻炎的应用 刘涛等 （２１５）!!!!!

ＰＯ１４３　变应性鼻炎冲击免疫治疗血清学相关因素变化分析 朱新华等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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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１４４　中国２８省市变应性鼻炎患者吸入性过敏原分析 娄鸿飞等 （２１６）!!!!!!!!!!!!

ＰＯ１４５　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儿童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人Ｂ防御素２的影响观察 郑博 （２１７）!!!!!

ＰＯ１４６　标准化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对过敏性鼻炎患者的临床疗效评估 林霞等 （２１７）!!!!!!!

ＰＯ１４７　１８０例过敏性紫癜患儿食物不耐受特异性ＩｇＧ水平及临床意义 曾华松等 （２１８）!!!!!!

ＰＯ１４８　尘螨变应性鼻炎患者皮下免疫与舌下免疫疗效比较 廖然超等 （２１８）!!!!!!!!!!!

ＰＯ１４９　屋尘螨、蟑螂、虾以及其交叉反应蛋白 （原肌球蛋白）在呼吸道变应性疾病

患者中的流行病学特征和特异性ＩｇＥ水平分析 陈希 （２１９）!!!!!!!!!!!!!!!

ＰＯ１５０　上海地区变应性鼻炎患者皮肤过敏原检测分析 刘琢扶等 （２１９）!!!!!!!!!!!!!

ＰＯ１５１　珠三角地区人群五年吸入和食物变应原谱分析及动态观察 朱振潮等 （２２０）!!!!!!!!

ＰＯ１５２　Ｅａｒｌ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祁姗姗等 （２２０）!!!!!!!!!!!!!!!!!!!!!

ＰＯ１５３　广州地区鼻炎患者特征及变应原谱的变化趋势———１０年回顾分析 杨钦泰等 （２２１）!!!!!

ＰＯ１５４　中国变应性鼻炎及哮喘患者尘螨变应原地域分布图的研制和分析 杨钦泰等 （２２１）!!!!!

ＰＯ１５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ＤｅｒｐＩｇＧ４，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 Ｔｒｅｇ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ｂｌｉｎｇｕａｌａｎｄ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ｉｔｈｈｏｕｓｅ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ＸｉａｎＭｏ等 （２２２）!!!!!!!!!!!!!!!

ＰＯ１５６　健康成人血清总ＩｇＥ和变应原特异性ＩｇＥ检测及意义 袁源等 （２２３）!!!!!!!!!!!

ＰＯ１５７　皮下注射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疫苗治疗支气管哮喘和 （或）变应性鼻炎

的速发不良反应 李靖等 （２２３）!!!!!!!!!!!!!!!!!!!!!!!!!!

ＰＯ１５８　变应性鼻炎特异性免疫治疗不同阶段患者唾液免疫球蛋白水平

与疗效相关性分析 刘燕等 （２２４）!!!!!!!!!!!!!!!!!!!!!!!!!!

ＰＯ１５９　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ｉｔｅ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ｔｏ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Ｃｈｌｉ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ＭａＺｈｕｏｙａ等 （２２４）!!!!!!!!!!!!

ＰＯ１６０　中国北方地区桦树花粉症及合并食物过敏特点 徐迎阳等 （２２５）!!!!!!!!!!!!!

ＰＯ１６１　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患者脱落原因的分析 王丰等 （２２５）!!!!!!!!!!!

ＰＯ１６２　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对不同年龄和不同类型变应原变应性鼻炎

患者的疗效评估 王丰等 （２２６）!!!!!!!!!!!!!!!!!!!!!!!!!!!

ＰＯ１６３　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与抗过敏药物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效果对比 王丰等 （２２６）!!!!!

ＰＯ１６４　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机制 何韶衡 （２２７）!!!!!!!!!!!!!!!!!!!!!

ＰＯ１６５　奥马珠单抗联合脱敏治疗方式治疗变应性疾病过程中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的ｍｅｔａ分析 王萌等 （２２７）!!!!!!!!!!!!!!!!!!!!!!!!

ＰＯ１６６　多聚抗原肽抑制嗜碱性粒细胞在过敏性气道炎症中的作用研究 苏雯等 （２２８）!!!!!!!

ＰＯ１６７　集群免疫治疗不同年龄段变应性鼻炎患者疗效及安全性比较 万浪等 （２２８）!!!!!!!!

ＰＯ１６８　氟哌噻吨美利曲辛联合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变应性鼻炎伴焦虑及抑郁

患者临床疗效观察 万浪等 （２２９）!!!!!!!!!!!!!!!!!!!!!!!!!!

ＰＯ１６９　浅谈阿罗格点刺的临床应用 赖蓉等 （２２９）!!!!!!!!!!!!!!!!!!!!!!

ＰＯ１７０　藜草花粉主要变应原基因Ｃｈｅａ１克隆表达、纯化和免疫学鉴定 刘昀等 （２３０）!!!!!!

ＰＯ１７１　Ｍａｊｏｒｇｒａｓｓｐｏｌｌｅｎ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ｎａ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ｈｏｒ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ｎｄ／ｏｒａｓｔｈｍａ ＬｕｏＷｅｎｔｉｎｇ等 （２３０）!!!!!!

ＰＯ１７２　健康教育在患者接受皮下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中的作用分析 陈秀峰等 （２３１）!!!!!!

ＰＯ１７３　舌下免疫对儿童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随机对照试验

的 Ｍｅｔａ分析 李邦亮等 （２３１）!!!!!!!!!!!!!!!!!!!!!!!!!!!

ＰＯ１７４　海南地区过敏性鼻炎患者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过敏原分析 魏欣等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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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１７５　依从性对过敏性鼻炎患儿舌下脱敏治疗效果的影响 黄秋菊等 （２３２）!!!!!!!!!!!

ＰＯ１７６　药物斑贴试验在药物过敏筛查中的应用 尹洁等 （２３３）!!!!!!!!!!!!!!!!!

ＰＯ１７７　山东地区６１４８例变应性鼻炎患者吸入性变应原临床分析 杨燕等 （２３３）!!!!!!!!!

ＰＯ１７８　慢性荨麻疹５４８例变应原检测及脱敏治疗分析 吴凌颖等 （２３４）!!!!!!!!!!!!!

ＰＯ１７９　变应性鼻炎舌下免疫治疗联合对症治疗与否对患者依从性的影响 李泽晶等 （２３４）!!!!!

ＰＯ１８０　安脱达屋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过敏性哮喘并鼻炎患儿不同

疗程的疗效观察 陈实等 （２３５）!!!!!!!!!!!!!!!!!!!!!!!!!!!

ＰＯ１８１　ＩｇＥ易化的变应原结合试验：用于检测屋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患者

血清中阻断抗体的功能 冯木林等 （２３５）!!!!!!!!!!!!!!!!!!!!!!!

ＰＯ１８２　屋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患者血清ｓＩｇＧ４、ｓＩｇＥ与阻断抗体功能

的变化与关系 冯木林等 （２３６）!!!!!!!!!!!!!!!!!!!!!!!!!!!

ＰＯ１８３　屋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的哮喘患者外周血Ｔｒｅｇ和Ｔｈ１／Ｔｈ２的变化 冯木林等 （２３６）!!!!

ＰＯ１８４　尘螨变应性鼻炎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疗效预测指标探讨 周文成等 （２３７）!!!!!!!!!!

ＰＯ１８５　欧博克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抗体检测在过敏性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张利等 （２３７）!!!!!!!

ＰＯ１８６　尿素 ［１３Ｃ］呼气试验在慢性荨麻疹患者诊断中的应用 张利等 （２３８）!!!!!!!!!!

ＰＯ１８７　Ａ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ｈａｌｅｄ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ｍａ ＨｅＬｉｘｉｕ等 （２３８）!!!!!!!!!!!

ＰＯ１８８　变应性鼻炎尘螨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与血清特异性ＩｇＥ相关性分析 史丽等 （２３９）!!!!!

ＰＯ１８９　变应性鼻炎患者舌下含服免疫治疗依从性分析 陈德华等 （２３９）!!!!!!!!!!!!!

ＰＯ１９０　尘螨变应原皮试阳性临床分析 荣光生等 （２４０）!!!!!!!!!!!!!!!!!!!!

ＰＯ１９１　ＡＣＴ评分在支气管哮喘规范化治疗中的应用 尹洁等 （２４０）!!!!!!!!!!!!!!

ＰＯ１９２　重组屋尘螨Ｄｅｒｐ１变应原蛋白活性体内测定 胡秋蓉等 （２４０）!!!!!!!!!!!!!

ＰＯ１９３　采用免疫印迹法和荧光酶联免疫法检测血清中过敏原ｓＩｇＥ的比对分析 陈希 （２４１）!!!!

ＰＯ１９４　特异性免疫治疗对特异性皮炎小鼠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的调控作用 毕田田 （２４１）!!!!!

ＰＯ１９５　水体污染与居民支气管哮喘发病关系调查研究 冯臖等 （２４２）!!!!!!!!!!!!!!

ＰＯ１９６　屋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哮喘患儿病程及肺功能的影响 沈照波等 （２４２）!!!!!!!!!

ＰＯ１９７　哮喘儿童屋尘螨变应原集群免疫治疗与常规免疫治疗起始阶段

临床安全性分析 孙月眉等 （２４３）!!!!!!!!!!!!!!!!!!!!!!!!!!

ＰＯ１９８　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咳嗽变异性哮喘的疗效分析 刘晓娟等 （２４３）!!!!!!!!!!!

ＰＯ１９９　中国桦树花粉症患者Ｂｅｔｖ１Ａｐｉｇ１嵌合体ＩｇＥ及ＩｇＧ４

杂合反应谱分析 徐迎阳等 （２４４）!!!!!!!!!!!!!!!!!!!!!!!!!!

ＰＯ２００　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疫苗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ＩＴ）

变应性鼻炎对血清ｓＩｇＥ和ｓＩｇＧ４的影响 胡松群等 （２４４）!!!!!!!!!!!!!!!

ＰＯ２０１　个旧市变应性鼻炎变应原检测４９５例结果分析 杨乐等 （２４４）!!!!!!!!!!!!!!

ＰＯ２０２　重庆地区３８９２例过敏性疾病患者皮肤点刺试验结果分析 曾丹等 （２４５）!!!!!!!!!

ＰＯ２０３　变应性鼻炎特异性免疫冲击疗法的疗效和安全性分析 曾亮等 （２４５）!!!!!!!!!!!

ＰＯ２０４　药物斑贴试验在药物过敏筛查中的临床应用 尹洁等 （２４５）!!!!!!!!!!!!!!!

ＰＯ２０５　哮喘ＡＩＴ最新研究进展 谢华 （２４６）!!!!!!!!!!!!!!!!!!!!!!!!

ＰＯ２０６　Ｍ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１３２７ｃａｓｅｓ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Ｘｉｅｈｕａ（２４６）!!!!!!!!!!!!!!!!!!!!!!!!!

ＰＯ２０７　屋尘螨过敏的变应性鼻炎患者鼻炎严重程度与变应原诊断试验的相关性 王万钧等 （２４７）!!

ＰＯ２０８　奥马珠单抗治疗中国中重度过敏性哮喘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李靖等 （２４７）!!!!!!!

ＰＯ２０９　原发性不动纤毛综合征１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王思勤等 （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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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２１０　ＰＭ２．５促进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 郭东瑾等 （２４８）!!!!!!!!!!!!!!!!!!!

ＰＯ２１１　一体化管理模式对儿童哮喘控制水平的影响 于艳艳等 （２４９）!!!!!!!!!!!!!!

ＰＯ２１２　北京市某三甲医院门诊支气管哮喘患者控制水平影响因素研究 杨明等 （２４９）!!!!!!!

ＰＯ２１３　儿童支原体肺炎患者的免疫功能变化分析 田野 （２５０）!!!!!!!!!!!!!!!!!

ＰＯ２１４　哮喘急性发作期儿童血清维生素Ｄ水平与免疫调节相关性分析 杨芬等 （２５０）!!!!!!!

ＰＯ２１５　电话、短信随访对哮喘儿童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依从性及疗效的影响 林荣军等 （２５１）!!!

ＰＯ２１６　昆布多糖对哮喘小鼠气道重塑相关因子水平的影响 林荣军等 （２５１）!!!!!!!!!!!

ＰＯ２１７　孟鲁司特钠、氯雷他定联合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治疗过敏性鼻炎并腺样体

肥大的疗效观察 林荣军等 （２５２）!!!!!!!!!!!!!!!!!!!!!!!!!!

ＰＯ２１８　青岛市两城区０～１４岁儿童哮喘流行病学调查对比分析 林荣军等 （２５２）!!!!!!!!!

ＰＯ２１９　哮喘小鼠肺组织氧化应激水平变化及抗氧化应激干预的影响 林荣军等 （２５３）!!!!!!!

ＰＯ２２０　２分钟潮气呼吸法乙酰甲胆碱支气管激发试验：不同射流雾化器

（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ｒｉｇｈｔ与ＤｅＶｉｌｂｉｓｓ６４６）的比较 朱政等 （２５３）!!!!!!!!!!!!!!!!

ＰＯ２２１　中药二步序贯治疗对哮喘小鼠肺组织 ＭＭＰ９及ＴＩＭＰ１表达的影响 李美香等 （２５４）!!!

ＰＯ２２２　哮喘儿童长期吸入糖皮质激素对身高的影响 贾宵宵等 （２５４）!!!!!!!!!!!!!!

ＰＯ２２３　Ｔｈ１７细胞的迁移在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打破口服免疫耐受中的作用 施天昀等 （２５５）!!!

ＰＯ２２４　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ｅｘｏｓｏｍｅｓｃａｎ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ｙ

ｂｉｎｄｉｎｇｔｏＩｇＥ ＸｉｅＧｕｏｇａｎｇ等 （２５５）!!!!!!!!!!!!!!!!!!!!!!!!

ＰＯ２２５　辽阳地区变应性鼻炎／哮喘 过敏原体外检测结果及年龄分布特征分析 杨娜等 （２５６）!!!!

ＰＯ２２６　呼出气一氧化氮对成人支气管哮喘上下气道炎症的评估价值 时旭等 （２５６）!!!!!!!!

ＰＯ２２７　硫酸镁雾化吸入治疗儿童中重度哮喘急性发作的疗效观察 宋振岭等 （２５７）!!!!!!!

ＰＯ２２８　哮喘患儿螨过敏及特异性免疫治疗后对呼出气一氧化氮水平的影响 尹文艳等 （２５７）!!!!

ＰＯ２２９　儿童激素不敏感型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研究 郝创利 （２５８）!!!!!!!!!!!

ＰＯ２３０　哮喘易感基因ＯＲＭＤＬ３在婴幼儿喘息中的多态性研究 王金荣等 （２５８）!!!!!!!!!

ＰＯ２３１　外周血ＩＬ１７检测在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诊断中的价值 方萍等 （２５９）!!!!!!!!!!

ＰＯ２３２　儿童社区获得性支原体肺炎血清抗体滴度变化的研究 李美香等 （２５９）!!!!!!!!!!

ＰＯ２３３　新诊断哮喘患者的严重程度和规范治疗１２周的临床评估 何巧洁等 （２６０）!!!!!!!!

ＰＯ２３４　支气管哮喘患者服用孟鲁司特后诱导痰嗜酸粒细胞及呼出气

一氧化氮的变化及其意义 时旭 （２６０）!!!!!!!!!!!!!!!!!!!!!!!!

ＰＯ２３５　婴幼儿喘息患儿呼出气一氧化氮的临床研究 温志红等 （２６１）!!!!!!!!!!!!!!

ＰＯ２３６　广州市学龄儿童食物过敏与哮喘、过敏性鼻炎相关性分析 鲜墨等 （２６１）!!!!!!!!!

ＰＯ２３７　２２例儿童肺炎支原体性肺炎伴肺不张临床分析 卓志强等 （２６２）!!!!!!!!!!!!!

ＰＯ２３８　石嘴山市气传花粉与花粉症患者就诊人次关系分析 张静虹等 （２６２）!!!!!!!!!!!

ＰＯ２３９　西安市城区花粉调查研究 吴媛媛等 （２６２）!!!!!!!!!!!!!!!!!!!!!!

ＰＯ２４０　不同浓度乙酰甲胆碱对以胸闷为主诉的不典型支气管哮喘的诊断价值 吴媛媛等 （２６３）!!!

ＰＯ２４１　ＣＤ１４Ｃ１５９Ｔ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ｉａｎｇＳｉｑｉａｏ等 （２６３）!!!!!!!!!!!!!!!!!!!!!!!!

ＰＯ２４２　Ｓ２ａｎｄＴ２ＡＤＡＭ３３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ａｎｄ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ｍａｉｎｔｈｅ

Ｚｈｕａ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ＬｉａｎｇＳｉｑｉａｏ等 （２６４）!!!!!!!!!!!!!!

ＰＯ２４３　皮肤过敏原点刺试验对ＡＣＯＳ的诊断意义 施丽泳等 （２６４）!!!!!!!!!!!!!!!

ＰＯ２４４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ｈｉｎｏｖｉｒｕ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ｒｏｎｃｈｉｏｌｉｔｉｓ

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ＹＵＱＩＮＧ等 （２６５）!!!!!!!!!!!!!!!

ＰＯ２４５　短期雾霾刺激对健康成年人鼻腔炎症状态的影响 羡慕等 （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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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２４６　常见呼吸系统变应性疾病吸入性变应原谱分析及特异性免疫

治疗临床观察 吴秋歌等 （２６６）!!!!!!!!!!!!!!!!!!!!!!!!!!!

ＰＯ２４７　ＲＡＧ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ｏ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ａｉｒ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ｏｌｕｅｎｅｄｉｉｓｏｃｙａｎａｔｅ ＹａｏＬｉｈｏｎｇ等 （２６６）!!!!!!!!!!!!!!!!!

ＰＯ２４８　血红素加氧酶１抑制嗜碱性粒细胞功能减轻过敏性气道炎症 钟文伟等 （２６７）!!!!!!!

ＰＯ２４９　ＲＡＮＫ／ＲＡＮＫＬ／ＯＰＧ信号通路对小鼠树突状细胞功能的功能影响 李雅莉等 （２６７）!!!!

ＰＯ２５０　可溶性Ｂ７Ｈ３ （ｓＢ７Ｈ３）在支原体肺炎患儿中表达的临床意义 于乐香等 （２６８）!!!!!!

ＰＯ２５１　血清 （１，３）ＢＤ葡聚糖检测对儿童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的诊断价值 靳秀红 （２６８）!!!!

ＰＯ２５２　辣椒素激发试验在儿童哮喘、慢性咳嗽的临床应用 周秋梅等 （２６９）!!!!!!!!!!!

ＰＯ２５３　脉冲振荡检测、用力通气肺功能检测在儿童支气管哮喘规范化

管理中的应用 刘晓娟等 （２６９）!!!!!!!!!!!!!!!!!!!!!!!!!!!

ＰＯ２５４　Ｉｎｈａｌｅｄｃｏｒｔｉｃｏｓｔｅｒｏｉｄ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ｌｕ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ｉｒｗａｙｈｙｐ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

ａｉｒ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ｎｏ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ｍｉｌｄ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ｕＷｅｉ等 （２７０）!!!!!!!!!!!!!!!!!

ＰＯ２５５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ＡＭ３３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ｗｉｔｈＡｄｕｌｔ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ｓｔｈｍａｉｎ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Ｚｈｕａ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ｅｉＸｕａｎ等 （２７１）!!!!!!!!!!!!!!!!!!

ＰＯ２５６　广州市学龄前儿童支气管哮喘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 陈永滔等 （２７１）!!!!!!!!!!!

ＰＯ２５７　室内霉菌暴露与支气管哮喘的关系 郭嘉浚等 （２７２）!!!!!!!!!!!!!!!!!!

ＰＯ２５８　孟鲁司特钠与丙酸氟替卡松治疗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研究 陈建川等 （２７２）!!!!!

ＰＯ２５９　云贵高原地区４２例ＡＣＯＳ患者临床特征研究 杜锡潮 （２７３）!!!!!!!!!!!!!!

ＰＯ２６０　空气净化器对室内空气颗粒物浓度和呼吸道过敏性疾病患者症状的影响 梁楚琴等 （２７３）!!

ＰＯ２６１　Ａ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ｈａｌｅｄ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ｍａ ＨｅＬｉｘｉｕ等 （２７４）!!!!!!!!!!!

ＰＯ２６２　肺炎支原体肺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及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及临床意义探讨 张奕 （２７５）!!!

ＰＯ２６３　儿童气道过敏性疾病吸入过敏原致敏状态的分布差异 朱康等 （２７５）!!!!!!!!!!!

ＰＯ２６４　免疫印迹和荧光酶联免疫两种过敏原检测方法临床应用结果比对分析 朱康等 （２７６）!!!!

ＰＯ２６５　鼻咽冲洗治疗变应性鼻炎所致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蔺林等 （２７９）!!!!!!!!!!!!

ＰＯ２６６　ＴｕｂａｓｔａｔｉｎＡＨｃｌ对急性支气管哮喘小鼠气道炎症的治疗作用 任媛等 （２７７）!!!!!!!

ＰＯ２６７　不同雾化方法治疗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后慢性咳嗽的临床疗效 郑桂芬等 （２７７）!!!!!!

ＰＯ２６８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ＰＡ１ｒｅｄｕｃｅｓａｉｒ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ｉｒｗａｙｈｙｐ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ａｍｕｒｉｎ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ＸｉｅＪｉａｘｉｎｇ等 （２７８）!!!!!!!!!!!!!!!!

ＰＯ２６９　儿童哮喘控制测试与小儿哮喘肺功能测定的相关性及其临床应用研究 杨一民等 （２７８）!!!

ＰＯ２７０　儿童哮喘不同时期气道炎症及相关细胞因子变化的研究 任少敏 （２７９）!!!!!!!!!!

ＰＯ２７１　影响儿童哮喘控制因素的临床分析 陈晓媛等 （２７９）!!!!!!!!!!!!!!!!!!

ＰＯ２７２　ＨＤＡＣ２的表达在烟雾暴露后致敏大鼠气道ＴＨ１／ＴＨ２平衡中的作用研究 李毅等 （２８０）!!

ＰＯ２７３　门诊支气管哮喘患者流行病学分析和管理 关继涛等 （２８０）!!!!!!!!!!!!!!!

ＰＯ２７４　环境因素对支气管哮喘的影响程度研究 张昭勇等 （２８１）!!!!!!!!!!!!!!!!

ＰＯ２７５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ｈａｌｅｄ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ｏｕｇｈ ＨａｏＣｈｕａｎｇｌｉ（２８１）!!!!!!!!!!!!!!!!!!!

ＰＯ２７６　Ｍｅｔｒｎｌ蛋白在支气管哮喘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闫小逸等 （２８２）!!!!!!!!!!!!!

ＰＯ２７７　孟鲁司特钠联合咳喘三伏贴对哮喘患儿血清ＩＬ４、ＩＦＮγ

水平的影响机制 邓跃林等 （２８３）!!!!!!!!!!!!!!!!!!!!!!!!!!

ＰＯ２７８　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含量在支气管哮喘及重叠综合征患者中的临床价值 赵丽等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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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２７９　支气管哮喘并支气管异物一例诊治体会 林志等 （２８４）!!!!!!!!!!!!!!!!!

ＰＯ２８０　不完全川崎病模拟咽后壁脓肿：病例报道与文献复习 董春娟 （２８５）!!!!!!!!!!!

ＰＯ２８１　３０例塑形性支气管炎临床分析 李小乐等 （２８５）!!!!!!!!!!!!!!!!!!!!

ＰＯ２８２　鼻内镜下鼻后神经切断治疗高反应鼻病的效果观察 唐晓雪等 （２８５）!!!!!!!!!!!

ＰＯ２８３　鼻腔冲洗护理在鼻内镜手术后的效果观察 张智贤等 （２８６）!!!!!!!!!!!!!!!

ＰＯ２８４　支气管哮喘患者健康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袁丽荣等 （２８６）!!!!!!!!!!!!!

ＰＯ２８５　鼻内镜下全组鼻窦开放术后护理对术后恢复的影响 商淼 （２８６）!!!!!!!!!!!!!

ＰＯ２８６　改良换药方式在大面积换药中的应用 刘玉凤等 （２８７）!!!!!!!!!!!!!!!!!

ＰＯ２８７　１例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上肢动脉栓塞患儿的护理及文献复习 张志勤等 （２８７）!!!!!!

ＰＯ２８８　过敏性疾患者心理状态分析与结构性心理干预 赖蓉等 （２８７）!!!!!!!!!!!!!!

ＰＯ２８９　改良式冰敷方法在鼻科病人中的应用 徐惠清等 （２８８）!!!!!!!!!!!!!!!!!

ＰＯ２９０　临床路径在鼻中隔偏曲患者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 胡丽丽等 （２８８）!!!!!!!!!!!

ＰＯ２９１　１例鼻前庭恶性肿瘤切除围手术期护理 徐萌 （２８９）!!!!!!!!!!!!!!!!!!

ＰＯ２９２　全程沟通在特异性免疫治疗护理中的作用 韩芳等 （２８９）!!!!!!!!!!!!!!!!

ＰＯ２９３　皮肤过敏试验的结果对慢性鼻窦炎抗过敏治疗的疗效观察 陈意欣 （２８９）!!!!!!!!!

ＰＯ２９４　电话随访对过敏性鼻炎治疗效果的影响 陈甘华 （２９０）!!!!!!!!!!!!!!!!!

ＰＯ２９５　健康教育在成人过敏性鼻炎患者居家自我护理中的应用 顾丽萍 （２９０）!!!!!!!!!!

ＰＯ２９６　检测过敏源在儿童腺样体肥大手术前的应用 李俊萍 （２９０）!!!!!!!!!!!!!!!

ＰＯ２９７　护理干预在过敏性鼻炎中应用研究 罗峻 （２９１）!!!!!!!!!!!!!!!!!!!!

ＰＯ２９８　健康教育对控制过敏性鼻炎的影响 骆晶 （２９１）!!!!!!!!!!!!!!!!!!!!

ＰＯ２９９　ＳＰＴ用于安脱达特异性免疫治疗前的临床研究 尉迟咏 （２９１）!!!!!!!!!!!!!!

ＰＯ３００　鼻保健操治疗小儿过敏性鼻炎５０例临床观察 余晶晶 （２９２）!!!!!!!!!!!!!!

ＰＯ３０１　电话随访对接受脱敏治疗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 张烨等 （２９２）!!!!!!!!

ＰＯ３０２　广东与云南两地区２７７８例过敏性疾病患者ｓｌｇＥ检测结果分析 吴泽鸿 （２９２）!!!!!!!

ＰＯ３０３　空气净化器对室内霉菌和细菌浓度变化的影响 黄淑娟等 （２９３）!!!!!!!!!!!!!

ＰＯ３０４　粉尘螨舌下脱敏治疗过敏性鼻炎脱落分析 黄秋菊等 （２９３）!!!!!!!!!!!!!!!

ＰＯ３０５　褐藻多酚降脂功效的研究 刘萌等 （２９４）!!!!!!!!!!!!!!!!!!!!!!!

ＰＯ３０６　黑龙江省变态反应资源调查 宋瑜欣 （２９４）!!!!!!!!!!!!!!!!!!!!!!

ＰＯ３０７　１００例慢性湿疹患者饮食习惯调查及干预措施研究 白美蓉等 （２９５）!!!!!!!!!!!

ＰＯ３０８　中湿配合呋喃西林软膏治疗渗出性湿疹的疗效观察 顾兰秋等 （２９５）!!!!!!!!!!!

ＰＯ３０９　探讨面部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护理 胡涛等 （２９５）!!!!!!!!!!!!!!!!!!!!

ＰＯ３１０　阴囊湿疹患者的心理分析与护理干预 李芳等 （２９６）!!!!!!!!!!!!!!!!!!

ＰＯ３１１　丝塔芙润肤露辅助治疗婴幼儿湿疹疗效观察 李芳等 （２９６）!!!!!!!!!!!!!!!

ＰＯ３１２　局部中药熏蒸治疗湿疹６８例效果观察 廖建芬等 （２９７）!!!!!!!!!!!!!!!!

ＰＯ３１３　１２７例急性荨麻疹的护理体会 王鸿 （２９７）!!!!!!!!!!!!!!!!!!!!!!

ＰＯ３１４　饮食处方卡对慢性湿疹患者红斑程度影响的观察 徐雅婷等 （２９７）!!!!!!!!!!!!

ＰＯ３１５　皮肤科夜急疹患者肌注苯海拉明发生晕厥的原因分析与对策 张露 （２９８）!!!!!!!!!

ＰＯ３１６　慢性湿疹患者心理状况调查与护理效果分析 钟家鸿 （２９８）!!!!!!!!!!!!!!!

ＰＯ３１７　品管圈活动对冷湿敷患者护理服务质量和满意度的影响 周道娟等 （２９８）!!!!!!!!!

ＰＯ３１８　点刺法过敏原检测在降低鼻窦炎术后复发中的价值 崔江萍 （２９９）!!!!!!!!!!!!

ＰＯ３１９　社会支持度和人格特征对综合医院鼻科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 叶碧 （２９９）!!!!!!!!!

ＰＯ３２０　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的表达与鼻息肉嗜酸细胞炎症的关系 王敏等 （３００）!!!!!!!!!!!!!!

ＰＯ３２１　过敏性疾病患者蚕蛾过敏与其他吸入性过敏原的共同致敏分析 欧莉莉等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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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３２２　多元化健康教育对特应性皮炎患儿家长认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高迎霞等 （３０１）!!!!!!

ＰＯ３２３　２８例婴幼儿特应性皮炎的护理体会 王丽等 （３０１）!!!!!!!!!!!!!!!!!!!

ＰＯ３２４　６３２例再次入院支气管哮喘患者发病情况调查分析 张俊丽 （３０２）!!!!!!!!!!!!

ＰＯ３２５　物联网时代下的精准过敏原医学 陶自坚等 （３０２）!!!!!!!!!!!!!!!!!!!

ＰＯ３２６　品管圈活动降低鼻科患者出院口服激素错误例数 李越 （３０３）!!!!!!!!!!!!!!

ＰＯ３２７　红皮病伴带状疱疹一例 段妍等 （３０３）!!!!!!!!!!!!!!!!!!!!!!!!

ＰＯ３２８　皮肤菌群的代谢产物在特应性皮炎中的作用研究。 于金蕾 （３０３）!!!!!!!!!!!!

ＰＯ３２９　Ｓｅｍａｐｈｏｒｉｎ４Ｄ及其受体ＰｌｅｘｉｎＢ２相互作用在特应性皮炎

炎症中的作用及机制 张晨等 （３０４）!!!!!!!!!!!!!!!!!!!!!!!!!

ＰＯ３３０　面部 “过敏” 李双 （３０４）!!!!!!!!!!!!!!!!!!!!!!!!!!!!!

ＰＯ３３１　荨麻疹的研究进展 张江安等 （３０５）!!!!!!!!!!!!!!!!!!!!!!!!!

ＰＯ３３２　盐酸非索非那定片递减疗法治疗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的疗效观察 宋志强等 （３０５）!!!!!!

ＰＯ３３３　肥大细胞活化相关分子及抗体与慢性荨麻疹及湿疹的相关性研究 许雯等 （３０６）!!!!!!

ＰＯ３３４　７例植物日光性皮炎临床分析及文献复习 宋青蔓等 （３０６）!!!!!!!!!!!!!!!

ＰＯ３３５　抗组胺药物的抗炎特性 温禾等 （３０７）!!!!!!!!!!!!!!!!!!!!!!!!

ＰＯ３３６　抗组胺药在特殊人群中的应用 温禾等 （３０７）!!!!!!!!!!!!!!!!!!!!!

ＰＯ３３７　老年药疹的临床特点分析———一项基于皮肤科病房的

十五年回顾性研究 钟华 （３０７）!!!!!!!!!!!!!!!!!!!!!!!!!!!

ＰＯ３３８　脐血维生素Ｄ水平和婴儿湿疹的关系 刘园园等 （３０８）!!!!!!!!!!!!!!!!!

ＰＯ３３９　Ｓｃｈｎｉｔｚｌｅｒ综合征１例及国内外文献回顾 苏惠春等 （３０８）!!!!!!!!!!!!!!!

ＰＯ３４０　抗高血压药引起药疹的类型和临床表现分析 苏惠春等 （３０９）!!!!!!!!!!!!!!

ＰＯ３４１　特应性皮炎与皮肤的微生物群 苏惠春等 （３０９）!!!!!!!!!!!!!!!!!!!!

ＰＯ３４２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Ｄｕｐｉｌｕｍａｂ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

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ａｎＹｕｅ（３１０）!!!!!!!!!!!!!!!

ＰＯ３４３　外用维甲酸治疗皮肤病的进展 李文锐等 （３１０）!!!!!!!!!!!!!!!!!!!!

ＰＯ３４４　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者外周血中Ｔｒｅｇ细胞和ＩＬ１７、ＩＬ２７的

水平检测及其意义 王亚婷等 （３１０）!!!!!!!!!!!!!!!!!!!!!!!!!

ＰＯ３４５　奥马珠单抗治疗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疗效与安全性的 Ｍｅｔａ分析 苏向阳 （３１１）!!!!!!!

ＰＯ３４６　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细胞在咪喹模特皮肤炎症模型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肖春英等 （３１１）!!!!!!

ＰＯ３４７　蓝科肤宁联合冷喷治疗颜面再发性皮炎３３例疗效观察 白美蓉 （３１２）!!!!!!!!!!

ＰＯ３４８　中药冷喷治疗急性颜面部皮炎 顾兰秋等 （３１２）!!!!!!!!!!!!!!!!!!!!

ＰＯ３４９　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细胞在皮肤常驻细菌介导免疫应答中的作用 张月强等 （３１３）!!!!!!!!!

ＰＯ３５０　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治疗慢性荨麻疹４２例疗效观察 罗丹丹等 （３１３）!!!!!!!!!!

ＰＯ３５１　变应性肉芽肿性血管炎一例 刘笑纯等 （３１３）!!!!!!!!!!!!!!!!!!!!!

ＰＯ３５２　面部皮炎与美容院面部护理关系分析 郑丹等 （３１４）!!!!!!!!!!!!!!!!!!

ＰＯ３５３　特应性皮炎与皮脂腺功能相关性研究 陈佰超 （３１４）!!!!!!!!!!!!!!!!!!

ＰＯ３５４　口服中药、穴位注射联合脱敏治疗对慢性荨麻疹的疗效观察与护理 姚梦莹等 （３１５）!!!!

ＰＯ３５５　皮肤菌群的代谢产物在特应性皮炎中的作用研究 于金蕾等 （３１５）!!!!!!!!!!!!

ＰＯ３５６　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细胞及真皮内Ｌａｎｇｅｒｉｎ阳性树突状细胞在特应性皮炎中

的作用研究 朱振来等 （３１６）!!!!!!!!!!!!!!!!!!!!!!!!!!!!

ＰＯ３５７　利用ＣＤ１００敲除小鼠研究其在 ＭＣ９０３诱导的特应性皮炎模型中的作用 朱振来等 （３１６）!!

ＰＯ３５８　血塞通注射液引起急性泛发性发疹性脓疱病２例 李志量等 （３１７）!!!!!!!!!!!!

ＰＯ３５９　播散性嗜酸性细胞胶原病１例 孙祖凤等 （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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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３６０　复方甘草甜素注射液治疗慢性湿疹疗效观察 裴宝强等 （３１８）!!!!!!!!!!!!!!

ＰＯ３６１　发疹型药疹患者血清 ＭＡＯ，总ＩｇＥ测定及其临床意义 黄建国等 （３１８）!!!!!!!!!

ＰＯ３６２　严重特应性皮炎１例 孙亚琪等 （３１８）!!!!!!!!!!!!!!!!!!!!!!!!

ＰＯ３６３　严重特应性皮炎一例 孙亚琪等 （３１９）!!!!!!!!!!!!!!!!!!!!!!!!

ＰＯ３６４　银屑病患者血清总ＩｇＥ水平初探 顾宁琰等 （３１９）!!!!!!!!!!!!!!!!!!!

ＰＯ３６５　维生素Ｄ与特应性皮炎 张警兮等 （３１９）!!!!!!!!!!!!!!!!!!!!!!!

ＰＯ３６６　重症药疹临床救治中应该重视的问题 骆丹 （３２０）!!!!!!!!!!!!!!!!!!!

ＰＯ３６７　１８６例慢性荨麻疹患者变应原点刺试验检测分析 景文文 （３２０）!!!!!!!!!!!!!

ＰＯ３６８　角质形成细胞提呈自身抗原并活化特异性Ｔ细胞 郝军峰等 （３２０）!!!!!!!!!!!!

ＰＯ３６９　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在特应性皮炎的作用研究 于金蕾等 （３２１）!!!!!!!!!!!!!!

ＰＯ３７０　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细胞的前世今生———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细胞发育及其调控 李巍等 （３２１）!!!!!!

ＰＯ３７１　皮肤菌群在过敏性皮肤病发病机制及治疗中的作用 李巍等 （３２２）!!!!!!!!!!!!

ＰＯ３７２　重症药疹临床处理中应该重视的若干事件 骆丹 （３２２）!!!!!!!!!!!!!!!!!

ＰＯ３７３　变应性疾病患儿食物过敏的问卷调查及食物ｓＩｇＥ检测分析 黄惠敏等 （３２３）!!!!!!!

ＰＯ３７４　全国３１城市儿童食物过敏报告率 解洪丽等 （３２３）!!!!!!!!!!!!!!!!!!

ＰＯ３７５　广州地区学龄儿童食物过敏保护性和风险因素分析 鲜墨等 （３２４）!!!!!!!!!!!!

ＰＯ３７６　食物依赖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 （ＦＥＩＡｎ）一例 黄小燕 （３２４）!!!!!!!!!!!!!!

ＰＯ３７７　Ａｃａｓｅｏｆｗｈｅａｔ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ｎａｐｈｙｌａｘｉｓ ＺｈａｎｇＹｕａｎｙｕａｎ等 （３２５）!!!!

ＰＯ３７８　多聚赖氨酸预处理的花生ＤＮＡ疫苗对小鼠花生过敏模型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孙书洪等 （３２５）!!

ＰＯ３７９　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治疗两例地塞米松过敏临床观察 龙莉 （３２６）!!!!!!!!!!!!

ＰＯ３８０　严重过敏反应患者前兆期临床特点分析及早期处理体会 王雪峰等 （３２６）!!!!!!!!!

ＰＯ３８１　酪酸梭菌对于β乳球蛋白 （ＢＬＧ）诱导的小鼠食物过敏模型的影响 张娟等 （３２７）!!!!!

ＰＯ３８２　ＣＰＧＯＤＮ对卵清蛋白致敏幼鼠血清ＴＧＦｂ影响及免疫调节作用 郑成中等 （３２７）!!!!!

ＰＯ３８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ＭＭＰ９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ｉ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ｆｏｒ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Ｍｉｎｇ等 （３２８）!!!!!!!!!!!!!!!!!!!!!

ＰＯ３８４　丙酮酸钠鼻喷剂治疗轻、中度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观察 任华丽等 （３２８）!!!!!!!!!!

ＰＯ３８５　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在变应性鼻炎患者中的应用 黄雪琨等 （３２９）!!!!!!!!!!!

ＰＯ３８６　新疆阜康市哈萨克族过敏性鼻炎自报患病情况与生活相关健康因素调查 阳玉萍等 （３２９）!!

ＰＯ３８７　依据组胺及白三烯临床及实验相结合的变应性鼻炎个体化治疗策略探讨 文忠等 （３３０）!!!

ＰＯ３８８　太原市气传真菌数量与真菌致敏性鼻炎相关调查 刘瑛等 （３３０）!!!!!!!!!!!!!

ＰＯ３８９　变应性鼻炎患者体内ｍｉＲＮＡ表达谱与γδＴ细胞分群相关性 宋尚骅等 （３３１）!!!!!!!

ＰＯ３９０　丙酮酸钠鼻喷剂治疗干燥性鼻炎的疗效观察 李健东等 （３３１）!!!!!!!!!!!!!!

ＰＯ３９１　特异性免疫治疗抑制变应性鼻炎２型固有淋巴细胞的研究 范大川等 （３３２）!!!!!!!!

ＰＯ３９２　Ｐ物质调控肥大细胞脱颗粒的一种新的机制的研究 赵长青等 （３３２）!!!!!!!!!!!

ＰＯ３９３　合并气道高反应的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的免疫表型 陈枫虹等 （３３３）!!!!!!!!!!!

ＰＯ３９４　中国华南地区局部变应性鼻炎患者的临床特征 梁美君等 （３３３）!!!!!!!!!!!!!

ＰＯ３９５　中国慢性鼻鼻窦炎患者多中心临床特征调查 罗向前等 （３３４）!!!!!!!!!!!!!

ＰＯ３９６　ＷＤＰＣＰ与慢性鼻鼻窦炎纤毛分化相关性研究 马
#

等 （３３４）!!!!!!!!!!!!!!

ＰＯ３９７　鼻内翻性乳头状瘤基底部的显微病理特征及其对手术的指导意义 孙悦奇等 （３３５）!!!!!

ＰＯ３９８　ＪＥＳＲＥＣ临床评分系统：区分中国人鼻息肉的病理类型 王丹等 （３３５）!!!!!!!!!!

ＰＯ３９９　慢性鼻鼻窦炎患者前鼻颅底形态的ＣＴ分型 左可军等 （３３６）!!!!!!!!!!!!!!

ＰＯ４００　树突状细胞在鼻息肉免疫调控中的作用 梁灼萍等 （３３６）!!!!!!!!!!!!!!!!

ＰＯ４０１　外周血维生素Ｄ、ＩＬ１０和 Ｔｒｅｇ细胞水平在甲状腺结节发病中的意义 刘业海等 （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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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４０２　Ｇｅｎｅｔｉｃ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２Ｂｉ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Ｗｅｉｐｉｎｇ等 （３３７）!!!!!!!

ＰＯ４０３　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为突出表现的变应性肉芽肿性血管炎１例 于亮等 （３３８）!!!!!

ＰＯ４０４　山东省济南市过敏原检测螨虫阳性结果分析 张立强等 （３３９）!!!!!!!!!!!!!!

ＰＯ４０５　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ｔｏＡｅｒｏ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ｉ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Ｅｙｅ，Ｓｋｉｎ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ＮＧＨＵＩＹＩＮＧ等 （３３９）!!!!!!!!!!!!!!!!!!!!!!!!

ＰＯ４０６　非手术个体化序列治疗对有手术指征的小儿鼾症治疗意义 刘业海等 （３４０）!!!!!!!!

ＰＯ４０７　雷若考特喷雾剂和枸地氯雷他定片联合应用治疗老年性变应性鼻炎 何本超等 （３４１）!!!!

ＰＯ４０８　聚焦超声与药物治疗常年性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张铭等 （３４１）!!!!!!!!!!

ＰＯ４０９　芳香烃受体在变应性鼻炎中的表达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沈眑等 （３４２）!!!!!!!!!!!

ＰＯ４１０　标准化螨变应原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持续性儿童变应性鼻炎的长期疗效 谭国林等 （３４２）!!

ＰＯ４１１　过敏性鼻炎鼠模型中调节性Ｂ细胞的表达及意义 顾兆伟等 （３４３）!!!!!!!!!!!!

ＰＯ４１２　过敏性鼻炎小鼠鼻粘膜白细胞介素９及其受体ｍＲＮＡ表达及意义 顾兆伟等 （３４３）!!!!

ＰＯ４１３　组织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对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复发的预测价值研究 王成硕等 （３４４）!!

ＰＯ４１４　经鼻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混悬液和口服激素治疗慢性鼻窦炎鼻息肉的疗效

和安全性的对比研究 娄鸿飞等 （３４４）!!!!!!!!!!!!!!!!!!!!!!!!

ＰＯ４１５　鼻腔清洗对过敏性鼻炎的治疗作用 周芸等 （３４５）!!!!!!!!!!!!!!!!!!!

ＰＯ４１６　鼻整体成形术中整体评估与病例选择初步研究 杨玉成等 （３４５）!!!!!!!!!!!!!

ＰＯ４１７　ＶＡＳ症状评分对变应性鼻炎治疗过程中的指导作用初步研究 杨玉成等 （３４６）!!!!!!

ＰＯ４１８　抗过敏治疗在慢性咽炎诊疗中的影响 石青 （３４６）!!!!!!!!!!!!!!!!!!!

ＰＯ４１９　匹多莫得联合特异性免疫治疗应用于儿童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观察 万浪等 （３４７）!!!!!!

ＰＯ４２０　鼻中隔偏曲患者精神心理特征初步分析 李文婷等 （３４７）!!!!!!!!!!!!!!!!

ＰＯ４２１　Ｖγ１＋γδＴ细胞在ＣＲＳｗＮＰ中的表达与ＥＣＰ和 ＭＭＰ７正相关 杨洛盈等 （３４８）!!!!!

ＰＯ４２２　慢性鼻窦炎黏膜中γδＴ细胞与ＩＬ１７Ａ表达及炎症细胞浸润的相关性分析

和对预后的影响 黄健聪等 （３４８）!!!!!!!!!!!!!!!!!!!!!!!!!!

ＰＯ４２３　慢性鼻鼻窦炎临床与组织病理学特征分析 黄子真等 （３４９）!!!!!!!!!!!!!!

ＰＯ４２４　血清变应原ｓＩｇＥ和外周血ＥＯＳ在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中的临床意义 黄雪琨等 （３４９）!!

ＰＯ４２５　低温等离子筛前神经阻断治疗持续性变应性鼻炎的疗效分析 雍军等 （３５０）!!!!!!!!

ＰＯ４２６　鼻部炎性疾病甲基化研究进展 陈璐等 （３５０）!!!!!!!!!!!!!!!!!!!!!

ＰＯ４２７　变应性因素对鼻息肉组织中氧化应激的影响初步研究 陈璐等 （３５１）!!!!!!!!!!!

ＰＯ４２８　慢性鼻窦炎中的ＩＬ５、ＩＦＮα和ＩＬ１７的表达及意义 刘庆华等 （３５１）!!!!!!!!!!

ＰＯ４２９　Ｍｉｒ３４通过靶向作用于ＣＣＰ１１０参与慢性鼻窦炎黏液纤毛系统障碍 王明等 （３５２）!!!!!

ＰＯ４３０　嗜酸性中耳炎的研究现状 杜雅丽等 （３５２）!!!!!!!!!!!!!!!!!!!!!!

ＰＯ４３１　腺样体肥大儿童中变应性鼻炎与分泌性中耳炎的关系 邓慧仪等 （３５３）!!!!!!!!!!

ＰＯ４３２　特应性角结膜炎合并感染１例及文献回顾 接英等 （３５３）!!!!!!!!!!!!!!!!

ＰＯ４３３　奥洛他定联合他克莫司治疗春季卡他性结膜炎疗效分析 接英等 （３５４）!!!!!!!!!!

ＰＯ４３４　慢性鼻窦炎鼻息肉中ＩＬ２１表达增加 韦屹等 （３５４）!!!!!!!!!!!!!!!!!!

ＰＯ４３５　鼻息肉组织病理学特征２０年对比研究 陈新军等 （３５５）!!!!!!!!!!!!!!!!

ＰＯ４３６　抗菌蛋白短的腭，肺，鼻部上皮细胞克隆１ （ＳＰＬＵＮＣ１）在嗜酸性或非嗜酸性

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中具有不同的调节机制 韦屹等 （３５５）!!!!!!!!!!!!!!!

ＰＯ４３７　辛夷花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临床研究 郑春泉等 （３５６）!!!!!!!!!!!!!!!!!!

ＰＯ４３８　过敏性鼻炎的护理 杨娟娟等 （３５６）!!!!!!!!!!!!!!!!!!!!!!!!!

ＰＯ４３９　ＰＭ２．５暴露对变应性鼻炎大鼠鼻黏膜结构重塑的影响 郭志强等 （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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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４４０　ＰＭ２．５对变应性鼻炎动物模型的炎性作用研究 赵仁伍等 （３５７）!!!!!!!!!!!!!

ＰＯ４４１　ＩＬ２３在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鼻窦炎中的表达及作用的研究 宋佳等 （３５８）!!!!!!!!

ＰＯ４４２　广州地区变应性鼻炎与非变应性鼻炎患者临床特征的研究 王玮豪等 （３５８）!!!!!!!!

ＰＯ４４３　广州市变应性鼻炎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李春炜等 （３５９）!!!!!!!!!!!!!!!!!

ＰＯ４４４　鼻ＮＯ在慢性鼻黏膜炎症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刘承耀等 （３５９）!!!!!!!!!!!!!!

ＰＯ４４５　Ｎ脱乙酰基酶／Ｎ磺基转移酶基因缺失对哮喘小鼠嗜酸性粒细胞的影响 汪建等 （３５９）!!!

ＰＯ４４６　ＩＬ１９在小鼠过敏性鼻炎模型中鼻粘膜局部的表达及其意义 王志超等 （３６０）!!!!!!!

ＰＯ４４７　鼻息肉中ＮＴＳ的表达及其与疾病相关性的研究 王海等 （３６０）!!!!!!!!!!!!!

ＰＯ４４８　ｉＮＫＴ细胞在ＡＲ患者外周血中的表达变化 葛唱等 （３６１）!!!!!!!!!!!!!!!

ＰＯ４４９　盐酸氮卓斯汀与布地奈德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观察 谭聪明等 （３６１）!!!!!!!!!!

ＰＯ４５０　北京市某医院变应性结膜炎患者门诊量与空气污染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龙琴等 （３６２）!!!!

ＰＯ４５１　经鼻内镜泪囊鼻腔吻合术４５例分析 陈晓栋等 （３６２）!!!!!!!!!!!!!!!!!

ＰＯ４５２　他克莫司滴眼液治疗顽固性春季角结膜炎疗效分析 龙琴等 （３６２）!!!!!!!!!!!!

ＰＯ４５３　高原地区变态反应性咽炎３６例病例分析 蔡国遇等 （３６３）!!!!!!!!!!!!!!!

ＰＯ４５４　过敏性和非过敏鼻炎的手术干预 ———系统评价与 Ｍｅｔａ分析 龚霄阳等 （３６３）!!!!!!!

ＰＯ４５５　ＡＴＰ下鼻甲注射治疗常年性变应性鼻炎 许雄伟等 （３６４）!!!!!!!!!!!!!!!

ＰＯ４５６　变应性鼻炎与非变应性鼻炎患者变应原鼻激发试验比较 胡秋蓉等 （３６４）!!!!!!!!!

ＰＯ４５７　合并过敏症状的慢性鼻窦炎术中联合应用鼻后外侧神经切断术

的效果研究 石照辉等 （３６４）!!!!!!!!!!!!!!!!!!!!!!!!!!!!

ＰＯ４５８　西宁地区变应性鼻炎吸入性变应原检测分析 袁芳等 （３６５）!!!!!!!!!!!!!!!

ＰＯ４５９　变应性鼻炎患者免疫治疗的依从性调查 熊俊伟等 （３６６）!!!!!!!!!!!!!!!!

ＰＯ４６０　不同光照剂量的ＰＤＴ对鼻粘膜组织结构损伤的研究 王珊珊等 （３６６）!!!!!!!!!!

书 面 交 流

ＰＵ００１　中西医联合治疗变应性鼻炎的方法及疗效观察 王盼盼 （３６７）!!!!!!!!!!!!!!

ＰＵ００２　小青龙汤合温针灸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王盼盼 （３６７）!!!!!!!!!!!!

ＰＵ００３　中草药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研究 王盼盼 （３６７）!!!!!!!!!!!!!!!!!!!!!

ＰＵ００４　中医外治法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盼盼 （３６８）!!!!!!!!!!!!!!!

ＰＵ００５　化瘀益肾汤治疗紫癜性肾炎３１９例疗效分析 魏萍等 （３６８）!!!!!!!!!!!!!!!

ＰＵ００６　补脾益气中药对哮喘大鼠气道炎症调节作用的实验研究 魏庆宇等 （３６９）!!!!!!!!!

ＰＵ００７　补脾益气中药联合特异性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疗效 魏庆宇等 （３６９）!!!!!!!!!!

ＰＵ００８　常规治疗配合穴位贴敷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观察 李全生等 （３７０）!!!!!!!!!!!

ＰＵ００９　复方甘草酸苷片联合中药治疗皮肤型过敏性紫癜临床观察 朱晓明等 （３７０）!!!!!!!!

ＰＵ０１０　宣肺定喘合剂治疗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的临床疗效研究 李丽等 （３７０）!!!!!!!!

ＰＵ０１１　玉屏风散合桂枝汤加味治疗慢性风寒型荨麻疹临床观察 王玉 （３７１）!!!!!!!!!!!

ＰＵ０１２　冬病夏治ＦＢＰ方案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分析 徐祗强 （３７１）!!!!!!!!!!!

ＰＵ０１３　中西药结合治疗飞行人员过敏性鼻炎 范业忠等 （３７１）!!!!!!!!!!!!!!!!!

ＰＵ０１４　自体全血穴位注射治疗对自体血清皮试阳性的人工荨麻疹的疗效观察 赖蓉等 （３７２）!!!!

ＰＵ０１５　针刺蝶腭神经节治疗儿童慢性分泌性中耳炎的疗效观察 陈陆泉等 （３７２）!!!!!!!!!

ＰＵ０１６　基于 “宣降清”三法探讨定喘汤对ＲＳＶ感染大鼠ＴＳＬＰ蛋白表达及肺部

炎症的影响 黄燕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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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０１７　定喘汤对ＲＳＶ肺炎大鼠肺指数及病毒载量的影响 黄燕 （３７３）!!!!!!!!!!!!!

ＰＵ０１８　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Ｓｐｈｅｎｏｐａｌａｔｉｎｅｇａｎｇｌｉｏｎａｃｕｐｕｃｔｕｒｅｉ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ＹｕｙａｎＦａｎ等 （３７３）!!!!!!!!!!!!!!!!!!!!!!!!

ＰＵ０１９　精准医学的初探中药治疗感冒病毒的时间窗 顾剑玲等 （３７４）!!!!!!!!!!!!!

ＰＵ０２０　西敏汀在儿童轻度变应性鼻炎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黄群 （３７４）!!!!!!!!!!!!!!

ＰＵ０２１　１４１例儿童哮喘临床特征的分析 张蓉芳等 （３７５）!!!!!!!!!!!!!!!!!!!

ＰＵ０２２　连云港地区过敏性疾病儿童过敏原分析 冯田田等 （３７５）!!!!!!!!!!!!!!!!

ＰＵ０２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ｂｌａｃｋｃａｒｂｏ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ｎｄｌｕ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ｉｔｙ ＬｉｎＱｉａｎ等 （３７５）!!!!!!!!!!

ＰＵ０２４　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小儿过敏性哮喘的远期疗效分析 林英等 （３７６）!!!!!!!!!!!

ＰＵ０２５　肺炎支原体、呼吸道病毒感染与过敏性紫癜发病相关性分析 王显鹤等 （３７６）!!!!!!!

ＰＵ０２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ｌａｓｍａＯＲＭＤＬ３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ｗｈｅｅｚ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ｕｎｄｅｒ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ｏｌｄ ＬｉＹａＱｉｎ等 （３７７）!!!!!!!!!!!!!!!!!!!!!!!!!

ＰＵ０２７　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ｉ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ｈｅｅｚｉｎｇ ＬｉＹａＱｉｎ等 （３７７）!!!!!!!!!!!!!!!!!!!!!!!

ＰＵ０２８　山东东营地区变态反应体质患儿特异性过敏原检测的临床意义 彭瑜 （３７８）!!!!!!!!

ＰＵ０２９　１～１２月龄婴儿特应性皮炎发病相关因素分析 李欣泽等 （３７８）!!!!!!!!!!!!!

ＰＵ０３０　脐血总ＩｇＥ （ＴＩｇＥ）水平与婴儿特应性疾病关系的研究 李全生等 （３７９）!!!!!!!!!

ＰＵ０３１　儿童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乔在霞等 （３７９）!!!!!!!!!!!!!!!!!!

ＰＵ０３２　婴幼儿湿疹食物ｓＩｇＧ的检测及临床研究 任天思等 （３８０）!!!!!!!!!!!!!!!

ＰＵ０３３　ＰＡＦ及其乙酰水解酶与儿童紫癜性肾炎的关联性研究 刘静等 （３８１）!!!!!!!!!!!

ＰＵ０３４　过敏性哮喘患儿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前后对非尘螨类过敏原皮肤点刺

试验皮肤指数变化的分析 王健等 （３８１）!!!!!!!!!!!!!!!!!!!!!!!

ＰＵ０３５　８３５例儿童变应性疾病变应原检测分析 王洁等 （３８１）!!!!!!!!!!!!!!!!!

ＰＵ０３６　尘螨变应原免疫治疗联合药物治疗对哮喘合并变应性鼻炎患儿 临床疗效及

气道高反应性的影响 皇惠杰等 （３８２）!!!!!!!!!!!!!!!!!!!!!!!!

ＰＵ０３７　阿奇霉素联合丙种球蛋白治疗葡萄球菌 （ＭＲＳＡ）烫伤样

皮肤综合征１例 陈蓉等 （３８２）!!!!!!!!!!!!!!!!!!!!!!!!!!!

ＰＵ０３８　匹多莫德联合依巴斯汀治疗儿童慢性荨麻疹的疗效观察 黄小燕等 （３８３）!!!!!!!!!

ＰＵ０３９　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在儿童支气管哮喘治疗中的作用 曾霞等 （３８３）!!!!!!!!!!!

ＰＵ０４０　儿童哮喘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与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的相关性研究 宋瑜欣等 （３８４）!!!!

ＰＵ０４１　点对点皮肤试验在婴幼儿特应性皮炎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黄南等 （３８４）!!!!!!!!!

ＰＵ０４２　哮喘儿童过敏原相关研究 黄燕 （３８４）!!!!!!!!!!!!!!!!!!!!!!!!

ＰＵ０４３　儿童慢性咳嗽常见三种病因分布及肺功能改变 黄燕 （３８５）!!!!!!!!!!!!!!!

ＰＵ０４４　邦鼻通宝治疗婴幼儿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观察 陶礼华等 （３８６）!!!!!!!!!!!!!!

ＰＵ０４５　儿童哮喘管理ＡＰ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初步研究 皇惠杰等 （３８６）!!!!!!!!!!!!

ＰＵ０４６　孟鲁司特钠对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白介素６、１２含量的影响 柴若楠等 （３８７）!!!!!!!

ＰＵ０４７　Ｔｈ２型γδＴ细胞参与ＲＳＶ感染所诱发的气道炎症反应 刘北星等 （３８７）!!!!!!!!!

ＰＵ０４８　Ａｍｏｄｅｌ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ＯｕｙａｎｇＹｕｈｕｉ等 （３８８）!!!!!!!!!!!!!!!!!!

ＰＵ０４９　ＩＬ１３Ｒ１３０Ｑ多态性分子构象及功能研究 何亚芳等 （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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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０５０　Ｌ１３Ｒ１３０Ｑ多态性对支气管平滑肌细胞的功能影响 何亚芳等 （３８９）!!!!!!!!!!!

ＰＵ０５１　变应性接触性皮炎的免疫机制及研究进展 魏若尧等 （３８９）!!!!!!!!!!!!!!!

ＰＵ０５２　人原肌球蛋白ＴＰＭ１的原核表达 李文等 （３８９）!!!!!!!!!!!!!!!!!!!!

ＰＵ０５３　宁夏地区变应性鼻炎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马瑞霞等 （３９０）!!!!!!!!!!!!!!!!

ＰＵ０５４　辽宁地区主要致敏花粉的相关研究 江盛学等 （３９０）!!!!!!!!!!!!!!!!!!

ＰＵ０５５　ＲｏｌｅｏｆＬｉｃｏｃｈａｌｃｏｎｅＡｏｎＴＳＬＰ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ｓｔｈｍａ 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ｈａｏ等 （３９１）!!!

ＰＵ０５６　慢性鼻窦炎鼻腔粘膜组织学特点及鼻喷激素作用的观察 王鸿等 （３９１）!!!!!!!!!!

ＰＵ０５７　Ｃ１１ｏｒｆ３２ＬＲＲＣ３２基因簇单核苷酸多态性与中国北方汉族人群尘螨型

过敏性鼻炎相关性研究 李景云等 （３９２）!!!!!!!!!!!!!!!!!!!!!!!

ＰＵ０５８　哮喘患者诱导痰细胞学的改变及茶碱对其的影响 黄龙 （３９２）!!!!!!!!!!!!!!

ＰＵ０５９　膳食硒干预影响特应性皮炎小鼠脾脏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

Ｔｒｅｇｓ的水平 莫俊銮等 （３９３）!!!!!!!!!!!!!!!!!!!!!!!!!!!

ＰＵ０６０　喜热灵芝对肥大细胞介导的过敏反应的调节作用 程保辉等 （３９３）!!!!!!!!!!!!

ＰＵ０６１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Ｌ１３ｒｓ２０５４１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ａｎｄＲｉｓｋ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ｎｇｍｅｉｑｕｎ （３９４）!!!!!!!!!!!!!!!!!

ＰＵ０６２　基于过敏性鼻炎核心家系的全基因组重测序研究 张媛等 （３９４）!!!!!!!!!!!!!

ＰＵ０６３　桃Ｐｒｕｐ１三种同种异型过敏原ＩｇＥ结合能力比较 高中山等 （３９５）!!!!!!!!!!!

ＰＵ０６４　虫螨过敏患者外周血中ＩＬ３７水平的检测 陈章权等 （３９５）!!!!!!!!!!!!!!!

ＰＵ０６５　Ｈ２ｅｂ１基因敲除小鼠的饲养繁殖及鉴定和Ｈ２ｅｂ１基因在变应性鼻炎

中功能的实验研究 李林格等 （３９６）!!!!!!!!!!!!!!!!!!!!!!!!!

ＰＵ０６６　Ｅ３泛素连接酶 ＭＩＤ１在过敏性鼻炎小鼠鼻黏膜组织中表达水平的研究 马进等 （３９６）!!!

ＰＵ０６７　白杨素对哮喘模型小鼠肺组织核因子κＢ表达的影响 朱成华等 （３９７）!!!!!!!!!!

ＰＵ０６８　黄芪甲苷对Ａ５４９细胞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 （ＴＳＬＰ）表达的影响 朱成华等 （３９７）!!

ＰＵ０６９　镍变应性接触性皮炎小鼠模型的同步辐射分析 魏若尧等 （３９８）!!!!!!!!!!!!!

ＰＵ０７０　联合使用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对中重度持续性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观察 徐鸥等 （３９８）!!!!!

ＰＵ０７１　哮喘儿童外周血淋巴细胞中ＴＲＰＶ１ｍＲＮＡ表达与通道蛋白介导

的机制研究 陈宏等 （３９９）!!!!!!!!!!!!!!!!!!!!!!!!!!!!!

ＰＵ０７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ｅｍｏｒｙＴｃｅｌｌｓｉｎａｓｔｈｍａｍｏｕｓｅｍｏｄｅｌ Ｌｉｕｌｉ等 （３９９）!!!!!!!!!!

ＰＵ０７３　脂肪干细胞能抑制小鼠慢性哮喘模型的气道重塑 朱灿红等 （４００）!!!!!!!!!!!!

ＰＵ０７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ＧＦＢ１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５０９Ｃ／Ｔ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Ｚｈｕｘｉｎｊｉｅ等 （４００）!!!!!!!!!!!!!!

ＰＵ０７５　甲醛对变应性鼻炎小鼠鼻黏膜上皮细胞的影响 向荣等 （４０１）!!!!!!!!!!!!!!

ＰＵ０７６　糖皮质激素对鼻黏膜上皮细胞Ｔｏｌｌ样受体的调控 崔昕燕 （４０１）!!!!!!!!!!!!

ＰＵ０７７　变应性鼻炎患者中变应性鼻咽炎的发病情况的研究 武琼等 （４０２）!!!!!!!!!!!!

ＰＵ０７８　Ａｌｔｅｒｅｄ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ＶｅｓｉｃｌｅｓｉｎＮａｓａｌＭｕｃｕｓ

Ｆｒｏ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Ｗｕｇｅｐｉｎｇ （４０２）!!!!!!!!!!!!!!!!

ＰＵ０７９　ＧＣ和ＣＹＰ２７Ｂ１基因多态性与中国汉族人群尘螨致敏的持续性变应性鼻炎

的关联研究 田慧琴等 （４０３）!!!!!!!!!!!!!!!!!!!!!!!!!!!!

ＰＵ０８０　长链非编码ＲＮＡ与支气管哮喘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王倩等 （４０３）!!!!!!!!!!!!

ＰＵ０８１　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疗效评价 李广等 （４０４）!!!!!!!!!!!!!

ＰＵ０８２　口腔前庭含服粉尘螨滴剂治疗变应性鼻炎临床疗效观察 苏芳等 （４０４）!!!!!!!!!!

·２２·



ＰＵ０８３　尘螨变应原滴剂舌下含服治疗变应性鼻炎远期疗效观察与分析 孟庆翔等 （４０４）!!!!!!

ＰＵ０８４　屋尘螨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评价 顾苗等 （４０５）!!!!!!!!!!!

ＰＵ０８５　南通地区儿童变应性鼻炎９６５例吸入变应原分析 乐慧君等 （４０５）!!!!!!!!!!!!

ＰＵ０８６　８０例成人持续性变应性鼻炎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估 张薇等 （４０６）!!!!!!!!!!!!

ＰＵ０８７　标准化尘螨变应原疫苗治疗变应性鼻炎三年疗效观察 陈静等 （４０６）!!!!!!!!!!!

ＰＵ０８８　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疫苗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评价 张洁等 （４０６）!!!!!!!!!!!

ＰＵ０８９　儿童特异性皮炎患者血清特异性ＩｇＧ分析 林志斌等 （４０７）!!!!!!!!!!!!!!!

ＰＵ０９０　北京地区可疑变应性鼻炎患者吸入性变应原特征分析 马思远 （４０７）!!!!!!!!!!!

ＰＵ０９１　２３９例变应性疾病患者体内体外特异性变应原检测结果对比研究 鄢勤文等 （４０８）!!!!!

ＰＵ０９２　粉尘螨滴剂舌下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评估 曹忠胜 （４０８）!!!!!!!!!!!!!

ＰＵ０９３　食物变应原皮试与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的相关性研究 郑青等 （４０９）!!!!!!!!!!!

ＰＵ０９４　上海地区５６０例光斑贴试验结果分析 唐慧等 （４０９）!!!!!!!!!!!!!!!!!!

ＰＵ０９５　洛阳地区诱发过敏性鼻炎及哮喘的主要致敏花粉的临床探讨 王美华等 （４１０）!!!!!!!

ＰＵ０９６　黑龙江地区疣皮桦花粉症患者变应原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疗效

和安全性评价 张静等 （４１０）!!!!!!!!!!!!!!!!!!!!!!!!!!!!

ＰＵ０９７　舌下含服标准化粉尘螨滴剂治疗儿童变应性鼻炎的疗效及机制研究 王佳蓉等 （４１１）!!!!

ＰＵ０９８　１１００例花粉症患者变应原免疫治疗情况分析 朱晓明等 （４１１）!!!!!!!!!!!!!!

ＰＵ０９９　标准化尘螨变应原注射液治疗过敏性哮喘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 朱晓明等 （４１２）!!!!!!

ＰＵ１００　支气管哮喘２５８例常见吸入变应原检测及脱敏治疗疗效观察 朱晓明等 （４１２）!!!!!!!

ＰＵ１０１　霉菌感染与霉菌点刺试验阳性率的关系 陈晓阳等 （４１２）!!!!!!!!!!!!!!!!

ＰＵ１０２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ｉｎｄｕｓｔ

ｍｉｔ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Ｄｉｎｇｊｕｎｊｉｅ（４１３）!!!!!!!!!!!!!!!!!!!!!!

ＰＵ１０３　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疫苗治疗过敏性哮喘的长期疗效评价 柴若楠等 （４１３）!!!!!!!!

ＰＵ１０４　安脱达尘螨疫苗治疗慢性荨麻疹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柴若楠等 （４１４）!!!!!!!!!!

ＰＵ１０５　人工喂养与过敏性鼻炎相关性分析 里晓红 （４１４）!!!!!!!!!!!!!!!!!!!

ＰＵ１０６　粉尘螨滴剂治疗儿童和成人变应性鼻炎的疗效比较 李永贺 （４１４）!!!!!!!!!!!!

ＰＵ１０７　皮下免疫与舌下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疗效比较 王丰等 （４１５）!!!!!!!!!!!!!

ＰＵ１０８　非索非那定治疗变应性鼻炎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ｍｅｔａ分析 王玲玲等 （４１５）!!!!!!!

ＰＵ１０９　回顾性分析粉尘螨滴剂舌下脱敏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依从性 邱婷等 （４１６）!!!!!!!!!

ＰＵ１１０　梧桐花粉变应原Ｐｌａａ１的表达纯化及单克隆抗体的制备 倪玮玮等 （４１６）!!!!!!!!

ＰＵ１１１　应用噬菌体展示肽技术筛选尘螨变应原Ｂ细胞表位功模拟肽及其体内外

生物学功能的研究 李杰等 （４１７）!!!!!!!!!!!!!!!!!!!!!!!!!!

ＰＵ１１２　广州地区多重致敏患者过敏原阳性分布分析 霍毅婷 （４１７）!!!!!!!!!!!!!!!

ＰＵ１１３　变应原特异性ＩｇＥ在屋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患者中的变化 苏秋娟等 （４１８）!!!!!!!!

ＰＵ１１４　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尘螨过敏性鼻炎患者的快速起效观察 唐力行等 （４１８）!!!!!!!

ＰＵ１１５　不同疗程粉尘螨滴剂舌下含服治疗儿童过敏性哮喘伴鼻炎的

疗效及安全性评估 陈惠文 （４１８）!!!!!!!!!!!!!!!!!!!!!!!!!!

ＰＵ１１６　特异性免疫治疗儿童哮喘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观察 罗荣华等 （４１９）!!!!!!!!!!!

ＰＵ１１７　采用酶联免疫捕获法检测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抗体———与荧光酶联免疫法

的比较研究 王瑞琦 （４１９）!!!!!!!!!!!!!!!!!!!!!!!!!!!!!

ＰＵ１１８　过敏性鼻炎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疗效观察 及健康教育护理的作用 杜小晶等 （４２０）!!!!!

·３２·



ＰＵ１１９　一种新的鼻粘膜激发试验的应用 祁姗姗等 （４２０）!!!!!!!!!!!!!!!!!!!

ＰＵ１２０　多种牛奶制品及牛奶组分过敏原蛋白特异性ＩｇＥ的检测分析 刘奕等 （４２１）!!!!!!!!

ＰＵ１２１　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检测结果分析及探讨致敏特征 梁雪清等 （４２１）!!!!!!!!!!!!

ＰＵ１２２　口周皮炎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相关性调查 尹洁等 （４２２）!!!!!!!!!!!!!!!!

ＰＵ１２３　嗜酸性粒细胞肺炎的诊断及治疗 马赞厢等 （４２２）!!!!!!!!!!!!!!!!!!!

ＰＵ１２４　中医药治疗急性咳嗽 马云孝 （４２３）!!!!!!!!!!!!!!!!!!!!!!!!!

ＰＵ１２５　吸入辅舒酮与信必可都保治疗儿童轻、中度哮喘缓解期的疗效观察 林荣军等 （４２３）!!!!

ＰＵ１２６　老年支气管哮喘患者ＦｅＮＯ与肺功能指标的相关性 王中新等 （４２４）!!!!!!!!!!!

ＰＵ１２７　两种血清支原体抗体检测在诊断儿童支原体肺炎中的价值 刘欣 （４２４）!!!!!!!!!!

ＰＵ１２８　支气管哮喘患儿外周血ＩＬ１７、ＩＬ３５检测结果及临床意义 韩志英等 （４２４）!!!!!!!!

ＰＵ１２９　Ｗｎｔ／βｃａｔｅｎｉｎ信号通路在哮喘大鼠气道重塑中的作用研究 王磊等 （４２５）!!!!!!!!

ＰＵ１３０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ｌｏｎｇ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ＲＮＡｌｉｎｃＲＮＡＡＫ１４９６４１ｉ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ｏｆＴＮＦαａｎｄＩＬ６ｆｒｏｍ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ｉｎａｍｏｕ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ａｓｔｈｍａ ＧｕＬｉｎａ等 （４２５）!!!!!!!!!!!!!!!!!!!!!!!!!

ＰＵ１３１　呼出气一氧化氮检测对慢性咳嗽的临床价值 王思勤等 （４２６）!!!!!!!!!!!!!!

ＰＵ１３２　苏黄止咳胶囊联合西替利嗪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１００例的疗效观察 王蠩等 （４２６）!!!!!

ＰＵ１３３　小鼠支原体肺炎肺组织ＴＬＲ２、ＴＬＲ４和肺泡灌洗液ＩＬ４、ＩＬ６

的变化研究 郭沙沙等 （４２７）!!!!!!!!!!!!!!!!!!!!!!!!!!!!

ＰＵ１３４　鼻炎患者现症咳嗽的研究 林亚丽等 （４２７）!!!!!!!!!!!!!!!!!!!!!!

ＰＵ１３５　空气压缩雾化泵连接鼻腔冲洗器生理盐水鼻冲洗辅助治疗儿童鼻炎合并

哮喘发作的疗效观察 胡天一 （４２８）!!!!!!!!!!!!!!!!!!!!!!!!!

ＰＵ１３６　２２５例哮喘患者常见接触性变应原分析 宋薇薇等 （４２８）!!!!!!!!!!!!!!!!

ＰＵ１３７　离线法ＦｅＮＯ测定在儿童哮喘预测及早期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王梦娟等 （４２９）!!!!!!!

ＰＵ１３８　ＴＮＦα诱导大鼠气道平滑肌细胞自噬的发生及自噬、凋亡的相互关系 饶立宗等 （４２９）!!!

ＰＵ１３９　误诊为哮喘的原发性气管支气管淀粉样变１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吴巧珍等 （４３０）!!!!!!

ＰＵ１４０　尘螨过敏性鼻炎和／或哮喘的家庭环境调查分析 魏庆宇等 （４３０）!!!!!!!!!!!!

ＰＵ１４１　季节性变应性鼻炎患者肺功能变化与鼻呼气一氧化氮含量相关性研究 江盛学等 （４３１）!!!

ＰＵ１４２　沈阳地区夏秋季节变应性鼻炎患者变应原谱分析 江盛学等 （４３１）!!!!!!!!!!!!

ＰＵ１４３　沈阳市中心城区２０１０年秋季气传花粉调查分析 魏庆宇等 （４３２）!!!!!!!!!!!!

ＰＵ１４４　沈阳市中心城区气传花粉调查及花粉症发病情况分析 魏庆宇等 （４３２）!!!!!!!!!!

ＰＵ１４５　泰斯花粉阻隔剂预防花粉症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观察 魏庆宇等 （４３３）!!!!!!!!!!!

ＰＵ１４６　豚草花粉调查及其致敏性研究 魏庆宇等 （４３３）!!!!!!!!!!!!!!!!!!!!

ＰＵ１４７　下气道一氧化氮检测在变应性鼻炎患者气道炎症疾病诊疗中的意义分析 李全生等 （４３３）!!

ＰＵ１４８　草花粉变应性鼻炎与ＨＬＡ—ＤＱＡ１基因的相关性研究 李海峰等 （４３４）!!!!!!!!

ＰＵ１４９　沈阳地区黄花蒿、艾蒿及大籽蒿花粉变应原致敏性比较研究 魏庆宇等 （４３４）!!!!!!!

ＰＵ１５０　肺功能与一氧化氮评估哮喘缓解期患儿控制状况比较及相关性研 王薇等 （４３５）!!!!!!

ＰＵ１５１　过敏性鼻炎飞行人员在疗养中的干预措施 范业忠等 （４３５）!!!!!!!!!!!!!!!

ＰＵ１５２　孟鲁斯特钠防治小儿哮喘病疗效的研究 郑冬凌 （４３６）!!!!!!!!!!!!!!!!!

ＰＵ１５３　中性粒细胞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痰、外周血 ＭＰＯ、ＩＬ８水平及联合吸入

治疗对其影响的研究 陈晓丽等 （４３６）!!!!!!!!!!!!!!!!!!!!!!!!

ＰＵ１５４　支气管哮喘患者治疗依从性与其生活质量相关性研究 高晓盼等 （４３７）!!!!!!!!!!

·４２·



ＰＵ１５５　１０４例支气管哮喘常见吸入性变应原调查分析 于秀丽等 （４３８）!!!!!!!!!!!!!

ＰＵ１５６　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ｔｏＡｉｒ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Ｍｏｕｓｅａｎｄ

ＷＮＴ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ＳｉｎｇｌｅＷａｙｉｎ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 ｙａｎｇｘｉａ等 （４３８）!!!!!!!!!!!!

ＰＵ１５７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临床表现及危险因素分析 李静等 （４３９）!!!!!!!!!!!!!!

ＰＵ１５８　ＩＬ３７通过刺激Ｔ细胞的活化抑制路易斯肺癌的生长 万荣等 （４３９）!!!!!!!!!!!

ＰＵ１５９　肺炎支原体肺炎患者的ｉＴＲＡＱ定量蛋白组学研究 余嘉璐等 （４４０）!!!!!!!!!!!

ＰＵ１６０　慢性咳嗽和哮喘患者血清特异性过敏原检测结果的临床分析 范晓艳等 （４４０）!!!!!!!

ＰＵ１６１　年龄相关哮喘急性发作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 刘晓芳等 （４４１）!!!!!!!!!!!!!!

ＰＵ１６２　皮肤点刺过敏原试验５７９１例结果分析 赵青等 （４４１）!!!!!!!!!!!!!!!!!

ＰＵ１６３　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ＸＩＮ等 （４４１）!!!!!!!!!!!!

ＰＵ１６４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ＩｇＭｔｉ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ａｎｇＺｈｉ等 （４４２）!!!!!!!!!!!!!!!!!!!!!

ＰＵ１６５　潍坊市花粉症主要致敏花粉分析 朱香顺等 （４４２）!!!!!!!!!!!!!!!!!!!

ＰＵ１６６　神经生长因子调控ＲＳＶ感染大鼠Ｔｈ１／Ｔｈ２免疫失衡参与支气管

哮喘的发病研究 汪俊 （４４３）!!!!!!!!!!!!!!!!!!!!!!!!!!!

ＰＵ１６７　毛细支气管炎应用喜炎平注射液治疗的效果评估 陈宏等 （４４３）!!!!!!!!!!!!!

ＰＵ１６８　吸入蜂王浆所致职业性哮喘一例报道 李丽莎等 （４４４）!!!!!!!!!!!!!!!!!

ＰＵ１６９　呼出气一氧化氮与血清总ＩｇＥ对气道高反应性的关系初探 姚红梅等 （４４４）!!!!!!!!

ＰＵ１７０　不同时期儿童哮喘呼出气一氧化氮的检测及临床意义 宾博平等 （４４５）!!!!!!!!!!

ＰＵ１７１　１２００人次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结果临床分析 于宏 （４４５）!!!!!!!!!!!!!!!!

ＰＵ１７２　高迁移率族蛋白Ｂ１在支气管哮喘的研究进展 徐诗尧等 （４４５）!!!!!!!!!!!!!

ＰＵ１７３　ＤＥＬ１在支气管哮喘气道上皮的表达及作用研究 蒋昕钰等 （４４６）!!!!!!!!!!!!

ＰＵ１７４　结核性脑膜炎伴发阵发性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病例与文献复习 宁静 （４４６）!!!!!!!!

ＰＵ１７５　青春期哮喘患者气道反应性与气道炎症的研究 董汉权 （４４７）!!!!!!!!!!!!!!

ＰＵ１７６　老年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３例临床分析 俞绮虹等 （４４７）!!!!!!!!!!!!!!

ＰＵ１７７　生物共振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观察及护理 哈惠瑜 （４４７）!!!!!!!!!!!!!!!

ＰＵ１７８　鼻腔扩容术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围手术期的护理 马新宇等 （４４８）!!!!!!

ＰＵ１７９　ＰＩＣＵ医院获得性念珠菌血流感染５７例临床分析 魏红霞等 （４４８）!!!!!!!!!!!!

ＰＵ１８０　慢性鼻病患者围手术期血压动态变化研究 刘双 （４４９）!!!!!!!!!!!!!!!!!

ＰＵ１８１　健康教育及行为管理对鼻窦炎术后患者复诊情况的影响 万霞 （４４９）!!!!!!!!!!!

ＰＵ１８２　焦虑与变态反应疾病的相关性及心理护理 李全生等 （４５０）!!!!!!!!!!!!!!!

ＰＵ１８３　胰岛素导致过敏反应的临床观察与分析 朱晓明等 （４５０）!!!!!!!!!!!!!!!!

ＰＵ１８４　湿疹患者应用个性化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观察 何绵玲 （４５０）!!!!!!!!!!!!!!

ＰＵ１８５　用药指导对于过敏性鼻炎术后患者重要性的体会 刘蕴爽 （４５１）!!!!!!!!!!!!!

ＰＵ１８６　护理干预在消化系统变态反应的应用 吴献阁 （４５１）!!!!!!!!!!!!!!!!!!

ＰＵ１８７　３岁以下儿童支原体肺炎患儿治疗前后潮气肺功能改变特点观察 郑伟华 （４５１）!!!!!!

ＰＵ１８８　食 物 过 敏 王春月 （４５２）!!!!!!!!!!!!!!!!!!!!!!!!!!!!!

ＰＵ１８９　皮肤点刺对烟曲霉过敏的诊断价值 杨燕等 （４５２）!!!!!!!!!!!!!!!!!!!

ＰＵ１９０　如何使呼气一氧化氮检测流程标准化 于佳等 （４５２）!!!!!!!!!!!!!!!!!!

ＰＵ１９１　教育干预在首诊哮喘患者使用吸入剂中的应用 吴艳 （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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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１９２　过敏性鼻炎及哮喘患者皮下注射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护理 王青等 （４５３）!!!!!!!

ＰＵ１９３　鼻面罩雾化吸入护理在儿童鼻窦炎及合并过敏性鼻炎中的效果观察 郑岩等 （４５４）!!!!!

ＰＵ１９４　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儿童哮喘严重不良反应的识别及处理 陈冰 （４５４）!!!!!!!!!!

ＰＵ１９５　对患者自带过敏原做斑贴试验的护理体会 赵莹等 （４５５）!!!!!!!!!!!!!!!!

ＰＵ１９６　ＲｈｏＡ／ＲＯＣＫ相关蛋白在慢性鼻鼻窦炎中的表达 柯霞等 （４５５）!!!!!!!!!!!!

ＰＵ１９７　慢性荨麻疹患者血清抗菌肽ＬＬ３７表达水平的研究 李淑等 （４５５）!!!!!!!!!!!!

ＰＵ１９８　复方甘草酸苷联合枸地氯他定治疗慢性荨麻疹疗效观察 徐学武等 （４５６）!!!!!!!!!

ＰＵ１９９　遗传性血管性水肿一例 徐艳华等 （４５６）!!!!!!!!!!!!!!!!!!!!!!!

ＰＵ２００　过敏性紫癜３６６例临床分析 罗扬等 （４５７）!!!!!!!!!!!!!!!!!!!!!!

ＰＵ２０１　４例固定性红斑药疹的临床特征的分析 冯素英 （４５７）!!!!!!!!!!!!!!!!!

ＰＵ２０２　中药调整胃肠道非特异性免疫的临床应用 唐的木 （４５８）!!!!!!!!!!!!!!!!

ＰＵ２０３　１例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合并艾滋病及梅毒感染的护理 徐慧等 （４５９）!!!!!!!!!

ＰＵ２０４　报道２例卡波西水痘样疹 李冬芹等 （４６０）!!!!!!!!!!!!!!!!!!!!!!

ＰＵ２０５　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的治疗及预后 肖汀等 （４６０）!!!!!!!!!!!!!!!!!!

ＰＵ２０６　０．０３％他克莫司软膏治疗成人银屑病面部皮损疗效观察 崔绍山等 （４６０）!!!!!!!!!

ＰＵ２０７　荨麻疹患者检测抗核抗体的意义 黄鹤 （４６１）!!!!!!!!!!!!!!!!!!!!!

ＰＵ２０８　穴位埋线治疗哺乳期慢性荨麻疹疗效观察 万明等 （４６１）!!!!!!!!!!!!!!!!

ＰＵ２０９　益生菌联合桂枝汤加为治疗儿童慢性荨麻疹的临床观察 张黎雯等 （４６２）!!!!!!!!!

ＰＵ２１０　辛辣食物对化妆品接触性皮炎小鼠ＳＴＡＴ３、ＳＴＡＴ４、ＳＴＡＴ６的影响 金哲虎 （４６２）!!!

ＰＵ２１１　 特应性皮炎小鼠皮肤中ＦＬＧ和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４蛋白检测分析 金哲虎 （４６３）!!!!!!!!!

ＰＵ２１２　延边人群ＩＬ４Ｒａ基因ＳＮＰｓ与特应性皮炎的相关性研究 朱莲花 （４６３）!!!!!!!!!

ＰＵ２１３　镍变应性接触性皮炎小鼠模型的建立 魏若尧等 （４６４）!!!!!!!!!!!!!!!!!

ＰＵ２１４　呼和浩特地区１０４２例过敏性疾病斑贴试验结果分析 王海玲等 （４６４）!!!!!!!!!!

ＰＵ２１５　上海地区３２例慢性荨麻疹患者血清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的分析 卢慧等 （４６５）!!!!!!!

ＰＵ２１６　慢性荨麻疹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研究 王莹等 （４６５）!!!!!!!!!!!!!!!!!!

ＰＵ２１７　自血疗法治疗自身免疫性慢性荨麻疹３００例临床疗效分析 吴瑜丹等 （４６６）!!!!!!!!

ＰＵ２１８　舒敏之星治疗面部激素依赖性皮炎的临床观察 陈少杰 （４６６）!!!!!!!!!!!!!!

ＰＵ２１９　尘螨与海虾变应原皮试阳性相关性初步调查 刘杰等 （４６７）!!!!!!!!!!!!!!!

ＰＵ２２０　参麦注射液发生不良反应２４例分析 徐海萍等 （４６７）!!!!!!!!!!!!!!!!!

ＰＵ２２１　血浆置换中地塞米松过敏反应的观察 吴献阁 （４６８）!!!!!!!!!!!!!!!!!!

ＰＵ２２２　维生素ｋ１注射液过敏反应病例分析 吴献阁 （４６８）!!!!!!!!!!!!!!!!!!

ＰＵ２２３　麒麟菜寡糖抗过敏活性研究 徐莎莎等 （４６８）!!!!!!!!!!!!!!!!!!!!!

ＰＵ２２４　沙棘诱发严重过敏反应２例 谢枝隽等 （４６９）!!!!!!!!!!!!!!!!!!!!!

ＰＵ２２５　酶法交联对拟穴青蟹中原肌球蛋白的致敏性分析 刘光宇等 （４６９）!!!!!!!!!!!!

ＰＵ２２６　超声降解后紫菜多糖抗食物过敏活性的研究 高媛媛 （４７０）!!!!!!!!!!!!!!!

ＰＵ２２７　重组肌质钙结合蛋白的表达及变应原性分析 胡梦君等 （４７０）!!!!!!!!!!!!!!

ＰＵ２２８　酒精致过敏性肺炎１例 陈骋 （４７１）!!!!!!!!!!!!!!!!!!!!!!!!!

ＰＵ２２９　花椒交叉过敏反应分析 李宏 （４７１）!!!!!!!!!!!!!!!!!!!!!!!!!

ＰＵ２３０　别嘌呤醇所致药疹的流行病学及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梅永红等 （４７２）!!!!!!!!!!!

ＰＵ２３１　婴儿牛奶蛋白过敏在胃肠道表现的临床研究 潘秋莎等 （４７２）!!!!!!!!!!!!!!

ＰＵ２３２　孟鲁司特治疗纯母乳喂养婴幼儿胃肠道过敏症的临床分析 陈俊铎等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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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２３３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ｏｔａｌｓａｐｏｎｉｎｓｏｆ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ｅｓｓｐｅｃｉｏｓａｉｎａｍｏｕｓｅｍｏｄｅｌ

ｏｆＯＶ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ｆｏｏｄａｌｌｅｒｇｙ ＬｉＳｈｉｇａｎｇ等 （４７３）!!!!!!!!!!!!!!!!!!

ＰＵ２３４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过敏性紫癜发病的相关性研究 杨黎鸿等 （４７３）!!!!!!!!!!!!

ＰＵ２３５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随访与血清ＩｇＥ 齐名等 （４７４）!!!!!!!!!!!!!!!!!!!

ＰＵ２３６　误诊１３例嗜酸细胞性胃肠炎临床特征分析 李聚林 （４７５）!!!!!!!!!!!!!!!

ＰＵ２３７　富氢水对变应性鼻炎豚鼠氧化作用影响的实验研究 李佳音等 （４７５）!!!!!!!!!!!

ＰＵ２３８　探讨变应性鼻炎对支气管哮喘的影响 王盼盼 （４７６）!!!!!!!!!!!!!!!!!!

ＰＵ２３９　肺表面活性物质相关蛋白Ｄ在慢性鼻窦炎鼻粘膜的表达 安云芳等 （４７６）!!!!!!!!!

ＰＵ２４０　内镜经翼突入路在蝶窦外侧隐窝病变中的应用 冀永进等 （４７６）!!!!!!!!!!!!!

ＰＵ２４１　鼻中隔穿孔手术修补浅析 刘荣 （４７７）!!!!!!!!!!!!!!!!!!!!!!!!

ＰＵ２４２　单侧翼管神经切断术疗效分析 任建军 （４７７）!!!!!!!!!!!!!!!!!!!!!

ＰＵ２４３　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相关基因表达谱构建及致病基因筛选 邱前辉等 （４７８）!!!!!!!!

ＰＵ２４４　变应性鼻炎相关基因表达谱构建及致病基因筛选 邱前辉等 （４７８）!!!!!!!!!!!!

ＰＵ２４５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ｗｉｔｈ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ｎａｓａｌｐｏｌｙｐ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陈卓等 （４７８）!!!!!!!!!!!!!!!

ＰＵ２４６　新疆地区过敏性鼻炎常见过敏原分析 尼力帕尔·阿力木等 （４７９）!!!!!!!!!!!!

ＰＵ２４７　变应性鼻炎相关心理学研究 赵传亮等 （４７９）!!!!!!!!!!!!!!!!!!!!!

ＰＵ２４８　变应性鼻炎对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手术疗效的影响 冯娟等 （４７９）!!!!!!!!!!!!

ＰＵ２４９　天门地区变应性结膜炎变应原筛查结果分析 鄢勤文等 （４８０）!!!!!!!!!!!!!!

ＰＵ２５０　鼻丘埋线治疗过敏性鼻炎 安蕊 （４８０）!!!!!!!!!!!!!!!!!!!!!!!!

ＰＵ２５１　血清１，２５二羟维生素Ｄ３水平与调节Ｔ淋巴细胞亚群在儿童扁桃体或／

和腺样体肥大发病中的意义 刘业海等 （４８１）!!!!!!!!!!!!!!!!!!!!!

ＰＵ２５２　哈尔滨市中心城区小学生变应性鼻炎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解亚玲等 （４８１）!!!!!!!!

ＰＵ２５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ｃｈｒｏｎｉｃ

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ｗｉｔｈｎａｓａｌｐｏｌｙｐｓ ＹｉｆａｎＭｅｎｇ等 （４８２）!!!!!!!!!!!!!!!!!

ＰＵ２５４　综合疗法治疗常年性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观察 王汝玉 （４８３）!!!!!!!!!!!!!!!

ＰＵ２５５　阿司匹林耐受不良患者的鼻息肉治疗探讨 常文旭 （４８３）!!!!!!!!!!!!!!!!

ＰＵ２５６　鼻堵程度对变应性鼻炎焦虑状态的影响 锡琳 （４８４）!!!!!!!!!!!!!!!!!!

ＰＵ２５７　 卡介菌多糖核酸对过敏性鼻炎免疫ＩＬ４、ＩＬ５、ＩＦＮγ的影响 梁丹 （４８４）!!!!!!!

ＰＵ２５８　６０例喉结核临床特点分析 蔡超 （４８４）!!!!!!!!!!!!!!!!!!!!!!!!

ＰＵ２５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ｇＥａｎｄＩｇＧ４ｔｏｗａｒｄｓＭａｊｏｒ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ｏｆＨｏｕｓｅ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ｄｕｒｉｎｇ

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ｊｕｎ等 （４８５）!!!!!!!!!!!!!!!

ＰＵ２６０　孟鲁司特钠在合并哮喘及过敏性鼻炎的慢性鼻窦炎鼻息肉患者鼻内镜

术后疗效的观察 王鑫等 （４８６）!!!!!!!!!!!!!!!!!!!!!!!!!!!

ＰＵ２６１　伴有腺样体肥大的分泌性中耳炎患者外周血中过敏原的测定意义 秦飞飞等 （４８６）!!!!!

ＰＵ２６２　不同类型鼻息肉患者外周血Ｔｈ１７细胞含量的变化及意义 邹华等 （４８６）!!!!!!!!!

ＰＵ２６３　益肾升阳方对小儿哮喘合并过敏性鼻炎患儿免疫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陶宝鸿等 （４８７）!!

ＰＵ２６４　慢性鼻鼻窦炎变应原特征初步探讨 黄成志等 （４８７）!!!!!!!!!!!!!!!!!

ＰＵ２６５　舌下免疫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疗效和安全性的系统评价 罗玉杰等 （４８８）!!!!!!!!!!

ＰＵ２６６　佛山地区儿童变应性鼻炎患者吸入性变应原特点分析 于青青 （４８８）!!!!!!!!!!!

ＰＵ２６７　注重变应性鼻炎的防治工作 赵铭辉 （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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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２６８　佛山市禅城区小学生变应性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于青青 （４８９）!!!!!!!!!!!

ＰＵ２６９　ＮＯＳ２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过敏性鼻炎相关性研究 矫健等 （４８９）!!!!!!!!!!!

ＰＵ２７０　舌下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疗效分析 林志强 （４９０）!!!!!!!!!!!!!!!!!!

ＰＵ２７１　经鼻内镜额窦口球囊扩张的手术疗效分析 李勇等 （４９０）!!!!!!!!!!!!!!!!

ＰＵ２７２　咽鼓管球囊扩张治疗难治性分泌性中耳炎的初步临床观察 李勇等 （４９１）!!!!!!!!!

ＰＵ２７３　真菌呼吸道变应性小鼠模型的建立 彭华等 （４９１）!!!!!!!!!!!!!!!!!!!

ＰＵ２７４　鼻窦置换在小儿鼻窦炎治疗中的临床疗效观察 黄兆选等 （４９１）!!!!!!!!!!!!!

ＰＵ２７５　抗外毛细胞抗体与梅尼埃病 杜延顺等 （４９２）!!!!!!!!!!!!!!!!!!!!!

ＰＵ２７６　嗜酸性粒细胞对鼻息肉术后复发及预后的影响 雍军等 （４９２）!!!!!!!!!!!!!!

ＰＵ２７７　变应性鼻炎皮肤点刺试验与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阳性率相关性分析 沈莹等 （４９３）!!!!!

ＰＵ２７８　鼻腔雾化吸入普米克令舒在鼻息肉患者围手术期的应用分析 沈莹等 （４９３）!!!!!!!!

ＰＵ２７９　白三烯受体拮抗剂治疗小儿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观察 敬尚林 （４９４）!!!!!!!!!!!!

ＰＵ２８０　苏中地区青少年变应性鼻炎生活质量和焦虑抑郁情绪症状分析 殷勇等 （４９４）!!!!!!!

ＰＵ２８１　舌下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依从性初步调查分析 王媛媛等 （４９４）!!!!!!!!!!!!

ＰＵ２８２　妊娠期妇女变应性鼻炎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 田腾飞等 （４９５）!!!!!!

ＰＵ２８３　变应性鼻炎患者外周血ＴＳＬＰ的测定及临床意义 刘瑞玲 （４９５）!!!!!!!!!!!!!

ＰＵ２８４　花粉阻隔剂治疗变应性鼻炎患儿利氏区鼻出血的疗效分析 滕尧树等 （４９６）!!!!!!!!

ＰＵ２８５　南京地区变应性鼻炎患者诊治现状调查 朱鲁平等 （４９６）!!!!!!!!!!!!!!!!

ＰＵ２８６　慢性鼻窦炎伴和不伴鼻息肉患者血清炎症细胞和炎症介质的差异分析 朱鲁平等 （４９７）!!!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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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ａｎｃａｕｓｅｓｋｉ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ｂｙａｎｔｉｇｅ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Ｉｎ１９６７，ａｌｍｏｓｔ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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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ｈｉｚａｋａｓｓｅｎｔｔｈｅＰ．Ｓ．ＩｇＥｏｖｅｒａｌｍｏｓｔａｌ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ｏｆｔｈｉｓｆｉｅｌｄｕｐｏｎｒｅｑｕｅｓ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ｅｖｅｎｔｏｔｈｅｉｒｒｉｖ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ｗｈｏｏｎｃｅａｃｃｕｓｅｄＩｓｈｉｚａｋａ′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ｙ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ｉｔ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ｄｕｅｔ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ｍ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Ｔｈｅｎ，ｂａｓｏｐｈｉｌｓａｎｄ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ｔｏｈａｖ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ｆｏｒ

ＩｇＥａｆｅｗ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ＩｇＥ．Ｔｈｕｓ，ａｌｍｏｓｔａｌｌ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Ｉｇ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ａｌ

ｌｅｒｇ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ｓｏｏｎａｆｔｅｒ．

ＷｈｉｌｓｔＩｇ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５０ｙｅａｒｓ，ｎｏｎＩｇＥｍｅｄｉ

ａｔｅ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ｕ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ｕｎｔｉｌ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Ｓｅｖｅｒ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ｉ

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ＩＬ３３ａｓｂｅｉｎｇａｋｅｙ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ｆｏｒ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ｔｒｉｇｇｅｒ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ｅｌｐｅｒｃｅｌｌｓ（ｇｒｏｕｐ２ｉｎｎａｔｅ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ｃｅｌｌ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ｐｒｏｄｕｃ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ｈｉｇｈａｍｏｕｎｔｏｆ

ｔｙｐｅ２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ａｎｄＩｇＥ．Ａｌｌｔｈ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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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ｙｍｐｈｏｐｏｉｅｔｉｎ（ＴＳＬＰ），ｗｈｉｃｈ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ｍｙｅｌｏｉｄＤＣ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ｃｅｌ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Ｌ５ａｎｄＩＬ１３．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ＡＤｉ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ｂｕ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ＡＤ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ｅｔ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Ｇｕｔ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ｄｕｒｉｎｇｉｎｆａｎｃｙａｒ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ｈｏｓｔ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ｉｍｍｕｎｅｓｙｓ

ｔｅｍ．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ｒ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ｔ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ｂｙ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ｇｕｔ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ｄｕｒｉｎｇｅａｒｌｙｌｉｆｅ． Ｍｉｃｅｒａｉｓｅｄｉｎａｇｅｒｍｆｒｅｅ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ｈａｄａＴｈ２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ｉｍｍｕｎｅｓｔａｔｕｓ，ｗｈｉｌ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ｗ

ｂｏｒｎｐｅｒｉｏｄｃｏｕｌｄ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ｈｉｓｉｍｍｕｎ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ｆａ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ｈｏｗｅｄｌｅｓｓ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ｇｏｏ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ｉ．ｅ．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ｏｒ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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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ｙ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ｏｒａｌ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Ｄ．Ｉｎｅｉｔｈｅｒ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ｒ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Ｄ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Ｄ．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ｉｎｐｒ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ＡＤ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Ｗ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ｗｉｔｈｅｉｔｈｅｒｐｌａｃｅｂｏｏｒ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ＣＪＬＰ１３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ＡＤ．Ｗ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ｆｏｒ１２

ｗｅｅｋ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ＡＤ．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Ｌ４ａｎｄＩＦＮα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ｇｒｏｕｐ．Ｈｏｗｅｖｅｒ，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ｏｆ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Ｄｆａｉｌｅｄｔｏｓｈｏｗ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ｃｚｅｍａｓｙｍｐ

ｔｏｍｓｂｙ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ｍａｙｍｏｄｕｌｅ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ａｎｄ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ｔｏｂ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ｄｕｒｉｎｇｅａｒｌｙｌｉｆ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ｉｓｎｏｔ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ａｓａ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ａｔｔｈｉｓｍｏｍｅｎｔ．Ｍａｎｙｉｓｓｕｅｓｓｔｉｌｌｒｅｍａｉ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ｂｅｓｔｓｔｒａ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ｄｏｓｅ，ｐｒｏｐｅｒｄｕｒａ

ｔｉｏｎ，ｂｅｓｔ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ｏｆｓｔｕｄ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ｏｗｏｕｌ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ｆｒｏｍ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ｓｎｅｅｄｅｄ．

犛００７

过敏性疾病转化医学研究新思路

何韶衡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１２１００１

主要内容简介：转化医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通过利用包括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在内的方法将实验

室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的产品与技术，同时通过临床的观察与分析帮助实验室更好的认识人体与疾

病、进行更优化的实验设计来促进基础研究，从而最终实现整体医疗水平的提高、帮助患者解决健康问

题。过敏性疾病的转化医学旨在应用科学的方法阐述过敏患者对健康的需求。我们的工作：对沿用了近

４０年的过敏性疾病的定义进行了修正商榷，将其修改为 “是一组由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介导的疾

病”。首次提出了人 “肥大细胞脱颗粒信号的自身放大机制”等假说，从分子水平论述了过敏的发病机

制。率先提出第二代标准化过敏原疫苗的概念，产品将高出目前国外最广泛应用产品一代。

犛００８

犆犜犔犃４在人免疫调控中的作用研究

侯铁铮

英国伦敦大学院 （ＵＣＬ）

ＣＴＬＡ４ （细胞毒Ｔ淋巴细胞相关抗原４）在免疫反应中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在小鼠中，它的缺失

会导致致命的自身免疫反应。我们的研究表明ＣＴＬＡ４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吞噬它的配体ＣＤ８０／ＣＤ８６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来控制ＣＤ２８共同刺激的强弱从而抑制Ｔ细胞的激活和调节Ｔ细胞免疫反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近期我们发现了ＣＴＬＡ４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杂合突变病人，他们患有多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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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免疫疾病并伴有Ｂ细胞免疫缺陷的临床症状。这些病人外周血中调节Ｔ细胞的ＣＴＬＡ４蛋白表达低

下，同时伴随ＣＴＬＡ４配体吞噬功能和ＣＴＬＡ４依赖性免疫抑制功能下降 （Ｎａｔｕｒ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４）。我

们的这项研究在世界上首次阐述了人ＣＴＬＡ４遗传缺陷病人的自身免疫病的临床症状特征及发病机制，

揭示了ＣＴＬＡ４基因突变对人体免疫功能调节功能的严重影响，填补了长期以来国际上该领域的空白。

为继续扩展通过调节免疫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来治疗自身免疫疾病和肿瘤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及临床基础。

犛００９

过敏原早期接触与抗原平衡刺激假说

陶爱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５１０２６０

背景　花生等是在出生之后即开始被大众极力回避的食物，然而，花生过敏的病例越来越多，以明

确回避花生的美国为例，自１９９７至２０１０的１３年间，花生过敏的病例从０．４％增至２０１０年２％，增长

了４倍。美国儿科学会虽然在２０００年推荐３岁之前小儿尽量避免进食花生，但２００８年基于新的研究结

果的压力撤销了该推荐，然而在国内，幼儿早期避免固体食物特别是过敏原的推荐仍大行其道，对过敏

性疾病的快速上升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方法　综述近１５年来过敏原提前暴露的主要研究进展及主要代表性过敏原的研究结果，进行合理

外推，提出 “抗原平衡刺激假说”指导过敏性疾病的预防。

结果　过敏性疾病的治疗方法虽然不断改进，但准确诊断依然存在困难，越来越多的病例是临床工

作的主要压力来源。２００６年的动物水平研究结果显示：提早进行ＬＰＳ和过敏原的暴露可以改变新生鼠

气道细胞因子的表达，避免产生气道炎症，从而阻止过敏性疾病的发生。而大面积的流行病学对比调查

显示：提早进食花生可以降低对花生过敏病人的比例；２０１５年的分类随机对比实验进一步证实：提早

进食花生可以使花生过敏发生率减少７０～８０％。而婴幼儿早期进食牛奶的研究结果更惊人：出生０～１４

天后添加牛奶可使牛奶过敏的发生率最低，除了出生３～６个月时添加牛奶使牛奶过敏的比例略高于其

他时段之外，３岁之前的牛奶添加均能减少牛奶过敏，因此，母乳喂养的同时，添加牛奶蛋白可以提高

免疫耐受。而另一大类的过敏食物研究结果表明：４～６月大的婴儿添加熟鸡蛋能避免儿童鸡蛋过敏。

相反，水解乳并不能减少儿童发生湿症的危险，也不能减少牛奶过敏。因此，权威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

使用发酵乳来预防过敏。提前接触非感染性的微生物即益生菌或者是过敏原性得到改良的抗原则有利于

提高免疫耐受。组分过敏原不仅能用于诊断而且能用于治疗；依据序列相似性使众多的过敏原收敛至少

数主要代表性过敏。

结论　提前接触过敏原有利于提高免疫耐受，推断主要代表性过敏原的提前使用则可以使民众对所

有过敏原产生耐受，出生的早期缺乏某类型的过敏原的刺激，则会使青少年对该类型过敏原发生过敏，

因此，“抗原平衡刺激假说”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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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０１０

蜱虫叮咬与红肉过敏

孙劲旅１祝绒飞２

１．北京协和医院；２．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同济医院

蜱虫叮咬致病报道增多，已引起医务工作者重视。目前，大多数医务工作者关注蜱虫叮咬所传播的

感染性疾病，而对蜱虫叮咬所致红肉过敏关注甚少。本报告分以下几个方面：

一、蜱虫叮咬与红肉过敏的相关性：

一项对落基山斑疹热的调查研究提示，蜱虫叮咬会导致落基山斑疹热，而这种疾病的地域分布与注

射西妥昔单抗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人群的地域分布一致。

二、蜱虫叮咬所致红肉过敏的发病机制

与传统食物过敏发病不同的是，蜱虫叮咬所致红肉过敏抗原—α半乳糖是目前唯一发现可诱导ＩｇＥ

产生的糖类，而传统食物过敏的过敏原则多为食物中的蛋白质；另外，传统食物过敏多为速发型变态反

应，症状多在１ｈ内发生，而蜱虫叮咬所致红肉过敏则为迟发型反应，其过敏反应症状在摄食红肉３～

６ｈ后发生。

三、诊断与鉴别诊断

体内 诊 断 ：皮 肤 点 刺 试 验

体外实验则：利用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进行血清α半乳糖特异性ＩｇＥ测试。

四、治疗及预后

避免方法介绍

犛０１１

流感病毒感染的基础、临床与转化

徐国纲

中国人民解放军３０１医院

呼吸道感染是人类最常见和多发的疾病。近年来，高致病力和多重耐药病原微生物不断涌现，严重

危胁人类健康，而相关感染与炎症机制研究及防治措施进展则相对滞后。亟待开展研究突破这一瓶颈问

题。研究发现：密布于呼吸道上皮的唾液酸分子是人类抵御病原体感染的重要生物屏障。但一些经典微

生物，如流感病毒、肺炎链球菌及烟曲霉菌，却表达一种神经氨酸酶 （Ｎｅｕｒａｍｉｎｉｄａｓｅ，ＮＡ）为毒力蛋

白，特异性识别宿主呼吸道上皮表面的唾液酸分子，促进病原体的粘附，从而介导呼吸道感染的启动或

扩散。因此，探明这些病原体ＮＡ与宿主唾液酸作用与机制，可能是开拓基于机制的呼吸道感染治疗新

策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流感病毒主要利用其毒力蛋白血凝素 （Ｈａｅｍａｇｌｕｔｉｎｉｎ，ＨＡ，Ｈ）和神经氨酸酶 （ＮＡ，Ｎ），特异

性结合和水解宿主呼吸道上皮细胞表面的唾液酸，启动感染及释放新生病毒颗粒。迄今，尚无有效 ＨＡ

抑制剂；ＮＡ抑制剂已有Ｎ２抑制剂达菲 （Ｔａｍｉｆｌｕ）和 Ｎ９抑制剂扎那米韦 （Ｒｅｌｅｎｚａ）广泛为临床使

—９—



用。但ＮＡ抑制剂仅阻止病毒释放，不能抑制病毒入侵和复制，且可能诱导病毒突变耐药。此外，不同

亚型ＮＡ的结构功能存在差异，针对一种ＮＡ研发的药物，如扎那米韦，对Ｎ９以外的病毒亚型效果有

限。这是以病原体毒力因子为靶点抗病毒治疗的瓶颈。

我们发现：一种肺炎链球菌来源的神经氨酸酶ＮａｎＡ识别并高效水解唾液酸，提示：如果以ＮａｎＡ

清除宿主唾液酸，可望广谱抑制各种流感病毒株。因为无论何种流感病毒感染要启动，必须首先识别和

粘附宿主呼吸道表面的唾液酸。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组ＮａｎＡ （ｒＮａｎＡ）靶向清除呼吸

道上皮唾液酸分子抑制流感和副流感病毒感染的作用和机制研究”的资助下，申请人发现：以ｒＮａｎＡ

处理 ＭＤＣＫ细胞或小鼠鼻腔给药，可清除宿主唾液酸，能有效限制流感Ａ／Ｕｄｏｒｎ／７２病毒株感染：仅

０．０５ｍｇ／ｍｌ就能明显限制流感病毒株 Ｈ３Ｎ２对 ＭＤＣＫ的感染；病毒感染前、同时或感染后１天给予

ｒＮａｎＡ均能显著降低小鼠的感染死亡率。这为逆向针对宿主受体，开发新型的抗流感病毒和副流感病

毒制剂，奠定了重要的科学基础

犛０１２

尘螨狆狆犔犪狊犲协同诱导哮喘发病的免疫学机理研究

刘志刚

深圳大学过敏反应与免疫学研究所１００１３４７０

犛０１３

犆狅犿狆狅狌狀犱犿狌狋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犆１犻狀犺犻犫犻狋狅狉犵犲狀犲犪犵犵狉犪狏犪狋犲犻狋狊

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犱犲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ＺｈｉＹｕｘｉａｎｇ，ＸｕＹｉｎｇｙａｎｇ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１００７３０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犱　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ａｎｇｉｏｅｄｅｍａ（ＨＡＥ）ｉｓａｒａｒｅａｕｔｏｓｏｍａｌ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ａｄｅ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Ｃ１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Ｃ１ＩＮＨ）．Ｉ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ｓ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ｉｎ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ｖｅｎｉｎｔｈｅ

ｓａｍｅｆａｍｉｌ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ｓｕｃｈ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ａｓｎｏｔｂｅｅｎ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Ｗｅ

ａｉｍｅ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ｍｉｘｅｄ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ｕ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ｗｏｕｌｄ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ＨＡＥ．犕犲狋犺狅犱狊　

Ｗ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４ＨＡ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ｓ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２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ｔｗｏ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ｆｒｏｍ

ｆａｍｉｌｙ１ａｎｄｔｗｏ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ｆａｍｉｌｙ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１ＩＮＨｇｅｎｅ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ｔｈｅｉｒ

ｍＲＮＡｌｅｖｅｌｓ．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Ｃ１ＩＮＨｇｅｎｅｓｗｅｒ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ＨｅｐＧ２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ｔｅｓｔ

ｅｄ．犚犲狊狌犾狋狊　Ｆｏｕｒ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ｍｆａｍｉ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１：ｃ．１３２８Ａ＜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２：

ｃ．１３２８Ａ＜Ｇ＋ｃ．１６７Ｔ＜Ｃ；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３：ｃ．９５３Ｃ＜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４：ｃ．９５３Ｃ

＜Ｇ＋ｃ．４９Ｇ＜Ａ）ｗｅ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ａｒｅｄｕｃｅ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１ＩＮＨ ｍＲＮＡ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ｎａｌｌｏｆ

ｔｈｅｍ．ＩｎＨｅｐＧ２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ｌｅｄｔｏａ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Ｃ１ＩＮ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３４．８％，２４．４％，

４４．８％ａｎｄ１１．４％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ｌ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２ａｎｄ４

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１ＩＮＨ．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Ｉｎｖｉｔｒｏ，ｔｈｅｍｉｘｅｄｈｅｒｅｏｚｙｇｏ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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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２ａｎｄ４）ｃｏｎｔｒｉｂｎ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ｒｅｓｅｖｅｒ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１ＩＮＨ

ｔｈａｎｓｉｎｇｌ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１ａｎｄ３），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ｉｍｐａｃｔ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ＨＡ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犛０１４

芳香烃受体 （犪狉狔犾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狉犲犮犲狆狋狅狉，犃犺犚）与免疫调节

周玉峰

复旦大学儿童医院

ＡｈＲ是一种配体激活的核转录因子，属于螺旋环螺旋 （ｈｅｌｉｘｌｏｏｐｈｅｌｉｘ，ＨＬＨ）超家族中的

ｂＨＬＨＰＡＳ（ｐｅｒｉｏｄａｒｙ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ｎｕｃｌ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ｍｉｎｄｅｄ，ＰｒｅＡｒｎｔＳｉｍ）亚家

族成员。ＡｈＲ配体根据来源不同可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根据化学属性不同可分为多环芳香烃类、多

卤代芳香烃类、吲哚类、色氨酸衍生物类和类黄酮类等。既往的研究多集中于ＡｈＲ对外界环境污染的

应答，其中包括介导芳香烃类化合物的毒性反应以及诱导许多外源化合物代谢酶等。然而近年研究发

现，ＡｈＲ是参与免疫调节的关键因子，ＡｈＲ以配体依赖的方式调节 Ｔｒｅｇ和 Ｔｈ１７细胞分化，例如

ＦＩＣＺ通过ＡｈＲ促进Ｔｈ１７分化，而ＴＣＤＤ通过ＡｈＲ诱导Ｔｒｅｇ分化。ＡｈＲ被称为Ｔｒｅｇ和Ｔｈ１７细胞

分化的 “调节器”，ＡｈＲ的特殊作用使其已然成为免疫治疗中的新靶点。本报告将简要介绍ＡｈＲ在初

始免疫和继发免疫中的免疫调节作用及其进展。

犛０１５

慢性鼻鼻窦炎的免疫分型研究

王向东１，２郑铭１王成硕１娄鸿飞１张罗１，２

１．北京同仁医院；２．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一般将慢性鼻鼻窦炎 （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ＣＲＳ）分为合并鼻息肉 （ＣＲＳｗＮＰ）和不合并鼻息

肉 （ＣＲＳｓＮＰ）两种表型。我们根据炎症细胞将ＣＲＳｗＮＰ分为浆嗜酸性粒细胞型、中性粒细胞型、浆

细胞型和淋巴细胞型和混合型５种类型。一项欧洲多中心研究，根据ＩＬ５，ＩＬ１７，ＩＦＮγ，ＥＣＰ和金葡

菌超抗原ＩｇＥ等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将ＣＲＳ分为１０个亚型。我们的一项全球多中心研究，来自澳大利

亚 （Ａｄｅｌａｉｄｅ）、欧洲 （Ｂｅｎｅｌｕｘ，Ｂｅｒｌｉｎ）和亚洲 （中国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ｄｕ和日本Ｔｏｃｈｉｇｉ），共６个地区

４３５例ＣＲＳｗＮＰ和ＣＲＳｗＮＰ，根据ＩＬ５，ＩＬ１７，ＩＦＮγ，将ＣＲＳｗＮＰ和ＣＲＳｓＮＰ都分为８个亚型，上

述６个地区ＣＲＳｗＮＰ的Ｔｈ１／Ｔｈ２／Ｔｈ１７细胞因子模式在地区间表现为很大差异。Ｂｅｎｅｌｕｘ，Ｂｅｒｌｉｎ，Ａｄ

ｅｌａｉｄｅ和Ｔｏｃｈｉｇｉ的ＣＲＳｗＮＰ表现为以Ｔｈ２免疫为主；而北京地区ＣＲＳｗＮＰ主要表现为Ｔｈ２／Ｔｈ１和

Ｔｈ２／Ｔｈ１７混合型；成都ＣＲＳｗＮＰ表现为Ｔｈ２低表达。所有地区的ＩＬ８和组织总ＩｇＥ浓度显著高于对

照组。Ｂｅｎｅｌｕｘ，Ｂｅｒｌｉｎ，Ａｄｅｌａｉｄｅ和Ｔｏｃｈｉｇｉ四个地区超过５０％的ＣＲＳｗＮＰ表现为嗜酸性粒细胞型为

主，与之相比，北京和成都地区 ＜３０％的ＣＲＳｗＮＰ为嗜酸性粒细胞型。Ｂｅｎｅｌｕｘ、Ａｄｅｌａｉｄｅ和Ｔｏｃｈｉｇｉ

的ＳＡＥＩｇＥ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北京和成都。而且，ＣＲＳｓＮＰ的Ｔｈ１／Ｔｈ２／Ｔｈ１７细胞因子模式在地区间

也表现为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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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０１６

犇狔狀犪犿犻犮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狔狆犲２犻狀狀犪狋犲犾狔犿狆犺狅犻犱犮犲犾犾狊犻狀

狋犻狊狊狌犲狊犪狀犱狅狉犵犪狀狊犻狀犐犔２５犪狀犱犐犔３３犻狀犱狌犮犲犱

犿狌狉犻狀犲犿狅犱犲犾狊狅犳犪狊狋犺犿犪

王炜

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ＩＬ３３ｉｓａ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ＩＬ１ｆａｍｉｌ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ｂｙａｉｒｗａｙ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

ＩＬ３３ｃａ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ａｃｔｏｎｉｔｓ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Ｔ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２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ｃｅｌｌｓ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ＳＴ２，ｓｕｃｈａｓ

ｔｙｐｅＩＩｉｎｎａｔｅ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ｃｅｌｌｓ（ｉｎｎａｔｅ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ｃｅｌｌｓ，ＩＬＣ２），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ｂａｓｏｐｈｉｌｓ，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ｓａｎｄ

ｅｔｃ．ＩＬ３３ｃ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ａｓｔｈｍａｌｉｋ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ＩＬ３３，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ｍｕｒｉｎｅ

ａｉｒｗａｙｓ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ｌｓ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ＩＬ２５ｗｈｉｃｈ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ｓｕｂｓｅ

ｑｕｅｎｔｉｎｎａｔｅａｎ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ｂｉｎｄｉｎｇｉｔ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ＩＬ１７ＢＲ）ｏｎｔｈｅｔａｒ

ｇｅｔｃｅｌｌｓ．ＩＬ２５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ｂｌｅ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２ｔｙｐｅ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ｃｔ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ｏｎａｃ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ｏｆＩＬＣ２ｃｅｌ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２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Ｌ２５ａｌｓ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ＩＬ３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ｘｐａｎｄｓＩＬ３３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Ｎａｓ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Ｌ２５ｃａｎｃａｕｓｅｍｕｒｉｎｅａｉｒ

ｗａｙ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ｉｒｗａｙｓｍｏｏｔｈｍｕｓｃｌｅ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ａｎｄ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ｅｔｃ．Ｔｈ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ＩＬ２５ｉ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ｉｒｗａｙｒｅｍｏｄｅ

ｌｉｎｇｉｎａｓｔｈｍａ．

Ｉｎｎａｔｅ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ｃｅｌｌ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ｃｅｌｌｓ，ａｒ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

ｉｎｎ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ｉｎ

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ｉｓｓｕｅ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Ａｌｌｉｎｎａｔｅ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ｃｅｌｌｓａｒ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ｂｕｔ

ｎｅｉｔｈ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ｌｉｎｅａｇｅｍａｒｋｅｒｓ（Ｌ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ｇｅ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ＴＣＲｏｒ

ＢＣＲ）ｅｎｃｏｄｅｄｂｙｓ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ｇｅｎ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ＬＣｓ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ｅｓ：ｔｙｐｅＩｉｎｎａｔｅｌｙｍｐｈｏｉｄ

ｃｅｌｌｓ（ＩＬＣ１），ｔｙｐｅⅡｉｎｎａｔｅ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ｃｅｌｌｓ（ＩＬＣ２）ａｎｄｔｙｐｅＩＩＩ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ｃｅｌｌｓ（ＩＬＣ３）． Ａｍｏｎｇｏｆ

ｔｈｅｍ，ＩＬＣ２ａｒｅｃｌｏｓｅ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ｍａ，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ＲＯＲα，

ｐｒｏｄｕｃｅ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ＩＬ５，ＩＬ９，ＩＬ１３ａｎｄｅｔｃ．Ａｉｒｗａｙ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

ｓｅｃｒｅｔｅＩＬ３３ａｎｄＩＬ２５ａｆｔｅｒ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ｏｆｖｉｒｕｓｏｒ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Ｔｈｅｓｅ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ｅｉｔｈ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ｔｉｓｓｕｅｗｈｅｒｅ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ｓ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Ｔｈ２ｃｅｌｌｓ，ｏｒａｃｔ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ｏｎＩＬＣ２

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Ｔｈ２ｔｙｐｅ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Ｔｈｉｓｆｉｎｄｉｎｇ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ｅ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２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

ｓｅｓｐｌａ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ａｓｔｈｍａ．

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ｉｎｖｉｔｒｏｃｅｌ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ａｎｉｍａｌｉｎｖｉｖｏ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ＩＬ２５ａｎｄＩＬ３３ｃａｕｓ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ＬＣ２ｉｎａｉｒｗａｙｓａｎｄｌｕｎｇｓ

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ｍｕｒｉｎｅａｓｔｈｍａ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Ｌ３３ｈａｓ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ｃｈｅｍｏｔａｘｉｓｏｆＩＬＣ２ｉｎｖｉｔｒｏ．ＩＬ３３，ＩＬ２５ａｎｄＴｈ２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ｍａｙ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ｔｅ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ｗｈｉｌｅＩＬ３３ｍａｙｂｅａｎｅｗｔａｒｇｅｔ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ａｓｔｈ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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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０１７

杨梅果实主要过敏原分离纯化和免疫活性鉴定

高中山１周湘１高岭１付婉艺１贾慧敏１杨朝崴２刘美玲３汪慧英４朱可建５ＲｏｎａｌｄｖａｎＲｅｅ６

１．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２．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３．山西大同第三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４．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过敏科

５．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皮肤科；６．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实验免疫和耳鼻喉科

目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水果是一种健康食品，但有一部分人由于自身遗传以及生活环境等因

素，对某一种或者多种水果过敏。这种现象伴随水果销售网络全球化以及消费水果种类和数量的增加而

更为普遍。该类型疾病影响全球大约１～３％的人群。杨梅是我国南方特色水果，近年开始在全国果品

市场上出现，杨梅过敏病例也随着增多。本研究主要开展杨梅过敏原的分子鉴定。方法　用过敏血清免

疫印迹实验鉴定主要过敏原蛋白条带。通过超滤离心法、ＳＰＦＦ离子交换层析以及Ｓｕｐｅｒｄｅｘ７５１０／３００

ＧＬ凝胶柱层析方法分别纯化杨梅主要过敏蛋白。依据杨梅转录组推导的氨基酸数据库，对杨梅主要过

敏蛋白进行肽段指纹图谱匹配、分子量质谱测定以及酶联免疫 （ＥＬＩＳＡ）间接法分析与鉴定。结果　免

疫印迹主要显示一条２８ｋＤ蛋白，经过层析分离得到杨梅主要过敏原，质谱肽段指纹图谱匹配实验与杨

梅果实蛋白数据库的氨基酸序列比对鉴定为几丁质酶第三家族 （ｃｌａｓｓＩＩＩｃｈｉｔｉｎａｓｅ）。理论计算和实际观

测的分子量一致，为２８．２８４Ｋｄ （ＮＣＢＩ数据库序列号：ＫＰ３０７６７０）。５个杨梅过敏病人血清经ＥＬＩＳＡ

检测均显示阳性。结论　杨梅果实主要过敏原为几丁质酶，分离纯化的天然过敏原可在检测中应用。

犛０１８

变应原质量标准化及现状

辛晓芳

中国食品药品鉴定研究院

犛０１９

过敏性鼻炎的遗传学研究进展

张媛 张罗

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过敏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被公认为是复杂性疾病，受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

遗传学因素决定了患病个体的易感性。根据双生子和群体流行病学研究数据，ＡＲ的遗传度为０．３３～

０．７５。最近的家系研究报告ＡＲ合并哮喘的易感基因定位在１ｐ３１区域的核因子Ｉ／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ｆａｃｔｏｒＩ／

Ａ，ＮＦＩＡ）基因上，进一步证实了遗传因素在ＡＲ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复杂性疾病遗传学研究策略主要包括依赖发病假说的候选基因关联研究以及利用覆盖整个基因组的

（Ｓｉｎｇｌｅ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ＳＮＰｓ）芯片分型技术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ａｓｓｏｃ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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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ＧＷＡＳ）。应用候选基因关联研究策略开展的针对ＡＲ的遗传学研究报告了多个ＡＲ易感基

因，分别负责激发免疫反应并引导ＣＤ４＋Ｔｈ细胞分化、调节Ｔｈ２细胞分化以及效应细胞功能的基因以

及保持上皮细胞完整性以及屏障功能的因子等。针对中国ＡＲ人群的遗传关联研究也报告了几乎覆盖过

敏反应所有发病环节的候选基因关联结果，但均未有在其它独立样本中的重复性研究数据。针对ＡＲ的

ＧＷＡＳ研究目前只有三项，一项是关于新加坡中国人ＡＲ的ＧＷＡＳ研究报告了 ＭＲＰＬ４和ＢＣＡＰ基因

为ＡＲ和特应症的候选位点，另外一项针对欧洲人花粉症的 Ｍｅｔａ分析报告了Ｃ１１ｏｒｆ３０和ＬＲＲＣ３２为

其易感基因，以及２０１４年的一项针对北美人群整合了全基因组关联及表达谱的数据的研究，该研究发

现线粒体通路可能在ＡＲ的发病中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遗传学研究已经揭示了一系列过敏性疾病中可能起到生物学作用的候选基因。目前的挑战在于

如何发现更关键的易感位点，并且将这种统计学的显著性从遗传学和基因组学范畴转化到生物学和临床

作用中。过敏性疾病的遗传学发现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疾病的分子表型、疾病预防、药物疗效预测以及研

发涉及多个分子通路的更多的治疗靶点，最终实现ＡＲ的精准医疗。

犛０２０

犜犺犲狉狅犾犲狅犳狀犪狋狌狉犪犾犽犻犾犾犲狉犜犮犲犾犾犻狀犪狊狋犺犿犪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犲狏犲狉犻狋狔

ＨａｏＣｈｕａｎｇｌｉ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Ｓｏｏｃｈｏ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１５００３

犘狌狉狆狅狊犲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ｋｉｌｌｅｒＴｃｅｌｌ（ＮＫＴ）ｉｎａｓｔｈｍａ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ｖｅｒｉ

ｔｙ．犕犲狋犺狅犱　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ｅｈａｖ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ＫＴｃｅｌｌｓｉｎｍｕｒｉｎ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ｓｔｈｍａ

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１％ｏｖａｌｂｕｍｉｎ（ＯＶＡ）ａｎｄ５％ＯＶＡ．犚犲狊狌犾狋狊　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ａｔｍｕｒｉｎｅｍｏｄｅｌｏｆ

ａｓｔｈｍ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５％ＯＶＡｗａｓｍｏｒｅ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ｗｉｔｈ１％ＯＶＡ．αＧａｌａｃｔｏｓｙｌ

ｃｅｒａｍｉｄｅ（αＧａｌＣｅ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ＮＫＴｃｅｌｌｓ．Ｉｎｔｈｅ１％ ＯＶ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ｓｔｈｍａｍｏｄｅｌ，α

ＧａｌＣｅ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ｉｎ ｂｒｏｎｃｈｏａｌｖｅｏｌａｒｌａｖａｇｅｆｌｕｉｄ

（ＢＡＬＦ）；ｄｅｃｒｅａｅ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Ｌ４，ＩＬ５ｉｎｔｈｅＢＡＬＦ；ｒｅｄｕｃｅｄ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ｂｒｏｎｃｈｉｏｌｅ，ｐｅｒｉｖａｓｃｕ

ｌａｒａｎｄ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ｕ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ｉｒｗａｙ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ｄｉｄｎｏｔｏｃｃｕｒｉｎｔｈｅ５％ ＯＶ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ｓｔｈ

ｍａｍｏｄｅ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ｅｄｂｙαＧａｌＣｅｒ．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ＮＫＴｃｅｌｌｓｍａｙｓｅｒｖｅａｓ

ａｎ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１％，ｂｕｔｎｏｔ５％ＯＶ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ｍｕｒｉｎ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ｓｔｈｍａ．

犛０２１

肥大细胞和犘物质在特应性皮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张慧云 何韶衡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变态反应与临床免疫研究中心１２１００１

目的　肥大细胞是包括特应性皮炎 （ＡＤ）在内的ＩｇＥ介导的变态反应性疾病的初始效应细胞。研

究报道，肥大细胞与周围神经之间的空间联络是神经免疫相互作用最基本方式，而Ｐ物质是两者之间

信息传递的介质。ＮＫ１受体 （Ｒ）是公认的Ｐ物质受体，但是 ＮＫ１Ｒ与 ＡＤ的关系尚未报道。因此，

我们将在本研究中探讨肥大细胞、Ｐ物质及其受体 ＮＫ１Ｒ在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

法　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浆ＳＰ的水平，流式细胞仪分析酶消化后的皮肤组织细胞ＳＰ和ＮＫ１Ｒ的表达。结果

　研究发现ＡＤ患者血浆Ｐ物质水平是健康对照组的５．５倍 （中值２１４９ＶＳ．３９３ｐｇ／ｍｌ），此外包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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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仅有１０％左右的Ｐ物质阳性细胞为肥大细胞，而ＡＤ皮肤组织中２０％左右的Ｐ物质阳性细胞为肥

大细胞。结论　肥大细胞源Ｐ物质及其受体ＮＫ１Ｒ在ＡＤ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研发 ＮＫ１Ｒ拮抗

剂、肥大细胞稳定剂有助于治疗ＡＤ。

犛０２２

蛇毒肥大细胞激活剂和过敏原的研究

魏继福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２１００２９

蛇毒中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可以直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织胺。通过ＳＰ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Ｃ２５离子交换

层析，Ｓｕｐｅｒｄｅｘ７５分子筛，ｈｅｐａｒｉｎｓｅｐｈａｒｏｓｅ亲和层析和高效液相色谱Ｃ１８反相层析，从烙铁头蛇毒

中分离到两个新型蛇毒ＩＩ型磷脂酶Ａ２。分别命名为ＴＭＮ４９和ｐｒｏｍｕｔｏｘｉｎ。我们发现ＴＭＮ４９可以

激活人肠道，肺和扁桃体肥大细胞，释放组织胺。该蛋白激活肥大细胞是通过 Ｇ 偶联受体介导的。

ＴＭＮ４９可以诱导大鼠血管渗透性发生改变。当大鼠肥大细胞被消减后，ＴＭＮ４９诱导血管渗透性的

活性下降但不完全消失。说明肥大细胞参与ＴＭＮ４９诱导的血管渗透性改变。抗炎药物ｇｉｎｋｇｏｌｉｄｅＢ

（ＰＡＦ拮抗剂），ｃｙｐｒｏｈｅｐｔａｄｉｎｅ（组胺受体拮抗剂）可以降低ＴＭＮ４９诱导的血管渗透性改变。ＴＭ

Ｎ４９还可以诱导小鼠肥大细胞趋化，该趋化活性与肥大细胞激活活性有关。ｇｉｎｋｇｏｌｉｄｅＢ，ｃｙｐｒｏｈｅｐｔａ

ｄｉｎｅ和ｔｅｒｆｅｎａｄｉｎｅ可以降低ＴＭＮ４９诱导的肥大细胞趋化改变。说明组胺，５ＨＴ 和 ＰＡＦ可能参与

ＴＭＮ４９趋化肥大细胞。Ｐｒｏｍｕｔｏｘｉｎ可以激活人肠道，肺和扁桃体肥大细胞，释放组织胺。Ｐｒｏｍｕｔｏｘ

ｉｎ激活肥大细胞的活性比ＴＭＮ４９活性要高。该蛋白激活肥大细胞是通过Ｇ偶联受体介导的。Ｐｒｏｍｕ

ｔｏｘｉｎ可以诱导大鼠血管渗透性发生改变。当大鼠肥大细胞被消减后，Ｐｒｏｍｕｔｏｘｉｎ诱导血管渗透性的活

性下降但不完全消失。说明肥大细胞参与ｐｒｏｍｕｔｏｘｉｎ诱导的血管渗透性改变。ＧｉｎｋｇｏｌｉｄｅＢ，ｃｙｐｒｏ

ｈｅｐｔａｄｉｎｅ可以降低ＴＭＮ４９诱导的血管渗透性改变。肝素可以抑制ｐｒｏｍｕｔｏｘｉｎ诱导的血管渗透性改

变。临床应用方面暗示蛇伤导致的炎症可以采用组胺拮抗剂或者ＰＡＦ拮抗剂加以缓解。通过双向电泳

和７例病人血清免疫杂交发现与过敏患者血清ＩｇＥ结合的蛋白点主要有９个。但患者之间表现为明显异

相性，ＩｇＥ结合的蛋白点从４个到９个不等。其分子量和等电点主要集中在３０４０ｋＤａ，５．２０７．８４间。

阳性血清结果中，蛋白点６，８，９与７例蛇毒蛋白过敏患者血清特异性ＩｇＥ均呈阳性反应，阳性率均为

１００％。而阴性对照血清没有特异结合的蛋白条带出现。多维液相色谱离子阱质谱 （ＭＤＬＣＥＳＩＬＴＱ

ＭＳ／ＭＳ）共鉴定出９个蛋白点分属于５类不同的蛋白，属于蛇毒金属蛋白酶和丝氨酸蛋白酶。序列覆

盖率最高的是１号点，高达６６．１５％；其次是２号点，６５．３７％，且两者同属于同种异体过敏原蛋白；

最低的点为９号点，仅有９．９８％。

—５１—



犛０２３

维生素犇３抗炎作用的临床及其机制研究

苏忠兰

江苏省人民医院２１００２９

维生素Ｄ是一种脂溶性营养素，主要通过饮食摄入和皮肤合成，并且依赖于日光的照射。其中２５

羟基维生素Ｄ３是其主要循环形式，并且是衡量维生素Ｄ营养状况的最好的指标，易于检测。２５羟基

维生素Ｄ３经过肝肾等部位的细胞色素Ｐ４５０酶转化为１，２５二羟维生素Ｄ３，获得代谢活性，发挥其生

物功能。并且活性维生素Ｄ亦可以在组织器官尤其是皮肤原位直接合成。维生素Ｄ是维持钙磷代谢平

衡和维护骨骼系统健康的关键。活性维生素Ｄ在细胞增生、分化以及免疫调节方面均有重要作用，并

且维生素Ｄ制剂已广泛应用于临床皮肤病如白癜风、银屑病等的治疗。随着近年来维生素Ｄ的研究越

来越深入，其作用机制不断被完善，且皮肤是其主要的合成场所，因此维生素Ｄ在皮肤领域的研究受

到足够的重视。

本研究关于炎症性皮肤病患者２５羟维生素Ｄ３水平的临床调查研究：对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６年本医院

门诊及住院银屑病、药疹、湿疹患者２５羟维生素Ｄ３水平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这三种疾病的２５羟维

生素Ｄ３水平均低于正常人，并且银屑病及湿疹组与正常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另外，在组织学和细

胞学水平上对不同类型及不同严重程度银屑病患者表皮内ＣＹＰ２７Ｂ１的表达水平及银屑病患者维生素Ｄ

代谢酶ＣＹＰ２７Ｂ１和ＣＹＰ２４Ａ１单核苷酸基因多态性进行了相关研究。

犛０２４

精准医疗模式下的重度哮喘治疗

汤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２０００２５

２０１５年以来，精准医疗的概念在医药和研发领域被广泛提及。在哮喘防治领域，精准医疗模式也

正在对这种既有遗传背景同时又有环境因素共同参与的慢性气道疾病的诊治模式产生一定的改变，尤其

是在重度难治性哮喘中。

ＮＩＨ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早在２００８年就根据哮喘临床特征把其分为：

早发过敏性低治疗需求型哮喘，早发型过敏型高治疗需求型哮喘，晚发型非过敏性哮喘和重度阻塞

性哮喘。对于大多数轻中度哮喘，目前以吸入激素为基础的长期阶梯化抗炎治疗已经可以使绝大多数患

者的哮喘达到比较理想的控制。对于某些特殊表型的难治性哮喘患者，针对性的治疗也可以使其从中获

益。比如肥胖型哮喘，循证医学已证明了减肥手术对肥胖型哮喘患者的有效性。但随着精准医学模式的

推进，仅仅从临床表型出发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个体化精准医疗的目标，近年来，“哮喘内型”———即患

者临床表型和生物标记物的检测结果的结合成为哮喘精准医疗模式发展的主要方向。目前用于临床治疗

的包括气道炎症无创监测模式和各类抗体的临床应用：

气道炎症的无创监测主要包括呼出气一氧化氮 （ＦｅＮＯ）的监测和诱导痰检测，前者主要反应气道

Ｔｈ２型炎症水平，与气道嗜酸粒细胞炎症有很好的相关性，目前可以用于反应吸入激素治疗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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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从性的监测。２０１１年，ＡＴＳ （美国胸科学会）发表了ＦｅＮＯ检测的临床指南，为规范化临床应用提

供了借鉴。而诱导痰的检测为精准判断气道炎症类型，选择合适的治疗药物提供了前提。根据诱导痰的

分类，可以将哮喘分为：嗜酸粒细胞浸润型、中性粒细胞浸润型、混合细胞浸润型和寡细胞浸润型。目

前新型哮喘药物的治疗往往是基于不同气道炎症细胞类型的患者进行研究和推广的：如嗜酸粒细胞型哮

喘，ＩＬ５及其受体的单抗治疗在这一类患者中尤为有效；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长期抗炎治疗疗效又体

现在中性粒细胞型哮喘患者或非嗜酸粒细胞性哮喘的患者中。对于血清生物标记物的开发和应用也与单

克隆抗体在哮喘的精准治疗密切相关。比如血清骨膜素的水平是反应Ｔｈ２型细胞因子ＩＬ４、ＩＬ１３抗体

或其受体的抗体治疗有效性的主要判别指征。而目前已经纳入ＧＩＮＡ指南 （全球哮喘防治创议）的抗

ＩｇＥ抗体的治疗也是基于患者血清ＩｇＥ的水平进行选择的。对于寡细胞性哮喘，平滑肌功能障碍可能是

导致哮喘气道痉挛和气流受限的重要机制，支气管热成型术的治疗将为这类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前景。

目前，哮喘的精准治疗和其他所有常见疾病一样，正在飞速地发展中。随着基因组测序技术快速进

步以及生物信息与大数据科学的交叉应用，未来更为精准的检测疾病亚型、监测疾病病情和最终达到个

体化精准治疗的模式将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哮喘，为患者提供更有效、更安全、更经济的治疗模式。

犛０２５

哮喘气道上皮损伤与炎症调控

陈志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３１３０００

气道上皮细胞在哮喘发病机制中起到关键调控作用。在过敏原等环境因素的刺激下，气道上皮细胞

释放相关炎症因子如ＴＳＬＰ和ＧＭＣＳＦ等，从而活化树突状细胞，启动肺部的Ｔｈ２型适应性免疫应答。

另一方面，炎症启动后Ｔｈ２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等又分泌各种炎症因子，反过来促进气道上皮细胞损

伤并分泌ＩＬ２５、ＩＬ３３和ｅｏｔａｘｉｎ等炎症因子，进一步加重Ｔｈ２型免疫反应和嗜酸性粒细胞性炎症。然

而目前关于哮喘气道上皮细胞损伤的分子机制所知甚少。

我们最近发现ｍＴＯＲ细胞自噬以及ＨＤＡＣ２ＩＬ１７等信号通路在哮喘气道上皮细胞损伤中起到关键

调控作用。针对这些信号通路的靶向干预有望成为哮喘气道炎症防治的新靶点。

犛０２６

慢性咳嗽中变应性疾病的诊治

辛晓峰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２１０００２

咳嗽通常按时间分为３类：急性咳嗽、亚急性咳嗽和慢性咳嗽。急性咳嗽时间＜３周，亚急性咳嗽

为３～８周，慢性咳嗽＞８周。咳嗽按性质又可分为干咳与湿咳。不同类型的咳嗽病因分布特点不同。

慢性咳嗽病因较多，通常根据胸部Ｘ线检查有无异常分为二类：一类为Ｘ线胸片有明确病变者，如肺

炎、肺结核、支气管肺癌等；另一类为Ｘ线胸片无明显异常，以咳嗽为主或惟一症状者，即通常所说

的不明原因慢性咳嗽 （简称慢性咳嗽）。慢性咳嗽的常见病因包括：咳嗽变异性哮喘、上气道咳嗽综合

征 （ＵＡＣＳ，又称鼻后滴流综合征，ＰＮＤＳ）、过敏性咳嗽 （ＡＣ）、嗜酸细胞性支气管炎 （ＥＢ）、胃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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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流 （ＧＥＲＣ），这些病因占呼吸内科门诊慢性咳嗽病因的７０％～９５％。临床上某些慢性咳嗽患者，具

有一些特应症的因素，抗组胺药物及糖皮质激素治疗有效，但不能诊断为支气管哮喘、变应性鼻炎或

ＥＢ，将此类咳嗽定义为变应性咳嗽。对于ＡＣ目前尚无公认的标准，以下标准供参考。（１）慢性咳嗽，

多为刺激性干咳。（２）肺通气功能正常，气道高反应性阴性。（３）具有下列指征之一：①有过敏性疾病

史或过敏物质接触史；②变应原皮试阳性；③血清总ＩｇＥ或特异性ＩｇＥ增高；④咳嗽敏感性增高。当然

过敏性鼻炎和哮喘在ＵＡＣＳ和ＣＶＡ中也占有一定比例。怀疑变应性咳嗽者，可行变应原皮试、血清

ＩｇＥ和咳嗽敏感性检测。因此，充分认识变应性疾病在慢性咳嗽中的作用，有利于慢性咳嗽病因的诊

治。

犛０２７

下呼吸道微生态与吸入激素

谢华

沈阳军区总医院１１００１５

１．下呼吸道细菌微生物情况

下呼吸道的定义：临床习惯以喉为界，解剖以环状软骨下缘为界。

下呼吸道有细菌吗：通常认为下呼吸道是无菌的。那么，下呼吸道感染的病原微生物是从哪里来

的？如ＣＡＰ常见的肺炎链球菌、卡他莫拉菌，流感嗜血杆菌等，常见说法是吸入的，可来源于空气，

也可来源于口腔，我们的口腔有很多细菌存在，常见的为链球菌、葡萄球菌、乳杆菌、棒状菌、厌氧菌

和螺旋体等，近年来研究发现下呼吸道是有细菌的，但是关于肺微生态临床研究性文章不多，仅查到７

篇，但是相关综述性文章高达１３４篇，表明下呼吸道微生态情况日益收到关注。研究显示下呼吸道有核

心菌群，它们是假单胞菌属、链球、普氏菌属、梭杆菌属、嗜血杆菌属、韦荣氏球菌属和卟啉单胞菌

属。

１．吸入激素对呼吸道局部免疫的影响

目前，长期规律吸入不同剂量的激素是控制哮喘的主要措施。糖皮质激素吸入疗法已成为世界卫生

组织及全球哮喘防治创议 （ＧＩＮＡ）专家委员会推荐应用于哮喘防治的最有效、最安全的一线疗法。因

为哮喘治疗中使用吸入激素为局部用药，剂量小，直接作用于靶器官、起效快，全身不良反应少，无痛

无创，使用方便。但是长期吸入激素真的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吗？吸入皮质激素必然对局部的微生态造

成影响，抑制局部免疫功能，导致局部出现口腔念珠菌感染、声音嘶哑、咽部疼痛等等，同时长期大剂

量使用，尤其老年人，全身安全性是需要关注的，有研究报道：年龄在６５岁及以上的患者，长期使用

ＩＣＳ口腔念珠菌感染高达７％，肺炎的发生率也是明显增加，但ＩＣＳ中布地奈德要低于氟替卡松。这些

研究提示ＩＣＳ对呼吸道局部免疫是有抑制作用的。

１．肺部疾病吸入激素治疗策略

教育和技能培训是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长期成功管理的关键。

ＩＣＳ吸入后漱口并用约２０毫升的水漱口５秒，３次足以从口中移除的残余干粉和气溶胶型的ＩＣＳ。

尽可能的使用ＩＣＳ的最低有效剂量，尽量减少局部和全身不良影响。在临床工作中建议如下图所示来

减少发生副作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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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０２８

过敏原气道激发试验是诊断气道反应性和炎症关联的有效手段

李靖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５１０２３５

变应性鼻炎和哮喘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逐年升高，给患者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导致死亡。

变应性鼻炎和哮喘的诊断主要根据患者的病史特征和变应原敏感测试 （皮肤点刺或特异性ＩｇＥ），以及

变应原接触与疾病发作的相关性。变应原激发试验可以模拟疾病发作的临床和病理生理变化，可以作为

变应性疾病，特别是职业性鼻炎／哮喘等诊断的金标准，但因安全性及方法学的标准化限制了其临床应

用，其更多的被用作变应性鼻炎／哮喘发病机制研究和新治疗药物评价的方法。

１．变应原鼻激发试验

１．１　变应原鼻激发适应症

变应原鼻激发是在靶器官上发生抗原抗体反应，使变应原与疾病在体内靶器官直接建立联系，是一

种对变应性鼻炎患者很有价值的确诊手段。虽然过敏原皮试与血清特异性 （ｓ）ＩｇＥ检测在变应性疾病

诊断中的地位重要性已被广泛认可，但变应原鼻激发可以模拟鼻炎症状发作时病理生理变化，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变应原鼻激发的适应症主要分为临床适应症和科研适应症：临床上对于有典型常年性鼻炎

症状而变应原皮试风团直径比较小且ＳＩｇＥ较低的患者尤为重要；在无症状个体也可出现阳性的皮试结

果，此时鼻黏膜可能已有炎症存在，若进行鼻激发试验，有可能发现早期的鼻炎患者。此外，通过变应

原鼻激发已将非变应性鼻炎定义为一种新型的无全身特应性的局部鼻过敏，即变应原皮试阴性，血清

ｓＩｇＥ阴性，病史怀疑变应原过敏的变应性鼻炎患者变应原鼻激发阳性早有报道，提示鼻黏膜存在局部

（ｓ）ＩｇＥ。高度可疑的职业性鼻炎患者，亦可通过鼻激发试验进行明确，但标准化的变应原试剂较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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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或获取。研究方面，对变应性鼻炎发病机制、变应原试剂制备检验、变应性鼻炎治疗药物疗效评价更

是变应原鼻激发试验的适应症，下面将进一步描述。

１．２　变应原鼻激发方法学

目前尚没有统一的变应原鼻激发方法学的标准，所以激发结果的横向比较有一定困难，这是因为各

研究用的是不同生产商的变应原提取液、不同的变应原剂量单位和浓度，更重要的是阳性判断标准也不

一样，如屋尘螨鼻激发试验常用方法。

目前还没有哪个判断标准的敏感性与特异性最好，但鼻阻力测量优于鼻声反射。其中喷雾瓶是最常

用的投送药物装置，能使药物均匀散布且人影响小，但每一喷的量有差别。Ｒｉｅｃｈｅｌｍａｎｎ等与Ｋｅｃｋ等

观察到屋尘螨变应性鼻炎患者的屋尘螨鼻激发阳性率达到８０％～９２．２％，所以作者认为德国指南更具

操作和实用性。

１．３　变应原鼻激发反应时相及炎症机制

变应原鼻激发是早发相、迟发相动态研究的较佳选择。个体对变应原鼻激发可出现早发相、迟发相

和双相反应。不同的炎症细胞及其分泌的细胞因子参与了鼻激发的早迟发相反应，同时变应原鼻激发

进一步加重炎症反应。变应性鼻炎鼻黏膜各种炎症细胞、细胞因子可以作为标记物直接反映上气道炎症

程度。鼻黏膜活检可提供精确的数据，但不能多次取材且有创伤。而鼻激发结合鼻灌洗液或鼻分泌物测

定细胞因子，无侵入性、简单、重复性好，患者容易接受，因此是常用的方法。目前研究最多的是嗜酸

粒细胞，因为它仍然是目前反映鼻黏膜炎症程度的最好指标，但鼻激发后嗜酸粒细胞激活募集的具体机

制仍未明了。最近Ｏｈ等通过屋尘螨鼻激发发现嗜酸粒细胞增加可能与鼻黏膜局部分泌型ｓＩｇＡ 有关。

Ｋｒａｍｅｒ等通过鼻激发试验观察到变应性鼻炎患者鼻腔分泌物中白介素 （ＩＬ）５、ＩＬ８、嗜酸粒细胞趋

化因子 （Ｅｏｔａｘｉｎ）和白三烯 （ＬＴ）Ｃ４等在６８ｈ后均显著升高，协同促使气道迟发相嗜酸粒细胞增

多。另外也有通过变应原鼻激发试验研究非变应性鼻炎的反应时相。鼻腔分泌物中类胰蛋白酶

（Ｔｒｙｐｔａｓｅ）只在早发相出现，嗜酸粒细胞阳性蛋白 （ＥＣＰ）在激发后１５ｍｉｎ就开始增加，持续到２４ｈ，

表明早期就有嗜酸粒细胞募集；最重要的是观察到局部ｓＩｇＥ在早发和迟发相升高，２４ｈ达到最高峰，

初步描述了非变应性鼻炎局部ｓＩｇＥ的动态变化曲线。近年还有观察到屋尘螨鼻激发后早发相α２巨球

蛋白 （Ａ２Ｍ）和迟发相髓过氧化物酶 （ＭＰＯ）升高。

１．４　变应原鼻激发对下气道反应性的影响

上下气道对变应原刺激后的炎症反应相似，因此把变应原鼻激发作为揭示变应性鼻炎下气道高反应

发生机制的一种研究方法。变应性鼻炎即使没有哮喘症状就已存在亚临床的气道炎症，自然暴露于过敏

原时，下气道就已存在不同程度的嗜酸粒细胞浸润，只是由于肥大细胞的脱颗粒程度不同，气道高反应

不足以表现出来。但也有研究发现变应性鼻炎患者在变应原鼻激发后气道反应性没有明显变化，迟发相

ＦＥＶ１无下降，无气流受限。变应性鼻炎儿童的屋尘螨鼻激发试验，可诱发鼻部症状，但没有出现任何

肺部症状，ＦＥＶ１、ＰＥＦ也没有改变。上述的研究结果有可能与患者的病史较短、试验和评估方法尚无

统一的标准有关。尽管如此，这都并没有否认上下气道炎症具有相互关联的特性。首先鼻激发技术的关

键是喷雾时必须让患者头前倾，作深吸气后屏气，喷雾后立即呼气，保证下气道没受到变应原刺激，颗

粒直径的大小关系到是否有在鼻黏膜沉积；激发的时间最好在上午，因为下午已经接触到比较多的变应

原，可能产生耐受。其次，变应原的标准化及剂量的大小。最后，可能仅有小范围的下气道受鼻局部炎

症介质的影响，仅支气管黏膜嗜酸粒细胞增多并不能引起下气道高反应，巨噬细胞能起抑制炎症的作

用；而且要在多个机制协同下才能发生气道高反应；所以确切的诱发气道高反应的机制还需继续探索。

１．５　变应原鼻激发对特异性免疫治疗效果的评估

许多临床研究已表明，使用屋尘螨疫苗进行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ＩＴ）能有效治疗由屋尘螨引起的变

应性鼻炎，屋尘螨鼻激发试验是较为有用的评估疗效的方法。屋尘螨鼻激发的鼻阻力变化、症状评分能

作为治疗前后的评定指标之一，通过这些指标观察到皮下ＳＩＴ比舌下ＳＩＴ的疗效更明显。激发剂量也

可作为舌下ＳＩＴ后个体对屋尘螨敏感性是否发生变化的指标。但需要指出，目前临床上还没有一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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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指标可以预测ＳＩＴ的疗效，变应原鼻激发只是其中一种方法，还须结合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

实验室指标、变应原皮试等进行综合评估。

１．６　变应原鼻激发的安全性

变应原鼻激发试验相对比较安全，即使是合并有哮喘患者。但是不当的操作或者剂量过大可引起支

气管痉挛，可能出现喉咙痒，而血管性水肿亦非常罕见发生。较少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的报道。

２．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

２．１　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适应症

准备接受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的受试者，无论是进行哮喘发病机制或药物疗效研究，还是对于可

疑的职业性／环境暴露因素的诊断／筛查，都必须有明确的适应症和排除标准以确保受试者的安全。

进行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的基本入选条件包括：一，对于明确诊断的哮喘患者，需要是轻度，处

于稳定期 （ＦＥＶ１＞７０％预计值，基础ＦＥＶ１变异较小），可以满足检查前停药而未引起症状急性加重

或仅需按需使用缓解性药物 （短效β受体激动剂：ＳＡＢＡ）；二，明确的变应原敏感 （变应原皮肤点刺

或外周血特异性ＩｇＥ阳性）或可疑职业／环境变应原暴露 （用于职业性哮喘诊断），如果存在多种变应原

敏感，使用暴露与疾病关系明确的或皮试反应最强的变应原，而激发试验需要在非明显变应原暴露季节

或情况下进行；三，气道非特异性反应性 （ＰＣ／ＰＤ２０Ｍｃｈ或组胺）稳定；四，能够理解和很好配合完

成试验者；五，年龄１８～５５岁，随着年龄增大对变应原激发的反应可能会降低或影响因素较多 （合并

症较多，如心血管系统疾病）。

２．２　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方法学

２．２．１　变应原的选择

与变应性哮喘发病相关的变应原主要是悬浮于空气中的吸入性变应原。不同地区间存在自然与社会

环境的差异，因而主要的变应原种类分布不同。常见的吸入性变应原主要分为植物类 （花粉、树叶），

动物毛皮类 （猫毛、狗毛），昆虫／寄生虫及其分泌物 （螨类、蟑螂）及真菌类 （细链格霉菌）等。螨类

是我国过敏疾病患者最主要的过敏原，但南北地区略有差异，南方湿热更适合螨虫生长，所以南方地区

患者对螨虫过敏较北方多。植物类的变应原更具有地域分布的差异。

不同地区／国家其变应原蛋白标准化方法各异。不同的变应原种类，其变应原性／生物活性主要与其

致敏蛋白种类、含量／浓度有关，其活性还受稳定剂／稀释液、佐剂等影响。一种变应原产品需要标化的

指标包括总蛋白、主要致敏蛋白含量，以及总的生物活性 （与特性性抗体结合率／免疫吸附抑制／与组胺

活性比较等），常见的活性单位有：生物单位浓度 （ＢＵ／ｍｌ）、国际单位 （ＩＵ／ｍｌ）以及标准化质量单位

浓度 （ＳＱｕ／ｍｌ）等。一些国家或地区在获得当地伦理委员会的许可后，可以使用皮试液进行吸入激发

试验；在欧洲一些国家必须使用具有许可证批号的变应原产品，并且需要定期抽检或重新申报质量合格

检验报告；而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每次使用变应原进行吸入激发试验必须得到ＦＤＡ的许可。

不同的患者进行变应原激发试验，变应原的选择应该根据患者皮肤点刺或血液特异性抗体水平选择

较强反应的变应原，或者高度可疑具有接触暴露史与疾病发作关系者，但吸入激发试验需要在非明显环

境接触／变应原暴露的情况下进行。

２．２．２　变应原吸入方式

变应原自然暴露，即空气中悬浮的变应原微粒，经吸入接触鼻腔粘膜或支气管上皮细胞，引起气道

内炎症细胞 （肥大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等）募集并释放炎症介质，引起气道壁平滑肌细胞收缩；变应原

尚可接触气道上皮内的神经元末梢，激活神经反射，导致疾病发作。

目前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主要通过压缩空气／氧气驱动雾化吸入给药，根据使用的雾化器不同

（Ｗｒｉｇｈｔ，Ｍｅｆａｒ以及Ｄｅｖｉｌｂｉｓｓ雾化器等），最常见的吸入方式包括两分钟潮气呼吸法和多次深吸气法。

给药的方式包括递增浓度 （２倍，１／２ｌｏｇ，５倍甚至１０倍递增）、单次剂量／浓度以及持续低剂量／浓度

等，但递增浓度过大或使用初筛激发试验阳性时剂量一次性给药，虽然可以大大的缩短激发试验所需要

的时间，但需要更加注意患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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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变应原起始浓度的选择

对于初次变应原支气管激发或对变应性哮喘 （职业性暴露）的筛查，从低浓度开始逐步递增浓度支

气管激发试验。起始浓度的选择一般应尽量从最低浓度开始，但是这样会导致激发试验时间延长。目

前，有文献报道按照变应原皮肤滴定试验中引起２到３ｍｍ皮肤丘团的变应原浓度开始，这样比较安全，

但是激发试验时间也会比较长。有研究发现，变应性哮喘患者下气道对特异性变应原的反应性 （ＰＣ２０）

与其非特异性气道反应性 （组胺或甲胆碱）和变应原敏感性 （皮肤点刺滴定试验引起２ｍｍ丘团）或血

清特异性ＩｇＥ浓度相关，并给出了预计公式。对于同一个患者再次进行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起始浓

度可以参照前一次支气管激发的变应原浓度，从前一次激发的ＰＣ２０低２～３个递增浓度开始或者直接

使用从前一次的ＰＣ２０浓度，但是激发前和激发过程中需要询问和密切观察患者的状态。

２．３　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反应时相

以ＦＥＶ１下降１５／２０％为激发试验阳性标准，与非特异性支气管激发试验仅出现早发相反应不同，

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可能存在早发相 （０～３ｈ）和／或迟发相 （３～７ｈ）反应，而少数病人可能能存在

延迟相反应，即ＦＥＶ１的下降发生在吸入变应原后２４小时发生。迟发相反应的发生率在不同文献报道

中略有差异，ＢｏｏｉｊＮｏｏｒｄ曾报道迟发相发生率为４７％ （２６／５５），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报道的为５３％ （８／１５）成

人总体发生率约５０％；而儿童迟发相的发生率似乎高于成人，如 Ｗａｒｎｅｒ等报道的发生率为７３％ （３６／

４９），成人和儿童之间差异的原因尚未完全清楚，或可认为儿童对变应原的反应更为敏感。

不同受试者之间早迟发相反应的发生存在差异，使用不同的变应原吸入进行激发试验也可能存在

差异，ＢｏｕｌｅｔＬＰ等通过汇总分析发现使用不同变应原 （季节性和常年性变应原）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

早迟发相反应存在差异，使用螨类变应原进行激发试验双相反应的发生率高于花粉和动物毛皮。亦有

报道使用不同雾化吸入装置／雾化器 （雾化颗粒直径不同），迟发相反应的发生率不同，吸入颗粒直径越

大，约容易发生早发相反应；而吸入颗粒直径越小迟发相反应发生率越高，并且发生的时候ＦＥＶ１下降

的程度更大。

迟发相反应发生的机制及影响或预测因素尚未完全清楚。有报道称可根据变应原皮试结果或者患者

外周血特异性ＩｇＥ的水平进行预测，亦有报道迟发相反应与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物相关。ＢｏｕｌｅｔＬＰ等的

汇总分析还发现迟／双相反应者具有明显更低的基础ＰＣ２０ （组胺或乙酰甲胆碱），早发相反应ＦＥＶ１下

降的程度更大，基线水平痰中嗜粒细胞比例更高等特点。

２．４　变应原支气管激发在上下气道联系性方面研究的应用

鼻炎和哮喘往往合并存在，鼻炎和哮喘之间具有相似的炎症基础，其气道反应性与气道炎症密切相

关，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两者之间的联系及其相互影响。通过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可以模拟哮喘患者

自然变应原暴露引起气道反应性及炎症改变，为研究其气道反应性与炎症机制及上下气道间相互影响提

供科学的模型和方法。

有研究报道支气管激发试验后，哮喘和单纯鼻炎患者气道炎症反应具有一致性，呼出气一氧化氮均

明显增加。亦存在差异，Ｌｏｐｕｈａ及Ａｌｖａｒｅｚ等报道，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后鼻炎和哮喘患者的气道

嗜酸性粒细胞炎症／ＥＣＰ均增加，但两者在气道嗜中性粒细胞性炎症的改变略有差异，其中哮喘较鼻炎

患者改变更显著；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后哮喘患者的气道非特异性反应性增加较单纯鼻炎或鼻炎合并

ＡＨＲ患者增加更明显。借助变应原激发作为哮喘模型，使得对哮喘发病机制的研究不断深入，并为疾

病的治疗提供理论支持。

２．５　变应原支气管激发对哮喘新的治疗药物效果的评价

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可以引起哮喘患者出现早迟发相反应，哮喘治疗药物可以抑制其早迟发相

反应及气道炎症。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被广泛的应用于哮喘治疗药物，特别是新药疗效评估，ｖａｎ

Ｒｅｎｓｅｎ等发现抗ＩｇＥ治疗可以明显抑制哮喘患者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早迟发相反应，及变应原激发

诱导的嗜酸性粒细胞及其他ＩｇＥ相关性炎症细胞，但不改变患者气道非特异反应性。ＦｅＮＯ与气道嗜酸

性粒细胞性炎症具有良好的相关性，经常被作为气道炎症衡量指标，降低气道ＦｅＮＯ水平曾被视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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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哮喘治疗效果的目标之一。然而Ｓｉｎｇｈ等研究发现ｉＮＯ酶抑制剂对哮喘患者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

的反应无明显抑制作用。随着对哮喘发病机制研究的深入，更多新的潜在的药物治疗靶点被发现，为新

的治疗药物的研发提高更精准的目标。针对不同特异靶点的治疗药物不断被研发，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

验诱导哮喘发作，作为哮喘模型，可以大大的缩短新的治疗药物的开发至临床应用的时间。节省大量的

人力资源和财务，降低药物临床试验风险和不良反应发生。

２．６　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的安全性

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可引起受试者气道痉挛，出现气紧、咳嗽、喘息、胸闷等不良反应，不仅在

早发相／迟发相反应会出现，部分患者会出现严重的并可持续较长时间 （＞１２小时）或延迟性迟发相

反应 （激发后２４小时出现），甚至出现严重全身系统性不良反应。

为预防／减轻激发试验过程中的不良反应，缓解患者的不适症状，可采取以下措施：一，实验室需

要日常配备急救药品和设备 （虽然报道发生严重全身不良反应的几率比较小），操作医生或研究员具有

急救经验或受过相应训练，并且明确院内急救流程和联系方式；二，早发相反应期间，如果患者早发相

反应过强 （ＦＥＶ１下降超过４０％）或出现明显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激发试验并给与速效支气管舒张

剂，密切观察，直到患者症状缓解；三，部分患者在吸入预计阳性反应浓度变应原或预定的最高浓度变

应原稀释液时仍无观察到早发相反应，此时应该停止激发剂的吸入，并且密切观察患者反应及ＦＥＶ１测

定，不能认为患者对变应原激发剂无反应而直接离开实验室，为了防止严重迟发相反应的出现，至少需

要观察到激发后７小时；四，观察期间患者出现迟发相反应，根据不同的观察目标和时限在观察终止时

给予患者缓解药物并缓解及ＦＥＶ１恢复后才能离开；五，症状缓解后，患者离开实验室时还应当携带必

要的急救药物 （ＳＡＢＡ／ＬＡＢＡ）和口服激素类以便必要时缓解和抑制较强的气道痉挛或持续反应，还可

以根据患者平时自身监测情况或给予监测工具，如简易峰流速仪，离开实验室后继续监测气道气流变

化；六，患者应该有医师或研究人员的联系方式，以便离开后发生不良反应可以及时沟通和得到指导，

包括指导就近医疗单位进行处理。

综上所述，在充分掌握适应症的情况下，在具备条件的实验室，由专业／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可

以安全的进行变应原鼻／支气管激发试验，特别是作为变应性鼻炎／哮喘的研究方法，在变应性鼻炎和哮

喘发病机制研究和药物疗效评价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犛０２９

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治疗策略

陶泽璋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４３００６０

过敏性鼻炎的首选治疗方案是药物治疗。目前公认的一线药物治疗包括：鼻用糖皮质激素、第二代

抗组胺药和白三烯受体拮抗剂。三种药物联合应用能够很快控制症状，疗效明显。但三种药物不可能同

时长期常规剂量应用，一是因为药物的潜在副作用，二是因为治疗费用较高。因此，我们认为中重度持

续性过敏性鼻炎在经过以上三种药物治疗后症状明显好转时，可以考虑降级治疗。

降级治疗 （ｓｔｅｐｄｏｗｎｔｈｅｒａｐｙ）来源于抗生素的序贯疗法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这

一概念由Ｑｕｉｎｔｉｌｉａｎｌ等人于１９８７年提出。其含义为临床应用抗生素治疗感染性疾病时，初期因病情严

重，为迅速控制感染，先采用静脉途径输入抗生素，待体温下降、临床症状改善后转为口服抗生素的一

种治疗方法。或指针对严重细菌感染的治疗，第一阶段用广谱抗生素行经验性治疗，第二阶段降级使用

相对窄谱的抗生素。后来儿科和呼吸内科也相继引入了降级治疗这一概念，特别是针对哮喘的降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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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得到了广泛的推崇。

过敏性鼻炎药物治疗的降级治疗概念是：中重度持续性过敏性鼻炎经鼻用糖皮质激素、第二代抗组

胺药和白三烯受体拮抗剂三种药物联合应用症状已得到明显控制时，逐步减少药物的种类或减少药物的

用量。尽管目前尚缺乏令人信服的客观指标来指导降级治疗，但制定降级治疗方案时强调个体化应该达

成初步共识。在制定治疗方案时，还应考虑药物的作用机制及不良反应，并参考某些客观的临床检测指

标。

犛０３０

过敏性鼻炎的外科干预

许庚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临床上常常把变应性鼻炎 （ＡＲ）、非变应性鼻炎 （ＮＡＲ，血管运动性鼻炎）、变应性＋非变应性鼻

炎 （ＡＲ＋ＮＡＲ）可统称为过敏性鼻炎。其实这种称呼看起来并不那么精准，但是在临床上却也具有其

实用价值。原因就是它们的临床症状是相类似的甚至一样的，治疗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就是控制症状。

除了免疫治疗和药物治疗之外，手术也是控制过敏性鼻炎症状的一种方法。

一、手术控制过敏性鼻炎的机理

１．切断副交感神经支配，可降低鼻粘膜血管扩张和腺体分泌增加

副交感神经释放乙酰胆碱，通过在血管壁和腺体上的 Ｍ 受体以引起鼻腔粘膜的血管扩张和腺体分

泌。鼻粘膜副交感神经中存有血管活性肠肽 （ＶＩＰ）纤维，可释放ＶＩＰ，引起鼻腔粘膜的血管扩张、腺

体分泌。反复交感性刺激 （过劳、烦躁、焦虑、紧张等），可消耗神经递质合成酶和已合成并贮备在神

经末梢的递质，使α１和β受体的数目相应减少，引起交感性张力减低，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

２．阻断非特异性肥大细胞脱颗粒

反复交感刺激 （神经紧张、刺激）、冷空气刺激、异味、尘埃、雌激素、避孕药、交感性阻滞剂、

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等原因，均可导致副交感神经释放的递质，引起肥大细胞内ｃＡＭＰ下降，

导致非特异性肥大细胞脱颗粒，因此切断副交感的刺激作用也可以降低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化学介

质。为此，鼓索神经切断、岩浅大神经切断、翼管神经切断、鼻后神经切断、筛前神经切断……等皆有

报道。但因复发率较高，逐渐被临床放弃。

３．纠正解剖学异常与改善症状的手术

鼻腔局部刺激因素 （ｉｒｒｉｔａｎｔ刺激性受体）也是设想中的理论之一，非变应原的物理刺激、瞬间温

度变化 （冷受体）、双侧鼻腔粘膜张力不同导致的双侧鼻腔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不同、鼻腔粘膜相互接触、

鼻腔阻力增高等，都与鼻腔局部刺激性受体有关。因此，鼻中隔矫正手术和下鼻甲粘膜下骨质切除手术

均有效，这也是目前最多被提倡的手术方法，对下鼻甲的处理不提倡部分或者全部切除。

二、手术适应证

１．经药物治疗无明显症状改善，并同时伴有：（１）不能缓解的鼻阻塞；（２）明显的解剖结构异常；

（３）伴有鼻息肉；（４）伴有慢性鼻窦炎＋哮喘。

２．不推荐：（１）粘膜腐蚀性处理；（２）神经切断手术；（３）神经节、下鼻甲消融手术；（４）鼻腔

内粘膜组织切除手术。

３．推荐：（１）改善鼻腔结构的手术；（２）改善鼻部症状 （鼻塞）的手术；（３）去除病灶的ＦＥＳＳ

手术 （ＣＲＳ＋Ｎ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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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０３１

喉过敏性疾病的诊疗现状及问题

叶京英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１０２２１８

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三类常见的变态反应性疾病，它们都是由ＩｇＥ介导的Ｉ型变态

反应，由于效应器的不同而具备各自不同的临床特点。支气管哮喘效应器官在平滑肌，主要表现为细胞

介质释放导致气道平滑肌的痉挛；过敏性鼻炎的主要效应器官在下鼻甲，造成鼻粘膜的水肿和大量鼻腔

分泌物的产生；荨麻疹的效应器官在皮下组织，引起皮下组织的水肿。有意思的是这些典型的变态反应

性疾病表现出的交感副交感症状都可以由相应的感觉神经刺激所诱发。过敏性咽喉炎是发生在咽喉部位

的变应性炎症，同样具备变应性炎症共有的特征，同时也因其发病部位的特殊性而具有其独立的特征。

过敏性咽喉炎是耳鼻咽喉科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传统的过敏性喉炎主要指由过敏引发的急性喉水

肿，主要为会厌、杓会厌皱襞和声门下的急性组织液浸润。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汽车尾气的排放，环

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由此而带来的各种变态反应性疾病越来越多，过敏性咽喉炎患者也出现逐年增多的

趋势。这种过敏性咽喉炎是非下鼻甲区、非平滑肌参与的呼吸道粘膜的变态反应。此处粘膜紧张无皮脂

腺因此水肿并不是其主要表现。然而此处粘膜受到刺激可以引起特征性的咳嗽反射，局部炎性介质释放

导致血管扩张，可以引起咽部明显的痒感，因此其主要的临床表现为咽痒和咳嗽。

对于本病的诊断结合病史和症状体征一般不难，但是咽痒、咳嗽的症状在咽喉部炎症中较为常见，

并不具有特异性，因此我们应该探索一些客观的评价指标。免疫球蛋白、嗜酸性粒细胞的测定以及特异

性变应原的检测或许可以为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此外可以探索类似支气管激发试验的诱发试验来帮助

诊断。

目前过敏性咽喉炎的治疗办法包括避免接触变应原、抗过敏治疗、局部激素喷剂治疗及联合中药和

咽部封闭等，我们应该继续寻找更安全有效的治疗办法，建立专家共识和诊治指南，以更好的治疗本

病。

犛０３２

慢性鼻鼻窦炎的诊疗策略

李厚勇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２０００００

回顾中国历年来针对慢性鼻鼻窦炎的诊疗指南，对慢性鼻鼻窦炎的诊断及分型进行阐述，并对该

病严重程度的评价给出主客观依据。对疾病的保守治疗措施作详细介绍，而且对该病的手术适应证及手

术方式进行探讨。对儿童慢性鼻鼻窦炎也作介绍，尤其是对儿童慢性鼻鼻窦炎与腺样体肥大的关系进

行探讨，认为儿童由于腺样体肥大，同时易患上呼吸道感染，一方面导致腺样体阻塞后鼻孔，影响鼻窦

引流，同时反复感染的腺样体有细菌生物膜的存在，可以引起或加重儿童慢性鼻鼻窦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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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０３３

鼻息肉的诊疗策略

朱冬冬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１３００３１

鼻息肉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鼻腔、鼻窦黏膜导致长期慢性炎症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由

免疫活性细胞及其释放的多种细胞因子相互作用形成了导致持续性炎症的复杂恶性循环网络。此网络中

有多个关键结点，诸如致病原攻击，Ｔｈ２细胞激活，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的释放，终末器官的炎症反应

（细胞浸润、腺体分泌、血管新生和组织水肿等）。由于此过程的复杂性，外科手术不能从根本上治疗鼻

息肉，只有适当应用药物干预，才能有效控制鼻息肉。ＥＰＯＳ２００７的发表，是基于此前研究的专家共

识，其中将鼻窦炎分为伴或不伴鼻息肉两种类型。ＥＰＯＳ２０１２进一步提出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

分类和治疗方案。但鼻息肉无论是手术还是手术加药物的综合治疗，其复发率大多在５０％以上，并且

并没有随着鼻内镜技术的发展及综合治疗理念的普及而有所减少的趋势。

进几年有中国学者发现依据鼻息肉的组织病理学特征，可以将中国的鼻息肉病人可分为五型：淋巴

细胞型、浆细胞型、中性粒细胞型、混合型、嗜酸性粒细胞型。其中淋巴细胞和浆细胞型术后很少复

发，中性粒细胞型和混合型有部分复发，而嗜酸性粒细胞型鼻息肉在手术后绝大多数复发，若当鼻息肉

中的嗜酸性粒细胞占所有炎症细胞的比值超过２７％的时候，两年内复发风险将在９５％以上。而混合型

息肉则各种因素混杂反而各种特征都不典型。

鼻息肉的治疗仍处于一个不能让鼻科医生及患者满意的水平，需要在发病机制的研究上，取得突破

性成果。

犛０３４

鼻窦炎鼻息肉伴哮喘的综合干预

史剑波 陈枫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０８０

我国成年人慢性鼻鼻窦炎 （ＣＲＳ）的患病率约８％，哮喘１．４％，全国１１家医院的门诊ＣＲＳ患者

调查显示伴发哮喘患病率为１１．２％，无症状气道高反应 （ＡＡＨＲ）２７％。哮喘中ＣＲＳ患病率４０％～

５０％，鼻息肉２５％。伴有哮喘的ＣＲＳ与不伴哮喘的ＣＲＳ比较，临床特点为ＣＲＳ和哮喘病情都更为严

重，生活质量更受影响，经济负担更重，围手术期风险升高，而鼻内镜鼻窦手术 （ＥＳＳ）术后更容易复

发。诊断ＡＨＲ的金标准为气道激发试验，然而如何更简便地从ＣＲＳ中筛查ＡＡＨＲ也是临床关注的问

题。研究发现：如果患者 （１）症状：早期嗅觉下降以及严重的嗅觉下降；（２）鼻内镜检查：嗅裂息肉

以及鼻腔黄色胶冻状分泌物；（３）血常规：嗜酸性粒细胞 ＞０．２２５×１０９／Ｌ；（４）鼻窦ＣＴ：双侧嗅裂阴

影，筛窦病变＞上颌窦病变；应高度怀疑ＡＡＨＲ。临床治疗应关注： （１）更完善和充分的药物治疗。

（２）选择在哮喘控制期肺功能大致稳定的情况下手术，以降低手术风险。（３）术前７～１６天口服肾上腺

皮质激素，有助于减轻炎症、减少术中出血、改善手术视野、判定粘膜是否可以保留。（４）功能性鼻内

镜鼻窦手术 （ＦＥＳＳ）及综合治疗虽可显著改善伴ＣＲＳ的症状和体征，受益最大的症状为鼻塞和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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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远期 （３年）疗效并不满意，ＣＲＳ完全控制率仅有２４％。而扩大的鼻内镜鼻窦手术 （中上鼻甲部

分切除＋筛窦轮廓化），可使伴哮喘鼻息肉患者术后１年的嗅觉症状和鼻内镜评分获得更多的改善。手

术对哮喘的影响，术后７６％病人自报哮喘控制改善，８４％哮喘发作频率下降，６４％因哮喘住院次数减

少，７２％病人减少了口服糖皮质激素，２８％减少了吸入糖皮质激素，３６％减少吸入支气管舒张剂，肺功

能没有显著改善。（５）术前充分和患者沟通ＣＲＳ的难治性，术后坚持长期随访，患者需要终生用药控

制。

犛０３５

慢性鼻鼻窦炎的精准医学：我们还有多远？

刘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４３００３０

慢性鼻鼻窦炎 （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ＣＲＳ）是高发疾病，但目前临床治疗效果并不理想，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１、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对指南推荐的鼻用糖皮质激素效果不佳，但有效和无效患者间

的区别并不知道；２、有相当一部分患者会在保守治疗停药或手术治疗后复发，复发和不复发患者的区

别不明确。ＣＲＳ不同患者间的区别既表现在群体水平，也表现在个体水平。精准医学是根据个体基因

特征、环境以及生活习惯，为病人量身设计出最佳治疗方案，以期达到治疗效果最大化和副作用最小化

的一种定制医疗模式。与传统医疗的定性诊断、大众化治疗、事后急诊、一次性相比，精准医学更加强

调定量诊断，个体化治疗，提前预防，并有连续性，而这些更符合医学客观、准确、预防、少侵入的宗

旨。实现精准医疗有赖于对疾病从群体和个体角度的充分认识，而组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此提供了可

能。对ＣＲＳ其精准依赖有赖于：１、对疾病发病机制的充分认识，包括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２、筛

选稳定、易于检测、可重复的客观生物学指标，判定病情、预后、指导用药；３、研发生物治疗或靶向

治疗手段。

犛０３６

过敏性结膜炎的诊疗策略

接英

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过敏性结膜炎分为：季节性过敏性结膜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ｉｔｉｓ，ＳＡＣ）、常年性过敏性

结膜炎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ｉｔｉｓ，ＰＡＣ）、春季角结膜炎 （ｖｅｒｎａｌｋｅｒａｔｏｃｏｎｉｕｎｃｔｉｖｉｔ，ＶＫＣ）、

特应性角结膜炎 （ａｔｏｐｉｃｋｅｍｔｏ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ｉｔｉｓ，ＡＫＣ）以及巨乳头性结膜炎 （ｇｉａｎｔ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ｉ

ｔｉｓ，ＧＰＣ）。ＳＡＣ和ＰＡＣ是最常见的类型，占眼部过敏性疾病的９５％。

过敏性结膜炎诊断并不困难，常见的症状和体征包括眼痒、结膜充血等，详细的病史及典型的眼部

症状体征有助于鉴别诊断。ＳＡＣ和ＰＡＣ可以由病史鉴别，ＳＡＣ过敏原为花粉等室外物质，同时又有季

节性发作，尤其是春夏发作，秋冬缓解。ＰＡＣ的过敏原为尘螨、宠物皮屑等室内物质，伴有常年发作，

无季节性变化。ＶＫＣ特征为严重的眼痒，上睑结膜巨乳头，黏液性分泌物，可见角膜盾形溃疡及

Ｔｒａｎｔａｓ结节。ＡＫＣ特征是眼睑及身体其他部位的湿疹样皮损。ＧＰＣ的体征是上睑结膜巨乳头，无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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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角膜，同时有佩戴角膜接触镜、放置义眼等病史。实验室检查有助于诊断，如皮肤过敏原检测、血清

ＩｇＥ测定、结膜囊分泌物涂片以及近年出现的检测泪液中的特异性ＩｇＥ抗体。

过敏性结膜炎在治疗上分为非药物、药物治疗和免疫疗法。非药物治疗中，避免接触过敏原是改善

各个类型过敏性结膜炎的症状最基本的方法，其次还包括冷敷及使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生理盐

水，有助于冲洗结膜表面的过敏原及促进血管收缩减少结膜充血水肿。药物治疗中基础治疗包括抗组胺

类药物，肥大细胞稳定剂，对于严重的过敏性结膜炎患者，可能需要短期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免疫抑

制剂可以抑制Ｔ细胞活化，但起效较慢，对于严重的顽固的过敏性结膜炎，可考虑应用免疫抑制剂，

常见药物有０．１％他克莫司滴眼液和环孢素Ａ滴眼液。对于部分患者，可使用针对特异性过敏原治疗，

诱导患者对特异性过敏原的临床耐受。

犛０３７

免疫性角结膜炎的基础和临床治疗进展

王丽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１００８５３

总结免疫性角结膜炎临床特征、诊断及治疗进展，包括春季卡他性角结膜炎、特发性角结膜炎、巨

细胞性角结膜炎等在内的免疫性角结膜炎的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进展。许多安全有效的新型药物 （如阿

卡他定、Ｍａｐｒａｃｏｒａｔ、他克莫司，抗体药物等）和治疗方式为重度过敏性结膜炎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选

择。

犛０３８

非编码犚犖犃与变应性鼻炎

李华斌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２０００９２

非编码ＲＮＡ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ＲＮＡ）是指不编码蛋白质的ＲＮＡ。高等生物多达一半以上的ＤＮＡ转录

为ＲＮＡ，其中绝大多数为非编码ＲＮＡ。甚至，有的科学家预言非编码ＲＮＡ在生物发育的过程中，有

着不亚于蛋白质的重要作用。但是，今天对整个非编码ＲＮＡ的世界却了解甚少，主要任务是发现更多

的非编码ＲＮＡ 及其生物功能。非编码 ＲＮＡ 包括ｒＲＮＡ、ｔＲＮＡ 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等多种已知功能的

ＲＮＡ，还包括未知功能的ＲＮＡ。这些ＲＮＡ的共同特点是都能从基因组上转录而来，但是不翻译成蛋

白，在ＲＮＡ水平上就能行使各自的生物学功能了。非编码ＲＮＡ 从长度上来划分可以分为３类：小于

５０ｎｔ，包括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ｉＲＮＡ，ｐｉＲＮＡ；５０ｎｔ到５００ｎｔ，包括ｒＲＮＡ，ｔＲＮＡ，ｓｎＲＮＡ，ｓｎｏＲＮＡ，

ＳＬＲＮＡ，ＳＲＰＲＮＡ等等；大于５００ｎｔ，包括长的ｍＲＮＡｌｉｋｅ的非编码ＲＮＡ，长的不带ｐｏｌｙＡ尾巴的

非编码ＲＮＡ等等。ｍｉｃｒｏＲＮＡ是一类非编码的、作用于 ｍＲＮＡ、对蛋白质翻译起调节功能的小片段

ＲＮＡ分子，在许多疾病 （如变应性疾病、肿瘤及感染等）的发病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变应性鼻炎

是变应原激发所致的、由ＩｇＥ介导的Ｔｈ２优势分化为特征的慢性气道炎性疾病。近年研究表明，多种

非编码ＲＮＡ特别是ｍｉｃｒｏＲＮＡ参与了变应性鼻炎、哮喘等气道变应性疾病的一系列病理生理过程，包

括炎症细胞浸润、细胞因子分泌、气道高反应性及平滑肌细胞增生和表型变化等。因此，非编码Ｒ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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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成为治疗此类疾病的新靶点。本文总结了非编码ＲＮＡ主要是ｍｉｃｒｏＲＮＡ在变应性鼻炎、哮喘中的

作用及分子生物学机制。

犛０３９

基于病理分型的鼻窦炎伴鼻息肉个体化治疗策

王成硕

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 （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ｗｉｔｈｎａｓａｌｐｏｌｙｐｓ，ＣＲＳｗＮＰ）是上呼吸道常见疾病，

患病率占总人口的４％，其中有１０４０％的患者合并哮喘。由于该病引发严重的鼻堵、脓血涕、头痛及

嗅觉丧失，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造成沉重的社会经济负担，成为危害群众健康的慢病之一。同时，

ＣＲＳｗＮＰ的治疗现状却远不能令人满意。现有的国际诊疗指南根据患者主观症状的严重程度，先选择

药物治疗，如药物无效则选择手术治疗。目前针对ＣＲＳ的药物主要包括糖皮质激素、大环内酯类和强

力霉素等具有抗炎药物。患者需长期用药 （３个月以上）方能产生疗效，且仅能延缓鼻息肉的生长而不

能将其消除，同时还需面对长期用药导致的不良反应及耐药等风险；而手术治疗尽管能阶段性地改善症

状，却有超过５０％的患者在１年后再次复发。如此令人尴尬的现状迫使我们必须从整体上调整、改善

ＣＲＳｗＮＰ的治疗策略，提高治疗水平。

ＣＲＳｗＮＰ是一个异质性疾病。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ＣＲＳｗＮＰ的内在发病机制，

外在临床表现都可以各有不同。造成治疗不力的最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对ＣＲＳｗＮＰ复杂的免疫炎症反

应和调控机制认识不足。如欧洲人与中国南方人群的鼻息肉的免疫学特征就截然不同：欧洲人的鼻息肉

组织往往以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为主要病理特点，以ＴＨ２细胞因子优势型反应为免疫学特征；而中国南

方人群鼻息肉组织较少嗜酸性粒细胞，且以 ＴＨ１／ＴＨ１７细胞因子反应优势型为主。此外，欧洲人

ＣＲＳｗＮＰ中超过８０％为嗜酸性粒细胞鼻息肉，超过４０％患者合并哮喘；而我们的未发表数据显示中国

北方ＣＲＳｗＮＰ患者中嗜酸性粒细胞鼻息肉比例为５６％，合并哮喘者仅为１０％。这说明我国的ＣＲＳｗ

ＮＰ发病特征与欧洲人有较大的区别，针对欧洲和美国的国际诊疗指南并不完全适合于我国人群。而

且，我国的ＣＲＳｗＮＰ群体的发病机制更加复杂，用单一的治疗手段 （无论是药物还是手术）无法解决

不同类型发病机制引发的ＣＲＳｗＮＰ的治疗问题。也就是说，必须将我国ＣＲＳｗＮＰ患者按照其发病机

制，免疫学、病理学特征的差异分成不同的内在型，并分别给予针对性的治疗，方能提高我国的

ＣＲＳｗＮＰ的整体治疗水平。基于此，课题组进行如下工作：

１．提出我国ＣＲＳｗＮＰ患者的病理分型，并总结不同分型的临床特点及预后，为个体化治疗奠定基

础。

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对３６６例鼻息肉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外周血炎性细胞、息肉组织中炎性细胞等

１８个临床变量进行分析，得出我国ＣＲＳｗＮＰ患者的病理学分型，即：浆细胞型、淋巴细胞型、混合

型、中性粒细胞型和嗜酸性粒细胞型五型。对于手术的疗效而言，浆细胞型和淋巴细胞型很少复发，混

合型和中性粒细胞型部分复发，而嗜酸性粒细胞型大多复发。我们的分型为该病的个体化治疗奠定了基

础，即不同分型的病人可能分别对应不同的治疗方案。

２．总结了我国ＣＲＳｗＮＰ患者的手术疗效及复发因素，提出鼻息肉组织中的嗜酸性粒细胞浸润程度

是造成复发的最主要原因。

团队对大样本手术病人的临床特征和组织病理学特征与复发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鼻息肉组织

中嗜酸性粒细胞的百分比与复发的关系最密切。经ＲＯＣ分析后，得出结论：当组织嗜酸性粒细胞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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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超过２７％时，该患者术后２年内的复发风险超过９０％。其意义在于鼓励医生在术前就对鼻息肉患者

进行活检和病理分析，如息肉中嗜酸性粒细胞超过２７％时，应在术后持续药物控制息肉生长以降低复

发风险。

犛０４０

中国特应性皮炎诊断现状

姚志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２０００９２

特应性皮炎是一种以剧烈瘙痒、皮肤干燥和皮疹为特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除有特定的湿疹临床

表现外，本人或家族成员中可见明显的 “Ａｔｏｐｙ”现象。这是特应性皮炎的经典定义。而 “湿疹”这个

词本身就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在世界过敏组织的定义中，湿疹属于皮炎，可细分为特应性及非特应性

两类，两者在表型上相互重叠、在治疗上没有差异，且后者可向前者转化。

在清楚 “湿疹”与 “特应性皮炎”差异后，面临的是临床实际诊断问题，要谨防 “漏诊”及 “误

诊”。尽管特应性皮炎在婴儿期、儿童期、青少年期及成人期各有特征性的改变，但它的皮疹是多形性

的，可出现耳缘／耳廓下裂隙、眼睑湿疹、指尖湿疹、特应性冬季足、甲沟湿疹、口角炎、乳头湿疹、

白色糠疹、钱币样疹、丘疹苔藓样疹等，需要临床医师能分辨并诊断，以免漏诊。而还有一些较少见的

疾病往往有 “特应性皮炎”样的改变，如Ｎｅｔｈｅｒｔｏｎ综合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高ＩｇＥ综合征、嗜酸

性粒细胞增多综合征、生物素缺乏症、全羧化合成酶缺乏症、ＷｉｓｋｏｔｔＡｌｄｒｉｃｈ综合征、移植物抗宿主

病等，又容易误诊为 “特应性皮炎”。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我国首次开展了全国１２个城市１～７岁儿童面对面的特应性皮炎流行

病学调查。研究提示中国１～７岁城市儿童的总患病率在１２．９４％。其中，轻、中症患者占到所有特应

性皮炎的９８．５７％。城市特应性皮炎的患病率与空气质量存在一定相关性。

国内外经典的特应性皮炎诊断标准超过十种，它们是临床研究可重复性的基础，但目前尚没有统

一、适用于各国或各年龄段的诊断标准。在实际问题处理过程中，既不能没有标准，但也不能迷信标

准。有经验的临床医生的诊断被认为是 “金标准”。根据研究我们提出了中国儿童特应性皮炎临床诊断

标准，包括如下三条：１．瘙痒＞３月，或婴儿湿疹史；２． 慢性复发性皮炎史；３．可见的湿疹；患儿必

须同时符合三点可诊断特应性皮炎。这其中，在 “反复瘙痒大于３月”后，特别补充了 “或婴儿湿疹

史”这一条。当以临床医师的诊断为参考标准时，中国儿童特应性皮炎的临床诊断标准与 Ｈａｎｉｆｉｎ和

Ｒａｊｋａ诊断标准、英国诊断标准相比，在敏感度上凸显了较好的优越性，分别为８１．８３％、３４．５１％、

３４．８３％；而三者在诊断特异度方面效力相当。

总之，随着对特应性皮炎的研究、信息传播深入，疾病的诊断在我国近年已有长足的进步。不过在

我国，湿疹仍作为一个独立诊断，甚至是主要诊断在临床中广泛应用。新的中国儿童特应性皮炎临床诊

断标准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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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０４１

儿童过敏性鼻炎规范的诊疗

张亚梅

北京儿童医院１０００４５

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是机体暴露于变应原后主要由ＩｇＥ介导的鼻粘膜非感染性慢

性炎性疾病。我国大陆地区变应性鼻炎患病率为４％～３８％。农村患者群体患病率较城市更高，而确诊

的患病率低。而儿童ＡＲ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儿童变应性鼻炎患病率明显升高；变应性鼻炎 （ＡＲ）

的发病与遗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有关。ＡＲ具有基因易感性，染色体２ｑ１２、５ｑ３１、６ｐ２１．３和１１ｑ１３．５

等多个位点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可能与ＡＲ和哮喘等变应性疾病相关联。近年来ＡＲ的流行率和发病率明

显上升，ＡＲ已成为主要的呼吸道慢性炎性疾病。其影响主要体现在：生活质量下降，影响精神健康，

经济负担增加。按照症状发作时间分为间歇性和持续性；按照变应原种类分为季节性和持续性；按照疾

病严重程度分为轻度和中重度。

变应性鼻炎 （ＡＲ）的临床症状表现为：鼻痒、喷嚏、流清水涕、鼻塞。临床体征：鼻黏膜苍白、

肿胀；下鼻甲水肿；鼻腔多量水样分泌物；眼部：结膜充血、水肿，有时可见乳头样反应。儿童特殊的

体征：“变应性敬礼”、“变应性暗影”、“变应性皱褶”。辅助检查包括变应原皮肤试验 （皮肤点刺试验和

皮内试验）和血液检查 （血清总ＩｇＥ检测和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

诊断依据：病史、一般检查和特异性检查。发病时间、诱因、程度、家族史、是否伴有哮喘或皮

炎、生活环境对诊断非常重要。诊断标准为：①具有典型鼻部症状≥２项，每天症状持续或累计约１小

时以上。②鼻粘膜苍白、水肿、鼻腔水样分泌物。③至少一种变应原ＳＰＴ或血清特异性ＩｇＥ阳性。治

疗原则：避免接触过敏原。药物治疗：糖皮质激素：鼻用糖皮质激素、口服糖皮质激素；抗组胺药物；

抗白三烯药物；色酮类药物；鼻用减充血剂 及鼻腔冲洗。免疫治疗。手术治疗。健康教育等等，但是

如何选择药物应该根据临床的主要症状考虑。

犛０４２

儿童食物过敏的诊治策略

王宝西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７１００３８

食物过敏指暴露于某种特定食物时可重复出现的由特异性免疫反应引起的不良反应。婴幼儿食物过

敏的原因包括早期暴露，环境因素，遗传性因素以及免疫状态。食物过敏症状多样，可有皮肤、消化系

统及呼吸系统多系统受累。出现下列情况需考虑食物过敏：１、出现食物摄入后的一系列症状；２、症状

发生在数分钟数小时内３、再次摄入该食物后症状复发。确定食物过敏原要包括：病史、皮肤点刺、

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水平检测、斑贴试验以及食物回避。完整的食物过敏诊疗方案包括以下步骤 （以牛奶蛋

白过敏为例）：１、诊断：针对怀疑牛奶蛋白过敏的患儿，通过食物回避２～４周，如症状改善，可初步

诊断为ＣＭＡＰ，如症状无改善，需考虑其他食物或其他疾病。２．治疗：通过２～４的食物回避后诊断为

ＣＭＡＰ的患儿，要继续使用氨基酸奶粉３～６个月，如症状改善，可转换至深度水解奶粉、适度水解奶

粉直至普通配方奶粉。如果症状复发，可重新进行食物回避，应用氨基酸配方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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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０４３

儿童哮喘的管理：门诊标准化建设和信息化管理

鲍一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２０００９２

儿童哮喘是儿童期常见慢性呼吸道疾病，严重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给社会和家庭造成巨大的负

担。近年来儿童哮喘患病率持续上升，１９９０年全国城市城区１４岁以下儿童哮喘的患病率为１．０９％，

２０００年为１．９７％，２０１０年达到３．０２％。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儿童哮喘医护人员在科普教育、规范诊疗、

病情监测和推动患者自我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儿童哮喘的控制水平在专科门诊哮喘患儿中约

５０％左右，而在社区哮喘人群中只有３％左右。因此如何提高儿童哮喘的控制水平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

要问题。

我们已经有很有效的治疗方案，我们也有经过不断修订的指南，提高儿童哮喘控制水平的关键不是

治疗方案问题，也不是指南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儿童哮喘的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可以这样来表述：建

立一个关系：即医生与患儿的家长伙伴式的关系；进行五项工作：即科普教育、环境控制、规范诊疗、

病情自我监测和科学研究工作；争取二个目标：即提高哮喘控制水平和降低哮喘患病率。由此形成中国

儿童哮喘管理新模式。

我们既往在管理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系统来看，局部的努力没有兼顾到整体的平衡发展，因

此效率还不够高。提升我们的管理理念，平衡哮喘管理的各方面工作，借助于互联网信息化手段在新的

时代推进儿童哮喘的管理水平。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在上海召开了新一届哮喘协作组的成立并工作启动仪式，儿童哮喘领域的前辈陈育智

教授、洪建国教授等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成立新一届哮喘协作组的揭牌仪式。新一届儿童哮喘协作组

成员由全国６０位哮喘专家组成。

新一届的哮喘协作组成立后，我们立即致力于以下工作：一、成立省级和区域级哮喘协作组，２０１５

年在２４个省市成立了各自的哮喘协作组，成员单位达到１２２５家。２０１６年持续进行这项工作，预计可

达２０００家协作单位。二、推进区域儿童哮喘标准化门诊建设。在２０１６年３月哮喘协作组工作会议在余

姚召开，会上讨论了标准化儿童哮喘专科门诊建设计划，并启动了这一工作。三、推进信息化管理建设

工作。目标是建设和整合全国２０００家协作单位，２００家示范中心，推进线上线下联动模式，构建起中

国儿童哮喘管理新网络。在此网络基础上运行儿童哮喘管理模式，在科普教育、规范诊疗和大数据研究

等方面一定会取得明显的成效。

犛０４４

儿童哮喘指南和过敏

李孟荣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３２５０２７

儿童过敏性疾病发病率逐年增加，与世界范围过敏性疾病增加相一致。过敏从儿童开始，儿童哮喘

与过敏极其相关，２０１６年儿童哮喘指南得以更新，其中与过敏的关系得到强调，但许多儿科医师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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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认识不足，或者有认识但在哮喘防治实践中没有重视，本文从新哮喘指南解读与儿童过敏的关系，期

盼在认识过敏的角度对儿童过敏性哮喘实践提供帮助。１．哮喘定义为异质性疾病与过敏机制；２．儿童

哮喘早期喘息、预后与过敏进程；３．哮喘预测指数与过敏；４．儿童哮喘伴发疾病与过敏；５．儿童哮喘

与过敏原诊断；６．哮喘急性发作触发因素与过敏；７．哮喘管理与过敏原避免；８．过敏哮喘与免疫治

疗。

犛０４５

儿童支气管哮喘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郝创利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２１５００３

支气管哮喘是儿童最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根据国内三次儿童哮喘流行病学调查，０岁～１４岁儿

童支气管哮喘的累计患病率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０７％，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９７％和２０１０年的３．０２％，对儿童

的身心健康影响越来越大。

大多数５岁以下儿童会出现反复发作的喘息，然而并非所有的喘息提示哮喘诊断５岁以下儿童的喘

息通常伴随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难以确定这类喘息就是哮喘的早期表现。

哮喘症状的非特异性、哮喘症状的多变性难以客观评价气流受限和气道炎症 ，建议在应用哮喘的

定义时，以症状描述为主，并应强调喘息的表型具有多变的特征。

儿童支气管哮喘的诊断标准：

一、具备典型的临床症状或体征：

１．反复发作喘息、咳嗽、气促、胸闷，多与接触变应原、冷空气、物理、化学性刺激、呼吸道感

染及运动等有关，常在夜间和 （或）清晨发作或加剧

２．发作时在双肺可闻及散在或弥漫性，以呼气相为主的哮鸣音，呼气相延长

３．上述症状和体征经抗哮喘治疗有效或自行缓解

４．除外其他疾病所引起的喘息、咳嗽、气促和胸闷

二、临床表现不典型者 （无明显喘息或体征）：除外其他疾病所引起的喘息、气急、胸闷和咳嗽，

同时应至少具备以下一项：

１．支气管激发试验或运动激发试验阳性；

２．证实存在可逆性气流受限：

１）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吸入速效β２受体激动剂后１５ｍｉｎ第一秒用力呼气量增加≥１２％

２）抗哮喘治疗有效：使用支气管舒张剂和口服 （或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１２周后，ＦＥＶ１增加≥

１２％

３）最大呼气流量每日变异率 （连续监测１２周）≥２０％

诊断还需考虑疾病分期分级和控制水平的评估。

鉴别诊断：

１．感染

１）反复呼吸道感染

２）慢性鼻鼻窦炎

３）肺结核 （支气管淋巴结核）

４）毛细支气管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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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ＢＯ

２．动力学疾病

１）气管异物

２）胃食管返流

３．先天性疾病

１）气管软化、喉喘鸣、畸形

２）肺囊性纤维化

３）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４）先天畸形引起的胸内气道狭窄

５）原发性纤毛不动综合征

６）免疫缺陷

７）先天性心脏病

还需考虑一些免疫相关的疾病，例如：变态反应性肺烟曲霉病 （ＡＢＰＡ），嗜酸性血管性肉芽肿病

（ＣＳＳ）等。

犛０４６

特应性疾病的皮肤表现

郝飞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４０００３８

特应性疾病是一组有一定的遗传背景并累及多个器官系统的慢性过敏性炎症性疾病，涉及到众多的

学科，各种疾病相互叠加形成一种综合症候群。皮肤作为重要的免疫器官，具备十分完善的调节免疫平

衡的细胞和分子。一旦机体的免疫平衡被破坏，很容易直观地在皮肤上反映出来。因此，作为特应性疾

病重要的组成部分，皮肤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来反映特应性疾病的存在。总体上讲，特应性疾病在皮肤的

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１）瘙痒，这是特应性疾病在皮肤表现的基本形式，也是影响特应性皮炎进

程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特应性疾病瘙痒具有痒觉敏感与痒觉异常等特殊形式，另一方面要注意并非瘙痒

一定是特应性疾病的表现形式。（２）典型特应性疾病皮肤炎症的表现及其演变规律，这是认识特应性疾

病的重要基础，也是诊断特应性皮炎的重要条件。（３）特应性皮炎皮损的特殊性，特别是成人或晚发特

应性皮炎，其表现形式常常失去经典特应性皮炎发生发展的规律。 （４）特应性疾病存在抗感染能力下

降，容易合并各种感染，可表现为皮损合并细菌定植或继发病毒感染等。（５）特应性疾病患者可以有一

些特殊的皮肤特征性改变。重视认识特应性疾病的皮肤表现，不仅为诊断特应性皮炎提供帮助，更重要

的是可以提升各个学科对特应性疾病的认识，通过直接观察皮肤的改变就可以帮助区别特应性与非特应

性疾病，避免盲目依赖过敏原等特殊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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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０４７

皮肤作为过敏原检测的窗口及意义

李邻峰

北京友谊医院１０００５０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也是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皮肤试验直观、简便易行、风险性

低，多种过敏反应都可以通过皮肤试验进行检测。包括用于Ⅰ型变态反应过敏原检测的试验：皮肤点刺

试验、皮肤划痕试验、皮内试验，及用于Ⅳ型变态反应过敏原检测的试验：斑贴试验、光斑贴试验和特

应性斑贴试验。本文将从适应症、禁忌症、操作方法、结果判读、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及结果解释几方

面对在体的过敏原检测方法做一综述。

１．点刺试验

适应症：ＩｇＥ介导的变态反应性疾病，如过敏性鼻炎、结膜炎、哮喘、荨麻疹、特应性皮炎、过敏

症，可疑的食物、药物过敏。

禁忌症：哮喘、荨麻疹急性发作期，对要检测的变应原可能出现严重过敏症的患者。

相对禁忌症：妊娠、严重湿疹、皮肤划痕症。

２．皮肤划痕试验

适应症、禁忌症基本同点刺试验。

皮肤划痕试验敏感性不如点刺试验。对其结果的判读及标准化也很困难，影响了其临床的应用。

３．皮内试验

适应症、禁忌症基本同点刺试验。注意事项：①皮内试验敏感性高于点刺试验，但试验风险较大，

需进行皮内试验的患者建议先行点刺试验，点刺试验阳性的变应原不需再做皮内试验。②非标准化变应

原不应直接作皮内试验。③余同点刺试验。

４．斑贴试验

适应症：用于变应性接触性皮炎的诊断。也可以用于其他皮肤变态反应如药物过敏、食物过敏的诊

断研究。

禁忌症：皮炎急性期、妊娠。

５．光斑贴试验

适应症：用于临床上病因不明的日光相关性皮肤病的鉴别诊断，可明确光变应性接触性皮炎的诊

断，发现致病的光敏物，确定光变应原。

禁忌症：同斑贴试验。

６．特应性斑贴试验

特应性斑贴试验指用食入或吸入变应原在特应性体质个体施行的斑贴试验，用于确定特应性皮炎患

者的变应原，并有助于发病机理的探讨无论何种诊断试验，阳性结果只能说明患者存在对该变应原的致

敏状态，至于该过敏原是否是患者皮肤病的病因还不清楚。而且，皮肤试验属于激发试验，阳性反应也

不一定是变态反应机制引起，因此解释结果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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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０４８

特应性皮炎治疗的新观念

姚煦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２１００４２

特应性皮炎 （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Ｄ）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在一定遗

传背景下，环境因素刺激、皮肤屏障功能障碍和免疫应答失衡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发病率在逐年递

增，现已经成为过敏性皮肤病研究的热点。为了更好开拓视野和指导临床医生治疗疾病，本文将ＡＤ治

疗的新观念进行汇总和介绍。

ＡＤ治疗新观念：①长疗程控制炎症治疗：研究发现，正常皮肤与ＡＤ外观正常皮肤相比较，细胞

增生明显，其中最活跃的增生细胞是ＣＤ１１ｃ＋树突状细胞和ＣＤ４＋和ＣＤ８＋的Ｔ细胞；外观正常的ＡＤ

皮肤局部表达的Ｔｈ１型细胞因子 （ＩＦＮγ和ＩＬ８）、Ｔｈ２型细胞因子 （ＩＬ１３和ＣＣＬ１７）和ＩＬ２２明

显增高。ＡＤ治疗前后皮损进行比较发现：治疗后皮损内浸润的 Ｔ细胞数量明显减少，并且 Ｔｈ１、

Ｔｈ２、Ｔｈ２２型细胞因子含量降低，但是仍明显高于正常皮肤。所以ＡＤ皮肤在缓解期仍需要进行维持

治疗。所谓的主动维持治疗就是在ＡＤ皮损控制后，在既往皮损部位进行每周连续两天的外用糖皮质激

素或钙调神经酶抑制剂治疗。②修复皮肤屏障是治疗根本：研究发现，ＡＤ患者外观正常皮肤和治疗后

的皮肤仍存在皮肤屏障功能的异常，表现为角质层穿透性增加，经皮水丢失增加，角质层水化作用降低

和ＰＨ值改变。同时表皮增殖和分化异常，细胞外贮水分子 （神经酰胺和脂质）含量减低。皮肤屏障修

复后，不仅能降低角质层的穿透性，还可以增加皮肤含水量和含脂量，增加皮肤菌群的多样性，降低皮

肤ＰＨ值。汇总国外的临床数据进一步证实，每天使用皮肤屏障修复剂持续治疗３２周可以明显降低

ＡＤ／湿疹发病 ，进一步降低过敏性致敏的发生率和预防ＡＤ／湿疹的进展。

③ 免疫治疗及早开展：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 （ＡＳＩＴ）机制是诱导过敏原特异性调节Ｔ细胞产

生，从而抑制ＴＨ２型细胞免疫反应；针对一种过敏原进行脱敏，可下调对多种过敏原敏感的ＡＤ患者

免疫反应和减轻临床症状；降低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ＩｇＧ４比率；升高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Ｇ４水平，以阻断

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效应。国外研究者进行了ＡＳＩＴ治疗ＡＤ的 ｍｅｔａ分析，汇总８个随机双盲试验 （证

据级别高），荟萃分析显示ＳＩＴ治疗ＡＤ的有效性 （ＯＲ，５．３５；９５％ＣＩ，１．６１１７．７７）。来源于我们国家

的研究证据也显示，ＡＳＩＴ治疗后可明显减低患者ＥＡＳＩ评分，升高血清中ＴＧＦβ、ＩＦＮγ、ＩＬ１０水

平，降低ＩＬ４水平；升高患者尘螨特异性ＩｇＧ４水平。④营养支持很重要：ＡＤ的营养支持治疗包括维

生素Ｄ治疗和益生菌治疗等。其中，维生素Ｄ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研究显示维生素Ｄ有益于ＡＤ的表

皮屏障功能修复；维生素Ｄ增强抗微生物肽的表达；维生素Ｄ诱导树突状细胞免疫耐受；维生素Ｄ调

节Ｔ细胞功能；维生素Ｄ抑制Ｂ细胞分化增殖、浆细胞成熟及免疫球蛋白的产生。国外研究者进行了

维生素Ｄ治疗ＡＤ的ｍｅｔａ分析，荟萃分析显示维生素Ｄ治疗ＡＤ的有效性 （犘＝０．０００４）。肠道菌群失

调是ＡＤ患者的一个主要特征，由于益生菌可以增加肠道菌群的多样性，调节Ｔｈ细胞因子活化，抑制

Ｔｈ２型反应，增强Ｔｈ１型反应，以及上调Ｔｒｅｇ细胞和加速皮肤和粘膜屏障功能修复，所以益生菌被较

多应用于ＡＤ的治疗。汇总临床数据发现，益生菌治疗可以皮肤表面金葡菌的数量，降低儿童ＡＤ的发

病率达２０～２４％。ＡＤ的治疗任重而道远，掌握最新的治疗动态和方向有助于我们更有效治疗疾病。

—６３—



犛０４９

红肉过敏及相关临床问题

文利平 周俊雄 尹佳 王良录 李宏 孙劲旅 顾建青 关凯 李丽莎

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背景　红肉过敏患者摄入红肉及相关食物或药物可导致严重的临床症状。目的　了解红肉过敏的临

床表现及相关临床用药禁忌。方法　总结红肉过敏患者的临床表现，通过体内和体外试验方法分析红肉

及内脏、西妥昔等药物的交叉反应性。结果　红肉过敏患者进食哺乳动物肉及内脏后可引起迟发的严重

过敏反应；红肉、内脏、西妥昔、明胶之间存在交叉反应性。结论　确诊的红肉过敏患者应进食哺乳动

物肉及内脏，禁用西妥昔及明胶等药物。

犛０５０

慢性瘙痒的核心机制与临床联系

谢志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１００１９１

慢性瘙痒是多种皮肤性疾病及系统性疾病的常见症状，由于其不愉快的感觉及搔抓，影响夜间生理

性睡眠，诱发不良情绪或精神反应，严重损伤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加重生活负担。慢性瘙痒发生机制复

杂，涉及众多介质、细胞及神经环路及其相互作用，其核心机制主要涉及痒觉信号传导通路的敏化，包

括外周敏化和中枢敏化及可塑性变化。因此，基于对慢性瘙痒的敏化机制的理解，临床上应用调节神经

敏化或高反应性的药物可有效控制慢性瘙痒。

犛０５１

生物制剂在荨麻疹治疗中的应用

赵作涛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１０００３４

慢性荨麻疹是指临床表现为风团和／或血管性水肿，持续时间超过六周的一类疾病。由于皮疹反复

发作，瘙痒剧烈，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第二代抗组胺药物治疗有效，但是对于部分患者，即使增加

剂量，仍然不能有效控制症状。

生物制剂，例如Ｏｍａｌｉｚｕｍａｂ，人源化的ＩｇＥ单克隆抗体，在难治性荨麻疹治疗取得显著疗效。在

我们２０１６年在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 （ＪＡＣＩ），发表论著，论述了ｏｍａｌｉｚｕｍａｂ

治疗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我们拟进一步阐述生物制剂在慢性荨麻疹治疗中的推荐治疗

方案及其局限，并阐述了生物制剂在诱导性荨麻疹中的应用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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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０５２

特应性皮炎的发病机制及相关研究

姚志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２０００９２

特应性皮炎是皮肤屏障功能缺陷与异常免疫共同作用的结果，发病机制大致可归纳为：微生物、致

敏原经屏障功能有损的皮肤侵入机体，刺激角质形成细胞释放趋化因子，促进朗格汉斯细胞活化并递呈

抗原，Ｔ淋巴细胞活化、迁移至皮肤、释放Ｔｈ２炎症因子，从而诱导皮肤炎症反应，而皮肤的炎症反

应本身又进一步加重皮肤屏障功能受损。就皮肤屏障缺陷来说，除中间丝聚合蛋白表达下降这一重要因

素以外，表皮屏障的紧密连接破坏也成为研究热点。紧密连接层处于角质形成细胞颗粒层之间，是细胞

间的液态密封层。特应性皮炎患者紧密连接蛋白家族的Ｃｌａｕｄｉｎ１、Ｃｌａｕｄｉｎ１３等重要成分表达下降，导

致皮肤屏障功能破坏。微生物也是致病的重要环节，特应性皮炎患者皮肤存在微生态失衡、皮肤菌群多

样性降低，致患者皮肤表面金黄色葡萄球菌优势定植，从而诱发加重特应性皮炎，因此促进皮肤菌群多

样性的治疗理念又被重新提起。

最新的研究证据指出：１．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对特应性皮炎有益；２． 合理间断使用糖皮质激素

对人体风险极小，轻中度糖皮质激素外用于３～１２月龄婴儿为期５年的观察不会引起皮肤萎缩；３．没

有任何临床依据表明使用钙调磷酸酶抑制剂会引起淋巴瘤或非黑色素瘤类的皮肤癌，但为避免可能诱发

的皮肤癌，不能同时联合光疗。４．针对特应性皮炎发病机制中的不同靶点，开发了小分子化合物及生

物制剂作为靶向治疗药物，包括针对皮肤屏障、炎症复合物、瘙痒复合物及特异免疫学靶点四类。其中

Ｄｕｐｉｌｕｍａｄ作为白介素４受体拮抗剂抑制Ｔｈ２炎症反应相关的ＩＬ４、ＩＬ１３介导的炎症反应，有望成为系

统抗炎治疗新的突破；５．利多卡因静脉封闭治疗特应性皮炎的机制是通过Ｓｍａｄ３／ＴＧＦβ信号通路上调

ＡＤ患者及小鼠模型皮损中Ｔｒｅｇ细胞比例、在体外促进Ｔｒｅｇ细胞分化，从而达到抑制炎症的作用，为

该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

犛０５３

皮肤菌群在过敏性疾病发病中的作用

李巍 陈婷 俞先水 张月强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７１００３２

共生菌群在人类生理和病理状态下功能的揭示是近年来生命科学领域最为重要的进展之一。人体菌

群的数量１０倍于人体细胞，被称为 “ａｎｅｗｌｙ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ｏｒｇａｎ”，调节Ｔｈ１７、Ｔｒｅｇ、产ＩｇＡ的Ｂ细胞、

固有淋巴样细胞等细胞的发育和功能，参与机体免疫系统稳态的维持及应答调控，与多种免疫相关性疾

病如炎症性肠病、类风湿关节炎、过敏性疾病、糖尿病等以及多种肿瘤甚至神经和精神性疾病相关。目

前关于菌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肠道菌群，皮肤菌群的重要意义仅刚刚被注意到。研究发现皮肤共生菌群

在皮肤免疫应答的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皮肤菌群的存在使皮肤局部产生ＩＦＮγ和ＩＬ１７的Ｔ细胞增

多，促进皮肤的抗感染能力；某些皮肤常驻菌参与维持皮肤免疫稳态，如表皮葡萄球菌可以抑制创伤和

炎症引起的过度免疫应答；多种皮肤疾病如痤疮、银屑病和ＡＤ的皮肤菌群发生改变，可能参与了疾病

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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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研究发现皮肤菌群异常可以导致小鼠的ＡＤ样炎症；新生小鼠接触表皮葡萄球菌等常驻皮肤菌

群后，可以诱导Ｔｒｅｇ细胞的产生；在成年小鼠皮肤表面添加表皮葡萄球菌可以介导ＩＬ１７等的产生，

真皮内的ＤＣ可能是感知皮肤菌群的细胞。还有研究利用皮肤菌群进行了治疗的尝试，发现给予ＡＤ患

者和ＡＤ小鼠模型皮肤外用来自温泉里的一种细菌的裂解产物，可以促进炎症的恢复。

本研究组对皮肤菌群在调控接触性超敏反应 （ｃｏｎｔａｃｔｈｙｐ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Ｓ）中的作用和机制进行

了初步的研究，首次揭示了皮肤菌群在ＣＨＳ中的作用，并初步阐明了其机制，为下一步利用皮肤菌群

调控皮肤免疫应答、治疗皮肤疾病奠定了基础。

犛０５４

荨麻疹综合治疗的临床研究思路

宋志强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４０００３８

目前临床上对慢性荨麻疹的主要治疗是口服抗组胺药物。这些治疗可缓解或控制患者的临床症状，

但长期服药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临床医生和患者在如何调整剂量、使用多长疗程可诱导

疾病缓解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困惑。因此，探索新的治疗理念和方法是临床重要而又迫切的需求。

在前期的研究中，我们基于自体血清皮肤试验 （ＡＳＳＴ）和皮肤点刺实验 （ＳＰＴ）将慢性荨麻疹分

为自身免疫性慢性荨麻疹、变态反应性慢性荨麻疹、重叠型和特发型。这种基于目前实验室检测手段的

分类，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阐明慢性荨麻疹的发病机制，而且还有助于临床判断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指

导治疗。

在抗组胺药物的减量方面，我们发现慢性荨麻疹患者在使用抗组胺药物治疗４８周后，在症状得到

良好控制的基础上，可考虑逐步减少剂量，不但可以取得接近常规剂量同样的疗效，更重要的是可以显

著减少抗组胺药物的总体服药量，降低患者的心理和经济负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ＡＳＳＴ阳性的慢性荨麻疹患者在临床上症状和体征更重，控制症状所需的抗组胺药更多，而且病程

也更长，是临床治疗上的一大棘手问题。自体全血注射可刺激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反应，对某些顽固性

皮肤病有较好疗效。我们又评价了自体全血注射治疗对 ＡＳＳＴ阳性的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的疗效。这部

分研究对象仅关注ＡＳＳＴ阳性而常见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阴性的慢性自发性荨麻疹，这部分患者排除

了变态反应因素，因此更接近真正的自身反应 （免疫）性荨麻疹。同时，考虑到自体全血治疗起效慢，

我们在起始治疗期间给予对症治疗 （口服抗组胺药物并逐渐减少至能控制风团发作的剂量），以提高患

者的依从性。我们发现，ＡＳＳＴ阳性的慢性荨麻疹患者在接受自体全血注射治疗后可明显改善荨麻疹的

临床症状，并降低患者抗组胺药物的服用量，为慢性自身免疫性荨麻疹提出了新的治疗理念。

犛０５５

变应性鼻炎、病毒及中医药相关话题

阮岩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０００

临床上经常可以看到急性呼吸道感染导致变应性鼻炎或哮喘发作或症状加重，急性呼吸道感染主要

病因是病毒，在病毒感染引致呼吸道高敏的病态形成过程中，细胞因子起着重要作用，中医认为变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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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炎的发病是阴阳平衡失调所致，治疗变应性鼻炎有效的方剂如小青龙汤等有调节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

作用，也有较好抗病毒作用，中医药治疗机理有待今后进一步解明。

犛０５６

变应性鼻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章如新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２０００４０

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是指过敏个体接触致敏原后由ＩｇＥ介导释放炎性介质、并有

多种免疫活性细胞及细胞因子参与的鼻部变态反应性疾病。变应性鼻炎发病机制复杂，其发病由环境、

神经内分泌、饮食及肠道菌群等多种因素所引起。

变应性鼻炎的中西医结合有独特的临床优势。西医更多地注重局部情况，较多地进行对症治疗，较

少地注意整个机体与鼻部的联系，难以达到标本兼治。目前西医治疗变应性鼻炎目标局限于临床控制症

状，治疗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

中医治疗更注重于整体机能的平衡及调理。中医理论认为变应性鼻炎病位在鼻，主脏在肺，与脾肾

密切相关，正虚邪实，脏腑功能失调，以肺、脾、肾三脏虚损而发病。变应性鼻炎中医治疗的临床类型

包括肺气虚寒型、脾气虚弱型 、肺脾气虚型 、肾气虚弱型及气虚血瘀型。但目前对发病机理的基础研

究尚较薄弱。

已有研究表明变应性鼻炎的中医药治疗可降低血清ＩｇＥ水平、组胺并可调节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

然而其作用机制尚需做进一步深化研究。

中西医结合治疗是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医中药的基本理论、临床实践，将

中国医药学的精华与现代医学相结合，形成和发展的新医药科学。运用现代医学理论知识和方法，继承

发掘祖国医学遗产，取中西医药之长，融会贯通，有机结合，弥补中医与西医的局限与不足，达到最优

化诊疗水平。在中医基础理论和整体观念指导下，注重整体与局部结合；内治与外治结合；治疗与心理

结合；药物与饮食结合。变应性鼻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理念包括西医可用于急性控制。中医注重宏观研

究，以功能平衡，机体调控入手，辩证施治。两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提高疗效，控制复发。两者的

优势有机地结合，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目前变应性鼻炎中西医结合治疗基本方法有中药配合鼻用类固醇激素、中药配合免疫治疗、针灸配

合西医药物治疗、穴位注射配合西医药物治疗及中药配合鼻部微创手术治疗。但其治疗方法的合理性有

待进一步论证及开拓。

中西医结合为变应性鼻炎的治疗提供广阔前景。期望通过多中心、双盲、随机分组的临床研究，深

入的基础理论研究，将变应性鼻炎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从分子机制及基因

调控机制研究，探讨变应性鼻炎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作用机制，将是今后中西医结合治疗变应性鼻炎研究

领域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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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０５７

儿童咳嗽中西医结合诊治专家共识解读

王雪峰

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１１０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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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０５８

补裨益气中药对哮喘气道炎症的免疫调节作用

魏庆宇

解放军第二○二医院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探讨中药复方治疗哮喘的机理，筛选出确实有效的方药。方法　主要研究内容有：１、根据

中医学脾虚证的病因发病学理论和卵蛋白 （ＯＡ）致哮喘经典动物模型建立的方法，在应用复合因素建

立脾虚证模型的基础上，首次塑造出大鼠哮喘模型和大鼠脾虚哮喘模型。２、观察了补脾益气方药对本

模型动物下列指标的作用：呼吸功能：呼吸频率和潮气量；炎症细胞：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细胞总数及

细胞分类；血浆和／或ＢＡＬＦ中细胞因子，包括内皮素１ （ＥＴ１）、一氧化氮 （ＮＯ）、粒细胞巨噬细胞

集落刺激因子 （ＧＭＣＳＦ）、肿瘤坏死因子 （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ＩＬ４）、干扰素 （ＩＦＮγ）、白细胞

介素５ （ＩＬ５）、可溶性可溶性白细胞介素２受体 （ｓＩＬ２Ｒ）；红细胞、血浆和 ＢＡＬＦ中磷脂酶 Ａ２

（ＰＬＡ２）的变化。血浆和／ＢＡＬＦ中ＩｇＥ含量的变化；肺组织细胞间粘附分子 （ＩＣＡＭ１）的表达。结果

　补脾益气方药能显著地改善哮喘大鼠的呼吸功能；显著地降低哮喘大鼠ＢＡＬＦ中的细胞总数和嗜酸

性粒细胞计数 （均Ｐ 〈０．０１〉；显著降低哮喘大鼠ＢＡＬＦ中ＩＬ５和ＧＭＣＳＦ的含量 （Ｐ 〈０．０１〉；显著

降低哮喘大鼠血浆和ＢＡＬＦ中 ＮＯ和ＥＴ１含量 （Ｐ 〈０．０１〉；降低哮喘大鼠ＢＡＬＦ中ＩＬ４、ＴＮＦα、

ｓＩＬ２Ｒ的含量 （Ｐ 〈０．０５〉；显著下调哮喘大鼠肺组织上皮细胞ＩＣＡＭ１表达 （Ｐ 〈０．０１〉；显著升高哮

喘大鼠血浆和ＢＡＬＦ中ＩＦＮγ的含量 （Ｐ 〈０．０１〉；显著降低哮喘大鼠红细胞和ＢＡＬＦ中ＰＬＡ２ （Ｐ

〈０．０１〉；显著降低哮喘大鼠血浆和ＢＡＬＦ中ＩＬ４和ＩｇＥ的含量 （Ｐ 〈０．０１〉。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补

脾益气中药能有效防治支气管哮喘，其疗效优于西药酮替酚。其机理可能是：⑴通过抑制ＩｇＥ的合成，

使气道处于较稳定的状态。⑵通过调节细胞因子网络中某些细胞因子水平升高或降低及炎症细胞的浸

润，抑制气道炎症反应。⑶通过降低ＰＬＡ２活性的升高，抑制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生炎症介质的过程。⑷

通过抑制肺组织上皮细胞ＩＣＡＭ１的表达，减少炎症细胞的粘附、聚集、趋化和游走，阻止炎症细胞的

跨内膜转移，从而达到防治哮喘的目的。

犛０５９

基于岗位管理的专科化临床护理模式的构建及运行

顾则娟

江苏省人民医院

随着护理学成为一级学科，中华护理学会重新加入国际护士会及护理科技奖的评审等，护理的专科

化发展已成为临床实践发展的策略和方向；拓展专科护理也是重点专科建设、优质护理开展的重要方

面。为了切实改变长期以来以基础护理和医嘱执行为主要内容的护理现状，减少并发症、促进患者康

复、体现护理专业价值、调动和稳定护士队伍，我院根据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和优质护理 “以患者需

求为导向，以专业要求为标准，以患者满意为目标”的要求，按照 “立足临床、整体推进、分层建设、

患者受益”的总体思路，明确专科护理的概念，建立一体化临床护理管理模式，开展岗位需求分析，明

确专科护理岗位要求，将专科护理项目纳入岗位说明书，明确岗位责任，专科护理的临床落实，专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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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拓展等，有效推动了专科护理的开展，改善了专科护理质量，促进了患者康复，也提高了护士的工

作满意度及综合能力。

犛０６０

品管圈在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李越

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医院管理是按照医院工作的客观规律，运用现代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对人、财、物等资源进行计

划、组织、协调、控制，充分发挥整体运行功能，以取得最佳综合效益的管理过程。根据日本及台湾的

成果经验发现，在众多的医疗质量管理方法中，品管圈是一个可短期见效、易持续开展并且使患者满

意、提高医疗品质的质量改善活动。

品管圈是日本石川馨博士于１９６２年所创，由相同、相近或互补之工作场所的人们自动自发组成小

圈团体，全体合作、集思广益，按照一定的活动程序来解决工作现场管理、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问题及

课题。活动遵循ＰＤＣＡ四个阶段来进行，分为十个步骤，即主题选定、计划拟定、现状把握、目标设

定、解析、对策拟定、对策实施与检讨、效果确认、标准化、检讨与改进。

北京同仁医院护理部与医务处、药剂科、临床科室等多部门合作，将品管圈纳入质量管理工作中。

在成本节约、流程改善、技术提升、科研产出等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为例，

由护士、医生、药师等９人成立品管圈，以 “降低鼻科出院患者口服激素错误例数”为主题，按照品管

圈开展流程，将鼻科出院患者口服激素错误降低６０％。大家从 “要我做”向 “我要做”转变，临床形

成了共同参与质量管理的良好氛围。

犛０６１

过敏性疾病护理学科的新进展

王青

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过敏性疾病涉及到皮肤、呼吸、消化等多个相关专业。护理工作在过敏性疾病的诊断及治疗中起着

重要作用。过敏原皮试检测、皮试液的配制、皮下注射免疫治疗等都离不开护理工作。新的过敏原的研

究及检测也需要护士的参与。过敏性疾病学科发展同时也加速护理学科的不断发展。

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源于耳鼻喉科，此后得到迅速发展。变态反应科的发展每一步都离不开护理工

作。在１９５６年北京协和医院正式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变态反应科，开始自己制作各种过敏原，配制皮试

液，采用皮试技术协助诊断以及皮下注射免疫治疗等，这些工作都主要由护士参与完成。近年来，专科

护理工作在护、教、研各方面都有迅速的发展。首先在专科护理工作中，各项护理工作更加规范，更加

细化。过敏原及皮试液的配制和管理也逐步有统一的规范标准。在教学方面，从１９８２年协和医院变态

反应科首届全国变态反应科学习班开始，护士就参与授课及实习带教工作。每年面向全国培养进修护

士。在科研方面，参与专科的各项科研工作，很多医生的专科科研课题都需要护士参与操作完成的。

随着过敏性疾病学科的发展壮大，我们的护理事业也会不断的发展创新。此次我们建立了护理学

组，为过敏性疾病护理发展创建了一个互相学习创新的平台。随着过敏性疾病诊断的种类越来越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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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内容越来越广泛，都需要我们护士的参与。在确保患者安全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改善各种过敏原检测

的方法。例如，我科近几年新鲜水果、小麦及药物过敏的诊断中都有护士参与。

变态反应科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科室，更需要专业的护理。护士需要具有专科理论知识，专业的操作

技术，勇于创新的精神。未来我们要培养具有专科素养的护士，建立变态反应专科护士，壮大专科护理

队伍。

犛０６２

犐犵犈介导的食物过敏诊断流程

邵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２０００２５

食物过敏 （Ｆｏｏｄａｌｌｅｒｇｙ）是指由免疫机制介导的食物不良反应 （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ｆｏｏｄ），分为

ＩｇＥ介导的和非ＩｇＥ介导的。本专题重点讨论ＩｇＥ介导的食物过敏的诊断流程，并结合典型病例探讨诊

断中的注意事项。

食物过敏的诊断包括以下一个方面：

１．病史：详细收集病史，对患者的食物进行分类观察至少一周，寻找可疑的食物，可以指导皮肤

点刺试验。ＩｇＥ介导的食物过敏是速发型过敏反应，通常在接触食物的数分钟内出现症状，最晚不会超

过４小时，

２．皮肤点刺试验 （ｓｋｉｎｐｒｉｃｋｔｅｓｔ）点刺液可以采用商品化的抽提液，也可以用新鲜食物。在没有

商品化抽提液、或者高度怀疑某种食物过敏时，仍然推荐使用新鲜食物皮肤点刺。新鲜食物皮肤点刺试

验的方法是用点刺针刺过食物后再刺破皮肤，称之为新鲜食物点刺点刺试验 （ｆｒｅｓｈｆｏｏｄｐｒｉｃｋｔｏｐｒｉｃｋ

ｔｅｓｔ）。新鲜食物点刺试验有较高的敏感性和可靠的阴性预计值，即点刺阴性可以排除诊断，点刺阳性则

提示食物过敏原致敏 （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是否真的食物过敏需要结合临床特征和进一步检测手段。

２岁以下幼儿，鸡蛋皮肤点刺皮丘直径大于５ｍｍ，牛奶皮肤点刺皮丘直径大于６ｍｍ，花生皮肤点

刺皮丘直径大于４ｍｍ基本可以建立食物过敏的诊断。２岁以上儿童鸡蛋皮肤点刺皮丘直径大于７ｍｍ，

牛奶皮肤点刺皮丘直径大于８ｍｍ，花生皮肤点刺皮丘直径大于８ｍｍ基本可以建立食物过敏的诊断。

３．双盲安慰剂激发试验

双盲安慰剂激发试验是诊断食物过敏的金标准，由于具有一定的风险，需要在具备急性过敏反应急

救条件的病房内进行。并且，根据激发的食物的种类和患者的年龄、可能出现的临床表现，也可以采取

开放激发试验或者单盲激发试验。

犛０６３

儿童开放性食物激发试验影响因素分析

周薇 刘玲 邢燕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１００１９１

目的　对于儿童尤其是婴幼儿国际上大多采用开放性食物激发试验来确诊食物过敏，开放性食物激

发试验结果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便预防和控制，使激发试验获得

可靠的结果。方法　分析了在我院儿科进行开放性食物激发试验１２６例患儿在试验中和试验后出现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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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问题，以及对试验结果的影响。结果　１５９例开放性激发试验的食物种类共８种，牛奶７４例，鸡蛋

４６例，小麦１３例，黄豆９例，花生１０例，鱼５例，猪肉１例，牛肉１例。激发试验阴性７０例，阳性

７９例，无法判定结果１０例。激发试验阳性患儿中ＩｇＥ介导食物过敏４５例，非ＩｇＥ介导３４例。在试验

过程中出现影响最终试验结果因素分为：严重影响试验结果的因素，可能影响试验结果的因素。共有

３６人次出现以上因素严重影响试验结果的因素：呼吸道感染，胃肠道感染，试验期间添加新食物，注

射疫苗，服用药物，严重的心理问题等。共有１１人次出现以上因素。可能影响试验结果的因素：试验

期间食物添加过频繁，同种食物试验观察期更换不同品牌的商品食物，添加食物口味剂，家长强迫患儿

进食的行为，不良的饮食习惯，餐后剧烈运动，吸入过敏原过敏，对以往食物过敏记忆所致心理恐惧等

有２５人次出现以上因素。讨论　规范食物激发试验流程，避免严重影响试验结果的因素，控制可能影

响试验结果的因素，为患儿明确食物过敏诊断。严重影响因素可在激发试验前对患儿，季节，环境，心

理进行全面的评估，及时避免。可能的影响因素可以通过对患儿家长的宣教，对患儿的心理疏导，调整

试验中食物添加频度和剂量等加以控制。

犛０６４

鸡蛋过敏诊治进展及其管理

李宏

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鸡蛋过敏是儿童，特别是婴幼儿最常见的，除牛奶过敏外，最主要的食物过敏问题。鸡蛋过敏可能

会诱发病人相应的临床过敏症状，比如湿疹、特应性皮炎以及消化道的嗜酸细胞性的食管炎，肠炎等消

化道过敏症状，有的也可能引起呼吸道症状以及全身性症状。

鸡蛋过敏可以产生急性的反应也可能会有慢性的反应。鸡蛋过敏常常伴发其他过敏性疾病，比如特

应性皮炎，过敏性鼻炎，哮喘等。鸡蛋过敏的诊断，特别是对于鸡蛋过敏原特异性组分的诊断，对于疾

病的诊断以及愈后的管理，都有重要的意义。

鸡蛋营养丰富，物美价廉。鸡蛋过敏的患儿大多数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出现耐受。

因此，对病人过敏原的耐受情况以及愈后如何实施相应的观察和治疗，有着具体的实践应用价值。

犛０６５

国内外儿童食物过敏流行状况

刘传合

首都儿科研究所哮喘防治与教育中心１０００２０

食物过敏是指机体摄入外来食物或食物蛋白后所产生的由免疫机制介导的不良反应，主要是ＩｇＥ介

导的Ｉ型变态反应，其诊断依据病史、皮肤点刺试验、ｓＩｇＥ检测、食物激发试验等。食物过敏的患病

率在西方国家显著增加，２００４年Ｓａｍｐｓｏｎ报道美国儿童的食物过敏患病率为６％，美国在１９９７年～

２００７年１０年间，儿童食物过敏患病率增加了１８．０％。澳大利亚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坚果过敏在婴儿期为

８．９％。在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食物过敏患病率亦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目前尚缺乏全球范围的食物过

敏患病率数据。世界过敏组织 （ＷＡＯ）在２０１２年对８９个国家进行食物过敏数据的收集，结果超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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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的国家没有任何关于食物过敏患病率的数据，仅１０％的国家有基于开放食物激发试验 （ｏｐｅｎｆｏｏ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ＦＣ）诊断的食物过敏患病率数据。在我国，１９９９年重庆地区报告０～２４个月婴幼儿食物过

敏检查率为３．５％～５．１％，１０年后 （２００９年）再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婴幼儿食物过敏检出率为７．０％～

９．２％，提示我国儿童食物过敏患病率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８年１月北京地区通过Ｅｕｒｏｐｒｅ

ｖａｌｌ方案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城区６～１１岁儿童的食物过敏报告率为１１．９％。２０１０年一项多中心研究

显示重庆、珠海和杭州三城市２岁以下儿童食物过敏检出率平均为６．２％。２０１２年对中国８城市０～３

岁婴幼儿的问卷调查中，自我报告的婴幼儿食物过敏患病率为６．５３％。首都儿科研究所在２０１１年对全

国３１城市０～１４岁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我国城市儿童的食物过敏自报告率平均为５．８３％；同年对北

京０１４岁儿童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儿童食物过敏家长报告率，城区为６．４０％％，农村为３．９２％。我

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气候、文化、饮食习惯差异很大，儿童食物过敏患病率差别较大，食物过敏原也可

能有所不同，需进一步研究。

犛０６６

重症药疹临床救治中应该重视的十个问题

骆丹１张丽超２

１．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２．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

目的　变态反应性重症药疹尤其自身特点，是临床各学科常见之事，处理不当易出现严重问题。结

合３０余年工作经历，谈谈在重症药疹的临床处置中医师应高度注意１０点。方法　一、切断可能的药物

致敏途径：较易被忽视的途径包括肛门或阴道内塞药、膀胱和阴道冲洗用药、灌肠药、滴眼药、滴鼻

药；饮用或食入含有药物、消毒剂、防腐剂的牛奶和食物。二、避免交叉过敏与多价过敏：如对抗生素

中青霉素过敏的患者可以与头孢菌素中的某种药物发生交叉过敏。三、促进致敏药物排泄：需多饮水、

多补液。同时使用促排泄药物，如别嘌呤醇致敏者可口服碱性药物。使用血浆置换可清除血液循环中的

药物、抗原、抗体和免疫复合物，迅速改善病情，减少激素用量。四、关于糖皮质激素与ＩＶＩＧ的选

用：变态反应途径所致的重症药疹应早期给予糖皮质激素是治疗成功的关键。另ＡＧＥＰ一般中小剂量

糖皮质激素即可改善。五、高度警惕感染的发生：预防和控制感染也是关键，年龄较大、有基础疾病患

者发生肺部感染、败血症的风险增加。不提倡常规使用抗生素 （尤其是广谱抗生素）预防未有明确感染

迹象的药疹患者；需根据血液及创面分泌物细菌培养＋药敏试验选用敏感抗生素。六、积极防治内脏损

伤：各种重型药疹均可出现由药物过敏引起的肝肾功能异常，常可滞后于皮损的发生。七、加强支持疗

法：需注意补液和补钾，维持水、电解质平衡。补充白蛋白、输新鲜血浆或全血，纠正低蛋白血症，增

强患者抗感染能力。八、加强皮肤黏膜护理。九、重视基因检测在预防重症药疹中的作用：如已有研究

发现汉族人ＨＬＡＢ１５０２等位基因与卡马西平引起的ＳＪＳ／ＴＥＮ相关；ＨＬＡＢ５８０１等位基因与别嘌

呤醇药疹相关。如能在服用易致敏药物前进行易感基因筛查，可明显降低重症药疹的发病率。十、重视

药疹严重程度评分的作用：如采用ＳＣＯＲＴＥＮ评分系统．可在早期即对患者严重程度作出评估，这对

下一步治疗方案的制定有帮助。在一些临床医疗资源紧张 （如昂贵的ＩＶＩＧ、转入重症监护病房等）的

情况下，可为治疗的选择提供依据。结果　重症药疹在临床工作中应注意避免再接触致敏药物，促进排

泄，治疗过程中随时观察病情变化，对症处理。结论　重症药疹在临床中较为常见，需多途径、全方位

综合管理，防止感染和并发症，同时重视基因检测在预防中的作用。

—９４—



犛０６７

重症药疹的基因机制

骆肖群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２０００４０

重症药疹 （ｓｅｖｅｒｅｄｒｕｇ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ｓ，ＳＤＲｓ）包括 ＳｔｅｖｅｎｓＪｏｈｎｓｏｎ综合征 （Ｓｔｅｖｅｎ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ＳＪＳ）、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 （ｔｏｘｉｃ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ｎｅｃｒｏｌｙｓｉｓ，ＴＥＮ）、药物反应伴嗜酸性粒细胞增

多和系统症状 （ｄｒｕ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ａ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ＤＲＥＳＳ）以及急性泛发性发疹

性脓疱病 （ａｃｕ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ｅｘａｎｔｈｅｍａｔｏｕｓｐｕｓｔｕｌｏｓｉｓ，ＡＧＥＰ）。一旦罹患，不仅影响患者原发疾病的

临床治疗，而且因其死亡率高、后遗症多，给患者及社会带来巨大损失。重症药疹的基因研究近年来有

重大突破：特定的人类白细胞抗原 （Ｈｕｍａｎ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ａｎｔｉｇｅｎ，ＨＬＡ）基因目前已被证实与阿巴卡韦、

卡马西平、别嘌呤醇、柳氮磺胺吡啶等临床常见药物所致药疹相关；药物／药物代谢产物ＨＬＡ分子Ｔ

细胞受体 （Ｔｃｅｌｌｒｅｃｅｔｏｒ，ＴＣＲ）复合物的形成与重症药疹的发病密切相关；非 ＨＬＡ基因如药物代谢

相关酶基因、功能性细胞因子基因多态性亦被发现参与药疹发病。这些研究一方面为药疹发病机制的阐

明提供了新的线索；另一方面，进行临床用药前易感 ＨＬＡ等位基因的筛查能很大程度上保证用药的安

全性。

犛０６８

从皮炎到食物过敏

姚煦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２１００４２

通常讲的变态反应性疾病是指ＩｇＥ介导的Ｉ型变态反应为主要发病机制的疾病，包括特应性皮炎、

食物过敏、过敏性鼻炎以及过敏性哮喘等。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各类变态反应性疾病的发生呈现从儿童湿

疹、食物过敏逐渐向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发展的规律，婴儿或儿童早期出现的伴高ＩｇＥ的特应性皮

炎往往预示着未来会发生其他变态反应性疾病，这种现象被称为变态反应进程，即 “ＡｌｌｅｒｇｙＭａｒｃｈ”。

特应性皮炎是变态反应进程的起点，深入分析和探索特应性皮炎的发病机制及在变态反应进程中的

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关于特应性皮炎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迅速，主要体现在一定遗传背景

下的皮肤屏障功能障碍和免疫应答异常等方面。表皮屏障功能受损后，角质形成细胞感知外界或内部的

刺激，分泌胸腺基质淋巴蛋白等因子，协同ＬＣｓ介导对外源或内源蛋白的Ｔｈ２型免疫应答，始动特应

性皮炎的病理过程；之后体内抗原特异性ＩｇＥ产生，在外源或内源抗原的作用下，ＬＣｓ／ＤＣｓ进一步活

化，介导Ｔｈ１和Ｔｈ２２型免疫反应，使特应性皮炎进入慢性持续状态。

近年来关于皮肤免疫系统功能的重要发现是，皮肤可以介导致过敏性免疫应答，即炎症性皮肤在接

触外界致敏原后，可以刺激免疫系统产生ＩｇＥ应答，导致对食物或吸入物的变态反应。小鼠研究发现完

整皮肤表面斑贴ＯＶＡ抗原，可以诱导产生ＯＶＡ特异性ＩｇＧ１、ＩｇＥ等抗体，提示皮肤可以介导致敏性

免疫应答。人群研究发现，儿童食物过敏的重要相关因素是婴幼儿时期的湿疹和使用了含花生油的护肤

品，提示婴幼儿时期破损的皮肤是致敏的重要途径，即皮肤介导了对外来食物抗原的ＩｇＥ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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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早期控制皮肤炎症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阻止从皮炎向食物过敏的发展。来自临床研究显

示，给予儿童保湿、抗炎等积极控制皮肤炎症的治疗，可以大大降低儿童食物过敏的发生。

犛０６９

青霉素过敏及诊断方法

孟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６１００４１

青霉素可引发过敏反应一直以来是重要议题。在普通人群中，自述青霉素过敏的比例高达１０％～

２０％，但研究表明其中经过检查确认为真正过敏的比例只有１％～２％。错误的青霉素过敏诊断会导致

医疗费用增加，细菌耐药机率增加。因此使用正确的诊断方法，排除 “伪青霉素过敏”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欧美等国家的指南规定在青霉素肌注或静脉注射前不需要常规行青霉素皮试，而怀疑有青霉素

过敏史的病人，会由过敏科医生进行一系列检查，使用青霉素主要抗原决定簇、次要抗原决定簇混合

液、青霉素Ｇ、阿莫西林、病史中怀疑导致过敏的药物、阳性及阴性对照进行皮肤点刺试验、皮内试

验、特异性ＩｇＥ检测、激发试验来进行诊断。我国目前规定在使用青霉素类药物前对所有患者常规进行

皮肤试验，但存在问题颇多：１．仅用新配制的青霉素Ｇ稀释液进行皮内试验，而该成分实际仅为引起

青霉素过敏的次要抗原决定簇之一，势必会造成９０％以上真正青霉素过敏的患者漏诊；２．临床操作中，

皮试不设置阴性、阳性对照试剂，无法排除假阳性、假阴性结果；３．未进行ＳＰＴ而直接进ＩＤＴ，增加

了ＩＤＴ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甚至出现致死反应的风险；４．进行皮试操作的护士往往没有经过严格培训，

在皮试操作以及结果判读上难免有误差，且当皮试导致严重过敏反应时，有可能做不到尽早发现、正确

处理，错过最佳抢救时机。为保证临床正确用药和病人安全，我国亟待建立完善而正规的青霉素过敏诊

断流程。

犛０７０

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进展

林小平

沈阳军区总医院１１００１５

自２０世纪初，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 （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ＳＩＴ）被用于过敏性疾

病的治疗，至今已有１０５年的历史。

ＡＳＩＴ为病人体内逐渐增加特异性变应原的剂量，使机体产生特异性免疫耐受，减少临床反应症

状。ＡＳＩＴ可阻止过敏性鼻炎发展为哮喘和防止新的过敏症的发生。ＡＳＩＴ 治疗是唯一可以影响过敏性

疾病自然进程的病因治疗方法。

一、ＡＳＩＴ的百年历史 （１９１１至今），ＷＨＯ、ＷＡＯ，ＥＡＡＣＩ等ＡＳＩＴ国际指南

二、ＡＳＩＴ机制的研究进展

１、免疫耐受的建立 （快速脱敏、早期耐受、维持耐受）

２、效应细胞的减敏 （ＩｇＥ，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Ｂａｓｏｐｈｉｌｓ，Ｍａｄｉａｔｏｒｓ）

３、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ａｍｉｎｅｔｙｐｅ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ｃｅｌ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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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ｒｅｇ／Ｂｒｅｇｃｅｌ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１／Ｔｈ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ｇＧ４，

５、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ｏｌｅｒｏｇｅｎｉｃ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ｌｅｖｅｌｓ．

６、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Ｂａｓｏｐｈｉｌｓ，Ｍａｄｉａｔｏｒｓ

三 、标准化ＡＳＩＴ的临床进展

１、标准化的疫苗、２、病人的选择、３、疗效和副反应、４、患者管理

四、ＡＳＩＴ的展望

１、疫苗的新产品 （疫苗的改良，Ｔ细胞表位、病毒样的微粒作为佐剂，多组分重组变应原提取物、

免疫反应修饰剂的融合物等）

２、ＡＳＩＴ的新途径

ａ．口服免疫治疗 （Ｏｒ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ｏｄａｌｌｅｒｇｙ

ｂ． 淋巴结内注射免疫治疗 （Ｉｎｔｒａｌｙｍｐｈａｔ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ｃ．经皮注射免疫治疗 （Ｅｐｉｃｕｔａｎｃｏｕｓ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ｄ．鼻滴入 （Ｎａｓ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ｅ． 免疫反应调节剂的联合治疗 （免疫治疗前，用抗ＩｇＥ单克隆抗体进行预治疗）

五、最新ＡＳＩＴ国际共识的概要

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ｎａｌｌｅｒｇｙ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５；１３６：５５６６８．）

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ｎ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Ｉ：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６；１３７：３５８６８．）

犛０７１

免疫治疗发病机制的进展

何韶衡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１２１００１

犛０７２

鼻粘膜激发试验的临床应用

赖荷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５１０２６０

慢性鼻炎是非常常见的一类鼻粘膜疾病，可分为感染性、过敏性、非过敏性和混合性鼻炎，以过敏

性鼻炎最为常见，全球有６亿多过敏性鼻炎患者，中国主要城市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率

已经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１．１％上升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７．６％，经常伴有过敏性结膜炎，与慢性鼻窦炎关系密切，

而且是支气管哮喘的危险因素。要实现精准治疗，首先需要精准的诊断。过敏性鼻炎诊断的基石是出现

打喷嚏、流清涕、鼻痒和鼻塞２个或２个以上的症状，鼻腔检查为鼻粘膜慢性炎症的表现，过敏原检测

阳性而且与临床症状有相关关系。过敏性鼻炎的诊断中过敏原皮肤试验阴性和血清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阴

性也不能完全排除此患者不是过敏性鼻炎你，相反过敏原皮肤试验阳性和血清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阳性也

不能肯定诊断，因为只有效应器官存在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时，患者接触过敏原时才会在靶器官出现症

状，因此只有证明鼻粘膜中存在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 （局部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才能确诊，所以过敏原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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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膜激发试验是检查引起过敏性鼻炎的过敏原的金标准，目前鼻粘膜激发试验有好几种，如即过敏原激

发舱法、过敏原鼻干粉或水喷剂法、过敏原鼻腔滴剂法、过敏原鼻腔贴片法等，过敏原激发舱法是模拟

现实生活或工作场景，同时可以定量激发舱空气中过敏原的浓度，非常精确，但是造价昂贵，目前在我

国应用过敏原鼻腔贴片法比较容易操作，材料便宜，推荐临床使用。

犛０７３

峰流速及肺功能的监测在儿童哮喘管理中的作用

唐宁波

烟台毓璜顶医院２６４０００

自２００７年～至今，世界哮喘日的主题：哮喘是能够控制的。我们科自２００１年开始建立哮喘门诊档

案，目前已经达到３万余份，发现哮喘如果能够教育、并且管理好病人，提高病人的依从性，找到控制

不好的原因，哮喘是能够达到世界哮喘日的目标：哮喘是能够控制的！

但是哮喘控制不能仅仅根据症状评分，许多人没有症状很久了肺功能也没有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

下将控制药物减量，会引起哮喘再发作的，因此治疗哮喘还要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有监测的工具，哮

喘的监测工具有每天峰流速的监测及定期的肺功能检查两种。

一、每天峰流速的监测很重要

１、首先要学会正确使用峰流速仪

２、要知道自己预计值 （每个人应该达到的值）是多少

３、要知道峰流速测定的交通灯：红灯区 （低于６０％的预计值）、黄灯区 （６０～８０％之间）、绿灯区

（大于８０％的预计值）

４、每天记录哮喘日记，包括症状、用药以及早晚的峰流速值

５、计算峰流速的变异率

二、定期的肺功能检查

１、初始病人要做肺功能的支气管舒张试验

２、复诊病人开始要每个月测定肺功能１次

３、肺功能达到正常以后至少每２～３个月复查肺功能一次，巩固３个月无变化可以减量 （降阶梯治

疗）

４、减量后一个月复查，看肺功能有没有下降，如果下降再恢复原来剂量

５、如果肺功能ＦＥＶ１，及ＰＥＦ正常，小气道不正常，可以再做舒张试验，如果能够改善率较大，

说明病人吸入药物不正确，吸入时间太短，没有达到小气道，再纠正病人的用药方法，以达到小气道也

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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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０７４

年幼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研究进展

刘传合

首都儿科研究所哮喘防治与教育中心１０００２０

目前，国内外临床上ＦｅＮＯ测定最常采取均匀持续用力呼气方式进行，需要患者很好地配合，这

种方法测定ＦｅＮＯ只能在６岁以上儿童和成年人进行，不适用于５岁以下 （年幼）儿童，从而导致对

ＦｅＮＯ的临床应用研究在儿科领域主要局限于年长患儿。５岁以下儿童哮喘由于缺乏适合该年龄段的检

测手段，其明确诊断尚存在困难。２００９年全球哮喘委员会 （ＧＩＮＡ）曾专门制定了 《５岁以下儿童哮喘

诊断和管理指南》，指出年幼儿童哮喘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２０１４年ＧＩＮＡ委员会重新修订的哮喘防治

指南中，则明确提出ＦｅＮＯ测定可以用于预测婴幼儿喘息是否发展为哮喘。因此，在年幼儿童进行Ｆｅ

ＮＯ测定，明确其与婴幼儿喘息、学龄前喘息与哮喘发生发展的关系，显得非常重要。

现有研究资料已初步表明ＦｅＮＯ测定在年幼儿童呼吸系统疾病诊断和治疗中有其作用和地位。除

鼻ＮＯ可用于筛查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外，在病毒诱发喘息是否可通过检测ＦｅＮＯ区分婴幼儿喘息是由

病毒诱发，亦或是哮喘的初期发作，有待探讨。总体上，年幼儿童ＦｅＮＯ的研究仍集中于在此年龄段

最常见的喘息／哮喘的诊断和管理方面。从目前资料看，反复喘息／哮喘年幼儿童的ＦｅＮＯ升高，且与

哮喘预测指数高度一致，可期望用于协助诊断哮喘和预测后期哮喘的发生；ＦｅＮＯ可能作为生物标记，

对不同喘息的年幼儿童进行分型，亦可能作为判断哮喘是否获得良好控制的手段，判断药物治疗效果。

在预测对激素治疗的有效性方面，仅有的一项研究并不支持，暂难用于指导选择用药。

影响年幼儿童ＦｅＮＯ水平的因素与年长儿童有所不同，如不同性别间ＦｅＮＯ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与哮喘家族史，尤其是母亲哮喘病史高度相关。在年长儿童，特应性是影响ＦｅＮＯ水平的重要混杂

因素，但在年幼儿童，一些研究的结果显示，ＦｅＮＯ与特应性间并不一致，这是否因年幼儿童喘息常由

病毒感染所致，或年幼儿童致敏正处于发生发展过程，仍需进一步探讨。

犛０７５

过敏原特异性诊断的新进展

支玉香

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近年的国内外研究表明，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影

响寿命。为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对于过敏性疾病的诊断，过敏原的特异性诊断是其关

键。

上世纪６０年代，ＩｇＥ的发现为过敏性疾病过敏原的过敏原特异性诊断提供了标志，但不论是体内

的皮肤试验还是体外的特异性ＩｇＥ检测试验，都是基于过敏原粗提物的诊断，它既包括了致敏分子，也

包括了非致敏分子，因此是一相对的特异性诊断。

过敏原分子水平诊断，是一新兴的诊断技术，是应用纯化的天然的或重组的致敏原分子，取代传统

的致敏原粗提物，它弥补了目前诊断方法的不足，是纯粹的特异性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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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该分子水平诊断技术在过敏性疾病诊断的关键步骤中起着重要作用。第一，

对多种过敏原敏感的患者，可鉴定出真性过敏原与交叉反应性敏感，因此有助于找到真正的过敏原。第

二，对一些食物过敏患者，能够预测病情严重性的风险，因此有助于评估预后。第三，对需要免疫治疗

的过敏性鼻炎及哮喘患者，鉴定出真正的致敏原，提高诊断精准度，优化免疫治疗方案。

犛０７６

支气管哮喘特异性免疫治疗进展

邵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２００１２７

目前对于哮喘的治疗策略包括：避免接触变应原、药物治疗、教育管理及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ＩＴ）。ＳＩＴ又称脱敏疗法，是指通过不同途径逐渐增加过敏原的剂量，诱导

患者产生免疫耐受，从而减轻患者的过敏症状，它是变应性疾病惟一针对病因和病原学的治疗方法，也

是目前惟一有可能通过免疫调节机制改变变应性疾病自然进程的治疗方式，现在常用皮下注射特异性免

疫治疗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ＣＩＴ）和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ｕｂ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ＳＬＩＴ）。本报告主要围绕ＳＩＴ在支气管哮喘治疗中地位的变迁，主要作用机制、ＳＩＴ疗效和安全性、

ＳＩＴ途径和ＳＩＴ目前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目前的进展作一简要介绍与展望。

犛０７７

变应原疫苗———过去、现在和未来

许昱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４３００６０

１９１１年，英国医师和他的好友Ｆｒｅｅｍａｎ首次应用皮下注射变应原的方法治疗枯草热获得成功，从

而开创了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而当时他们使用的脱敏制剂非常简单，就是将梯牧草浸泡后提取而得

到的花粉浸液。经过１００多年的临床实践，免疫治疗对过敏性疾病的疗效已得到充分肯定和广泛认可，

但目前我们广泛采用的免疫治疗仍存在的一些问题，明显地制约了这种治疗方法的广泛普及和应用：１．

间或发生的严重不良反应使很多高敏患者难以完成治疗；２． 疗程过长，且部分患者疗效欠佳；３． 没有

很好的可控制的标准化流程。这三个问题的根本核心就是用作免疫治疗的变应原疫苗。变应原疫苗的质

量对变应性疾病诊断的准确性和治疗的有效性十分重要，理想的疫苗应该具有如下特征：有效、安全、

使用方便、容易生产，易于控制质量、以及能用于预防。变应原的纯度对免疫治疗疗效息息相关，同时

也需要变应原疫苗与患者的致敏原也高度相符，目前大多数上市的变应原疫苗都采用了很多方法使其标

准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现在广泛使用的变应原制剂仍主要为天然变应原，其制作过程先天决定了

他的稳定性有时较难控制，而且目前并没有一个国际通用的标准化标准。

目前将在疫苗的生产工艺上已有很多探索和改进，有些新的制作方法已经进入２期甚至３期临床，

例如新型佐剂的应用，如单磷酰酯Ａ与疫苗的组合，奥马珠单抗与疫苗联合使用进行脱敏等，这些方

法或提高了治疗的安全性，使超敏患者能很好地耐受治疗，或增强了免疫效率从而减少注射次数。此

外，基因工程技术在变应原疫苗合成中的应用将有可能带来疫苗革命，使免疫治疗更精准、更有效、更

安全，从而有可能缩短疗程，减少严重不良反应风险，主要方法有重组变应原疫苗、重组变应原衍生

物、表位疫苗、ＤＮＡ疫苗等，部分方法也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免疫新途径的应用也可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淋巴结注射途径，通过提高免疫效率而大大减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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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次数，缩短治疗疗程；此外皮肤免疫、黏膜免疫等使治疗无创而更易于被患者接受。

相信不久的将来，变应原疫苗生产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使免疫治疗的有效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并

能为更多患者所接受。

犛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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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ＶＩＤｉｓａ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ｆＢｃｅｌ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ｆｏｒｍ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ｂｏｔｈ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ｕｌｔｓ．

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ｉｓｂｏｔｈ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ａｎｄａｈｅ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ｃａｎｃｅｒｓ．

ＣＶＩＤｉｓ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ｐｏｇａｍｍａ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ｅｍｉａ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ｍａｎｙ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ｅｆｅｃｔｓ．Ｉｎ

ａｓｍａｌｌｓｕｂｓｅ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ｄｅｆｅｃ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ｉｎｍｏｓｔ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ｓｅ

ｃａｕｓｅｓａｒｅ，ａｓｏｆｙｅｔ，ｕｎｋｎｏｗｎ． Ｗｈｅ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ｉｓ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ｂｏｕｔａ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ＶＩＤ，ｒｅｆｅｒｒａｌｔｏ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ｏｅｘｃｌｕｄｅｏｔｈｅｒ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ｈｙｐｏｇａｍ

ｍａ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ｅｍｉａａｎ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ａｎｄｈｅｌｐｍｏｎｉｔｏｒ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ｆ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犛０７９

对过敏性疾病的几点新认识

何韶衡

锦州医科大学１２１００１

２８００ＢＣ神农在本草钢目中描述抗支气管哮喘植物 （麻黄），以后证明有麻黄素。２６９８ＢＣ黄帝在内

经中首次描述哮喘 “噪音呼吸”，国外直到２５ＢＣＡＤ４０ＡｕｌｕｓＣｅｌｓｕｓ在 “ＤｅＭｅｄｉｃａ”中详细描述呼吸困

难，哮喘和端坐呼吸。在以后的过敏性疾病的大事件中就没有再出现过中国人的名字。如今，我们的科

技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但是已越来越接近。

有史以来，疾病的定义及诊断方案绝大多数都是由发达国家提出的。２０１１年东京举行首届中日韩

三国过敏年度交流会，我们在国内外率先对沿用近４０年的过敏性疾病的定义进行了修正商榷，将原来

的 “过敏性疾病是一组由ＩｇＥ介导的疾病”修改为 “是一组由 ＭＣ／ＢＡＳ介导的疾病，而ＩｇＥ介导的只

是其中一个亚型”，从而修正了人们对过敏性疾病认识的偏差，文章发表在ＣｕｒｒＭｏｌＭｅｄ上。这主要

是因为①过敏反应 （速发型超敏反应）的根本问题是激活后的初始效应细胞即 ＭＣ／ＢＡＳ释放炎症性介

质，从而启动炎症的病理生理过程，导致临床症状的出现；②临床上诊断、治疗过敏性疾病很少以特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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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ＩｇＥ检测是否阳性为依据；③特异性ＩｇＥ检测的临床意义仅适合于ＩｇＥ依赖性过敏患者，而对非ＩｇＥ

依赖性过敏反应如绝大多数药物过敏反应、８０％以上的食物过敏、大多数哮喘患者、自然环境中小分子

如汽车尾气、乙醇等物质过敏无任何诊断意义。正是由于这种定义的偏差，国外一些专家人为的把那些

非ＩｇＥ介导的过敏性疾病下了个 “类过敏反应”的定义，即 “类过敏反应”临床表现与过敏反应相同、

治疗方法相同，但是血液中的ＩｇＥ水平不增高。使人们对过敏性疾病认识的偏差进一步加大，为了及时

纠正这个偏差，我们对过敏性疾病的新定义提出探讨，目的是使人们对过敏性疾病的认识更加接近临床

实际。

以人 ＭＣ激发试验结果为依据，２００４年在国内外率先提出 《肥大细胞激活的自身放大机制》假说，

其内容为人体内 ＭＣ被过敏原激活后，释放出 ＭＣ特异性类胰蛋白酶和组胺，被释放出的类胰蛋白酶

再通过其特异性受体 （ＰＡＲ２）激活相邻的 ＭＣ；而组胺则通过它的 Ｈ１和 Ｈ２受体激活相邻的 ＭＣ，

从而产生 ＭＣ脱颗粒的 “瀑布效应”。其科学意义为从分子、细胞水平解释微量的过敏原进入体内即可

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这一自然现象，为理解过敏性疾病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我们还发现

ＭＣ募集的自身放大机制等，为人们认识过敏性疾病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证据。

犛０８０

儿童时期的哮喘对成年后肺功能的影响

赵京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１０００２０

儿童哮喘严重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同时对成年后肺功能也有一定的影响。正常人肺功能的发展轨

迹，在青春期及成年早期肺功能ＦＥＶ１发育达高峰并且保持稳定数年 （平台期），再慢慢下降。儿童持

续哮喘肺功能增长、下降模式可导致其成年后肺功能下降。儿童期的不利因素 （包括儿童期哮喘、父母

亲哮喘、一年小于５次的严重呼吸道感染、母亲吸烟）与ＦＥＶＩ的下降及ＣＯＰＤ的发生密切相关，因此

关注儿童早期生活环境及各种不利因素有助于减少成年后哮喘、ＣＯＰＤ的发生。

儿童哮喘有一定自愈率，但是也可呈现慢性发展过程，各阶段对对后期肺功能影响不同。幼儿时期

哮喘高危患儿显著影响学龄后的肺功能；学龄前儿童喘息越重气道重塑越明显，６岁前有哮喘症状者至

青少年和成人期，平均ＦＥＶ１和ＦＥＶ１／ＦＶＣ分别比预计值下降１０％和５％ （学龄前儿童哮喘与无哮喘

者相比）；较晚发作的儿童哮喘 （１４岁以上）对肺功能影响较小。儿童哮喘如果不及时关注将发展为成

年哮喘，１／４以上的儿童哮喘持续至成年期或在成年期复发。儿童早期严重的喘息可致成年后哮喘的发

生风险增加１０倍，尤其儿童期间歇发作的喘息和持续发作的喘息两种喘息表型与成年后哮喘发作关系

密切。

由于儿童期肺功能逐渐的恶化导致成年期不可逆的气道阻塞，成年后患ＣＯＰＤ的风险增加。５０岁

时诊断为ＣＯＰＤ的患者肺功能下降与童年时代的肺功能下降相关。儿童期哮喘、喘息性支气管炎、父

亲患有哮喘以及儿童期不利因素增加同样会增加成人患ＣＯＰＤ的风险。因此，要降低成人哮喘、ＣＯＰＤ

的患病率，从根本上改善哮喘的预后，必须从儿童期抓起，做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

—７５—



犛０８１

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时的治疗策略

郭胤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西院）２００００１

变应性鼻炎、支气管哮喘 （简称哮喘）是两个最常见的呼吸道过敏性疾病。许多患者常先后或同时

患变应性鼻炎和／或哮喘，两者在解剖生理、发病机制、流行病学及治疗策略等方面均极为相似，且互

相影响，需共同防治才能控制疾病的进程。据调查，内科医师尤其呼吸科医生对ＧＩＮＡ知晓度较高，

而对ＡＲＩＡ知晓度低，变应性鼻炎是哮喘最常见的伴发病，在临床诊疗工作中，如果对变应性鼻炎对

哮喘的影响认识不清，重视不够，只按ＧＩＮＡ指南处理哮喘，常会顾此失彼，从而影响到哮喘的总体

控制。因此，正确认识变应性鼻炎与哮喘的相互关系，将有助于加深对整个呼吸道变应性炎症过程的认

识，促进哮喘预防与控制水平的提高，从而造福于广大患者。

已有多项临床流行病学研究证实，变应性鼻炎和哮喘之间不但有重要联系，而且证明变应性鼻炎是

发生哮喘的重要危险因素，长期跟踪变应性鼻炎患者发现，变应性鼻炎通常会发展为哮喘；而对变应性

鼻炎进行积极治疗，则可显著降低哮喘的发生率。

局部使用糖皮质激素是治疗变应性鼻炎和哮喘的一线药物，因此在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患者的联合

治疗中也要关注剂量问题，既要实现对疾病的良好控制，也要尽可能预防其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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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发 言

犗犚００１

犮犃犕犘犈狆犪犮信号通路调控小鼠气道平滑肌细胞功能
并参与哮喘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的机制研究

陈毅斐 黄革 何光珍 朱芳芳 杨炯 高亚东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呼吸内科４３００７１

目的　观察ｃＡＭＰｃＡＭＰ直接激活的交换蛋白 （Ｅｐａｃ）信号通路对小鼠气道平滑肌细胞 （ＡＳＭＣ）

的功能调控，及其在哮喘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中的作用。方法　选择６～８周龄雌性Ｂａｌｂ／ｃ小鼠，

以卵清蛋白致敏和激发建立急性过敏性哮喘模型。每次激发前分别以Ｅｐａｃ激动剂 （８ｐＣＰＴ２′ＯＭｅ

ｃＡＭＰ）、Ｅｐａｃ抑制剂 （ＥＳＩ０９）和ＰＢＳ进行干预，并以同背景正常小鼠作为对照。末次激发４８小时

后，采用小动物体描仪检测各组小鼠的气道阻力；ＨＥ和ＰＡＳ染色分别观察小鼠肺组织炎症细胞浸润

和杯状细胞增生情况；流式细胞仪检测肺单个核细胞中Ｔｈ细胞亚群比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ＢＡＬＦ）

细胞经瑞氏吉姆萨染色后进行分类计数；ＲＴＰＣＲ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分别检测小鼠肺组织ＥｐａｃｍＲＮＡ

和蛋白的表达水平；ＥＬＩＳＡ法检测ＢＡＬＦ中Ｔｈ亚群相关细胞因子含量。同时，体外分离并原代培养

小鼠ＡＳＭＣ，以不同浓度Ｅｐａｃ激动剂或抑制剂干预，ＣＣＫ８法和ＡｎｎｅｘｉｎＶＰＩ标记法检测不同处理

对细胞增殖与凋亡的影响，ＲＴＰＣＲ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分别检测Ｃａｓｐａｓｅ３和Ｓｕｒｖｉｖｉｎ的 ｍＲＮＡ和蛋白

表达水平。采用Ｆｌｕｏ３／ＡＭ荧光染料进行胞浆内钙离子染色，观察Ｅｐａｃ对钙池操纵性钙通道 （ＳＯＣ）

的功能调控。结果　 （１）与正常小鼠相比，哮喘小鼠肺组织ＥｐａｃｍＲＮＡ和蛋白表达量均降低。Ｅｐａｃ

激动剂干预哮喘小鼠后，肺组织炎性细胞浸润和杯状细胞增生减少，ＢＡＬＦ中细胞总数和嗜酸性粒细胞

比例下降，血清和ＢＡＬＦ中ＩＬ４和ＩＬ１３含量减少，肺单个核细胞中Ｔｈ２比例降低，Ｔｈ２／Ｔｈ１比例下

调，但对气道阻力无显著影响。Ｅｐａｃ抑制剂明显加重哮喘小鼠上述气道炎症特征和气道阻力。（２）体

外实验证实，Ｅｐａｃ抑制剂浓度依赖性抑制ＡＳＭＣ增殖、促进细胞凋亡，同时伴活化型Ｃａｓｐａｓｅ３表达

升高、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表达下降，钙池操纵的钙内流 （ＳＯＣＥ）浓度依赖性增加。Ｅｐａｃ激动剂轻度促进ＡＳＭＣ

增殖，但对细胞凋亡、Ｃａｓｐａｓｅ３和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表达均无明显影响，高浓度时对ＳＯＣＥ有抑制作用。结论

　ｃＡＭＰＥｐａｃ信号途径通过ＳＯＣ通道介导的钙内流参与调控气道平滑肌细胞增殖、凋亡等功能，Ｅｐａｃ

表达下降可能是导致哮喘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加重的重要机制。

犗犚００２

银屑病患者天然免疫细胞高表达犐犵犈和高亲和力受体犉犮ε犚犐

颜克香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２０００４０

背景　尽管银屑病患者血清总ＩｇＥ水平增加已有报道，但ＩｇＥ在银屑病中的作用还有待阐明。目的

　分析银屑病患者血清总ＩｇＥ水平及银屑病皮损中ＩｇＥ和ＦｃεＲＩ的表达和分布，观察成功系统治疗后

ＩｇＥ和ＦｃεＲＩ的变化。方法　通过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血清总ＩｇＥ水平，通过免疫组化和免疫荧光双染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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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检测ＩｇＥ和ＦｃεＲＩ的表达和分布。结果　３９％银屑病患者血清总ＩｇＥ增加，男性患者血清总ＩｇＥ水平

显著高于女性患者。而且，成功系统治疗后血清总ＩｇＥ水平降低。银屑病患者皮损中ＩｇＥ＋细胞和

ＦｃεＲＩ＋细胞数量显著高于正常对照，且ＩｇＥ＋细胞数量和 ＦｃεＲＩ＋细胞数量正相关。有趣的是，

Ｕｓｔｅｋｉｎｕｍａｂ成功治疗后ＩｇＥ＋细胞和ＦｃεＲＩ＋细胞数量显著下降。ＩｇＥ和ＦｃεＲＩ共表达于肥大细胞、

表皮朗格罕氏细胞、真皮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和少量中性粒细胞。结论　ＩｇＥ可能通过激活ＦｃεＲＩ＋

细胞参与银屑病的发生。

犗犚００３

食物过敏婴儿白细胞介素１０基因多态性研究

孙晋波 李在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１００１９１

目的　探讨白细胞介素１０８１９Ｃ／Ｔ和ＩＬ１０１０８２Ａ／Ｇ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婴儿ＩｇＥ介导和非ＩｇＥ

介导食物过敏及与食物过敏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扩增受阻突变系统－聚合酶链反应 （ａｍｐｌ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ＲＭＳＰＣＲ）技术，分别对７１例食物过敏婴

儿的ＩＬ１０基因启动子区域８１９Ｃ／Ｔ和１０８２Ａ／Ｇ位点核甘酸多态性进行分析。根据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和

皮肤点刺试验结果将食物过敏婴儿分为特异性ＩｇＥ检测阳性组 （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和皮肤点刺试验均阳

性）与特异性ＩｇＥ检测阴性组 （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和皮肤点刺试验均阴性），分析两组婴儿ＩＬ１０启动子

区域８１９Ｃ／Ｔ和１０８２Ａ／Ｇ位点核甘酸多态性。根据临床症状、体征评分将食物过敏组婴儿分成轻、中、

重三组，分析三组婴儿ＩＬ１０基因启动子区域８１９Ｃ／Ｔ和１０８２Ａ／Ｇ位点核甘酸多态性。结果　１、特异性

ＩｇＥ检测阳性组ＩＬ１０８１９Ｃ／Ｔ基因型ＣＣ、ＴＴ、ＣＴ频率与特异性ＩｇＥ检测阴性组该三种基因型的频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２＝０．２６８，犘＝０．８７４）；特异性ＩｇＥ检测阳性组ＩＬ１０１０８２Ａ／ＧＡＡ、ＡＧ、ＧＧ基因型频

率分别为２７．３％、７２．７％，０．０％，特异性ＩｇＥ检测阴性组频率分别为５８．３％、４１．７％，０．０％，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χ
２＝４．５０６，犘＝０．０３４。２、轻度食物过敏组ＩＬ１０８１９Ｃ／Ｔ基因型ＣＣ、ＴＴ、ＣＴ的频率与中度

食物过敏组及重度食物过敏组基因型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２＝２．５３４，犘＝０．６３９）。轻度食物过

敏婴儿中ＩＬ１０１０８２Ａ／ＧＡＡ、ＡＧ、ＧＧ与中度食物过敏婴儿及重度食物过敏婴儿基因型频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χ
２＝４．９３６，犘＝０．０８５）。结论　ＩＬ１０１０８２Ａ／Ｇ基因型与ＩｇＥ介导食物过敏发病有关；ＩＬ

１０１０８２Ａ／Ｇ、ＩＬ１０８１９Ｃ／Ｔ基因型与食物过敏严重程度无关。

犗犚００４

犘物质在湿疹患者中的表达上调及其对肥大细胞募集作用的研究

湛萌萌１郑文娇１赵作涛２王志云１赵楠１王君灵１方泽漫３陈韩秋３何韶衡３

１．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北京大学第一医院；３．汕头大学医学院

目的　研究Ｐ物质在湿疹患者中的表达及其在肥大细胞募集中的作用。方法　通过ＥＬＩＳＡ检测湿

疹患者血浆中ＳＰ及ＩＬ１７Ａ的水平并分析其相关性，流式细胞术分析湿疹患者外周血白细胞内ＳＰ及其

受体ＮＫ１Ｒ的表达，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及流式细胞术测定湿疹患者和正常人皮肤组织中肥大细胞内Ｐ

物质和ＮＫ１Ｒ的表达，通过ＯＶＡ致敏鼠模型观察Ｐ物质对肥大细胞募集的影响及Ｐ物质引发的相关

细胞因子的释放，通过人肥大细胞系 （ＨＭＣ１）迁移实验，观察Ｐ物质引起的人肥大细胞移行情况。

结果　湿疹患者血浆中Ｐ物质及ＩＬ１７Ａ的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人 （犘＜０．０５），且湿疹患者外周血白细胞

中 （ＣＤ４＋Ｔ细胞、ＣＤ８＋Ｔ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单核细胞）Ｐ物质阳性细胞百分比高于正常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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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４＋Ｔ细胞、ＣＤ８＋Ｔ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中，ＮＫ１Ｒ阳性细胞百分比高于正

常人。湿疹患者皮肤组织中，ＳＰ＋及ＮＫ１Ｒ＋肥大细胞百分比明显高于正常人。ＯＶＡ致敏鼠模型中，

与生理盐水相比，Ｐ物质能够显著引起肥大细胞募集。１０ｎｇ／ｍｌ和３０ｎｇ／ｍｌ的ＳＰ可引起明显的 ＨＭＣ

１迁移 （犘＜０．０５），ＮＫ１Ｒ拮抗剂则可以阻断这种作用。结论　在湿疹患者的血浆中及皮肤组织中肥大

细胞内Ｐ物质及ＮＫ１Ｒ受体的表达上调，以及Ｐ物质引起肥大细胞募集作用提示Ｐ物质很可能是一种

通过作用于肥大细胞表面的ＮＫ１Ｒ受体进而在湿疹患者发病过程中其重要作用的炎症前体介质，因此Ｐ

物质的抑制剂及ＮＫ１Ｒ封闭剂对湿疹患者的治疗将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犗犚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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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２．Ｋｒｅｆ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ＧｏｔｈｅｎｂｕｒｇＵｎ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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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犕犲狋犺狅犱狊　Ｈｕｍａｎ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ｄｅｒｉｖｅｄＭＳＣｓｗｅｒｅ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ｉｎｖｉｔｒｏａｎｄｕｓｅｄ

ｆｏ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ｅａｒｌｙｐａｓｓａｇｅ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ｐａｓｓａｇｅ４）． 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ｖｅｓｉｃｌｅｓｗｅｒ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ｄａｙ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ａ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ｔｈａ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ａｌｏｎｇｃｅｎｔｒｉｆｕ

ｇａｔｉｏｎ（３ｈｏｕｒ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ＥＶｍａｒｋｓ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ＵｐｔａｋｅｏｆＥＶｓｂｙｍｅｓ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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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ｅ（ＭＭＰ）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ｇｅｌａｔｉｎｚｙ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ＭＳＣｓ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犚犲狊狌犾狋狊　ＥＶ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ｒｋ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Ｄ８１，ＣＤ９，ａｎｄＣＤ６３．

ＴｈｅｙｃａｎｂｅｕｐｔａｋｅｂｙＭＳＣｓａｎｄＭＳＣｓｍｉｇｒａｔｅｄｔｏｗａｒｄ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ｄｅｒｉｖｅｄＥＶｓｉｎａｄｏｓ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ａｎｎｅｒ．Ｔｈ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ＭＭＰ２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ｂｙｔｈｅＭＳＣｗ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ｉｎｃｕｂ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Ｖ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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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ＭＭＰ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犗犚００６

犌犲狀犲狋犻犮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犻狀犵犾犲狀狌犮犾犲狅狋犻犱犲狆狅犾狔犿狅狉狆犺犻狊犿狊犻狀狋犺犲犜犔犚７

犪狀犱犜犔犚９犵犲狀犲狅犳犪狊狋犺犿犪狋犻犮犮犺犻犾犱狉犲狀

ｓｈａｎｌｉｓｈｅ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１１０００４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ｏｌｌ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７（ＴＬＲ７）ａｎｄｔｏｌｌ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９（ＴＬＲ９）

ｓｉｎｇｌｅ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ＳＮＰｓ）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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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ａｔｌｏｃｕｓ１４８６，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５）．Ｉｔｗａｓａｌｓ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ｙｍｏｒ

ｐｈｉｓｍｓｏｆｌｏｃｕｓ１４８６，ａｇｅ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ａｆｔｅｒ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犘＜０．０５）．２、ＦｏｒＴＬＲ７ｇｅｎｅ，ｔｈ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ｏｆＴＬＲ７ｒｓｌ７９００９（Ｔ→Ｃ）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ｆｒｅｑｕｅｎ

ｃｉｅｓｏｆＴＴ，ＴＣａｎｄＣＣｗｅｒｅ７３％，１４％，ａｎｄ１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８６．５％，

８．７％ａｎｄ４．８％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ＦｏｒｔｈｅｌｏｃｕｓＴＬＲ７ｒｓ５９３５４３６，ｔｈ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

ＴＴ，ＣＴａｎｄＣＣｗｅｒｅ２％，４％ａｎｄ９４％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ＴＴｗａｓ

ｎｏｔ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ｌｏｃｕｓｒｓｌ７９００９，ｗｈ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ｂｕｔｎｏｔａｔｌｏｃｕｓｒｓ５９３５４３６

（犘＝０．３１４）．Ｉｔｗａｓａｌｓ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ｏｆＴＬＲ７

ｒｓｌ７９００９，ａｇｅ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ａｆｔｅｒ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０．０５）．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Ｔｈｅ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ＣＣｈａｓ

ｎｏｔｂｅｅｎ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ｌｏｃｕｓＴＬＲ９ｒｓ５７４３８３６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ＬＲ９／ＴＬＲ７ＳＮＰａｎｄ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ａｓｔｈｍａ．ＴＬＲ７ｒｓｌ７９００９

ａｎｄＴＬＲ９ｒｓｌ８７０８４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ｈ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犗犚００７

犎犔犃基因多态性与中国北方汉族人群尘螨过敏性鼻炎相关性研究

赵延明１赵亚丽２张媛１，２张罗１，２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２．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研究背景　过敏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是以ＩｇＥ介导的鼻腔粘膜非感染炎症，发病机制涉

及遗传和环境多种因素。尘螨是环境中最为常见的过敏原，也是过敏性鼻炎重要的治病因素。人类白细

胞抗原 （ｈｕｍａｎ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ａｎｔｉｇｅｎＨＬＡ）是人体免疫系统进行抗原识别的重要因子。ＨＬＡＩＩ类基因主

导调节人体免疫反应，识别外源性抗原从而致敏淋巴细胞，在ＡＲ的发病中发挥重要作用。目的　探索

ＨＬＡＩＩ基因多态性在中国北方汉族人群中尘螨过敏性鼻炎发病中的作用。方法　选取了中国北方汉族

人群中单纯尘螨过敏性鼻炎患者１４２例，健康对照志愿者１８４例，采集受试者的外周血后提取血液

ＤＮＡ标本，应用聚合酶链反应序列分型法进行 ＨＬＡＩＩ基因 （ＨＬＡＤＲＢ１、ＨＬＡＤＱＢ１）分型。采用

Ｒ软件进行ＨＬＡＩＩ基因频率统计，应用卡方及费舍尔精确检验分析基因频率在 ＡＲ与对照组中的统计

学差异。ＥｐｉＩｎｆｏ数据库软件计算相对危险度，置信区间和ｐ值。结果　通过基因分型在所有受试者中

共确定了３５个 ＨＬＡＤＲＢ１等位基因，１９个 ＨＬＡＤＱＢ１等位基因。等位基因 ＤＱＢ１０６：０１：０１

（犘校正＝０．００９）、ＤＱＢ１０６：０１：０１ （犘校正＝０．００９）在尘螨过敏性患者中的基因频率较健康对照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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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提示，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８：０３：０２和 ＨＬＡＤＱＢ１０６：０１：０１等位基因

可能是中国北方汉族人群尘螨过敏性鼻炎发病的风险因子。单倍体型 ＤＲＢ１０８：０３ＤＱＢ１０６：０１

（９．５％ｖｓ２．４％；犘校正＝０．００５）在病例组中频率增加。将等位基因以相同血清抗原表型进行分组后分

析，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８ （犘校正＝０．０２２）在病例组频率增加，而 ＤＲＢ１１４ （犘校正＝０．０３０）和 ＤＱＢ１０５

（犘校正＝０．０３０）病例组中的频率较对照组下降。上述结果提示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８可能是尘螨过敏性鼻炎

发病的风险因素，而ＤＲＢ１１４及 ＤＱＢ１０５则对 ＡＲ的发病具有一定的保护性作用。结论　ＨＬＡ

ＤＲＢ１０８：０３：０２和 ＨＬＡＤＱＢ１０６：０１：０１等位基因可能是中国北方汉族人群尘螨过敏性鼻炎发

病的风险因子。

犗犚００８

集群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儿童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人
犅防御素２的影响观察

倪丽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咽喉科１００１５７７９

目的　探讨集群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ＩＴ）对儿童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患者血清人Ｂ防御素２ （ｈｕｍａｎｂｅｔａｄｅｆｅｎｓｉｎ２，ＨＢＤ２）的影响。方法　３０

例接受ＳＩＴ的变应性鼻炎患儿入治疗组，健康儿童２０例入对照组，检测正常对照组血清ＨＢＤ２浓度及

治疗组ＳＩＴ治疗前、治疗后半年、治疗后１年血清 ＨＢＤ２浓度，并记录各时间点患儿鼻炎症状评分

（ｔｏｔａｌｎａｓ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ｓ，ＴＮＳＳ）及药物评分。结果　治疗组治疗前、治疗后半年、治疗后１年血

清ＨＢＤ２浓度分别为３．７４ ［３．３７；４．６１］ｎｇ／ｍｌ（以中位数 ［２５分位数；７５分位数］表示），４．６２

［４．１３；５．５４］ｎｇ／ｍｌ，４．７９ ［４．４５；６．１９］ｎｇ／ｍｌ，组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正常组血清

ＨＢＤ２浓度为４．６２ ［４．０８；４．８７］ｎｇ／ｍｌ，与治疗组治疗前、治疗后１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均＜

０．０１），与治疗组治疗后半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前、治疗后半年、治疗后１年

ＴＮＳＳ分别为：７．４３±２．１５，４．１７±２．１６，４．２０±１．９２，组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治疗组

治疗前、治疗后半年、治疗后１年药物评分分别为：１．２５ ［０．７５；１．３８］，０．２５ ［０；０．７５］，０．２５ ［０；

０．７５］，组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治疗组治疗前、治疗后半年、治疗后１年血清 ＨＢＤ２浓

度与对应时间点的ＴＮＳＳ评分及药物评分无明显相关 （Ｐ均＞０．０５）。结论　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Ｂ防

御素２浓度较正常人低，特异性免疫治疗上调了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Ｂ防御素２水平。

犗犚００９

牡蛎主要过敏原犆狉犪犵１单克隆抗体的制备与鉴定

陈惠芳 伍慧妍 何颖 邹泽红 赖荷 陶爱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法霍夫曼免疫研究所／广东省过敏反应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变态反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广州市过敏反应临床医学研究与转化中心５１０２６０

目的　制备并鉴定鼠源抗牡蛎主要过敏原蛋白Ｃｒａｇ１单克隆抗体。方法　用纯化的牡蛎主要过敏

原蛋白Ｃｒａｇ１免疫ＢＡＢＬ／ｃ小鼠，取小鼠脾细胞与骨髓瘤细胞ＳＰ２／０融合，并利用 ＨＡＴ培养基进行

—３６—



筛选；间接ＥＬＩＳＡ法筛选分泌Ｃｒａｇ１特异性抗体的杂交瘤细胞并进行３次克隆化，以得到稳定的单克

隆抗体分泌细胞株，再将此细胞株诱生小鼠腹水，利用ＰｒｏｔｅｉｎＡ亲和层析柱纯化获得的单克隆抗体。

利用Ｉｇ类与亚类鉴定试剂盒鉴定该单克隆抗体的Ｉｇ亚类，并通过ＥＬＩＳＡ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进行抗

体特异性的鉴定。结果　获得３株ＩｇＭ型鼠抗Ｃｒａｇ１特异性单克隆抗体的细胞株，效价良好。结论　

成功制备了３株鼠抗牡蛎主要过敏原Ｃｒａｇ１单克隆抗体，为Ｃｒａｇ１的成分检测以及纯化方法的建立奠

定基础。

犗犚０１０

犆狔狋狅犱犻犳犳在慢性鼻窦炎、变应性鼻炎及其亚型鉴别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周俊雄１关凯１李俊达１林杉１薛璐１王辉２王敏２尹佳１

１．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２．ＢｅｃｋｍａｎＣｏｕｌｔｅｒ公司

目的　探究利用Ｃｙｔｏｄｉｆｆ试剂盒在变应性鼻炎、慢性鼻窦炎及其与哮喘合并症中进行鉴别诊断或作

为对患者免疫状态监测指标的临床价值。方法　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５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门诊就诊

患者中入组９６例 （男３６例，女６０例；年龄１２～６５岁），并依据ＥＰＯＳ２０１２和ＡＲＩＡ２０１０指南诊断，

并分为６个亚组：Ａ、单纯变应性鼻炎 （１３例）；Ｂ、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 （１４例）；Ｃ、单纯慢性鼻窦

炎 （１６例）；Ｄ、慢性鼻窦炎合并哮喘不合并变态反应 （２４例）；Ｅ、慢性鼻窦炎合并哮喘合并变态反应

（阿司匹林不耐受三联症，１９例）；Ｆ、慢性鼻窦炎合并变态反应不合并哮喘 （１０例）；正常健康体检受

试者２０３例 （Ｇ组）。以Ｃｙｔｏｄｉｆｆ试剂进行流式分群，组间比较使用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非参检验。结果　

１． 本研究初步建立Ｃｙｔｏｄｉｆｆ正常人值参考范围。２． 与正常组相比，仅Ｃ组Ｌｙｍｐｈ．Ｂ ％显著升高，

Ｔ％显著降低；ＤＥ组Ｔ＋％显著降低；仅Ｅ组Ｌｙｍｐｈ．Ｔ＆ＮＫ％、Ｌｙｍｐｈ．Ｔｏｔａｌ％、Ｍ＋％显著下降；

ＡＢＣＤＥ组的ＩｍｍＧｒａｎ％、Ｅｏｓｉｎｏ．Ｔｏｔａｌ％均显著升高，Ｆ组Ｅｏｓｉｎｏ．Ｔｏｔａｌ％显著升高；ＡＢＣＤ组的

Ｎｅｕｔｒｏ．Ｍａｔｕｒｅ％均显著 降 低，ＡＣＤ 组 的 Ｎｅｕｔｒｏ．Ｍａｔｕｒｅ％、Ｎｅｕｔｒｏ．Ｔｏｔａｌ％ 显 著 降 低，Ｂ 组 仅

Ｎｅｕｔｒｏ．Ｍａｔｕｒｅ％显著降低；而Ｅ组Ｎｅｕｔｒｏ．Ｍａｔｕｒｅ％、Ｎｅｕｔｒｏ．Ｔｏｔａｌ％则显著升高；Ｘｂ％在ＡＢＣＤＥＦ

组中均显著降低；Ｘｔ％在ＣＤＥＦ组中显著下降；Ｘｍ％在ＢＣＤＥＦ组中均显著升高；Ｂｌａｓｔ．Ｔｏｔａｌ％在

ＡＣＤＥ组中均显著降低；Ｂａｓｏ．Ｔｏｔａｌ％在ＤＦ组中均显著升高；３．鉴别诊断方面，Ｔ＋％在ＡＤＥ组中逐

渐下降，且两两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Ｌｙｍｐｈ．Ｔ＆ＮＫ％、Ｌｙｍｐｈ．Ｔｏｔａｌ％在ＡＥ组中差异显著，且后

者水平更低；Ｍｏｎｏ．Ｔｏｔａｌ％在ＡＢＤ组中逐渐下降，且组间有统计学差异，但与正常组Ｇ组无差异；Ｅ

组Ｎｅｕｔｒｏ．Ｍａｔｕｒｅ％、Ｎｅｕｔｒｏ．Ｔｏｔａｌ％与ＡＢＣＤＦ相比均显著降低。结论　Ｃｙｔｏｄｉｆｆ能较有效反映变应

性鼻炎、慢性鼻窦炎、哮喘及其并发症之间的共性和差别，可辅助上述疾病的鉴别诊断和免疫状态整体

评估。

犗犚０１１

虾过敏原犇犖犃疫苗的构建

王进军１薛藩１刘斌２

１．扬州大学；２．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一珠一化合物方法筛选虾过敏的抗原表位，加上免疫元件构建重组真核表达质粒。方法

　取虾过敏的患者血清，纯化抗体。用所得抗体从耦连氨基酸短肽链的库中筛选出不同长度的短肽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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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在每个短肽之前加入免疫元件 （ＫＯＺＡＫ序列、ＴｈＰＡＤＲＥ、ＣｐＧ１、ＴｈＰ１８ｍｎ、ＣｐＧ２、ｔＰＡ前

导序列、多肽加尾信号），根据密码子表和ＪＣＡＴ网站选出适宜在小鼠内表达的ＤＮＡ序列。按重叠

ＰＣＲ的方法设计并６个２０ｂｐ的核苷酸链，通过ＰＣＲ获得全长的片段，双酶切连接入真核表达载体，

构建重组表达质粒。结果　经测序分析，证明成功构建虾抗原表位的重组表达质粒ｐＣＩｎｅｏＴＭ。结论

　本研究为虾过敏抗原表位在真核系统的表达以及建立好的虾过敏的小鼠动物模型奠定了好的基础，为

虾过敏的治疗提供新的方法。

犗犚０１２

犛犺犻犽狅狀犻狀犪犾犾犲狏犻犪狋犲狊犪犾犾犲狉犵犻犮犪犻狉狑犪狔犻狀犳犾犪犿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狉犲犿狅犱犲犾犻狀犵犫狔

犻狀犺犻犫犻狋犻狀犵狋犺犲犖犉κ犅狊犻犵狀犪犾犻狀犵狆犪狋犺狑犪狔

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ｙｕｅ，ｓｈａｎｇｙｕｎｘｉａ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１１０００４

Ｓｈｉｋｏｎｉｎｈａｓ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ｐｒｅ

ｃｉｓ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ｓｈｉｋｏｎｉ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ｍａｉｎｓｐｏｏｒ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Ｔｈｅａｉｍｏｆ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ｓｈｉｋｏｎ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ｍｉｃｅａｓｔｈｍａ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ｉｒ

ｗａｙｓｍｏｏｔｈｍｕｓｃｌｅｃｅｌｌｓ（ＡＳＭＣ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ｕｄｙ，ｆｉｒｓｔｗ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ｓｈｉｋｏｎｉｎ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ｄａｉｒ

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ｎｖｉｖｏ．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ｈｉｋｏｎｉ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

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ＭＣ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ｄｅｒｉｖｅｄ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ＰＤＧＦ）ｉｎｖｉｔｒｏ．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ｓｈｉｋｏｎｉｎｃｏｕｌｄ

ｄｏｓ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ＦκＢ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ｓｈｉｋｏｎｉｎ

ｃｏｕｌ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ｃｙｉｎｖｉｔｒｏａｎｄｉｎｖｉｖｏ，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ＮＦκＢ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

ｗａｙ．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ｕ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ｓｈｉｋｏｎｉｎ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ｓ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ｂ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ｔｈｅ

ＮＦκＢ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ｂｅ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ｎａｐｈｔｈｏｑｕｉｎｏｎ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ｆｏｒｔｈｅｒａ

ｐｅｕｔｉｃｓｏｆ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ｓｔｈｍａ．

犗犚０１３

伴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高鼻息肉患者的临床特点研究

邢志敏 张改 刘燕 耿聪俐 王梓敬 李世昌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１０００４４

目的　了解伴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高鼻息肉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外周血与组织中嗜酸性粒细胞数量

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自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收治的６１６例慢性鼻

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高者７５例。以相同时段内患者年龄、性

别、常居地、病程为配对条件，在伴和不伴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高鼻息肉患者中进行１：１配对，研

究组和对照组各３４例。ＳＰＳＳ１７．０分别应用卡方检验和配对ｔ检验分析两组患者在过敏原皮肤点刺阳性

率、变态反应性疾病患病率、既往鼻窦手术史、鼻窦ＣＴ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ａｙ评分、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内镜粘膜

形态评分、鼻腔鼻窦结局测试 （ＳＮＯＴ２０）方面有无差异性，应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评价外周血嗜酸

性粒细胞和组织嗜酸性粒细胞的相关关系。结果　两组鼻息肉患者鼻腔鼻窦结局测试 （狋＝４．１７，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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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内镜粘膜形态评分 （狋＝－３．５５，犘＜０．０１）、鼻窦ＣＴ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ａｙ总评分 （狋

＝２．７８，犘＜０．０１）方面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且鼻窦ＣＴ病变在前筛 （狋＝２．９９，犘＝０．００５）、后

筛 （狋＝６．０８，犘＜０．０１）方面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在过敏性鼻炎患病率 （犘＝０．８０，犘＞０．０５）、

哮喘患病率 （犘＝０．１３，犘＞０．０５）、过敏原皮肤点刺阳性率 （犘＝０．６３，犘＞０．０５）、既往鼻窦手术史

（犘＝０．２３，犘＞０．０５）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高组鼻息肉患者外周血嗜酸性粒

细胞百分比与组织中嗜酸性粒细胞浸润程度呈正相关 （狉＝０．８９５，犘＜０．０１）。结论　外周血嗜酸性粒

细胞增高较非增高组鼻息肉患者，其鼻粘膜状态和鼻窦炎相关生活质量更差，鼻窦病变更重，但与患者

的变应性状态、既往鼻窦手术史没有关系。临床上，可据患者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是否增高进行

嗜酸细胞性鼻息肉的初步分类。

犗犚０１４

特应性皮炎患者犘物质诱导肥大细胞活化以及肥大细胞
在过敏原激发下犘物质及其受体犖犓１犚表达变化的作用研究

张泽南 郑文娇 张慧云 何韶衡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变态反应与临床免疫研究中心 辽宁省 锦州市１２１００１

目的　研究特应性皮炎患者，Ｐ物质诱导肥大细胞活化以及肥大细胞在过敏原激发下Ｐ物质及其受

体ＮＫ１Ｒ的表达变化。方法　ＥＬＩＳＡ检测正常人和ＡＤ患者血浆中ＳＰ以及相关细胞因子水平；检测肥

大细胞活化状态下组胺和ＳＰ的释放量。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ＣＤ４＋Ｔ淋巴细胞，ＣＤ８＋Ｔ淋巴细胞，

单核细胞，嗜碱性粒细胞，Ｂ细胞，中性粒细胞ＳＰ及其受体 ＮＫ１Ｒ的表达状况；流式细胞术，ｑＰＣＲ

检测肥大细胞系ＨＭＣ１在特应性皮炎患者血浆、钙离子载体以及不同过敏原激发２ｈ、６ｈ、１６ｈ下ＳＰ

和ＮＫ１Ｒ的表达变化以及分离的人皮肤肥大细胞在正常人、特应性皮炎患者血浆、ＬＰＳ、屋尘螨过敏原

刺激下１ｈ、３ｈＳＰ和ＮＫ１Ｒ表达变化。结果　ＡＤ患者血浆ＳＰ水平是正常人的６倍 （犘＜０．０５）。在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嗜碱性粒细胞表面ＮＫ１Ｒ较正常人显著升高；嗜碱性粒细胞ＳＰ的表达

比正常人高２倍 （犘＜０．０５）。ＨＭＣ１激发实验：２ｈ、６ｈＮＫ１Ｒ的表达较未刺激组明显增高，而ＳＰ的

表达在６ｈ、１６ｈ有明显增高，且ＡＤ患者血浆孵育可增强ＬＰＳ和屋尘螨过敏原对肥大细胞ＮＫ１Ｒ的上

调作用。正常人皮肤组织肥大细胞激发实验结果与上述结果一致。结论　ＳＰ和ＮＫ１Ｒ参与肥大细胞的

活化，且过敏原作用下ＮＫ１Ｒ在肥大细胞上表达上调。提示Ｐ物质很可能通过作用于肥大细胞表面的

ＮＫ１Ｒ受体进而在特应性皮炎发病过程中发挥作用，Ｐ物质的抑制剂及 ＮＫ１Ｒ封闭剂可能成为新的治

疗特应性皮炎的作用靶点。

犗犚０１５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衍生的犔犪狀犵犲狉犺犪狀狊细胞对 户尘螨的识别和应答

张警兮 姚煦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２１００４２

目的　 （１）研究ＡＤ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和户尘螨ｓＩｇＥ水平的相关性。（２）建立体外诱导ＬＣｓ的培

养体系，并观察ＬＣｓ表型特点。 （３）检测ＬＣｓ通过Ｌａｎｇｅｒｉｎ对Ｄｅｒｐ２的识别、摄取及ＬＣｓ的活化成

熟。方法　 （１）筛选符合 Ｈａｎｉｆｉｎ＆Ｒａｊｉｋａ诊断标准的 ＡＤ患者，采用欧洲 ＡＤ特别工作组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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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ＯＲＡＤ法对其病情严重度进行评分，检测户尘螨ｓＩｇＥ水平并进行统计分析；（２）采集人外周血或脐

带血，磁珠分选单核细胞或造血干细胞并体外诱导，利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诱导细胞表面Ｌａｎｇｅｒｉｎ和

ＣＤ１ａ的表达；（３）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技术检测造血干细胞诱导ＬＣｓ表达的Ｌａｎｇｅｒｉｎ受体对荧光标记的

Ｄｅｒｐ２的识别和摄取；流式细胞术检测诱导衍生的ＬＣｓ在Ｄｅｒｐ２刺激后表面活化标记ＣＤ８０、ＣＤ８３、

ＣＤ８６、ＨＬＡＤＲ等的表达。结果　 （１）在户尘螨ｓＩｇＥ阳性患者中 （Ｃｕｔｏｆｆ设定为＞０．７０Ｋｕ／ｍＬ），

ＳＣＯＲＡＤ评分与户尘螨ｓＩｇＥ水平显著相关 （犘＝０．００５）；（２）利用外周血单核细胞和脐带血造血干细

胞，成功诱导了表达Ｌａｎｇｅｒｉｎ的ＬＣｓ；（３）脐带血造血干细胞衍生ＬＣｓ表达的Ｌａｎｇｅｒｉｎ可介导对荧光

素标记的Ｄｅｒｐ２识别和摄取，ＬＣｓ在Ｄｅｒｐ２刺激后表达ＣＤ８０、ＣＤ８３、ＣＤ８６、ＨＬＡＤＲ的水平降低。

结论　通过衍生于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的ＬＣｓ，我们证实了Ｌａｎｇｅｒｉｎ可与Ｄｅｒｐ２结合，并有介导摄取的

作用；ＬＣｓ识别尘螨抗原后表现未成熟表型，提示能的致耐受作用。

犗犚０１６

变应原皮肤滴定试验：不同屋尘螨变应原制剂体内致敏活性的比较

朱政１王红玉１，２谢燕清１安嘉颖１ＰａｕｌＯ′Ｂｙｒｎｅ
２李靖１郑劲平１钟南山１

１．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呼吸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２．Ｆｉｒｅｓｔｏｎ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Ｈｅａｌ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ｔ．Ｊｏｅ＇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Ｓｔ．Ｊｏｓｅｐｈ＇ｓ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ｃＭａｓ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Ｃａｎａｄａ

背景　变应原气道激发试验可以诱导和模拟变应性哮喘发作的病理生理改变，为哮喘发病机制和新

药研究提供安全可靠的模型。选择合适浓度的变应原激发是确保安全性及试验结果的关键影响因素。目

的　通过变应原皮肤滴定试验，比较不同剂型及来源的屋尘螨变应原在体内的生物致敏活性。方法　将

两种标准化屋尘螨提取物原液 （ＡＬＫＡｂｅｌｌó皮肤点刺液ＳｏｌｕｐｒｉｃｋＳＱ１０ＨＥＰ、冻干粉溶液 Ａｑｕａｇｅｎ

１０５ＳＱＵ／ｍｌ）及重组屋尘螨主要致敏蛋白Ｄｅｒｐ１溶液 （深圳大学，浓度０．１２ｍｇ／ｍｌ）分别按２倍稀

释成系列溶液，用于对明确诊断的变应性鼻炎或合并哮喘患者 （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对屋尘螨反应阳

性）进行变应原皮肤滴定试验，比较其差异及关系。结果　共纳入４２例受试者，其中２５例完成标准化

屋尘螨变应原溶液及重组屋尘螨Ｄｅｒｐ１变应原溶液滴定，１７例完成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溶液与屋尘螨

变应原皮肤点刺液滴定，最高浓度稀释液皮肤滴定引起皮肤硬结直径分别为：６．０９±２．５４４，３．４６±

１．４１４，犘＝０．０００；９．５４±４．１１５，５．９６±２．０８３ｍｍ，犘＝０．００３；相邻２倍浓度稀释液间硬结直径差值

均值分别为０．７０±０．４２，０．３７±０．３２，犘＝０．２２１；０．６１±０．２９，０．９８±０．５０，犘＝０．０４８。皮试过程均

未见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不同屋尘螨变应原制剂的生物活性因浓度不同而差异较大，其中标准化变应

原干粉溶液与皮肤点刺液梯度浓度间差异亦存在明显差异。变应原皮肤滴定试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患

者耐受性好，可在临床上作为比较不同变应原试剂的生物致敏活性的体内测试方法。

犗犚０１７

湿疹患儿肠道菌群定植及其相互作用网络研究

王和平１戴文魁２李玉凤３郑跃杰１王红梅１姚开虎４

１．深圳市儿童医院；２．深圳市微健康基因有限公司

３．东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微生物室

目的　湿疹是婴幼儿常发疾病之一，能引起皮肤严重的问题。近期研究揭示肠道菌群在湿疹发病中

有重要作用，为了解湿疹患儿肠道菌群与正常儿童差异，进行本研究。方法　搜集了１９例湿疹幼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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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例健康幼儿粪便样本，并开展１６ＳｒＤＮＡＶ４Ｖ５高变区测序和差异分析。结果　健康幼儿肠道中微

生物群落相关网络由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ａｃｅａｅ，Ｖｅｉｌｌｏｎｅｌｌａｃｅａｅ和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ａｃｅａｅ科介导，而湿疹患儿肠道的互

作网络中心为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科。此外，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ａｃｅａｅ和Ｄｅ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科在湿疹患儿肠道中富

集。据报道，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ａｃｅａｅ科能够促进Ｔｈ１７（Ｔｈｅｌｐｅｒｃｅｌｌ１７）ｓｅｃｒｅｔｅｄＩＬ１７（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７），而这

些是湿疹发病中的细胞因子之一。同时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和Ｓｈｉｇｅｌｌａ属等相关致病菌均来自于湿疹

患儿肠道富集的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科，这也可能是湿疹患儿肠道菌群紊乱的指标之一。结论　本研究

发现湿疹患儿肠道菌群差异及互作结构关系与正常儿童不同，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湿疹发生过程中肠道菌

群的变化趋势，以及对应互作网络的改变。

犗犚０１８

犆犇１４基因多态性与儿童尘螨过敏的相关性

李丰 曾华松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５１０１８０

目的　研究广东地区汉族尘螨过敏儿童患儿脂多糖受体基因 （ＣＤｌ４）多态性和等位基因频率的分

布情况，探讨其多态性与儿童尘螨过敏的关系及对血浆ＩｇＥ水平的影响。方法　病例组入选符合下列标

准：（１）年龄２１４岁的汉族儿童；（２）临床诊断为哮喘、过敏性鼻炎或特应性皮炎；（３）血清总ＩｇＥ

升高；（４）血清尘螨特异性ＩｇＥ阳性。对１６１例尘螨过敏病例和１８６名健康体检儿童用酶联免疫吸附

（ＥＬＩＳＡ）法测定血浆ＩｇＥ水平，ＵｎｉＣＡＰ系统测定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采用聚合酶链反应一限制性片

段长度多态性 （ＰＣＲＲＦＬＰ）法进行基因型分析，调查多态位点的分布特征，比较不同基因型的血浆

ＩｇＥ水平，比较两组儿童多态位点的基因。结果　病例组及对照组均发现ＣＤｌ４基因１５９Ｃ／Ｔ多态性，

ＣＣ、ＣＴ和 ＴＴ基因型频率分别为１１．７８％、４０．３０％、４７．９２％；对照组分别为３５．２ｌ％、４７．２８％、

１７．５１％ 。按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吻合度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两组的基因型频率和

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同组内，Ｃ等位基因携带者血浆ＩｇＥ水平高于非携

带者；同一基因型，病例组ＩｇＥ水平高于对照组。结论　ＣＤｌ４基因启动子Ｃ一１５９Ｔ多态性与广东地

区儿童尘螨过敏有明显相关性，Ｃ等位基因与血浆ＩｇＥ升高相关。

犗犚０１９

变应性鼻炎患者犐犔３７表达及其对相关细胞因子水平的调控研究

刘云 洪苏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４０００１６

目的　研究白介素３７ （ＩＬ３７）在变应性鼻炎 （ＡＲ）体内的表达水平，及其对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ＰＢＭＣｓ）相关炎性细胞因子ＩＬ１β、ＩＬ６、ＩＬ２７、ＩＬ１０的调控，并探讨ＩＬ３７对ＣＤ４＋ Ｔ细胞分泌

ＩＬ１７、ＩＬ１０水平的影响。方法　收集３９例变应性鼻炎患者和４３例对照组的外周血标本。提取ＰＢ

ＭＣｓ，用流式细胞术、ＥＬＩＳＡ法及ＲＴＰＣＲ法检测分泌ＩＬ３７细胞数量及ＩＬ３７表达水平。使用ｒＩＬ３７

干预ＰＢＭＣｓ后，ＥＬＩＳＡ法及ＲＴＰＣＲ法检测炎性细胞因子ＩＬ１β、ＩＬ６、ＩＬ２７和ＩＬ１０表达水平。针

对ＣＤ４＋Ｔ细胞进行单独干预，并检测ＩＬ３７对ＩＬ１７和ＩＬ１０分泌情况的调控。结果　ＩＬ３７于ＡＲ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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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体内表达明显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ｒＩＬ３７刺激可使ＰＢＭＣｓ对促炎细胞因子ＩＬ１β
和ＩＬ６的分泌下调，并可上调抗炎 细胞因子ＩＬ２７的表达。ｒＩＬ３７干预后ＣＤ４＋ Ｔ细胞对促炎细胞因

子ＩＬ１７的分泌水平显著降低，而抗炎性细胞因子ＩＬ１０的分泌均无变化。结论　变应性鼻炎患者外周

血中ＩＬ３７的明显表达降低。ｒＩＬ３７可通过作用于ＰＢＭＣｓ和ＣＤ４＋Ｔ细胞改变炎性细胞因子表达，影

响ＡＲ炎症反应。

犗犚０２０

支气管哮喘合并过敏性鼻炎患儿外周血犜犺１７细胞介导免疫应答分析

苗青 向莉 许巍 皇惠杰 侯晓玲 朱康 刘晓颖

北京儿童医院１０００４５

目的　分析气道过敏性疾病 （哮喘组、鼻炎组、哮喘合并鼻炎组患儿）以及健康儿童间外周血

Ｔｈ１７细胞介导免疫应答差异。方法　流式细胞术检测哮喘组患儿１７例 （ＡＳ）、鼻炎组患儿１０例

（ＡＲ）、哮喘合并鼻炎组患儿２６例 （ＡＳＲ）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ｍｏｎｏｎｕｃｌｅａｒｃｅｌｌ，ＰＢ

ＭＣ）Ｔｈ１细胞亚群 （ＣＤ４＋ＩＦＮγ＋Ｔ）、Ｔｈ１７细胞亚群 （ＣＤ４＋ＩＬ１７Ａ＋Ｔ）比例差异；酶联免疫吸

附法测定患者血清及螨过敏原刺激后ＰＢＭＣ培养上清中ＩＬ１７Ａ、ＩＬ１７Ｅ和ＩＬ１７Ｆ水平。统计Ｔｈ１７细

胞亚群及其细胞因子与患儿呼出气一氧化氮水平、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数目计数间相关性关系。同期

１５例同龄健康儿童作为对照 （ＨＣ）。结果　哮喘合并鼻炎组、鼻炎组和哮喘组外周血Ｔｈ１细胞亚群比

例为 ［（１０．２１±３．５５）％］，［（１０．７０±３．１１）％］和 ［（１１．１０±２．８８）％］，均低于健康对照组 ［（１３．９３

±４．０２）％］，四组间Ｔｈ１细胞亚群比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外周血Ｔｈ１７细胞比例分别

为哮喘合并鼻炎组 ［（１．３２±０．５０）％］、哮喘组 ［（１．０８±０．４５）％］、鼻炎组 ［（１．０２±０．５１）％］和健

康对照组 ［（０．３６±０．２０）％］，四组间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三组患儿外周血ＩＬ１７Ａ、

ＩＬ１７Ｅ水平均显著性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均＜０．０１）。尘螨过敏原刺激后，哮喘

合并鼻炎组、哮喘组、鼻炎组患儿ＰＢＭＣ中ＩＬ１７Ａ、ＩＬ１７Ｅ和ＩＬ１７Ｆ水平显著升高。哮喘组、鼻炎

组、哮喘合并鼻炎组患儿外周血Ｔｈ１７细胞比例异常升高均与ＦｅＮＯ水平升高、外周血ＥＯＳ增多呈正

相关关系，仅发现哮喘合并鼻炎组患儿血浆ＩＬ１７Ｅ水平升高与ＦｅＮＯ水平、外周血ＥＯＳ增多存在正相

关关系 （Ｐ均＜０．０５）。结论　Ｔｈ１７细胞及其产生的炎症因子ＩＬ１７Ｅ参与了哮喘、鼻炎以及哮喘合并

鼻炎等气道过敏性疾病的免疫调节过程中。

犗犚０２１

变应性鼻炎患者唾液中免疫球蛋白浓度特点分析

王梓敬 刘燕 邢志敏 耿聪俐 王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１０００４４

目的　了解粉尘螨过敏的变应性鼻炎患者特异性ＩｇＥ、ＩｇＡ及ＩｇＧ４在唾液中的浓度变化。方法　

选取单一粉尘螨过敏的变应性鼻炎患者３０例，正常人１５例。收集唾液，ＥＬＩＳＡ法测定唾液中的尘螨

特异性ＩｇＥ，ＩｇＡ及ＩｇＧ４，用两独立样本ｔ检验方法分析两组间免疫球蛋白浓度的差异。结果　变应性

鼻炎患者３０例，男１４例，女１６例，平均年龄３４．２０±１６．８１岁，正常人１５例，男１０例，女５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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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年龄４８．４０±１９．２７岁。变应性鼻炎组唾液中的粉尘螨特异性ＩｇＥ为３０１．５７±６２．６８ＩＵ／ｍＬ，明显高

于对照组２２４．４９±１０．６８ＩＵ／ｍＬ （犘＜０．００１），而变应性鼻炎组中的ＩｇＡ及ＩｇＧ４ （ＩｇＡ＝１８１．４５±

７７．３０ＩＵ／ｍＬ，ＩｇＧ４＝１４０．３７±６９．８７ＩＵ／ｍＬ）低于正常对照组 （ＩｇＡ＝２８９．２５±１９．１２ＩＵ／ｍＬ，ＩｇＧ４

＝３２３．１３±１８．０ＩＵ／ｍＬ），两组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０１）。结论　变应性鼻炎患者唾液中

特异性ＩｇＥ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在变应性鼻炎发病机制研究中，可以从唾液中提取免疫球蛋白及其它

介质作为样本，该法较血清学研究更为简易。

犗犚０２２

联合应用主要代表性过敏原及泛过敏原诊断螨虫过敏的初步研究

张可俊 张俊艳 赖荷 陈惠芳 邹泽红 许晨霞 巫娟 李林梅 伍秋容 刘永平 于陆 陶爱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法霍夫曼免疫研究所／广东省过敏反应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变态反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广州市过敏反应临床医学研究与转化中心５１０２６０

目的　使用主要代表性过敏原诊断的方式排除因交叉反应及其他各种原因对结果的干扰，建立更简

便快捷更精确的诊断方法，以便进行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使用粉尘螨主要代表性过敏原

Ｄｅｒｆ１，Ｄｅｒｆ２以及泛过敏原／交叉过敏反应组分ｔｒｏｐｏｍｙｏｓｉｎ包板，依据ＵｎｉＣＡＰ诊断的血清过敏级

别及检测诸多影响参数来设计正交试验，并使不同级别的血清在９６孔板上能均匀分布，设置阴性和阳

性对照，依据ＥＬＩＳＡ读板的吸光值来判断病人血清阳性与否，并进行相应分级，使用统计学方法比较

传统诊断方法与主泛过敏原联合诊断方法的准确性、灵敏度、特异性及 ＭＣＣ值。同时结合临床脱敏治

疗病人随访，分析疗效与主泛过敏原阳性与否的对应关系。结果　使用ＥＬＩＳＡ进行组分诊断的结果与

常规诊断存在一致性，但有部分病人对尘螨主要过敏原并不显示阳性；而部分病人对交叉反应过敏原反

应阳性且对尘螨主要过敏组分反应性较低，这一部分病人的脱敏治疗疗效欠佳。结论　主要代表性过敏

原与泛过敏原联合诊断可以反映传统诊断方法的结果，同时能鉴别并排除传统方法中因交叉反应及其他

因素的干扰，提高诊断准确率，为后续开展准确而高效的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犗犚０２３

过敏性鼻鼻窦炎免疫治疗现状与未来———
兼论犈狀犱狅狋狔狆犲在疾病诊断与治疗中的意义

赖荷 张建国 陶爱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法霍夫曼免疫研究所／广东省过敏反应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变态反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广州市过敏反应临床医学研究与转化中心５１０２６０

首先对疾病表型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与内存型Ｅｎｄｏｔｙｐｅ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剖析。接着阐述了Ｅｎｄｏｔｙｐｅ的分

型标志及意义，并从目前ＣＯＰＤ、哮喘、鼻鼻窦炎等气道疾病的异质性出发，借用大量文献阐明了采

用Ｅｎｄｏｔｙｐｅ必要性及相应分型后的治疗有效性。特别地，复述了慢性鼻窦炎的Ｅｎｄｏｔｙｐｅ分型及相应的

药物选择，和由食物引起的过敏反应疾病类型及相应的精细分型与治疗。最后根据文献结果提出：食物

过敏一样可以进行脱敏治疗，从而缓解鼻部症状。但未来应对变态反应疾病还需从预防出发，即早期接

触不同过敏原性的抗原，建立强大的免疫系统，才能应对环境抗原的不断升级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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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０２４

犐犔１８犅犘与哮喘的关系及其在肥大细胞诱导炎症
反应中的作用研究

胡雅琳１张慧云１谢华２燕红玲３林小平２郑文娇１何韶衡１

１．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沈阳军区总医院；３．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炎性细胞因子ＩＬ１８广泛参与包括哮喘在内的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ＩＬ１８结合蛋

白 （ＢＰ）可与ＩＬ１８结合抑制ＩＬ１８的生物学功能。本研究旨在探讨ＩＬ１８ＢＰ、ＩＬ１８和ＩＬ１８Ｒ在过敏

性哮喘的关系及其在肥大细胞募集中的作用。方法　流式细胞术检测人外周血细胞中ＩＬ１８ＢＰ，ＩＬ１８Ｒ

及ＩＬ１８的表达和鼠外周血细胞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ＩＬ１８ＢＰ和ＩＬ１８Ｒ的表达，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浆

ＩＬ１８ＢＰ和ＩＬ１８的水平。结果　哮喘患者血浆ＩＬ１８和ＩＬ１８ＢＰ水平升高，且二者关系密切。哮喘患

者外周血嗜碱性性粒细胞ＩＬ１８，ＩＬ１８ＢＰ和ＩＬ１８Ｒ平均荧光强度 （ＭＦＩ）增强。哮喘鼠嗜碱性粒细胞

ＩＬ１８Ｒ表达显著增加。哮喘鼠模型的研究发现，ＩＬ１８可诱导鼠外周血单核细胞数目增多，增强哮喘鼠

ＩＬ１８Ｒ的表达及其 （ＭＦＩ）。此外ＩＬ１８可增强哮喘鼠肺泡灌洗液和肺组织肥大细胞ＩＬ１８Ｒ的表达。结

论　哮喘患者血浆ＩＬ１８ＢＰ和ＩＬ１８之间的相关性表明二者之间关系密切，可考虑研发中和ＩＬ１８和抗

ＩＬ１８的药物治疗哮喘。ＩＬ１８可能通过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表面的ＩＬ１８Ｒ诱导炎症反应。

犗犚０２５

犇犲狉狆、犆狆犌犗犇犖及犔犘犛对犘８１５肥大细胞免疫调节作用观察

李孟荣 应灵晶 韩?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３２５０２７

目的　观察尘螨抗原 （Ｄｅｒｐ）直接作用对Ｐ８１５细胞ＴＬＲ９、ＴＬＲ４及其下游ＥＲＫ１／２、ＰＩ３Ｋ信号、

ＩＬ４、ＩＬ１３、ＩＬ１０、ＴＳＬＰ分泌的影响，并观察ＣｐＧＯＤＮ、ＬＰＳ的干预机制。方法　１． 不同Ｄｅｒｐ抗

原浓度分别刺激培养１２ｈ及２４ｈ。ＷＢ法检测各组ＴＬＲ９蛋白表达及ＥＲＫ１／２磷酸化水平 。ＥＬＩＳＡ检

测ＩＬ４、ＩＬ１０、ＩＬ１３及ＴＳＬＰ。２．ＣｐＧＯＤＮ、ＬＰＳ单独或联合Ｄｅｒｐ直接作用，检测如上指标。结果

　１．Ｄｅｒｐ直接作用Ｐ８１５细胞１２ｈ、２４ｈ后ＴＬＲ９蛋白表达显著下降 （犘＜０．０１）；ＥＲＫ１／２蛋白磷酸化

水平均显著升高 （犘＜０．０５或犘＜０．０１）；ＩＬ４表达显著升高 （犘＜０．０５或犘＜０．０１），ＩＬ１０则显著降

低 （犘＜０．０５或犘＜０．０１）。ＩＬ１３及ＴＳＬＰ表达均显著升高 （犘＜０．０５）。２．ＣｐＧＯＤＮ对Ｄｅｒｐ直接作

用ＴＬＲ９蛋白表达显著升高、ＥＲＫ１／２与ＰＩ３Ｋ磷酸化水平均显著升高 （犘均＜０．０１）。ＬＰＳ对Ｄｅｒｐ直

接作用ＥＲＫ１／２磷酸化水平显著升高 （犘＜０．０１）。结论　１． 尘螨抗原可直接激活Ｐ８１５细胞，下调

ＴＬＲ９蛋白表达，通过ＥＲＫ１／２和ＰＩ３Ｋ信号通路活化，引起ＩＬ４、ＩＬ１３、ＴＳＬＰ分泌增加，ＩＬ１０分

泌减少。２．ＬＰＳ可经ＥＲＫ１／２及ＰＩ３Ｋ信号通路引起Ｐ８１５细胞ＩＬ４分泌增加，ＩＬ１０分泌减少。ＬＰＳ

可增加ＤｅｒｐＥＲＫ１／２信号通路的活化。３．ＣｐＧＯＤＮ可上调Ｐ８１５细胞ＴＬＲ９受体表达，降低ＩＬ４的释

放，促进ＩＬ１０的释放。ＣｐＧＯＤＮ对尘螨刺激肥大细胞的免疫调节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ＴＬＲ９的下降

及ＥＲＫ１／２信号通路的活化实现的。

—１７—



犗犚０２６

变应性鼻炎免疫治疗前后外周血不同犜细胞亚群基因表达的研究

杨钦泰 郑瑞 黄雪琨 王玮豪 陈玉莲 张革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１００１５０１０

目的　探讨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屋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前后外周血Ｔｒｅｇ细胞的

Ｆｏｘｐ３基因和γδＴ细胞抗原识别受体 （Ｔｃｅｌｌ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ＴＣＲ）Ｖγ亚家族基因表达的变化情况。方法　

选择２２例屋尘螨皮下注射免疫治疗１年有效的ＡＲ患者，采用ＲＴＰＣＲ检测治疗前后外周血Ｆｏｘｐ３基

因与ＴＣＲＶγⅠ～Ⅲ亚家族基因表达水平。１０例健康志愿者为对照。结果　２２例ＡＲ患者免疫治疗前

Ｆｏｘｐ３基因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犣＝－２．１５５，犘＜０．０５），治疗后则升高 （狋＝－４．５７７，犘＜

０．０５）；治疗前ＴＣＲＶγⅠ～Ⅲ亚家族基因表达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ＴＣＲＶγⅠ的Ｚ值为－２．１１４，

ＴＣＲＶγⅡ、Ⅲ的ｔ值分别为４．１０１、３．１０８，犘值均＜０．０５），治疗后仅ＴＣＲＶγⅢ亚家族出现明显升高

（犣＝－３．４１６，犘＜０．０５）；治疗前Ｆｏｘｐ３与 ＴＣＲＶγⅠ、Ⅱ、Ⅲ呈正相关 （狉分别为０．７７８、０．６２６、

０．８４４，犘值均＜０．０５），治疗后Ｆｏｘｐ３与ＶγⅢ呈正相关 （狉＝０．５０５，犘＜０．０５）。结论　免疫治疗１年

有效的ＡＲ患者中，治疗前后外周血Ｔｒｅｇ细胞和γδＴ细胞亚群之间存在动态平衡关系，患者免疫治疗

早期症状的改善可能与Ｔ细胞的免疫重塑相关。

犗犚０２７

甲型流感病毒体外感染人鼻黏膜上皮细胞
对犜犎１／犜犎２／犜犎１７／犜狉犲犵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邓玉琴１严彦２ＫａｉＳｅｎＴａｎ２刘静２陶泽璋１王德云２

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２．新加坡国立大学耳鼻喉科

目的　研究 Ｈ３Ｎ２流感病毒感染体外分化的人鼻黏膜上皮细胞 （ｈＮＥＣｓ）后 ＴＨ１／ＴＨ２／ＴＨ１７／

Ｔｒｅｇ细胞因子表达的变化，探讨流感病毒感染鼻黏膜后对辅助性Ｔ细胞亚群的动态变化。方法　收集

鼻中隔偏曲伴鼻甲肥大，行手术矫正的患者下鼻甲组织，进行鼻黏膜上皮细胞体外培养 （狀＝８）。采用

Ｈ３Ｎ２流感病毒 （ＭＯＩ＝０．１）感染人鼻黏膜上皮细胞 （ｈＮＥＣｓ），于感染后０、８、１６、２４、４８及７２ｈ

后收集上清液和裂解细胞的总ＲＮＡ。应用ｑＲＴＰＣＲ方法检测ＴＨ１、ＴＨ２、ＴＨ１７以及调节性Ｔ细胞

因子的动态水平。结果　与 ＴＨ１７相关的细胞因子ＩＬ１７ＲＡ转录水平与感染前比较明显增高 （犘＝

０．０３，ｆｏｌｄｃｈａｎｇｅ为２．２），参与Ｔｒｅｇ细胞功能的ＴＧＦβ水平在４８和７２ｈ与感染前相比均明显增高

（犘＜０．０５，ｆｏｌｄｃｈａｎｇｅ分别为３１．３和２５．７）。而在观察的７２ｈ内，与 ＴＨ 转录相关的细胞因子

ＲＯＲＣ、ＧＡＴＡ３与阴性感染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与ＴＨ１相关的细胞因子ＩＬ２、ＩＬ１２Ａ的 ｍＲ

ＮＡ水平，ＴＨ２相关细胞因子ＣＣＬ１３和ＩＬ４ＲｍＲＮＡ 水平均与阴性感染组相比，均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结论　我们首次发现，Ｈ３Ｎ２流感病毒感染的晚期，引发人鼻黏膜上皮细胞产生Ｔｒｅｇ细胞优势的

免疫反应。其病毒感染鼻黏膜的效应，可通过上调ＴＧＦβ转录水平而促进Ｔｒｅｇ细胞的增殖，同时抑制

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的反应，从而使上皮细胞表现保护性的免疫耐受。

—２７—



犗犚０２８

血必净对犗犞犃诱导哮喘小鼠上气道氧化损伤的保护作用

宋冬梅１牛英豪１王宝山２

１．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及变态反应科；２．河北医科大学

目的　研究血必净在 ＯＶＡ诱导的小鼠哮喘模型中的抗氧化损伤作用以及它与血红素加氧酶１

（ＨＯ１）的关系，探讨血必净氧化损伤保护作用的潜在机制。方法　建立ＯＶＡ诱导的小鼠哮喘模型，

用血必净 （１ｍＬ·Ｋｇ１·ｄ１）及地塞米松 （３ｍｇ·Ｋｇ１·ｄ１）进行气道雾化干预，对照组用ＰＢＳ

（ｐＨ７．４）代替。ＥＬＩＳＡ检测各组小鼠肺泡灌洗液 （ＢＡＬＦ）中总ＩｇＥ、ＯＶＡ特异性ＩｇＥ及炎症因子；

双氢罗丹明 （ＤＨＲ）１２３试剂盒检测ＢＡＬＦ中活性氧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水平；分别使

用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ＳＯＤ）、谷胱甘肽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ＧＳＨ）、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ａ

ｌａｓｅ，ＣＡＴ）和总抗氧化能力 （Ｔｏｔａｌ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ｓｓａｙ，ＴＡＯＣ）试剂盒检测各组小鼠ＢＡＬＦ

中ＳＯＤ、ＧＳＨ、ＣＡＴ和ＴＡＯＣ的水平；ＨＥ染色检测小鼠肺组织的炎症浸润及形态学变化；依文思蓝

染色检测小鼠肺组织的干湿比重；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及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检测小鼠肺组织中 ＨＯ１的表达。结

果　病理研究结果显示血必净明显减轻了哮喘小鼠气道上皮纤毛脱落、杯状细胞增生、肺组织中粘液产

生以及炎性细胞浸润；相对于ＯＶＡ诱导组，血必净处理组明显降低了小鼠ＢＡＬＦ中总ＩｇＥ、ＯＶＡ特

异性ＩｇＥ及ＩＬ４、ＩＬ５的表达水平，降低了ＢＡＬＦ中ＲＯＳ含量；提高ＢＡＬＦ中抗氧化酶的活性和和抗

氧化能力；明显诱导肺组织ＨＯ１表达，并呈现时间和剂量依赖性。结论　血必净可明显抑制ＲＯＳ的

产生、提高抗氧化酶活性、抑制上气道氧化损伤，对哮喘小鼠有治疗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诱导

ＨＯ１的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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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０３０

犛狆狌狋狌犿犿犪狊狋犮犲犾犾狊狌犫狋狔狆犲狊狉犲犾犪狋犲狋狅犲狅狊犻狀狅狆犺犻犾犻犪犪狀犱

犮狅狉狋犻犮狅狊狋犲狉狅犻犱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犻狀犪狊狋犺犿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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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ｗａｎＤｏｕｇｌａｓＣ
５，ＴａｙｌｏｒＤ．Ｒｏｂ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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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ＰｎｅｕｍｏｌｏｇｙＧｒｏｕｐ，Ｄｅｐｔ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Ｂ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Ｐ．Ｒ．Ｃｈｉｎａ

４．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Ｄｅｐｔ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Ｓｌｅｅｐ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ｏｈｎＨｕｎｔ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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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ｔｈｍａ（狀＝５５），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ｅｌｌｃｏｕｎｔ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ｓ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ｐｕｔｕｍｗｅｒｅａ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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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０３１

鼻灌洗嗜酸性细胞比例对成人哮喘下气道炎症的评估价值

时旭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探索鼻灌洗嗜酸性细胞比例对成人支气管哮喘下气道炎症的评估价值。方法　纳入２０１２年

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９月就诊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科的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的成人哮喘患者８５

例，其中男３３例 （３８．８２％），女５２例 （６１．１８％），年龄在１５６０周岁之间，病程均大于８周，平均哮

喘病程７．９１±８．３３年，中位时间为４．５年。测定患者鼻灌洗嗜酸粒细胞比例、诱导痰嗜酸粒细胞比例、

ＦｅＮＯ水平、血嗜酸粒细胞比例。结果　成人哮喘患者鼻灌洗嗜酸粒细胞比例为 （４３．３±３２．３６），诱导

痰嗜酸粒细胞比例为 （２１．４７±１８．３），呼出气一氧化氮水平为ＬｏｇＦｅＮＯ （１．６９±０．２９）ｐｐｂ。鼻灌洗

嗜酸粒细胞比例与诱导痰嗜酸粒细胞比例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患者鼻灌洗嗜酸粒细胞比

例和诱导痰嗜酸粒细胞比例间呈直线相关 （狉＝０．３１０，犘＜０．０１）。鼻灌洗嗜酸粒细胞比例与ＦｅＮＯ间

无统计学相关性 （犘＞０．０５）。结论　成人哮喘的鼻灌洗嗜酸粒细胞比例可以反映下气道嗜酸性炎症水

平，可作为诊断的敏感特异指标。

犗犚０３２

肺泡灌洗技术在外源性过敏性肺泡炎中的
诊断价值案例及诊断理论设想

杨莉１，３常红生２胡祝红１王真１徐峻１朱渊红１刘贤忠３李晓娟４彭来君５

１．浙江大学国际医院 （树兰医院）；２．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３．浙江宁波第二医院杭州湾院区呼吸内科；４．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肺功能室

５．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骨髓室

目的　通过临床中的典型和不典型过敏性肺泡炎的病案分析，提出肺泡灌洗技术对外源性过敏性肺

泡炎诊断价值的新理论的设想。方法　通过分析外源性物质吸入病史＋影像学特征＋肺泡灌洗液细胞学

分类＋排除其他可能的疾病的方法，对一例典型的和两例不典型的过敏性肺泡炎的病案进行诊断和治

疗，通过诊治的随访分析及肺泡灌洗液细胞学分类结果 （经过实验室２位有经验的医生共同审核）的分

析，提出ＨＰ诊断可能更为敏感的新指标设想。结果　肺泡灌洗液细胞学分类单独以淋巴细胞比例明显

升高的患者，结合患者病史及排除其他肺部疾病，可考虑临床诊断过敏性肺泡炎。结论　本文基于临床

中的病案发现，提出新理论设想———对于怀疑 ＨＰ的患者，只要没有禁忌症，即可进行气管镜下ＢＡＬＦ

检测，当细胞学分类发现淋巴细胞比例明显增高 （提出淋巴细胞＞６５％的ｃｕｔｏｆｆ数值，且细胞学分类

必须有两位有经验的检验医师进行分析）而无其他优势细胞比例，并且排除肺部感染及其他非感染性疾

病时，可临床诊断外源性过敏性肺泡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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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０３３

成年过敏性及非过敏性哮喘的临床特征分析

魏美慧 何丽秀 刘春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６１００４１

目的　探讨成年过敏性及非过敏性哮喘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意义。方法　连续纳入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哮喘专病门诊初诊未治疗的成年哮喘患者１３１例，以抗原特异性ＩｇＥ阳性或常见过敏

原皮肤点刺试验阳性分为过敏性哮喘 （ＡＡ）组 （７２例）和非过敏性哮喘 （ＮＡＡ）组 （５９例），从性

别、体质指数 （ＢＭＩ）、发病年龄、哮喘控制测试 （ＡＣＴ）评分、肺功能、ＦｅＮＯ水平、气流受限类型

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结果　ＮＡＡ组ＦｅＮＯ水平为 （５１．１±３２．６）ｐｐｂ，与ＡＡ组 （６９．１±４１．７）ｐｐｂ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狋＝－２．７６２，犘＝０．００７）；ＮＡＡ组合并鼻炎 （１７例）与 ＡＡ组合并鼻炎

（４８例）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２＝１９．３９６，犘＝０．０００）；ＮＡＡ组中无气流受限 （ＮＡＯ）２０例、

可逆性气流受限 （ＲＡＯ）２２例、不可逆气流受限分别为 （ＩＡＯ）１７例，与 ＡＡ 组 （ＮＡＯ３７例，

ＲＡＯ２６例，ＩＡＯ９例）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犣＝－２．４６１，犘＝０．０１４）；ＮＡＡ组发病年龄 （２８．９

±１６．３）岁、ＡＣＴ评分 （１５．６±４．１）、Ｆｅｖ１％ （６７．６４±２２．８１）％、ＢＭＩ（２．３８±４．７４）Ｋｇ／Ｍ
２，与

ＡＡ组 ［分别为 （２５．５±１５．０）岁，１６．７±４．２，（７４．４２±２１．０５）％，（２．２５±４．０６）Ｋｇ／Ｍ
２］相比，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与非过敏性哮喘相比，过敏性哮喘合并鼻炎的可能性大，且Ｆｅ

ＮＯ水平较高，发生不可逆气流受限的比例低，正确使用这些临床指标有利于简便、快捷的进行病情评

估。

犗犚０３４

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狏犪犾犻犱犪狋犻狅狀狅犳犪狊狋犺犿犪狆犺犲狀狅狋狔狆犲狊犻狀

犆犺犻狀犲狊犲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狌狊犻狀犵犮犾狌狊狋犲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ＷａｎｇＬｅｉ，ＬｉａｎｇＲｕｉ，ＺｈｏｕＴ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Ｊｉｎｇ，ＷａｎｇＧａｎｇ

ＰｎｅｕｍｏｌｏｇｙＧｒｏｕｐ，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Ｂ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４１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Ａｓｔｈｍａｉｓａ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ａｉｒｗａ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ｉｔｉｓｃｒｕｃｉａｌｔｏｃｌｅａｒ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ｈｅ

ｎｏｔｙｐｅｓ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ｂｅｔｔｅｒａｓｔｈｍ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ｔｈｅａｄｕｌｔａｓｔｈｍａ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犕犲狋犺狅犱狊　Ｔｗｏｈｕｎｄｒｅｄａｎｄｅｉｇｈｔｙｆｏｕ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ａｎｄ１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ｓｏ

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Ｗａｒｄ′ｓ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ｋｍｅａｎ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ｎ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１２ｍｏｎｔｈ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ｗａｓ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ｔｏ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ｓ．犚犲狊狌犾狋狊　Ｆｉｖ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ｗｅ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ａ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ｏｉｎｔ（０．２）ｉ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１（狀＝

６２）ｗａ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ｙｏｕｎｇｆｅｍａｌｅｓ，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ｍｉｌｄａｓｔｈｍａｗ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ｌｌｕ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２（狀＝４６）ｂｙｏｌｄｅｒｆｅｍａｌｅ，ｎｏ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ｏｗ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ｖｅｒｙｌｏｗｉｎ

ｃｏｍｅ，ａｌｌｅｒｇｙ，ｌｏｎｇｅｒａｓｔｈｍａ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ｏｓｅｖｅｒｅａｓｔｈｍａｗｉｔｈｐｏｏｒａｓｔｈｍａ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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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ＱＬＱ），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３（狀＝７４）ｂｙｆｅｍａｌｅ，ｈｉｇ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ｐｏｏｒｌｕ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４（狀

＝５５）ｂｙｍａｌｅ，ｓｍｏｋｉｎｇ，ｆｅｗ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ｍｉｌｄｔｏ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ｌｌｕｎｇ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５（狀＝４７）ｂｙｍａｌｅｓ，ｈｉｇ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ｍｏｋ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ｆｕｌｌｔｉｍｅｊｏｂ

ａｎｄｍｉｌｄａｓｔｈｍａｗ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ｌｌｕ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ｅｔｔｅｒＡＱＬＱ．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ｓｔｕｄ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５，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１ｗａｓａｔｈｉｇｈｅｒｒｉｓｋｏｆｎｏｎｐｌａｎｎｅｄｖｉｓｉｔｓ（犚犚＝２．６７，９５％ＣＩ＝

［１．１２，６．３２］）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ｖｉｓｉｔｓ（犚犚＝４．０６，９５％ＣＩ＝ ［１．２６，１３．０４］），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２ａｔｈｉｇｈｅｒｒｉｓｋ

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ｓ（犚犚＝４．３９，９５％ＣＩ＝ ［１．６３，１１．８５］），ｎｏｎｐｌａｎｎｅｄｖｉｓｉｔｓ（ＲＲ＝９．４１，９５％ＣＩ

＝ ［３．６４，２４．３０］）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ｖｉｓｉｔｓ（ＲＲ＝１５．４７，９５％ＣＩ＝ ［４．７５，５０．３３］）．Ｂｕｔ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３，４ａｎｄ５ｉｎａｓｔｈｍａｏｕｔｃｏｍｅｓ．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ｆｉｖ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ａｓｔｈｍａ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ｓｔｈｍａ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犗犚０３５

以支气管哮喘为首发症状的嗜酸性肉芽肿血管炎２０例分析

刘斌 姚媛 辛苗苗 王丽芹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２６６００３

目的　研究以过敏性哮喘为首发症状的嗜酸性肉芽肿血管炎 （ＥＧＰＡ）临床特征并进行文献复习，

以增加对本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０１６年５月入住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以支气管哮喘

为首发症状的ＥＧＰＡ２０例，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　临床资料　１．１：一般资料　 支气管哮喘为首发

症状的ＥＧＰＡ２０例，男性１５例，女性５例。平均年龄３９．９岁 （２６～５４岁），病程１０～６０天。均符合

１９９０年美国风湿病协会ＣＳＳ （ＥＧＰＡ）分类标准。１．２　 临床资料　２０例ＥＧＰＡ患者中发热１８例，肾

脏 （包括尿潜血、尿蛋白、肾功能不全）损伤１８例，鼻炎鼻窦炎１７例，腓肠肌疼痛１６例，上肢或／

和下肢周围神经受累１４例，皮疹１２例，胃肠道受累４例，心动过速／胸前区不适２例。实验室检查：

嗜酸粒细胞升高２０例，ＡＮＣＡ阳性１８例，其中ｐＡＮＣＡ／ＭＰＯ阳性１２例，肌电图示外周神经病变１４

例，肺ＣＴ显示磨玻璃影、支气管壁增厚／支气管扩张等肺部病变１０例。２０例患者均经泼尼松１２ｍｇ／

ｋｇ／ｄ及环磷酰胺０．２隔日一次治疗２月～５年，１４例症状及实验室检查完全缓解，６例肺ＣＴ无明显改

善，４例遗留有双上肢／下肢麻木等外周神经系统损伤，２例肾功能未完全恢复正常。结论　以支气管哮

喘为首发表现的ＥＧＰＡ常伴发热、腓肠肌疼痛、肾脏和周围神经受累，贻误治疗常导致肾功能、神经

系统损伤。当支气管哮喘伴发上述表现时应需警惕ＥＧＰＡ，以期早期诊断、改善预后。

犗犚０３６

烟曲霉致敏的呼吸道疾病患者对其他真菌致敏的
狊犐犵犈水平及相关性分析

胡海圣 罗文婷 孙宝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呼吸道变态反应性疾病的发病趋势不断增加，已成为全球健康问题。研究表明，气传真菌如

长蠕孢、链格孢、分枝孢霉等，是引起霉菌致敏的呼吸道变应性疾病的主要致敏原。本文血清变应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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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免疫球蛋白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Ｅ，ｓＩｇＥ）可以帮助诊断及辨别患者的致敏原，本研究对

烟曲霉致敏的呼吸道疾病患者同时检测长蠕孢、链格孢、分枝孢霉、青霉菌ｓＩｇＥ。探讨呼吸道疾患者

对真菌致敏的免疫球蛋白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Ｅ，ｓＩｇＥ）水平及多重致敏现象。方法　筛选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烟曲霉ｓＩｇＥ阳性且级别大于等于三级的哮喘或变态反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

（ＡＢＰＡ）成人患者，分为烟曲霉致敏哮喘组及ＡＢＰＡ组。采用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１０００荧光酶联免疫系统检

测患者血清点青霉、分支孢霉、烟曲霉、白假丝酵母霉、链格孢霉与长蠕孢霉ｓＩｇＥ浓度。结果　著高

于烟曲霉致敏哮喘患者 （犘＜０．０５）［２６．７ （１３．３，５４．３）ｋＵ／Ｌｖｓ．１２．７ （５．９０，３３．４）ｋＵ／Ｌ］、白假丝

酵母ｓＩｇＥ ［７．９０ （１．４０，６．００）ｋＵ／Ｌｖｓ．１．００ （０．４０，６．００）ｋＵ／Ｌ］、点青霉ｓＩｇＥ ［１７．６ （６．８０，

３７．６）ｋＵ／Ｌｖｓ．４．３０ （４．３０，４．３０）ｋＵ／Ｌ］、链格孢ｓＩｇＥ ［２．６０ （１．７０，１６．０）ｋＵ／Ｌｖｓ．０．９０ （０．４０，

２．１０）ｋＵ／Ｌ］。所有患者皆有多重霉菌致敏现象，各霉菌ｓＩｇＥ水平存在相关性 （犘＜０．０５），最优尺度

分析显示烟曲霉与链格孢霉关系最近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９５．７％）。结论　ＡＢＰＡ患者霉菌致敏水平比

哮喘更加严重，烟曲霉菌致敏患者常伴多重霉菌过敏现象，或因霉菌间分泌相同的致敏蛋白引起，多种

霉菌ｓＩｇＥ浓度的检测或可作为真菌致敏哮喘辅助检查。

犗犚０３７

犃犌４９０对中性粒细胞哮喘小鼠模型气道炎症的影响

张敏 农光民 蒋敏 詹文杰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５３００２１

目的　观察ＡＧ４９０对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模型小鼠气道炎症的影响。方法　无特定病原体 （ＳＰＦ）

级Ｃ５７ＢＬ雌性小鼠５４只，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中性粒细胞性哮喘 （ＮＡ）组、ＡＧ４９０处理的 ＮＡ组

（ＮＡＡ）组和正常 （ＮＣ）组，每组１８只。ＮＡ、ＮＡＡ组小鼠于第０、６、１３天经气道滴入１００μｇ卵蛋

白 （ＯＶＡ）、０．１μｇ脂多糖 （ＬＰＳ）致敏。ＮＡＡ 组小鼠于实验第２１天起经腹腔注射 ＡＧ４９０，每只

５００μｇ，隔天一次，共４次。于第２１天起连续７ｄ雾化吸入１％ＯＶＡ激发，每次１ｈ。最后１次雾化结

束后第２４ｈ，收集小鼠标本并检测相关指标。收集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ＢＡＬＦ）并检测其有核细胞总数

及分类比例；分离肺组织行 ＨＥ染色，光镜下观察肺组织病理变化；流式细胞术检测肺部Ｔｈ１７细胞比

例。ＮＡ小鼠成模后用免疫磁珠纯化的小鼠脾源性ＣＤ４＋Ｔ，在ＩＬ７以及ＡＧ４９０作用后，采用流式细

胞术检测已分化的 Ｔｈ１７细胞占 ＣＤ４＋Ｔ 细胞的比例以及 Ｔｈ１７细胞上 Ｋｉ６７、Ｂｃｌ２以及活化型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表达。结果　与ＮＡ组相比，ＮＡＡ组ＢＡＬＦ有核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嗜酸性粒细

胞百分比均明显降低 （均犘＜０．０５），ＮＡＡ组肺组织病理学改变较 ＮＡ组明显减轻。与 ＮＡ组相比，

ＮＡＡ组ＢＡＬＦＩＬ１７Ａ水平降低、肺组织Ｔｈ１７细胞比例减少 （均犘＜０．０５）。在体外实验，与对照组

相比，ＡＧ４９０组Ｔｈ１７细胞上ｋｉ６７、Ｂｃｌ２蛋白百分比减少，Ｔｈ１７细胞上Ｃａｓｐａｓｅ３百分比增多 （均犘

＜０．０５）。结论　ＡＧ４９０可能通过调控ＪＡＫ／ＳＴＡＴ５信号通路及Ｃａｓｐａｓｅ３，可能成为潜在治疗ＮＡ的新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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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０３８

犐犔２５对过敏性哮喘患者嗜酸粒细胞祖细胞动员的研究

汤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呼吸科２０００２５

目的　嗜酸粒细胞祖细胞的动员、迁移及活化是过敏性哮喘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ＩＬ２５作为重要

的Ｔｈ２型上皮因子，在我们既往的研究中显示在过敏性哮喘患者抗原激发试验后表面ＩＬ２５受体的表达

呈动态增高。本研究同样的激发过程中，观察其前体细胞———嗜酸粒细胞表面受体的表达水平和血浆

ＩＬ２５的水平，并在体外对ＩＬ２５对嗜酸粒细胞祖细胞的迁移和活化状态进行了研究。方法　１４名抗原

激发后具有迟发相过敏反应的过敏性哮喘患者，以流式细胞标记的方法对外周血嗜酸粒祖细胞细胞表面

ＩＬ２５Ｒ的水平，血浆测定了抗原激发前后ＩＬ２５的水平。体外研究中测定了ＩＬ２５刺激下嗜酸粒细胞祖

细胞细胞活化细胞内表达Ｔｈ２型细胞因子ＩＬ４，ＩＬ１３的变化，并通过跨膜移行试验观察了ＩＬ２５刺激

下嗜酸粒细胞祖细胞在趋化因子ＳＤＦ１α的迁移作用。结果　抗原激发后嗜酸粒细胞祖细胞表达ＩＬ２５

特异性受体特异性亚单位ＩＬ１７ＲＢ的数目增加。ＩＬ２５血浆水平也在抗原激发后２４小时显著增高。体

外以ＩＬ２５刺激后，可引起嗜酸粒细胞内ＩＬ５和ＩＬ１３的水平增加，这一效应可以被ＩＬ２５抗体阻断。

以ＩＬ２５刺激后，嗜酸粒细胞祖细胞在体外祖细胞趋化剂ＳＤＦ１α的迁移数目增加。结论　ＩＬ２５在特异

性抗原激发试验中显示对嗜酸粒细胞祖细胞的活化，趋化存在一定作用，是参与嗜酸粒细胞祖细胞在过

敏性炎症中的原位分化和活化的重要因子。

犗犚０３９

探讨真菌致敏性哮喘与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的临床及免疫学特征

郑佩燕 孙宝清 吴世权 罗文婷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探讨非真菌致敏性哮喘 （ＮＦＡ）、真菌致敏性哮喘 （ＦＡ）以及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 （ＡＢ

ＰＡ）三者之间临床学和免疫学特征，从而更好地对病情进行进一步的评估，为临床的治疗提供理论依

据。方法　入组５６例支气管哮喘与３６例ＡＢＰＡ患者。支气管哮喘患者均检测血清ｔＩｇＥ，８种真菌和真

菌混合项 （Ｍ．ｘ）ｓＩｇＥ，若８种真菌ｓＩｇＥ中一种或以上阳性，则纳入ＦＡ组 （３１例），进行检测烟曲霉

ｓＩｇＧ；否则纳入 ＮＦＡ 组 （２５例）。ＡＢＰＡ 组均检测血清ｔＩｇＥ，烟曲霉ｓＩｇＥ和ｓＩｇＧ、真菌混合项

（Ｍ．ｘ）ｓＩｇＥ。９２例患者均进行肺功能、血常规、诱导痰等检查。结果　ＡＢＰＡ 中合并支扩比率

（８８．９％）、诱导痰嗜酸细胞比率 ［１３．０ （１．５，２３．５）％］、血嗜酸细胞总数 ［０．８５ （０．３０，１．４１）／Ｌ］、

日均使用口服糖皮质激素剂量 ［１５ （１０，２０）ｍｇ］均明显高于ＮＦＡ ［２０％；３．５ （１．５，１０．７）％；０．１４

（０．０１，０．５３）／Ｌ；１０ （０，２０）ｍｇ；均犘＜０．０５］和ＦＡ ［２５．６％；１１．５ （６．５，４５．５）％；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３０）／Ｌ；１０ （０，２５）ｍｇ；均 犘＜０．０５］；ＡＢＰＡ 中 ＦＶＣ％ｐｒｅｄ水平 ［７８．３０ （６６．０，８９．０）％］、

ＦＥＶ１％ｐｒｅｄ水平 ［５５．０±２４．４％］明显低于与ＮＦＡ ［８９．３ （７８．７，１０２．１）％；７０．２±２４．０％；均犘＜

０．０５］；ＡＢＰＡ中ｓＩｇＥＡ．ｆ水平 ［７．９５ （１．００，２６．１３）ｋＵ／Ｌ］、ｓＩｇＧＡ．ｆ水平 ［８２．５ （２２．７，１６６．０）

ｍｇＡ／Ｌ］、ｔｏｔａｌＩｇＥ水平 ［１３３２ （１０００，３２９１）ｋＵ／Ｌ］均明显高于ＦＡ ［０．６１ （０．４２，２．８０）ｋ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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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 （７．６，３７．７）ｍｇＡ／Ｌ；９９２ （２９３，２１２３）ｋＵ／Ｌ］；ｓＩｇＥＡ．ｆ水平与ＦＶＣ％ｐｒｅｄ、ＦＥＶ１％ｐｒｅｄ均

有明显负相关性 （狉＝－０．３９１，犘＝０．０３０；狉＝－０．４８６，犘＝０．００６）。结论　ＮＦＡ、ＦＡ与ＡＢＰＡ之间

有着不同的临床及免疫学特征；ＡＢＰＡ病情更重；烟曲霉致敏水平在 ＡＢＰＡ中明显高于 ＮＦＡ与ＦＡ。

此外，烟曲霉ｓＩｇＥ水平的升高与肺功能的损伤相关。

犗犚０４０

草花粉核酸疫苗的构建及免疫特性研究

吴媛媛 卢家美 孙秀珍 张永红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７１０００４

目的　构建草花粉变应原核酸疫苗ｐｃＤＮＡ３．１Ｈｕｍ，并探讨其是否通过诱导Ｆｏｘｐ３＋Ｔｒｅｇ细胞

分化介导对哮喘模型小鼠的免疫保护作用。方法　双酶切ｐＴｒｉｐＩＥｘ２Ｈｕｍ质粒以获取目的基因，定向

插入ｐｃＤＮＡ３．１ （）载体以构建ｐｃＤＮＡ３．１Ｈｕｍ核酸疫苗并测序鉴定，转染至ＣＯＳ７细胞以证实其

表达。采用表达的目的蛋白刺激ＣＤ４＋ＣＤ２５Ｔ细胞，验证其能否诱导Ｆｏｘｐ３＋Ｔｒｅｇ细胞分化。使用

ｐｃＤＮＡ３．１Ｈｕｍ免疫正常小鼠，检测特异性ＩｇＥ、ＩｇＧ２ａ水平以探讨其免疫原性、变应原性；免疫哮

喘模型小鼠以验证其免疫保护作用。结果　测序证实该构建成功并可在真核细胞内表达；证实表达的目

的蛋白可诱导ＣＤ４＋ＣＤ２５Ｔ细胞向Ｆｏｘｐ３＋Ｔｒｅｇ细胞分化。动物实验提示ｐｃＤＮＡ３．１Ｈｕｍ可诱导特

异性ＩｇＧ２ａ，不能诱导特异性ＩｇＥ；可明显降低哮喘模型小鼠气道炎症反应、气道高反应性 （ＡＨＲ）；

升高脾脏Ｆｏｘｐ３＋Ｔｒｅｇ细胞百分比；降低ＩＬ４、升高ＩＦＮγ水平。结论　成功构建了ｐｃＤＮＡ３．１Ｈｕｍ

核酸疫苗，表达的目的蛋白可介导Ｆｏｘｐ３＋Ｔｒｅｇ细胞分化。动物实验证实该疫苗具有免疫原性及免疫

保护作用，并提示其通过诱导Ｆｏｘｐ３＋Ｔｒｅｇ细胞分化介导Ｔｈ１倾向的免疫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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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０４２

树突状细胞与上下气道炎症反应一致性的动物实验研究

梁灼萍 张婷 彭益 杨婷 刘文军 覃纲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６４６０００

目的　研究树突状细胞 （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ＤＣ）在上下气道炎症中的表达情况，探讨ＤＣ在上下气道

炎症反应一致性中的作用和机制。方法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法 （链霉素亲和素生物素法，ＳＡＢＣ法）对

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和哮喘 （ａｓｔｈｍａ，ＡＳ）大鼠动物模型鼻黏膜和肺组织中ＣＤ８０、

ＣＤ８６、ＩＦＮγ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ｇａｍｍａ，ＩＦＮγ）、ＩＬ４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４，ＩＬ４）的表达进行检测，分析ＣＤ８０、

ＣＤ８６表达与上下气道炎症反应以及ＩＦＮγ、ＩＬ４表达的关系。结果　１、ＣＤ８０、ＣＤ８６和ＩＬ４阳性细

胞数在ＡＲ、ＡＳ实验组鼻黏膜和肺组织中的表达明显多于其相应的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２、ＩＦＮγ阳性细胞数在 ＡＲ、ＡＳ实验组鼻黏膜和肺组织中的表达明显少于其相应的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３、ＣＤ８０与ＣＤ８６在ＡＲ、ＡＳ实验组鼻黏膜中的表达分别与其在肺组

织中的表达呈正相关 （犘＜０．０５）；４、在ＡＲ、ＡＳ实验组鼻黏膜和肺组织中ＣＤ８０、ＣＤ８６与ＩＬ４表达

均呈正相关 （犘＜０．０５），而与ＩＦＮγ表达均呈负相关 （犘＜０．０５）。结论　ＤＣ表面标志物ＣＤ８０、ＣＤ８６

在ＡＲ、ＡＳ鼻黏膜和肺组织中存在高表达，表明ＤＣ参与了ＡＲ、ＡＳ的发病，即参与了上下气道炎症

的发病；两者分别在ＡＲ、ＡＳ鼻黏膜和肺组织的表达均成正相关，表明ＤＣ与上下气道炎症反应具有

一致性；而ＤＣ参与上下气道炎症反应一致性的机制可能与其诱导ＣＤ４＋Ｔ细胞向Ｔｈ２细胞优势表达，

从而打破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之间原有的表达平衡有关。

犗犚０４３

犈狕狉犻狀在支气管哮喘气道上皮间充质转化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贾? 闫小逸 蒋昕钰 王玉洁 姚欣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２１００２９

目的　研究支气管哮喘患者Ｅｚｒｉｎ的分泌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以及Ｅｚｒｉｎ在气道ＥＭＴ

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方法　收集哮喘患者及健康对照组，ＥＬＩＳＡ检测其血清及ＥＢＣ中Ｅｚｒｉｎ的含量，

分析其与肺功能、疾病控制水平、治疗前后、骨膜素的相关性。建立小鼠哮喘模型，ＥＬＩＳＡ法检测小

鼠ＢＡＬＦ中Ｅｚｒｉｎ的表达量；免疫组化测小鼠肺组织内Ｅｚｒｉｎ的组织分布。分别用ＩＬ１３、ＴＧＦβ作用

于１６ＨＢ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和ＲＴＰＣＲ法检测其内Ｅｚｒｉｎ的蛋白和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外源性Ｅｚｒｉｎ干预

１６ＨＢ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和ＲＴＰＣＲ检测１６ＨＢＥ内Ｅ钙黏蛋白、波形蛋白、αＳＭＡ、ＩＣＡＭ１的蛋白

和ｍＲＮＡ表达水平。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相关转录因子及ＥＭＴ相关信号传导途径。结果　１．哮喘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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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及ＥＢＣ中Ｅｚｒｉｎ的表达量较对照组明显下降，与肺功能各项指标 （ＦＥＶ１、ＦＥＶ１％、ＦＥＶ１／ＦＶＣ、

ＦＶＣ％）成正相关；随着病情程度的改善，血清及ＥＢＣ中Ｅｚｒｉｎ的水平也逐渐增加；哮喘病人治疗后

血清及ＥＢＣ的Ｅｚｒｉｎ水平较治疗前增加，血清中Ｅｚｒｉｎ表达量与血清中骨膜素和ＩＬ１３表达成负相关。

２．哮喘造模小鼠Ｂａｌｆ中ＩＬ１３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增加，Ｅｚｒｉｎ表达较对照组显著降低，且与ＩＬ１３的分

泌呈负相关；免疫组化显示Ｅｚｒｉｎ主要由支气管上皮细胞顶膜分泌，哮喘小鼠肺组织Ｅｚｒｉｎ较对照组表

达明显下降。３．ＩＬ１３ （３０ｎｇ／ｍｌ）刺激１６ＨＢＥ引起ＥｚｒｉｎｍＲＮＡ和蛋白表达下降；细胞上清中Ｅｚｒｉｎ

表达量也下降．ＴＧＦβ （３０ｎｇ／ｍｌ）刺激１６ＨＢＥ 使ＥｚｒｉｎｍＲＮＡ和蛋白表达下降。４． 外源性 Ｅｚｒｉｎ

（２００ｎｇ／ｍｌ）作用于１６ＨＢＥ导致Ｅ钙黏蛋白、ＩＣＡＭ１表达增加，波形蛋白及α肌动蛋白表达下降，

且促进１６ＨＢＥ的增殖和活性及ＶＳＭＣｓ的迁移。５．ＥｚｒｉｎｓｈＲＮＡ 干扰１６ＨＢＥ，Ｅ钙黏蛋白的蛋白表

达水平下降。结论　Ｅｚｒｉｎ在哮喘患者血清及ＥＢＣ中表达降低，其分泌水平与哮喘患者肺功能改善及临

床控制状态呈正相关；哮喘气道中Ｅｚｒｉｎ表达下调可以促进上皮ＥＭＴ的发生，参与气道重建。

犗犚０４４

流感嗜血杆菌下气道定植对哮喘小鼠肺组织犜犎１７
细胞表达及气道重塑的影响

徐欣欣１董杨阳２杨玲１周妍１田烨１宋珍１

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２．上海市虹口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检测下呼吸道流感嗜血杆菌定植对哮喘小鼠ＴＨ１７细胞的表达及对气道重塑及炎症的影响。

方法　用卵清蛋白 （ＯＶＡ）致敏和激发制备慢性小鼠哮喘模型，制作流感嗜血杆菌琼脂糖菌株，在气

道注菌之后的第１、７、２１天处理小鼠，观察肺组织病理变化，流式细胞仪检测肺组织ＴＨ１７细胞表达、

测定ＴＬＲ４在ＣＤ４＋Ｔ细胞的表达，并进行气道细菌培养和肺泡灌洗液 （ＢＡＬＦ）细胞计数。结果　与

正常组和哮喘非注菌组相比，哮喘注菌组有明显的哮喘及感染症状；病理学结果显示哮喘组气道粘膜水

肿，管壁增厚，大量的炎症细胞浸润，注菌后炎症加重。哮喘小鼠气道注菌之后，随着时间的延长，气

管壁厚度 （ＷＡｔ／Ｐｂｍ）和平滑肌厚度 （ＷＡｍ／Ｐｂｍ）均显著高于哮喘非注菌组。细菌学培养结果显示

正常组第１、７天气管流感嗜血杆菌培养阳性，第２１天阴性；哮喘组注菌后１、７、２１天气 管流感嗜血

杆菌检测均阳性。流式细胞仪检测哮喘组肺组织细胞ＴＬＲ４在ＣＤ４＋Ｔ细胞表达在注菌前、注菌后１、

７、２１天均远远高于正常组 （犘＜０．０１）；与正常非注菌组相比，正常组注菌后第１天、第７天 （犘＜

０．０５）ＴＬＲ４表达均高于正常非注菌组，哮喘组注菌后第１天 （犘＜０．００１）、第７天 （犘＜０．０１）和第

２１天 （犘＜０．０５）均高于哮喘非注菌组；哮喘组肺组织ＴＨ１７细胞表达在注菌前、注菌后１天均远高于

正常组 （犘＜０．００１），第７、２１天 （犘＜０．０１）高于正常组；正常组菌后第１天 （犘＜０．０１）、第７天

（犘＜０．００１）、第２１天 （犘＜０．０５）均高于正常非注菌组，哮喘组注菌后第１、７、２１均高于哮喘非注菌

组 （犘＜０．０１）。ＢＡＬＦ细胞计数结果显示，哮喘组ＢＡＬＦ中细胞数明显高于正常组，注菌后进一步增

多。相关性分析发现，哮喘组小鼠肺组织中ＴＬＲ４在ＣＤ４＋Ｔ细胞的表达与ＢＡＬＦ细胞总数呈正相关

（狉＝０．７４６，犘＜０．０５），ＴＨ１７表达与ＴＬＲ４在ＣＤ４
＋Ｔ细胞的表达、气道 ＷＡｔ／Ｐｂｍ 、ＷＡｍ／Ｐｂｍ和

ＢＡＬＦ细胞总数呈正相关 （分别狉＝０．６１２、０．６１１、０．５３７、０．７５２，犘＜０．０５）。结论　流感嗜血杆菌下

呼吸道定植可以激活ＴＬＲ４，通过ＬＰＳ／ＴＬＲ４信号通路增加哮喘小鼠肺组织ＴＨ１７细胞表达，加重哮

喘气道炎症和气道重塑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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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０４５

细菌溶解产物通过改善犌犛犓３β相关的犜狉犲犵细胞缺陷来
缓解变应性呼吸道炎症

傅然 李航 文卫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５１００８０

目的　本课题利用卵清蛋白 （ＯＶＡ）诱导的哮喘模型小鼠来评估了口服ＢＶ对于ＧＳＫ３β表达和

Ｔｒｅｇ细胞的影响。方法　我们通过ＯＶＡ激发的方式来建立哮喘小鼠，口服ＢＶ进行治疗。对于哮喘模

型小鼠中，包括嗜酸性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等炎症细胞浸润、上皮黏液化生、Ｔｈ１／Ｔｈ２／Ｔｒｅｇ型细胞因

子水平以及ＧＳＫ３β和Ｆｏｘｐ３的表达，分别用组织学分析、ＢｉｏＰｌｅｘ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另外，在

ＢＶ和ＧＳＫ３βｓｉＲＮＡ干扰作用下，我们利用流式来评估体外培养的小鼠脾脏细胞中Ｔｒｅｇ的水平变化。

结果　我们发现口服ＢＶ治疗后的哮喘模型小鼠肺泡灌洗液 （ＢＡＬＦ）中的炎症细胞显著下降。哮喘模

型小鼠口服ＢＶ后能够显著抑制上皮黏液化生、Ｔｈ２型细胞因子分泌和ＧＳＫ３β的表达，而促进Ｆｏｘｐ３

的表达。另外，体外实验中ＢＶ显著上调脾脏细胞ＧＳＫ３β相关的Ｔｒｅｇ细胞的表达。结论　我们的发

现为口服ＢＶ可能通过扩增ＧＳＫ３β相关的Ｔｒｅｇ细胞，从而能够缓解哮喘模型小鼠呼吸道炎症提供了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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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ＯＶ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ｓ（Ｉｇ），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

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９ （ＭＭＰ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犚犲狊狌犾狋狊　Ｃ．ｂｕｔｙｒｉｃｕｍ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ｌｕｎ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ｍｉｃ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ｉｒ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ｄｅｇｒａｎ

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ｉｒｗａｙ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ＯＶ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ｇＥ／Ｇ１ｗｅｒ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ｂｙｏｒａ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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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ｔｙｒｉｃｕｍ．Ｉｔａｌｓｏｒｅｖｅｒｓｅｄｔｈｅ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１／Ｔｈ２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ＩＬ

１０．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Ｃ．ｂｕｔｙｒｉｃｕｍｈａｓｉｍｍｕｎ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ＯＶ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ｉｒ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ａｍｏｕ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ｒｕｇｆｏｒ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ａｓｔｈｍａ．

犗犚０４７

犘犐犕２通过调控犜狉犲犵细胞犐犔１０的表达影响哮喘的发生发展

杜威 时国朝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２０００２５

目的　Ｔ细胞相关炎症尤其是Ｔｈ２型炎症在哮喘发病中发挥重要作用，而ＰＩＭ２作为丝氨酸／苏氨

酸激酶家族的一员，具有促进Ｔ细胞生长存活的作用，并且在哮喘患者中其ｍＲＮＡ水平也显著增加，

但其在哮喘发病中的作用仍有待阐明，该研究尝试探索ＰＩＭ２在哮喘发病中的作用及机制。方法　通过

ＯＶＡ致敏及激发雌性ＢＡＢＬ／ｃ小鼠我们建立了哮喘动物模型，而为了观察ＰＩＭ２的作用我们在激发阶

段向小鼠注射ＰＩＭ２抑制剂。激发阶段时哮喘相关症状均得到相应记录，最后一次激发后２４小时我们

测定了小鼠的气道反应性和血清及肺泡灌洗液 （ＢＡＬＦ）的细胞因子水平 （采用ＥＬＩＳＡ）如ＯＶＡ特异

性ＩｇＥ （ＯＶＡＩｇＥ）、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１０、ＴＧＦβ１等，并进行肺泡灌洗液的细胞计数和分类，最后我

们取小鼠肺组织行ＨＥ染色和免疫组化 （抗ＰＩＭ２、ＧＡＴＡ３和ＦＯＸＰ３）以评估气道炎症和转录因子表

达情况。结果　在小鼠哮喘模型中ＰＩＭ２的抑制可以减轻哮喘症状、气道高反应性和气道炎症。此外，

ＰＩＭ２的抑制还会导致肺组织ＧＡＴＡ３表达下降，ＦＯＸＰ３表达上升，肺泡灌洗液中ＩＬ１０、ＦＯＸＰ３的表

达上升 （ＩＬ１０，５３３．７±２５．５５ｖｓ４７０．３±２１．７８ｐｇ／ｍｌ，犘＜０．０５；ＦＯＸＰ３，２７９．３±３．６８ｖｓ２５９±

４．６８ｐｇ／ｍｌ，犘＜０．０５，ＰＩＭ２抑制剂组相比于哮喘组），肺泡灌洗液嗜酸性粒细胞比例下降 （６．４９％ｖｓ

１８．６％，犘＜０．０１）。此外相比正常小鼠，ＰＩＭ２的抑制还可导致肺泡灌洗液中ＴＧＦβ１的表达水平上升

（２１０．４±４．２３ｖｓ１８５．６±７．３０ｎｇ／ｍｌ，犘＜０．０５，ＰＩＭ２抑制剂组相比于对照组）。结论　ＰＩＭ２对小鼠气

道高反应性和气道炎症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它的这种作用可能是通过抑制Ｔｒｅｇ细胞表达ＩＬ

１０来实现的。

犗犚０４８

犆狅犿狅狉犫犻犱狆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犱狔狊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狉犲犾犪狋犲狊狋狅犪犺犻犵犺犲狉狉犻狊犽狅犳犪狊狋犺犿犪

犲狓犪犮犲狉犫犪狋犻狅狀狊：犃狊狔狊狋犲犿犪狋犻犮狉犲狏犻犲狑犪狀犱犿犲狋犪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ＺｈａｎｇＬｉ
１，２，ＺｈａｎｇＸｉｎ

１，ＺｈｅｎｇＪｉｎｇ
１，ＷａｎｇＬａｎ

３，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ｐｉｎｇ
１，ＷａｎｇＬｅｉ

１，ＷａｎｇＧａｎｇ
１，２

１．ＰｎｅｕｍｏｌｏｇｙＧｒｏｕｐ，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

Ｂ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Ｂ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４１

２．ＰｎｅｕｍｏｌｏｇｙＧｒｏｕｐ，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４１，Ｃｈｉｎａ

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４１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ｈ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Ｄ）ａｎｄａｓｔｈｍａｅｘａｃ

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ＡＥ）ｈａｖｅｎｏｔｂｅｅ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Ｗｅａｉｍ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ＰＤｏｎ

Ａ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ＤａｆｆｅｃｔｓＡ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犕犲狋犺狅犱狊　Ｗ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ｏｆＰｕｂＭｅｄ，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ｍｂａｓｅａｎｄＯｖｉｄ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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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ｈｅｒ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ＰＤｏｎＡＥ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ｒｉｓｋｓ（ＲＲｓ）ｏｒ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Ｒｓ（ＲＲａｄｊ）ｏｆＰＤｆｏｒＡＥｗｅｒｅｐｏｏｌｅｄ．Ｉｎｏｕｒ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ＰＤ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Ｅ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ａｓ

ｓｅｓｓｅｄ．犚犲狊狌犾狋狊　Ｔｅ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３１，４３２ａｄ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ｍａｗｉｔｈ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ｏｆ６．０ｔｏ８６．４ｍｏｎｔｈｓ

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Ｐ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ＡＥ（ＲＲａｄｊ＝１．０６，９５％ＣＩ＝ ［１．０４１．０９］，犘＜

０．００１）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ａ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ＲＲａｄｊ＝１．２２，９５％ＣＩ＝ ［１．１２１．３４］，犘＜０．００１），ｕｎ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ｄ

ｖｉｓｉｔｓ（ＲＲ＝４．２６，９５％ＣＩ＝ ［２．５２７．１９］）ａｎｄＥＤｖｉｓｉｔｓ（ＲＲａｄｊ＝１．０６，９５％ＣＩ＝ ［１．０１１．１０］，犘＝

０．００９）ｆｏｒａｓｔｈｍａ．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ｈｉｇｈｅｒｒｉｓｋｏｆＡＥ（ＲＲａｄｊ＝１．０７，９５％ＣＩ＝ ［１．０４

１．１１］，犘＜０．００１）ｓｕｃｈａ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ＲＲａｄｊ＝１．２６，９５％ＣＩ＝ ［１．０７１．４９］，犘＝０．００７）ａｎｄＥＤ

ｖｉｓｉｔｓ（ＲＲａｄｊ＝１．０６，９５％ＣＩ＝ ［１．０２１．１１］，犘＝０．００７）ｆｏｒａｓｔｈｍａ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ｄｕｅ

ｔｏ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ｗｄａｔａ，ａｎｘｉｅｔｙｗａｓｏｎ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ｒｉｓｋｏｆＡＥａｍｏ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ｗｏｍｅｎ（ＲＲ＝１．０５，９５％ＣＩ＝ ［１．０１１．０８］）． ＷｈｅｎｔｈｅＰＤ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ｉｍｅｅｘｃｅｅｄｅｄ１ｙｅａｒ，ｔｈｅ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ｏｆＰＤｏｎＡＥｂｅｃａｍ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Ｐ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ｓＡＥ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ｘｉｅｔｙｏｎ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ｖ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ａｒｅｅｘｉｓｔｅｄ．Ｉ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ａｓｔｈ

ｍａｔｉｃ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ｉｔｈＰＤａ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ｂｅｐａｉｄ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ｗｈｅｎ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ｇｉ

ｍｅｎ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犗犚０４９

犐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狅犫犲狊犻狋狔犪狀犱犪狋狅狆狔：
犪狆犻犾狅狋狊狋狌犱狔犳狅狉犪狊狋犺犿犪狅狏犲狉犾犪狆狆犺犲狀狅狋狔狆犲

ＺｈｅｎｇＪｉｎｇ
１，２，ＺｈａｎｇＸｉｎ

１，２，ＺｈａｎｇＬｉ
１，２，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ｐｉｎｇ

１，２，ＷａｎｇＬｅｉ
１，ＷａｎｇＧａｎｇ

１，２

１．ＰｎｅｕｍｏｌｏｇｙＧｒｏｕｐ，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Ｂ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Ｂ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４１

２．ＰｎｅｕｍｏｌｏｇｙＧｒｏｕｐ，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４１，ＰＲＣｈｉｎａ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狊　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ａｓｔｈｍａｕｓｕａｌｌ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ｐｅｒ２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ａｎｄｎｏｎ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ｏｒ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ａｉｒ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ｗｈｉｃｈｗｏｕｌｄｂ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ｙａｔｏｐｙ．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ｔｏｐｙｏｖｅｒｌａｐ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ｎｄａｔｏｐｙｏｎａｉｒｗａｙ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犕犲狋犺狅犱狊　Ｅｌｉｇｉｂｌｅａ

ｄ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ｍ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ｂｒｏｎｃｈｏｄｉｌａｔ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ＢＤＲ），ｓｐｕｔｕｍ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ｓｔｈｍａ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ｗｅ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ｂｙ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ｎｄａｔｏｐ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ｅｌｌｃｏｕｎｔｓｉｎｉｎ

ｄｕｃｅｄｓｐｕｔｕｍａｎｄ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ＣＤ４＋ＴＨｌｉｋｅ，

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ＴＮＦα，ＩＬ６ａｎｄＣＲＰ）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

ＥＬＩＳＡ．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ｎｄａｔｏｐｙｏｎａｉｒｗａｙ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ｗｅｒｅ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ｕｓ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犚犲狊狌犾狋狊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ｗｅ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ｏ４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ｂｅｓｉｔｙａｔｏｐｙｏ

ｖｅｒｌａｐ（狀＝１６），ｏｂｅｓｉｔｙｏｎｌｙ（狀＝１１），ａｔｏｐｙｏｎｌｙ（狀＝４２）ａｎｄｎｏｎａｔｏｐｉｃｗ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ｌｗｅｉｇｈｔ（狀＝２７）

．Ｔ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ｍｏｒｅｅａｒｌｙｏｎｓｅｔａｎｄｓｍｏｋｅｒ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ｌｕ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ＤＲ．ＳｅｒｕｍＩＦＮγ，ＩＬ４，ＩＬ６，ＴＮＦαａｎｄＣＲＰｌｅｖｅｌｓｉｎ

ｔ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ｂｅ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犘＝０．０５９，犘＝０．１６８，犘＝０．０７２

ａｎｄ犘＝０．１７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ｎｄａｔｏｐｙｗｅｒ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ｗｈｉ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ｐｕｔｕｍ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犘＝０．０４７ｆｏｒ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ａｎｄ犘＝０．０４２ｆｏｒ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ｒｅｓｐ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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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ｌｙ），ｂｕｔ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ｓｐｕｔｕｍ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犘＝０．０１２ｆｏｒ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ａｎｄ犘＝０．０１６ｆｏｒ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ｎｕｍ

ｂｅｒ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ＣＲＰｌｅｖｅｌｓ（犘＝０．０３３）．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ｔｏｐｙ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ｏｆ

ａｓｔｈｍａ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ａｔｏｐｙｈａ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ａｉｒｗａｙ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犗犚０５０

支原体脂质相关膜蛋白 （犔犃犕犘狊）刺激小鼠后犅７犎３
及炎症因子 的表达及地塞米松的干预作用

于乐香 严永东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２１５００３

目的　用肺炎支原体脂质相关膜蛋白 （ｌｉｐｉ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ＬＡＭＰｓ）刺激小鼠，

并予地塞米松干预，观察小鼠肺泡灌洗液 （ＢＡＬＦ）中相关炎症因子的表达、肺组织病理改变以及地塞

米松的干预作用。方法　用ＬＡＭＰｓ刺激小鼠 （Ｐ组），同时设地塞米松干预组 （Ｄ组）及生理盐水对

照组 （Ｎ组），分别于刺激后１２ｈ、２４ｈ、４８ｈ收集ＢＡＬＦ进行细胞总数计数；用ＥＬＩＳＡ法测定小鼠

ＢＡＬＦ中ＩＦＮγ、ＩＬ４、ＩＬ１７、ＧＭＣＳＦ的水平；小鼠肺组织石蜡切片行 ＨＥ染色及Ｂ７Ｈ３免疫组化，

观察肺组织炎性细胞浸润情况、Ｂ７Ｈ３表达情况及地塞米松干预作用。结果　三组小鼠ＢＡＬＦ中细胞

总数、细胞因子的表达、肺组织病理ＨＥ染色及Ｂ７Ｈ３免疫组化在１２ｈ及２４ｈ时均无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在４８ｈ时Ｐ组ＢＡＬＦ中的细胞总数明显高于Ｄ组及Ｎ组 （犘均＜０．０５），Ｄ组ＢＡＬＦ中细胞总

数高于Ｎ组 （犘＝０．００４）。４８ｈ时Ｐ组ＢＡＬＦ中ＩＦＮγ、ＧＭＣＳＦ、ＩＬ４、ＩＬ１７的水平均高于Ｎ组 （犘

均＜０．０５），而ＩＦＮγ、ＧＭＣＳＦ水平又高于Ｄ组 （犘＝０．０２５和０．０３７）；Ｄ组ＩＬ４水平高于Ｎ组 （犘

＝０．００４），而ＩＦＮγ、ＧＭＣＳＦ、ＩＬ１７水平与Ｎ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Ｐ均＞０．０５）。肺组织病理染色显

示４８ｈ时Ｐ组气道及肺泡周围炎性细胞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浸润增多；Ｄ组炎性细胞浸润减轻；

Ｎ组未见明显炎性细胞浸润。免疫组化显示４８ｈ时Ｐ组Ｂ７Ｈ３表达明显高于Ｄ组及 Ｎ组 （Ｐ均＜

０．０５）；Ｄ组Ｂ７Ｈ３表达水平高于 Ｎ组 （犘＝０．００４），Ｎ组几乎无表达。结论　ＭＰ脂质相关膜蛋白

（ＬＡＭＰｓ）刺激小鼠后可导致肺部的炎症反应，地塞米松干预后肺部炎症反应明显减轻，提示激素早期

干预对控制 ＭＰ感染后的炎症反应具有重要作用。

犗犚０５１

短链犜犛犔犘通过抑制犚犃犌犈信号保护甲苯二异氰酸酯 （犜犇犐）
诱导的哮喘气道炎症

王燕红 赵海金 乐艳青 姚利红 赵文驱 董航明 蔡绍曦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慢性气道疾病实验室 广州５１０５１５

背景及目的　人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 （ＴＳＬＰ）作为Ｔｈ２炎症关键介质，近年研究发现其两种

亚型：长链ＴＳＬＰ （ｌｏｎｇＴＳＬＰ，ｌＴＳＬＰ）和短链ＴＳＬＰ （ｓｈｏｒｔＴＳＬＰ，ｓｈＴＳＬＰ）具有不同作用。ｌＴＳＬＰ

主要促进炎症反应。而ｓｈＴＳＬＰ具有抗炎抗菌活性。目前ＴＳＬＰ亚型在哮喘中的表达及作用尚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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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已证实ＨＭＧＢ１ＲＡＧＥ轴在ＴＤＩ哮喘气道炎症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本研究假设ｓｈＴＳＬＰ在ＴＤＩ

哮喘中亦发挥了抗炎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通过影响ＲＡＧＥ信号。方法　建立ＴＤＩ哮喘小鼠模型，分

别经气管内和腹腔给予ｓｈＴＳＬＰ多肽。评估气道高反应性 （ＡＨＲ）、气道炎症、肺组织 ＴＳＬＰ、

ＨＭＧＢ１、ＲＡＧＥ表达及其下游信号分子ＳＴＡＴ３和ＳＴＡＴ５活化。体外实验应用ｓｈＴＳＬＰ干预，评价

其对ＴＤＩＨＳＡ及重组人 （ｒｈ）ＨＭＧＢ１致人气道上皮细胞系１６ＨＢＥｌＴＳＬＰ表达及ＲＡＧＥ信号通路活

化的影响。免疫荧光双染技术评价ＨＭＧＢ１ＲＡＧＥ相互作用。结果　ＴＤＩ组气道周围炎症细胞浸润明

显增多，ＡＨＲ、Ｔｈ１／２炎症因子 （ＩＦＮγ，ＩＬ４，５，１３）表达及血清ＩｇＥ水平明显升高，气道上皮

ＴＳＬＰ、ＨＭＧＢ１、ＲＡＧＥ及ｐＳＴＡＴ５ （Ｙ６９４）蛋白表达增多，其中ＨＭＧＢ１核浆转位明显。两种不同

给药方式的ｓｈＴＳＬＰ拮抗组上述改变明显被抑制。体外 ＴＤＩＨＳＡ 促进１６ＨＢＥｌＴＳＬＰ表达而对

ｓｈＴＳＬＰ无影响，促进ＨＭＧＢ１和ＲＡＧＥ表达及相互作用，激活Ａｋｔ（Ｓ４７３），ｐ３８ＭＡＰＫ和ＳＴＡＴ５

（Ｙ６９４）信号通路，ｒｈＨＭＧＢ１亦促进上述改变。ｓｈＴＳＬＰ干预后效果与体内一致，并且可抑制 Ａｋｔ

（Ｓ４７３），ｐ３８ＭＡＰＫ和ＳＴＡＴ５ （Ｙ６９４）活化。结论　ｓｈＴＳＬＰ保护ＴＤＩ哮喘气道炎症，可能与其抑制

ＲＡＧＥ信号有关。

犗犚０５２

犜狌犫犪狊狋犪狋犻狀犃犎犮犾对慢性支气管哮喘小鼠的治疗作用

任媛 苏新明 李孟露 赵萱 康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１１０００１

目的　探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６抑制剂 （ＴｕｂａｓｔａｔｉｎＡＨｃｌ）对慢性哮喘小鼠气道炎症、气道重塑

和气道高反应的治疗作用。方法　ＢＡＬＢ／Ｃ小鼠分为正常组、哮喘组、地塞米松组和ＴｕｂａｓｔａｔｉｎＡＨｃｌ

组。测定气道阻力，ＢＡＬＦ细胞计数和分类计数，ＥＬＩＳＡ检测ＩＬ４、ＩＬ５和ＴＧＦβ１。ＨＥ染色观察气

道炎症，ＡＢＰＡＳ和 Ｍａｓｓｏｎ染色测定气道重塑。免疫组化和 Ｗｅａ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测定αＳＭＡ和ＴＧＦβ１表

达。结果　与哮喘组比，药物治疗后气道阻力降低，ＢＡＬＦ中ＩＬ４、ＩＬ５、ＴＧＦβ１表达下降，炎性细

胞总数和ＥＯＳ减少，肺组织病理示气道周围炎症减轻；杯状细胞化生降低；胶原面积减少，且地塞米

松治疗效果优于ＴｕｂａｓｔａｔｉｎＡＨｃｌ。免疫组化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发现，药物治疗后αＳＭＡ和ＴＧＦβ１表

达下降，且ＴｕｂａｓｔａｔｉｎＡＨｃｌ治疗效果略优于地塞米松。结论　ＴｕｂａｓｔａｔｉｎＡＨｃｌ能够有效缓解慢性哮

喘气道炎症、气道重塑和气道高反应，但其抗炎效果略差于激素，而在抗气道重塑尤其是抑制气道平滑

肌增殖方面略优于激素治疗。

犗犚０５３

犘犘犃犚γ激动剂负向调控犜犺１７分化在卵蛋白
激发气道变应性炎症中的作用

方萍１潘建丽１，２欧灵１，２冷琳娟１，３樊娜１张永红１史红阳１

１．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２．西安市儿童医院；３．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医院

目的　探讨ＰＰＡＲγ激动剂吡咯列酮 （ＰＧＺ）对卵蛋白 （ＯＶＡ）诱导气道变应性炎症中Ｔｈ１７细胞

的调控作用。方法　采用ＯＶＡ激发制备小鼠气道变应性炎症模型，每次攻击前３０分钟给予ＰＧＺ（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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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ｇ／ｋｇ）灌胃。造模结束分别检测血清免疫球蛋白含量、外周血释放ＩＬ１７的ＣＤ４＋Ｔ细胞比例、肺泡

灌洗液 （ＢＡＬ）白细胞分类计数和Ｔｈ１、Ｔｈ２、Ｔｈ１７细胞因子水平，以及肺组织病理学改变、粘液分

泌、胶原沉积等。结果　ＯＶＡ致敏及攻击可成功制备哮喘小鼠气道变应性炎症模型，诱导炎症细胞浸

润、粘液分泌增加以及气道壁胶原沉积。ＰＰＡＲγ激动剂ＰＧＺ能够部分抑制 ＯＶＡ的上述致炎作用。

ＰＧＺ干预组小鼠血清及ＢＡＬ中ＩＬ１７水平、外周血释放ＩＬ１７的ＣＤ４＋Ｔ细胞与模型组比较均明显下

降，与气道炎症指标呈负相关关系。结论　ＰＧＺ能够负向调控Ｔｈ１７细胞分化及ＩＬ１７分泌抑制ＯＶＡ

诱导的气道变应性炎症。

犗犚０５４

肥胖型哮喘小鼠氧化应激与犖犉Κ犅信号通路的相关性
及抗氧化应激干预的影响

林荣军 刘小梅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２６６０００

目的　哮喘和肥胖患者都存在氧化应激水平的增高，氧化应激可能是联系二者的重要桥梁。氧化应

激可以激活ＮＦκＢ信号通路，ＮＦκＢ活化后其调控的炎性因子释放增多，加重氧化应激。本实验建立

肥胖型哮喘小鼠模型，检测其肺组织氧化应激和ＮＦκＢ信号通路，探讨它们在肥胖型哮喘发病机制中

的作用，观察抗氧化应激干预后的效果。方法　１．高脂饲料喂养，ＯＶＡ致敏激发建立肥胖型哮喘模

型，正常体重哮喘小鼠模型做对照。Ｎ乙酰半胱氨酸灌胃干预哮喘小鼠，布地奈德混悬液雾化做为治

疗对照 。２．观察小鼠症状，肺泡灌洗液细胞数，肺病理改变。３．检测小鼠肺组织、ＢＡＬＦ氧化应激指

标ＲＯＳ和 ＭＤＡ，抗氧化应激能力 ＧＳＨ和ＧＳＨＰＸ。４．ＥＭＳＡ方法检测小鼠肺组织ＮＦκＢ的转录活

性。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检测小鼠肺组织ＮＦκＢ的抑制蛋白ＩκＢα的表达，ＩκＢα的主要激酶ＩＫＫβ蛋白

表达。结果　肥胖哮喘组小鼠临床症状，ＢＡＬＦ细胞总数，肺病理改变均比正常体重小鼠重，干预后都

有所改善，布地奈德效果优于Ｎ乙酰半胱氨酸；两组哮喘组小鼠肺组织、ＢＡＬＦ氧化应激指标ＲＯＳ、

ＭＤＡ均明显升高 （犘＜０．０５或犘＜０．０１），抗氧化应激能力 ＧＳＨ、ＧＳＨＰＸ均明显下降 （犘＜０．０５或

犘＜０．０１），而且肥胖哮喘组比正常体重哮喘组ＲＯＳ、ＭＤＡ的升高更明显 （犘＜０．０５或犘＜０．０１）。

ＧＳＨ、ＧＳＨＰＸ降低的更明显 （犘＜０．０５或犘＜０．０１）。Ｎ乙酰半胱氨酸和布地奈德干预后都有所改

善，但是在降低ＲＯＳ、ＭＤＡ，提高ＧＳＨ、ＧＳＨＰＸ方面，布地奈德效果不及Ｎ乙酰半胱氨酸；两组

哮喘组小鼠肺组织ＩＫＫβ蛋白表达、ＮＦκＢ的转录活性明显升高 （犘＜０．０１），ＩκＢα蛋白表达降低 （犘

＜０．０１），而且肥胖哮喘组比正常体重哮喘组ＩＫＫβ、ＮＦκＢ升高的更明显 （犘＜０．０１）。ＩκＢα降低的

更明显 （犘＜０．０１）。干预后都有所改善，在改善ＮＦκＢ信号通路过度激活方面Ｎ乙酰半胱氨酸的效果

不及布地奈德。结论　肥胖型哮喘小鼠比正常体重哮喘小鼠存在更高的氧化应激和ＮＦκＢ信号通路的

激活。干预后都有所改善，Ｎ乙酰半胱氨酸干预的总体效果不及吸入布地奈德，但是在减轻氧化应激

水平，提高抗氧化能力方面明显优于布地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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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０５５

犚狅犾犲狅犳犜狅犾犾犾犻犽犲狉犲犮犲狆狋狅狉３狆狅犾狔犿狅狉狆犺犻狊犿狊狅狀狋犺犲

犆犺犻狀犲狊犲犎犪狀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犪狊狋犺犿犪

ＺｈａｎｇＱｉａｎ
１，ＱｉａｎＦｅｎＨｏｎｇ

２，ＹｉｎＸｉａｏＷｅｉ１，ＣａｏＱｉ１，ＣｈｅｎＹｉ１，ＢａｉＪｉａｎＬｉｎｇ
３，ＤｕＱｉａｎｇ

４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Ｎｏ．２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Ｎａｎｊ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Ｊｉａｎｇｂ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３．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Ｎａｎｊ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４．Ｓｅｃｏ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Ｎａｎｊ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狊　Ｔｏｌｌ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ＴＬＲ）３ｍｅｄｉａｔｅａｎｔｉｖｉｒｕｓ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ａｒｅ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ｏａｓｔｈｍａ．Ｈｏｗｅｖｅｒ，ｖｅｒｙｌｉｔｔｌ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ＬＲ３ａｎｄａｓｔｈｍａｃａｎｂｅａｖａｉｌ

ａｂｌｅ．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ａｉｍｅｄ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ｉｎＴＬＲ３ｏｎａｓｔｈｍａｒｉｓｋａｎｄａｓｔｈｍａｒｅ

ｌａｔｅｄ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犕犲狋犺狅犱狊　Ｗ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４６２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ｄｕｌｔ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３９８ｈｅａｌｔｈｙ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ｔａｇｇｉｎｇｓｉｎｇｌｅ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ＳＮＰｓ）ｉｎＴＬＲ３ｇｅｎｅ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ＳＮＰ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

ａｓｓａｙｓ． Ｗｅｕｓｅｄ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ｃａｓｅｏｎｌ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ａｎｙｌｉｎｋｓ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ａｓｔｈｍａ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犚犲狊狌犾狋狊　Ｗｅｆｏｕｎｄｎｏ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ｎｔｓｉｎＴＬＲ３ａｎｄａｓｔｈｍａ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ｖａｒｉａｎｔｓｉｎＴＬＲ３ｗｅ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ｍａ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ｃｏｕｎｔｓ，ｓｅｒｕｍ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ｌｕ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

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ＴＬＲ３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ｍａｙｐｌａｙａ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Ｉｔ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ｉｎｂｅｔｔｅ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

ａｓｔｈｍａ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ｙ．

犗犚０５６

过敏性鼻炎、非过敏性鼻炎、哮喘、鼻窦炎和特应性皮炎
患病率及共患率的流行病学调查

郑铭１王向东１，２郑凯莉１张涛１韩晋博１张罗１，２

１．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２．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目的　了解２０１１年１８个中心城市成人过敏性鼻炎 （ＡＲ）以及非过敏性鼻炎 （ＮＡＲ），哮喘

（ａｓｔｈｍａ），急性鼻窦炎 （ＡＲＳ），慢性鼻窦炎 （ＣＲＳ）和特应行皮炎 （ＡＤ）的自报患病率和共患情况，

并且和２００５年１１个中心城市ＡＲ自报患病率进行比较，了解其患病率的变化。方法　采用电话访问方

法，调查北京、上海２个直辖市和长春、沈阳、呼和浩特、银川等１６个省会城市１６～６５岁成人ＡＲ自

报患病率，并且和２００５年的１１个城市的ＡＲ自报患病率进行比较。结果　在接受访问的３６，５７７成人

中，有６，４８３人为ＡＲ自报患者，１８个城市总的ＡＲ自报患病率为１７．７％，其中自报患病率最高为上

海 （２３％），最低为成都 （９．８％），北京 （２０．２％）、乌鲁木齐 （２０．８％）、沈阳 （２１％）、杭州 （２１％）、

昆明 （２１．８％）和上海 （２３％）６个城市的ＡＲ自报患病率超过２０％，除成都外，其余１１个城市ＡＲ自

报患病率超过１０％，其中９个城市超过１５％。另外，在１８个城市中，总的ＮＡＲ患病率为１６．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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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为武汉 （３３．７％），最低为乌鲁木齐 （３．９％）；总的 ＡＲＳ患病率为５．４％，最高为北京 （１０．３％），

最低为长春 （０．７％）；总的ＣＲＳ患病率为２．１％，最高为沈阳 （６．６％），最低为长沙 （０．５％）；总的

ａｓｔｈｍａ患病率为５．８％，最高为北京 （１０．７％），最低为福州 （１．１％）；总的ＡＤ患病率为１４％，最高

西安 （２７．８％），最低为乌鲁木齐 （２．８％）。在２００５年调查的１１个城市中，ＡＲ总的自报患病率为

１１．１％，仅有乌鲁木齐 （２１．４％）和武汉 （１６．２％）两个城市超过 １５％，沈阳 （１４．１％）、上海

（１０．９％）、南京 （１１．５％）、杭州 （１０．２％）、长沙 （１２％）和广州 （１３．２）六个城市超过１０％。与

２００５年相比，１１个城市中有１０个城市的２０１１年的ＡＲ自报患病率升高４～１３％。最后，和普通人群相

比，ＡＲ和ＮＡＲ患者中，有更高的ａｓｔｈｍａ，ＡＲＳ，ＣＲＳ和 ＡＤ的自报患病率，同时，ＡＲ患者相对于

ＮＡＲ病人，ａｓｔｈｍａ和ＣＲＳ的患病率更高。结论　２０１１年与２００５年相比，受访的中心城市成人ＡＲ自

报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提示对于ＡＲ的流行状况应该加强监控，研究导致患病率上升的可能原因。

犗犚０５７

过敏性鼻炎患者南北方迁徙的效果

王洪田１，２杨颖２缪琼３肖征３金伟１，２孙先丽２

１．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北京１００８５３

２．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三亚５７２０１３

３．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检验中心，三亚５７２０１３

目的　观察南北方迁徙对过敏性鼻炎的影响。方法　回顾分析过敏性鼻炎患者到三亚或到大陆前、

后的症状变化，用Ｅｕｒｏｌｉｎｅ进行过敏原２１项筛查。结果　外来 “候鸟”人群来到三亚，过敏性鼻炎症

状加重患者３１例，特点是ｓＩｇＥ级别较大，有多种过敏原，以螨虫为主。外来 “候鸟”人群来到三亚，

过敏性鼻炎症状 “不治自愈”患者１３例，特点是ｓＩｇＥ级别较小。三亚当地居民到大陆后过敏性鼻炎加

重１例，女性，２３岁，在三亚过敏性鼻炎轻度间歇性，到北京上大学半年后，过敏性鼻炎加重，变为

常年持续性。热带地区三亚市当地居民，来到大陆后过敏性鼻炎 “不治自愈”患者７例，特点是ｓＩｇＥ

级别较小。结论　ｓＩｇＥ级别较大的过敏性鼻炎患者，来到三亚或来到大陆后，过敏性鼻炎症状可能更

容易 “持续甚至加重”。ｓＩｇＥ级别较小的过敏性鼻炎患者，来到三亚或来到大陆后，过敏性鼻炎症状可

能更容易 “不治自愈”。

犗犚０５８

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２５羟维生素犇和鼻黏膜维生素
犇受体表达的检测及意义

吴海燕１，２陈金湘１程雷２

１．江苏省江阴市人民医院；２．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变应性鼻炎 （ＡＲ）患者血清中２５羟维生素Ｄ （２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３，２５ （ＯＨ）

Ｄ）的含量及鼻黏膜组织中维生素Ｄ受体 （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ＶＤＲ）的表达水平，探讨维生素Ｄ与

ＡＲ的关系。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持续性ＡＲ患者 （实验组，３２例）及非ＡＲ对照者 （对照

组，２５例）的血清２５ （ＯＨ）Ｄ水平，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实验组和对照组鼻黏膜组织中ＶＤＲ的表达

水平，并分析血清２５ （ＯＨ）Ｄ水平与外周血嗜酸粒细胞计数的关系。结果　在校正了性别、年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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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指数、血液检测季节等因素后，实验组的血清２５ （ＯＨ）Ｄ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狋

＝－０．９０３，犘＝０．３７１），两组间２５ （ＯＨ）Ｄ不足和缺乏例数的百分比相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χ
２

＝０．１０１，犘＝０．７５１），但血清２５ （ＯＨ）Ｄ水平与外周血嗜酸粒细胞数目呈负相关 （狋＝－２．４４６，犘＝

０．０１８）。实验组和对照组鼻黏膜的ＶＤＲ表达均呈中到强阳性，大部分表达在上皮细胞的细胞膜，而非

细胞核，且两组间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２＝１．４３６，犘＝０．２３１）。结论　血清２５ （ＯＨ）Ｄ水平与

ＡＲ无直接的相关性，但可能通过血中嗜酸粒细胞而影响患者的免疫状态。维生素Ｄ对鼻黏膜的局部作

用仍待进一步明确。

犗犚０５９

难治性过敏性鼻炎血清维生素犇水平及维生素犇钙咀嚼片治疗价值

刘业海 陈斌 里晓红 马燕 邱建新 吴静 李亦凡 张亮 杨清 姚长玉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变态反应科２３００２２

目的　了解成人难治性过敏性鼻炎血清１，２５二羟维生素Ｄ３的水平，观察维生素Ｄ钙咀嚼片在该

类患者应用过程中的临床疗效。方法　病例为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我院门诊收治的６０例成人难

治性中重度过敏性鼻炎，所有病人在治疗前皆检测血清１，２５二羟维生素Ｄ３的含量，同时在我院体检

中心选取４０例健康人作为对照。将６０例成人难治性中重度过敏性鼻炎随机分２组，对照组联合使用丙

酸氟替卡松鼻喷雾剂和左西替利嗪；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维生素Ｄ钙咀嚼片。分别于治疗前、

治疗２周后、治疗４周后用视觉模拟量表对总体症状及鼻部分类症状进行临床疗效评定。结果　与健康

对照组相比，本组病例血清１，２５二羟维生素Ｄ３的含量为：１７．４６±４．９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与治疗前相比，实验组及对照组症状评分均呈明显下降趋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

０５）。治疗后第２周、第４周，实验组各项症状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

结论　血清１，２５二羟维生素Ｄ３缺乏是难治性过敏性鼻炎普遍存在的现象。维生素Ｄ钙咀嚼片是辅助

治疗过敏性鼻炎安全、有效、简便的方法之一，应大力推广。

犗犚０６０

快速冲击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患者１１０临床应用分析

朱新华 刘月辉 刘轲 彭海森 汪美群 黄芸 韩玉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３３０００６

目的　研究快速冲击免疫治疗临床应用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６

月在我院进行快速免疫治疗的患者１１０例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经ＳＰＴ及特异性ＩｇＥ检测确定过敏性

鼻炎患者过敏原，单纯尘螨过敏患者６２例，尘螨合并其他过敏原者４８例，按快速冲击免疫治疗进行起

始阶段快速免疫治疗，入院一周，使用安脱达标准化尘螨疫苗皮下注射，注射前、增量阶段结束、半年

及１年分别抽血检测血常规、总ＩｇＥ，ＩｇＧ４；同时进行ＴＮＳＳ、ＶＡＳ评分，患者增量阶段局部及全身过

敏反应出现的情况并分析临床应用情况及安全性。以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１、

单纯尘螨过敏患者较尘螨合并其他过敏原患者在增量起始阶段、半年和１年其症状控制较好，特别是单

纯尘螨过敏患者其半年及１年症状评分明显降低，使用药物情况明显减少，而尘螨合并其他过敏原患者

—１９—



症状亦有明显改善，但少部分患者改善情况不满意，过敏原种类越多，其症状改善情况需辅助用药情况

越多，但均较脱敏前用药情况有减少。２、冲击免疫治疗后半年及１年时间段患者外周血中嗜酸性粒细

胞计数降低，其中单纯尘螨过敏患者的变化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尘螨合并其他过敏原患者的变化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３、免疫冲击治疗增量阶段结束后血清总ＩｇＥ、ＩｇＧ４的浓度均较之前有所升高，治疗半年

及１年，血清总ＩｇＥ较前有下降，而ＩｇＧ４明显升高，单纯尘螨过敏组血清ＩｇＧ４浓度变化具有明显统

计学意义。４、所有患者都有局部反应发生，其中有１１例患者冲击免疫治疗增量阶段发生全身不良反

应，４例发生３级全身不良反应，７例发生２级全身不良反应，经对症处理后患者不良反应症状缓解，

无严重的全身不良反应发生。结论　１、冲击免疫治疗临床应用疗效较好，特别是早期阶段可快速控制

症状，对尘螨单纯过敏原及以尘螨为主的多重过敏原患者均有效，但单纯尘螨过敏患者疗效更好。２、

适当选择病例，冲击免疫治疗临床应用是变应性鼻炎治疗的快速、有效、安全的方法。

犗犚０６１

鼻内镜下经蝶窦入路 “中途拦截式”翼管神经切断术

赵长青 程冯丽 冀永进 安云芳 薛金梅 薛金梅 索利敏 耿志刚 申慧梅 任建军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０３０００１

目的　鼻内镜下翼管神经切断术要求对翼管进行准确定位，然而，因其位置较深且与邻近结构如翼

腭窝 （ｐｔｅｙｇｏｐａｌａｔｉｎｅｆｏｓｓａ）解剖关系复杂，一般不易找到。因此，一种简便易寻的内镜手术路径值得

临床推广。方法　基于以往的文献佐证以及我们自己的手术经验，我们提出并改良传统翼管神经切断

术。根据翼管神经的走行，“截断”其终末分支进入翼腭窝之前的 “必经之路”，即定位蝶窦前壁与底壁

交界处偏外侧的翼管，在此进行翼管神经切断术，称之为 “中途拦截式”切断 （ａｍｉｄｗａｙ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ｖｉｄｉａｎｎｅｒｖｅ）。结果　本研究病例选取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间于我科住院的患者，均诊断为上呼吸道高反

应疾病 （一些病例为变应性鼻炎或非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者）。经过术前ＣＴ检查和过敏史评估，在麻

醉插管下进行内镜下翼管神经切断术 （ｖｉｄｉａｎｎｅｕｒｅｃｔｏｍｙ）。所有病例均需鼻窦ＣＴ和内镜手术定位翼

管。最后经组织学染色确定神经组织。手术操作要点包括充分暴露术野，以及术中精准定位翼管神经，

而常常以蝶窦内与其相邻的骨性突起作为重要的解剖参照。结论　相比于传统的经中鼻道或上颌窦入路

行翼腭窝内翼管神经切断术，鼻内镜下经蝶窦入路行蝶窦前壁与底壁交界处的翼管切断术是一种更加简

捷可靠的路径。这种 “中途拦截式”翼管神经切断术为临床手术提供一种新的导航径路。

犗犚０６２

翼管神经分支解剖及鼻内镜下高选择性翼管神经
分支切断治疗过敏性鼻炎

张俊毅 谢志海 章华 王风君 蒋卫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４１０００８

目的　研究翼管神经分支的解剖，探讨以此为依据在鼻内镜下高选择性切断翼管神经分支治疗过敏

性鼻炎的可行性。资料与方法　选取５例１０侧新鲜尸头行鼻内镜下解剖翼管神经解剖，发现翼管神经

经蝶腭神经节换元后发出数个分支：鼻后神经丛、咽支、眶支、腭神经、部分副交感纤维加入颧神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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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支配泪腺分泌。其中鼻后神经丛经蝶腭孔进入鼻腔主要分成四组：上鼻甲组、中鼻甲组、鼻腔外侧壁

组及内侧组，每组约１～３条，分别支配各鼻甲、鼻窦的黏膜及鼻中隔和硬腭前部的粘骨膜和上前牙的

腭侧牙龈，而咽支通过腭鞘管出翼腭窝分布于鼻咽粘膜。以此解剖为根据选择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本科室

收治的２００例过敏性鼻炎患者行翼管神经分支高选择性切断治疗过敏性鼻炎，其中３０例为口服或皮试

脱敏无效者。手术方法：麻黄素收缩鼻腔后，切除中鼻甲游离缘后部，于中鼻甲根部附着处前外侧弧形

切开分离粘膜探寻筛骨嵴，于其后方暴露蝶腭孔，探针指引下切开暴露蝶腭孔上、下骨缘，电刀自前向

后切断蝶腭孔内切断鼻后神经丛分支、蝶腭动脉及分支血管，显露蝶腭孔骨性后缘。然后在蝶腭孔后内

方切除腭骨蝶突，显露腭鞘管内血管神经束，电刀切断翼管神经咽支。术后２周复查并清理鼻腔，１个

月、３个月、２年后复查。结果　翼管神经在鼻腔的分支主要为鼻后神经丛及咽支，支配泪腺分泌的副

交感纤维经颧神经分布于泪腺而不进入鼻腔，据此解剖依据高选择性切断经蝶腭孔及腭鞘管分布于鼻腔

鼻咽的鼻后神经丛和咽支治疗过敏性鼻炎，以此为解剖依据行手术的２００名患者中，三个月后复查鼻部

症状缓解率：鼻痒、喷嚏９０％，流涕９０％，鼻堵１００％，两年后复查缓解率分别为７０％，８０％，９０％，

于此同时未发现有眼部干燥、面部及牙齿麻木头疼等症状出现。结论　鼻后神经丛＋咽支切断术为主的

翼管神经分支高选择性切断综合手术治疗操作简单，不影响泪腺分泌，克服了经典翼管神经切断术后干

眼的缺点，疗效确切，日益显示其在过敏性鼻炎阶梯治疗中的重要性。

犗犚０６３

５５例慢性鼻窦炎患者鼻腔金黄色葡萄球菌定植结果分析

陈福权１孙菲１周柯２王海婷１薛建亭１

１．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２．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检验科

目的　既往研究提示金黄色葡萄球菌 （简称金葡菌）超抗原，特别是金葡菌肠毒素Ｂ可能在慢性

鼻窦炎、鼻息肉的发病过程中发挥作用，其可能是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发病的危险因素。本文拟探讨慢

性鼻窦炎患者鼻腔金葡菌定植的特点，为分析其在鼻窦炎、鼻息肉和哮喘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５．０７～２０１５．１２年在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诊治的５５例慢性

鼻窦炎患者一般情况和鼻腔金葡菌定植筛查结果。鼻腔金葡菌定植筛查是通过Ｃｏｐａｎｅｓｗａｐ含特殊转运

培养基的植绒拭子行鼻前庭分泌物采集，并通过ＣｏｐａｎＷａｓｐＬａｂ微生物自动接种和孵育系统行常规需

氧菌培养，以及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ＭＳ）法对分离细菌进行鉴定，记

录金葡菌分离的例数。结果　所有患者的平均年龄４３岁 （１７～７５岁），男３０例，女２５例。５５例患者

中鼻拭子分离培养金葡菌，即鼻腔金葡菌定植阳性患者为７例 （１２．７３％）。７例鼻腔金葡菌定植患者

中，居住在城市４例，农村３例 （５５例中城市／农村患者比例为４０：１５）；伴鼻息肉５例，不伴鼻息肉２

例 （５５例中伴鼻息肉／不伴鼻息肉患者比例为３４：２１）；伴哮喘３例，不伴哮喘４例 （５５例中伴哮喘／

不伴哮喘患者比例为７：４８）。鼻腔金葡菌定植阳性患者并发哮喘发生率显著高于金葡菌阴性 （４２．９％：

８．３３％，犘＝０．０１０４，ｃ２检验）。结论　慢性鼻窦炎患者鼻腔金葡菌有一定的定植率；鼻腔金葡菌定植

阳性的慢性鼻窦炎患者易并发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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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０６４

职业及环境危险因素对慢性鼻窦炎的影响：
一个中国的多中心横断面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高文翔 孙悦奇 付清玲 史剑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０８０

目的　慢性鼻窦炎是发生在副鼻窦的慢性炎症，在中国的发病率大概为８％。本次大型的流行病学

调查，意在研究职业及环境危险因素对慢性鼻窦炎患病率的影响，为了解中国鼻窦炎的发病、特点及治

疗方案的制定，提供更多的数据及循征医学证据支持。方法　我们按照慢性鼻窦炎最新的诊断标准

（ＥＰ３ＯＳ诊断标准）及国际认可的慢性鼻窦炎流行病学调查量表ＧＡ２ＬＥＮ的原则，制定了一份调查量

表。根据量表数据，我们评估慢性鼻窦炎和各种职业和环境因素之间的关联，采用比值比 （ＯＲ）和

９５％可信区间 （９５％ＣＩ）作为统计数据。本次流行病学调查在全国７个代表性的城市进行，包括北京、

武汉、乌鲁木齐、广州、长春、淮安、成都，采用入户调查的形式。结果　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我们共收

集了１０，６３３份问卷。我们的结果显示职业和环境因素与慢性鼻窦炎的患病率之间的有着显著的关联。

具体来说，从事清洁卫生相关的工作、职业粉尘接触、职业有毒气体接触、有宠物或地毯在家里或工作

场所是慢性鼻窦炎患病相关的危险因素。此外，冬季取暖的方式、夏季使用空调的频率、接触发霉或潮

湿的环境的频率也是慢性鼻窦炎患病相关的重要危险因素。结论　因此，本次研究发现在职业和环境中

的上述部分因素是慢性鼻窦炎的患病相关因素，这对我们了解中国慢性鼻窦炎非发病现状及制定精准医

疗防治方案提供了数据支持。

犗犚０６５

干预犆犚犃犆通道以减轻鼻息肉的炎症反应

蔺林 戴飞ＣｈｅｎＺｈｏｎｇｃｈｕｎＣａｉＬｉｈｕ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２０００４０

目的　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 （ＣＲＳｗＮＰ）与Ｔｈ２型炎症反应有关，然而ＣＲＳｗＮＰ的有效治疗方法

尚未被发现。本研究旨在探讨Ｏｒａｉ１在鼻息肉 （ＮＰ）中的表达和干预ＣＲＡＣ通道对他们的影响。方法

　从正常受试者与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的受试者身上取得鼻部组织的样本，并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检

测Ｏｒａｉ１蛋白在鼻息肉组织和正常鼻黏膜组织中的表达和分布。然后将这些受试者的组织分为对照组和

实验组，对照组不做干预，实验组用２ＡＰＢ进行干预２４小时。再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和实

时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ＲＴＰＣＲ））分别检测各组样本中Ｏｒａｉ１蛋白的浓度。钙离子浓度通过流式细

胞术用平均荧光强度 （ＭＦＩ）检测，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和实时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ＲＴ

ＰＣＲ））分别检测包括白介素４、白介素５、白介素１３在内的炎性介质及屋尘螨特异性ＩｇＥ，白三烯

Ｃ４和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 （ＥＣＰ）。结果　Ｏｒａｉ１蛋白的在炎性细胞的细胞膜里表达，并且在鼻息

肉组织中的表达高于正常的鼻粘膜组织。２ＡＰＢ体外干预鼻息肉组织后Ｏｒａｉ１的表达下降。钙离子水平

还有上述的炎症介质在鼻息肉组织中的表达均增高，且经２ＡＰＢ干预后均较对照组下降。结论　Ｏｒａｉ１

和钙储调控的钙离子通道可能在鼻息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对Ｏｒａｉ１的干预

可以减轻鼻息肉的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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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０６６

犑犈犛犚犈犆临床评分系统：预测鼻息肉的激素敏感性

孙悦奇１，２王丹１，２郑瑞１，２洪海裕１，２陈枫虹１，２江丽洁１，２高文翔１，２史剑波１，２

１．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中山大学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目的　我们先前验证了ＪＥＳＲＥＣ临床评分系统可较好地区分嗜酸性粒细胞性鼻息肉 （ＥｏｓＮＰ）和

非嗜酸性粒细胞性鼻息肉 （ｎｏｎＥｏｓＮＰ），鉴于ＥｏｓＮＰ和ｎｏｎＥｏｓＮＰ对激素治疗的敏感性明显不同，

本研究拟进一步探讨该临床评分系统用于区分激素敏感型和激素不敏感型鼻息肉的准确性。方法　我们

采用前瞻性临床队列试验，纳入了近３个月内未使用过全身糖皮质激素的鼻息肉患者，所有患者接受口

服强的松０．５ｍｇ／ｋｇ／ｄ７天，治疗前后收集其临床资料，采用ＪＥＳＲＥＣ临床评分系统对其进行评分，

评分方法：双侧发病３分，鼻息肉２分，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ａｙＣＴ评分筛窦≥上颌窦２分，外周血嗜酸性粒细

胞比例为２～５％：４分，５～１０％：８分，１０～１００％：１０分。根据文献报道，我们将激素治疗前后鼻

内镜息肉评分减少≥１分定义为激素敏感型鼻息肉。采用ＳＰＳＳ软件对数据进行非参数检验和ＲＯＣ分

析。结果　本研究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０１６年２月共纳入了１５例患者，其中男性７例，女性８例，年龄

１８～６２岁，平均３４．７岁；激素敏感型鼻息肉８例，临床评分１１．７５±３．６９分；激素不敏感型鼻息肉７

例，临床评分７．５７±１．５１分，两种类型临床评分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５）。ＲＯＣ曲线分析显

示，当临床评分临界值为９分时，敏感度为７５％，特异度为８５．７％，ＲＯＣ曲线下的面积 （ＡＵＣ）为

０．８３。结论　ＪＥＳＲＥＣ临床评分系统可用于预测鼻息肉患者对激素治疗的敏感性。临床评分≥９分的患

者为激素敏感型鼻息肉，临床评分＜９分为激素不敏感型鼻息肉，敏感度为７５％，特异度为８５．７％。

犗犚０６７

犃２０蛋白在慢性鼻窦炎粘膜局部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姚银 王志超 马进 王男 刘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４３００３０

目的　探讨Ａ２０蛋白在慢性鼻窦炎患者鼻息肉、正常人下鼻甲的表达，明确Ａ２０的表达量与炎症

状态和临床的相关性。方法　ＰＣＲ方法检测正常人、慢性鼻窦炎伴嗜酸性鼻息肉 （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和慢

性鼻窦炎伴非嗜酸性鼻息肉 （Ｎｏｎ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患者鼻粘膜Ａ２０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免疫组化法确定

Ａ２０蛋白的表达部位及表达量；Ｗｅｓｔｅｒｎ方法对Ａ２０蛋白的表达进行定量检测。Ｅｌｉｓａ法检测鼻粘膜局

部ＩｇＥ、ＩＬ４、ＩＬ５、ＩＦＮγ、ＩＬ１７ａ水平；苏木素伊红染色 （Ｈ ＆Ｅ）计数粘膜局部嗜酸性粒细胞、

总炎症细胞数量。分别对粘膜局部Ａ２０表达量与粘膜局部总ＩｇＥ、尘螨特异性ＩｇＥ、ＩＬ４、ＩＬ５、ＩＦＮ

γ、ＩＬ１７ａ水平，粘膜局部嗜酸性粒细胞、总炎症细胞数量，及患者Ｖａｓ评分、ＣＴ评分、预后进行相

关性分析。结果　同对照组相比，慢性鼻窦炎患者Ａ２０在ｍＲＮＡ水平显著降低，且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组明

显低于Ｎｏｎ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和正常对照组 （犘＜０．０１）。组化结果显示，Ａ２０主要位于鼻粘膜上皮细胞，

且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组上皮细胞Ａ２０的平均荧光强度明显低于 Ｎｏｎ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和对照组。针对上皮细

胞的表达，Ｗｅｓｔｅｒｎ进一步验证了组化的结果 （犘＜０．０１）。鼻粘膜上皮细胞Ａ２０的含量与ＩＬ４、ＩＬ５、

局部尘螨特异性ＩｇＥ、粘膜局部嗜酸性粒细胞数量、患者Ｖａｓ评分及预后呈负相关关系 （犘＜０．０５）。结

—５９—



论　保护性蛋白Ａ２０可能参与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特别是慢性鼻窦炎伴嗜酸性鼻息肉的发病过程，

环境中的尘螨及鼻粘膜局部的因子可能诱导其在上皮细胞表达下降。

犗犚０６８

鼻声反射和鼻阻力在变应性鼻炎诊治过程中的指导作用

杨玉成 肖玲 王媛媛 沈眑 刘杰 柯霞 黄江菊 胡国华 洪苏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４０００１６

目的　探讨鼻声反射和鼻阻力对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诊治过程中的指导作用。方法

　治疗前采用视觉模拟量表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ｓｃａｌｅ，ＶＡＳ）对ＡＲ患者整体不适及各症状进行评分；行鼻

内镜检查判断鼻甲肿胀情况及鼻中隔偏曲情况。对鼻阻ＶＡＳ评分≥５分者，鼻内镜发现鼻甲肿胀或鼻

中隔偏曲者，实验组进一步行鼻声反射和鼻阻力检测 （包括麻黄素收缩反应检测），依据结果选择药物

治疗或手术治疗：鼻阻力增加或鼻腔容积缩小＞２０％且收缩反应＜２０％，选择同侧鼻甲手术 （骨折外移

或等离子消融）或鼻中隔偏曲手术；否则选择药物治疗。对照组未行鼻声反射和鼻阻力检测，依据同年

资医生临床经验进行药物或手术治疗。治疗后２周、３个月、６个月、１年进行随访，随访期间均进行

ＶＡＳ评分及患者满意度自评分。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①已完成随访实验组１２０例，

外科手术率为３１．６７％ （３８／１２０），明显低于对照组的手术率６６．１８％ （４５／６８）（犘＜０．０５）。两组患者一

般情况、治疗前整体不适及鼻阻症状ＶＡＳ评分比较无差异 （犘＞０．０５）。②两组整体不适ＶＡＳ评分在

治疗后不同时期与初诊前比较均有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③患者满意度自评分和鼻阻评分，两组治疗

后不同时期相比无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手术者与药物治疗者在不同时期相比无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

结论　鼻声反射和鼻阻力对变应性鼻炎诊治过程中判断鼻阻程度及鼻黏膜收缩功能有良好的指导作用，

可减少不必要的外科手术干预。

犗犚０６９

鼻腔扩容技术对合并过敏性鼻炎的犗犛犃犎犛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肖洋１郑铭１王向东１，２

１．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２．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目的　了解成人ＯＳＡＨＳ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伴过敏性鼻炎 （ＡＲ）患者的心理

健康状态；探讨鼻腔扩容技术对ＡＲ合并ＯＳＡＨＳ患者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方法　本研究采用前瞻对照

方法，实验组为因睡眠打鼾合并鼻部症状就诊于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门诊，并行ＰＳＧ和血

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ＡＨＩ＞５次／小时且至少一种气传ＩｇＥ水平为２级以上的男性患者共３０名，对照组

为经ＰＳＧ确诊为ＯＳＡＨＳ但无鼻部症状的男性患者３０名，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ＰＳＱＩ），症状自

评量表９０ （ＳＣＬ９０）和鼻塞的视觉模拟评分 （ＶＡＳ），评估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心理健康状态。实验组采

用鼻腔扩容技术，术后３月复查ＰＳＧ并进行心理健康状态评估，对比术前心理健康状况，从而分析鼻

腔扩容术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年龄，ＢＭＩ和 ＡＨＩ上无统计学差异。ＯＳＡＨＳ

合并ＡＲ患者的ＰＳＱＩ中入睡时间显著延长，并且在ＳＣＬ９０的躯体化和焦虑症状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患者 （犘＜０．０５）。ＰＳＱＩ总分与ＳＣＬ９０中的人际敏感、抑郁、敌对、偏执、精神病性、症状指数和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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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症状数等心理健康状况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 （Ｒ＞０．３，犘＜０．０５）。鼻腔扩容术可显著改善鼻塞症状

（ＶＡＳ评分由６．１８±１．８５下降到１．８７±１．７６，犘＜０．０１），最低血氧饱和度显著提高 （从术前７３．８３％

±８．４９％提高到术后７５．９７％±９．８６％，犘＜０．０５），并且术后体重显著下降 （从８４．６０±１１．３０Ｋｇ下降

到８２．２７±９．８７Ｋｇ，犘＜０．０５）。虽然ＡＨＩ术后显著下降 （从术前４９．６７±１９．４９下降到４３．０７±２１．８６，

犘＜０．０１），但是根据Ｓｈｅｒ标准评估，鼻腔扩容术在２３．３％的患者显效。鼻腔扩容术后患者ＰＳＱＩ中入

睡时间和日间功能障碍显著改善，ＳＣＬ９０中的焦虑和敌对评分以及阳性症状数显著减少 （犘＜０．０５）。

结论　ＡＲ可加重ＯＳＡＨＳ患者的心理健康影响，鼻腔扩容术可改善鼻炎造成的心理健康影响；鼻腔扩

容术可显著改善ＯＳＡＨＳ患者入睡时间和焦虑状态，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ＰＳＧ监测的结果。

犗犚０７０

苏南地区儿童变应性鼻结膜炎临床研究

薛建荣 马敬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２１３００１

目的　分析苏南地区１～１４岁变应性鼻结膜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ｏ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ｉｔｉｓ）患儿的特应性分布状

态、临床特征，以及变应性鼻结膜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ｏ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ｉｔｉｓ）与其他变应性疾病之间的关系。方

法　采集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１４例１～１４岁具有变应性鼻结膜炎症状的苏南地区 （苏州、无锡、

常州）患儿病史资料，包括就诊年龄、性别、出现症状年龄、病史月数、个人过敏史、父母过敏史。采

用敏筛定量过敏原检测系统 （ＡｌｌｅｒｇｙＳｃｒｅｅｎ）筛查共计１９类吸入组和食物组变应原特异性ｌｇＥ （ｓｐｅ

ｃｉｆｉｃＩｇＥ，ｓＩｇＥ）及血清总ＩｇＥ水平。归纳该组患儿吸人性变应原和食物变应原致敏的分布状态，按变

应原类别及湿疹、荨麻疹或哮喘任一阳性分组分析各临床特征因子的影响作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分析

各临床特征与变应原致敏的相互关系。结果　变应原筛查总阳性率为８９．４７％ （１０２"１１４）；吸入组变

应原、食物组变应原阳性率分别为８９．４７％ （１０２"１１４）、５７．９％ （６６"１１４）；排名前四的过敏原分

别为户尘螨，混合真菌，牛奶，狗毛皮屑。其中户尘螨阳性率最高 （６０．５％），其次为混合真菌

（４６．４９％）、牛奶 （２７．１９％）、狗毛皮屑 （２２．８１％）。８８．６％ （１０１"１１４）可确诊为变应性鼻结膜炎，

其余可暂视为非变应性鼻结膜炎。变应原阳性１０２例，其中２７例 （２６．５％）为单一阳性；７５例

（７３．５％）伴发其他变应原阳性。１１４例病例中，仅７例 （６．１％）表现为单一变应性疾病，１０７例

（９３．９％）伴有其他变应性疾病。联合变应性疾病排序情况为 （ＡＲ＋ＡＣ＋ＡＴ＋ＥＣ）＞ （ＡＲ＋ＡＣ＋

ＥＣ）＞ （ＡＲ＋ＡＣ）＞ （ＡＲ＋ＡＣ＋ＡＴ）。结论　苏南地区１～１４岁变应性鼻结膜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ｏ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ｉｔｉｓ）患儿致敏变应原以吸入性变应原为主，其中户尘螨阳性率最高，其次为混合真菌 。变应

性鼻结膜炎变应原致敏多为早发、复合致敏，联合发生多种变应性疾病的可能性大。

犗犚０７１

变应性鼻炎鼻黏膜形态的临床观察及意义

张庆翔 刘宏刚 孙川 于振坤 孙国燕

东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同仁医院２１１１０２

目的　探讨变应性鼻炎的鼻黏膜形态特点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总结分析根据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

查诊断为变应性鼻炎的１３５例患者临床资料，①采集病史：喷嚏、清涕每天持续或累计时间；鼻塞及

ＶＡＳ评分情况；鼻痒及程度；是否眼痒；是否伴有头昏头痛及程度；②检查鼻黏膜形态：黏膜表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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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颗粒样结节，颜色及水肿程度，是否有血管扩张，是否痂皮附着，表面是否有水样分泌物；③记

录皮肤点刺试验 （ＳＰＴ）及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结果及等级。分析患者的鼻黏膜形态与主观症状、变应

原检测结果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根据每天喷嚏、流清涕持续或累计时间长短分为０～５分，０分：无喷

嚏、流清涕；１分：小于１０分钟；２分：１０～３０分钟；３分：３０分钟～１小时；４分：大于１小时；５

分：持续存在。鼻塞依照ＶＡＳ根据症状轻重，分为０～５分。０分：无症状；１分：症状轻微；２分：

症状较轻微；３分：症状中等；４分：症状严重；５分：症状极其严重。双侧分别计算评分。同样，将

鼻痒、眼痒及头昏头痛按程度分为０～５分。将鼻黏膜苍白水肿程度，黏膜表面颗粒样结节密度，血管

扩张、痂皮附着范围及表面水样分泌物多少分为１～３分，１分为轻度，２分中度，３分为重度。进行统

计学分析后发现，黏膜表面颗粒样结节密度及痂皮附着范围与喷嚏、流清涕的发作时间及鼻痒程度均呈

正相关 （ｒ＝０．５４１），鼻黏膜水肿程度与头昏正相关 （ｒ＝０．６６０），但均与ＳＰＴ及ＳＩｇＥ无相关性。结论

　内镜下鼻腔黏膜状态与患者的主观症状具有相关性，尤其是中隔粘膜表面颗粒样结节的出现，提示患

者的喷嚏、流清涕的症状常较重；随着鼻黏膜水肿程度的增加，头昏出现的几率及程度增加；ＳＰＴ及

ＳＩｇＥ结果不能判断病情程度。

犗犚０７２

大气污染与过敏性结膜炎的相关性研究

洪佳旭１钟桃玲２杨宇婧１李奇渊２刘祖国２徐建江１

１．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２．厦门大学医学院

目的　过敏性结膜炎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之一，可导致患者眼部不适并显著影响生活质量。既往

研究显示空气污染物与环境因素在过敏性结膜炎发病中存在一定作用，但其相互关系仍未完全明确。本

研究探讨室外空气污染物、气候因子与上海市医保过敏性结膜炎患者就诊人次变化的相互联系。方法　

收集上海市医保局及上海市气象与健康重点实验室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过敏性结膜炎

门诊人次数据和同时段上海市的室外空气污染物及气象资料。以过敏性结膜炎患者就诊人次作为健康效

应指标，评价室外空气污染物 （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和ＰＭ２．５、臭氧Ｏ３、二氧化硫ＳＯ２及二氧化氮

ＮＯ２）及气温因子 （气温、相对湿度及风速）对人类眼表健康的影响。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模型 （ｇｅｎｅｒ

ａｌｉｚｅｄ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ｍｏｄｅｌ，ＧＬＳ），分析时间序列数据。结果　在截至目前最大数据样本量的分析背景

下，过敏性结膜炎患者就诊人次分别与外空气污染物ＮＯ２、Ｏ３和气温显著相关；与相对湿度相关性接

近有统计学意义。然而过敏性结膜炎患者就诊人次与ＰＭ１０、ＰＭ２．５、ＳＯ２和风速均无统计学意义的相

关性。亚组群件分析显示小于４０岁以下的过敏性结膜炎患者对于ＮＯ２、Ｏ３、气温、与相对湿度变化均

较为敏感，而４０岁以上患者则仅对ＮＯ２变化较为敏感。结论　本研究显示室外空气污染物ＮＯ２和Ｏ３

浓度变化、气温波动能够影响过敏性结膜炎患者就诊人数变化。室外空气污染物及气候变化可能在过敏

性结膜炎发病中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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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０７３

树突状细胞在春季角结膜炎作用的临床观察研究

刘明娜 高华 王婷 王殊婷 李素霞 史伟云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省眼科医院２５００２１

目的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活体观察春季角结膜炎者结膜以及角膜树突状细胞的密度、形态及分布特

点，以期进一步阐述春季角结膜炎的发病机制甚至复发的机制。方法　山东省眼科医院诊治的３５例反

复发作的双侧混合型春季角结膜炎，年龄７～３０岁，平均为１２．４±５．３岁，男性３１例，女性４例。参

照ＡｌｔａｎＡ．Ｏｚｃａｎ评分标准记录眼局部症状、体征在药物治疗前后的评分。选取每例患者右眼作为激

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对象，观察部位为上方睑结膜、球结膜、角巩膜缘、旁中央角膜；观察项目为树突

状细胞的平均密度、形态以及分布；观察时间为治疗前、治疗后１月、３月、６月。另选取３５例年龄相

仿的正常者为对照组。结果　按照ＡｌｔａｎＡ．Ｏｚｃａｎ评分标准显示３５例春季角结膜炎患者药物治疗前临

床症状评分平均为７．０３±１．７７，临床体征评分平均为７．４０±１．６７；局部药物治疗后６月后临床症状评

分平均为０．６６±１．０３，临床体征评分平均为１．９４±１．２１；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且通过评分可以看出临

床症状的改善明显早于临床体征的改善变化。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显示春季角结膜炎患者药物治疗前

球结膜、角巩膜缘以及旁中央角膜可见弥漫分布典型树突状细胞，平均密度分别为２４４．０９±５９．７６个／

ｍｍ２，５７４．５３±８７．３４个／ｍｍ２，４０３．３２±１０６．５９个／ｍｍ２；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药物治疗后１月，球结膜浸润的树突状细胞密度明显减少 （４３．７９±９．１５个／ｍｍ２），至药物治疗后３月

密度基本接近正常球结膜；而角巩膜缘和旁中央角膜浸润的树突状细胞密度在药物治疗后１月未见明显

变化，至药物治疗后３月可见其密度较治疗前明显减少，分别为３２９．７２±７９．９５个／ｍｍ２ 和２９４．４７±

６５．７５个／ｍｍ２，且浸润的树突状细胞形态逐渐变成非树枝状或不规则状，药物治疗后６月该树突状细

胞密度进一步减少，分别为２９２．１０±８８．７６个／ｍｍ２ 和２２５．７３±７２．６７个／ｍｍ２，但仍明显高于正常对

照组 （犘＞０．０５），且局限分布于上皮下基底膜以及基底神经丛附近。结论　树突状细胞在春季角结膜

炎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角巩膜缘以及旁中央角膜持续存在的非典型树突状细胞有可能与该疾病

的复发有关，针对树突状细胞的治疗有可能成为春季角结膜炎的有效治疗措施。

犗犚０７４

犜犔犚通路中犆犇１４、犜犔犚２基因多态性在中国人群
变应性鼻炎中的病例对照研究

陈若希 陆美萍 程雷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２１００２９

目的　本研究选择ＴＬＲ通路中与变态反应疾病密切相关的ＴＬＲ２、ＣＤ１４作为候选基因，检测及探

讨中国华东地区汉族人群ＴＬＲ２、ＣＤ１４基因多态性与对螨虫过敏常年性的变应性鼻炎 （ＡＲ）的关系。

方法　采用基于医院的病例对照研究，选择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就诊于江苏省人民医院耳鼻喉

科门诊并确诊为对螨虫过敏的常年性变应性鼻炎患者５１５例，并同时选择无变应性鼻炎或其他过敏性疾

病的正常人群５９５例作为对照。病例组与对照组的年龄和性别呈频数匹配。就ＴＬＲ通路中的ＴＬＲ２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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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ｒｓ７６１１２０１０位点、ＣＤ１４基因ｒｓ２５６９１９１位点与 ＡＲ 的相关性进行实验研究。结果　ＣＤ１４基因

ｒｓ２５６９１９１ （Ｃ＞Ｔ）与ＡＲ有明显相关性 （犘＝０．０１６），相对于野生ＣＣ基因型，ＣＴ／ＴＴ基因型可显著

降低ＡＲ的发病风险 （犗犚＝０．６６，９５％ＣＩ＝０．５０～０．８６）；ＴＬＲ２基因ｒｓ７６１１２０１０ （Ｃ＞Ｔ）与ＡＲ发病

未见相关性。结论　ＴＬＲ通路中基因ＣＤ１４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与ＡＲ及其临床表型存在一定相关性。

犗犚０７５

富氢生理盐水对变应性鼻炎豚鼠犐犔４与犐犔１３表达的影响

余少卿 赵传亮 李佳音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２０００６５

研究目的　近来研究报道氢气具有独特的抗炎、抗氧化、抗变态反应的作用。本实验通过富氢生理

盐水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ＲｉｃｈＳａｌｉｎｅ，ＨＲＳ）干预变应性鼻炎豚鼠模型，研究探讨 ＨＲＳ对变应性鼻炎的作用

及可能的机制。研究方法　利用卵白蛋白 （ＯＶＡ）激发及诱导建立变应性鼻炎豚鼠模型，随机分为三

组：实验组 （ＨＲＳ组），利用ＨＲＳ对变应性鼻炎豚鼠模型进行干预治疗；实验对照组 （ＮＳ）即用相同

剂量生理盐水进行替代干预治疗。另设相同数量的豚鼠为空白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最后收集豚鼠血清及

鼻黏膜组织，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技术检测血清中ＩｇＥ，ＩＬ４及１３的含量，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鼻黏膜组织中ＩＬ

４、ＩＬ１３蛋白的含量，ＲＴＰＣＲ技术检测鼻黏膜组织中ＩＬ４、ＩＬ１３基因相对表达量。结果　研究结果

表明 ＨＲＳ可以减轻ＡＲ症状，降低ＡＲ豚鼠模型血液中ＩｇＥ。经过 ＨＲＳ的干预治疗后，ＡＲ豚鼠血清

中的ＩＬ４及ＩＬ１３的表达降低，鼻粘膜组织中ＩＬ４、ＩＬ１３的蛋白及基因的表达降低。结论　研究结果

表明富氢生理盐水减轻ＡＲ豚鼠ＡＲ症状，并且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ＩＬ４、ＩＬ１３的表达实现的。

犗犚０７６

犘犕２５暴露对鼻黏膜上皮细胞炎性因子作用实验研究

洪志聪 郭志强 章如新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耳鼻咽喉科２０００４０

目的　研究ＰＭ２．５对鼻黏膜上皮细胞炎症因子表达的影响。方法　采用大气颗粒物采样器采集上

海地区大气ＰＭ２．５样本，采用扫描电镜观察ＰＭ２．５形态特征，分别采用离子色谱仪、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分析ＰＭ２．５中的离子组分、元素组分和多环芳烃组分。将鼻黏膜

上皮细胞ＲＰＭＩ２６５０细胞暴露于０μｇ／ｍｌ、５０μｇ／ｍｌ、１００μｇ／ｍｌ、２００μｇ／ｍｌ、４００μｇ／ｍｌ、６００μｇ／ｍｌ和

８００μｇ／ｍｌ的ＰＭ２．５１２小时、２４小时及４８小时，通过ＣＣＫ８法检测ＰＭ２．５暴露对ＲＰＭＩ２６５０细胞活

性的影响，将ＲＰＭＩ２６５０细胞暴露于０μｇ／ｍｌ、１００μｇ／ｍｌ、４００μｇ／ｍｌ和８００μｇ／ｍｌ的ＰＭ２．５中２４小

时，分别采用ｑＲＴＰＣＲ法和ＥＬＩＳＡ法检测细胞ＧＭＣＳＦ、ＴＮＦα、ＩＬ１３和Ｅｏｔａｘｉｎ的ｍＲＮＡ和蛋白

表达水平。结果　扫描电镜观察发现，ＰＭ２．５直径大多等于或小于２．５μｍ。所检测的１１种离子组分

中，ＮＯ３离子含量最高，次之分别为ＳＯ４２、ＮＨ４＋和Ｃｌ。所检测的１８种元素组分中，Ｎａ元素含量

最高，次之为Ｋ元素和Ａｌ元素。所检测的１６种ＰＡＨｓ组分中，苯并 ［ｂ］荧蒽、菲、荧蒽、芘、稠二

萘和苯并 ［ａ］蒽含量较高。ＣＣＫ８检测发现，将ＲＰＭＩ２６５０细胞暴露于ＰＭ２．５后，随着暴露浓度和

暴露时长的升高，细胞活性逐渐下降，具有明显的量效关系和时间依赖性 （犘＜０．０５）。ＲＰＭＩ２６５０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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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经１００、４００或８００μｇ／ｍｌ的ＰＭ２．５暴露后，ＧＭＣＳＦ的ｍＲＮＡ水平是未处理组的１．１２倍１．２５倍和

１．４３倍；ＴＮＦα的ｍＲＮＡ水平是未处理组的１．１４倍１．３４倍和１．６４倍；ＩＬ１３的 ｍＲＮＡ水平是未处

理组的１．２２倍１．３８倍和１．９２倍；ｅｏｔａｘｉｎ的 ｍＲＮＡ水平是未处理组的１．１１倍１．９２倍和２．０４倍。

ＧＭＣＳＦ、ＴＮＦα、ＩＬ１３和ｅｏｔａｘｉｎ的蛋白表达水平与未处理组相比明显升高 （犘＜０．０５）。结论　大

气采集的ＰＭ２．５是复杂的混合物，包含自然源元素，人为源元素，二次气溶胶和ＰＡＨｓ等，ＰＭ２．５所

含的复杂的有害物质是引起人体健康损害的物质基础。ＰＭ２．５可引起鼻黏膜上皮细胞的炎症反应，降

低细胞活性，这可能与ＰＭ２．５促发和加重鼻部炎症性疾病有关。

犗犚０７７

犗犕８５细菌溶解产物 （犅犞）预防小鼠变应性鼻炎

韩灵 魏佳炜 文卫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５１００８０

目的　本课题研究ＯＭ８５ＢＶ在低剂量和长疗程口服下，对于小鼠ＡＲ炎症的免疫调节作用。方法

　我们建立了ＯＶＡ诱导的鼻黏膜变应性炎症的ＡＲ模型小鼠。低剂量的ＯＭ８５ＢＶ在小鼠致敏前以口

服的方式给予小鼠３个月 （长疗程）。我们评估了鼻部症状、鼻部病理、鼻腔灌洗液中炎症细胞和Ｔｈ１／

Ｔｈ２型细胞因子水平、血清中特异性ＩｇＥ和ＩｇＧ１水平。我们也观察了ＯＭ８５ＢＶ治疗１个月 （短疗

程）的疗效。结果　我们发现ＯＭ８５ＢＶ长疗程的预治疗能够保护小鼠免受大部分的变应原特异性症

状。尤其是，ＯＭ８５ＢＶ改善鼻部症状，阻断鼻部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抑制鼻腔灌洗液中炎症细胞浸润

和Ｔｈ２型反应 （减少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１３表达水平），以及降低特异性ＩｇＥ和ＩｇＧ１水平。另外，我们也

发现ＯＭ８５ＢＶ短疗程降低了Ｔｈ２型细胞因子和特异性ＩｇＥ表达水平。结论　我们的数据提示ＯＭ８５

ＢＶ是一种通过简易口服的方式来预防变应性鼻炎的低成本潜在性药物。

犗犚０７８

２型固有淋巴细胞在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耿聪俐 邢志敏 余力生 王 袁晓培 刘燕 张改 王梓敬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１０００４４

背景　２型固有淋巴细胞 （ＩＬＣ２ｓ）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固有免疫细胞群体，可介导Ｔｈ２型适应性免

疫功能。已发现在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中ＩＬＣ２ｓ富集，但其在鼻息肉发病机制中所起的作用还不清

楚。目的　研究ＩＬＣ２ｓ在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型鼻息肉 （ＥＣＲＳｗＮＰ）、非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型鼻息肉

（ｎＥＣＲＳｗＮＰ）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分析过敏、哮喘等因素对ＩＬＣ２ｓ的影响。方法　流式细胞分析健康

下甲黏膜组织和鼻息肉组织单细胞悬液中ＩＬＣ２ｓ、Ｔｈ２细胞占ＣＤ４５＋细胞比例。苏木精伊红染色鼻息

肉组织，按照嗜酸粒细胞计数不同分为ＥＣＲＳｗＮＰ和ｎＥＣＲＳｗＮＰ。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验ＥＣＲＳｗＮＰ、

ｎＥＣＲＳｗＮＰ和对照组中ＩＬＣ２ｓ、Ｔｈ２比例差异；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分析分析二者与组

织中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及其他临床特征的相关性，对比过敏与非过敏患者ＩＬＣ２ｓ比例差异；哮喘与非

哮喘患者ＩＬＣ２ｓ比例差异。结果　２５例患者包括６例健康下甲黏膜对照，９例 ＥＣＲＳｗＮＰ，１０例

ｎＥＣＲＳｗＮＰ。与对照组和ｎＥＣＲＳｗＮＰ相比，ＥＣＲＳｗＮＰ患者ＩＬＣ２ｓ比例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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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和ｎＥＣＲＳｗＮＰ，ＩＬＣ２ｓ比例无统计学差异。ｎＥＣＲＳｗＮＰ和ＥＣＲＳｗＮＰ组Ｔｈ２细胞比例较对照组

均显著升高，但ｎＥＣＲＳｗＮＰ和 ＥＣＲＳｗＮＰ两组间 Ｔｈ２细胞比例无统计学差异。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分析，ＩＬＣ２ｓ比例与Ｔｈ２细胞比例成正相关，狉＝０．５７１，犘＝０．０１１；ＩＬＣ２ｓ比例与

组织嗜酸细胞计数成正相关ｒ＝０．５７９，犘＝０．００９；Ｔｈ２细胞比例与组织嗜酸细胞计数成正相关，狉＝

０．８４４，犘＝０．０００；过敏原阳性患者ＩＬＣ２ｓ比例高于过敏原阴性患者，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０．０３２

±０．２９］ｖｓ（０．０２８±０．３０）；犘＝０．７２５］。伴随哮喘的患者ＩＬＣ２ｓ比例高于不伴哮喘的患者，但差异没

有统计学意义 （０．０４４±０．０２９）ｖｓ（０．０２４±０．０２８）；犘＝０．２２２］。结论　ＩＬＣ２ｓ细胞比例在慢性鼻窦炎

伴鼻息肉，尤其是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型鼻息肉中升高，且过敏因素对ＩＬＣ２ｓ比例影响不大，提示这种

固有免疫细胞在非变态反应诱发的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型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发病机制中具有意义。

犗犚０７９

屋尘螨变应原鼻激发试验对变应性与非变应性鼻炎
患者上下气道炎症影响的比较

胡秋蓉 朱政 李靖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比较变应原鼻激发试验前后变应性与非变应性鼻炎患者上下气道炎症变化的异同。方法　对

明确诊断的变应性鼻炎和非变应性鼻炎患者，其中变应性鼻炎患者主要对屋尘螨变应原敏感，非变应性

鼻炎患者变应原皮肤点刺和特异性／总ＩｇＥ阴性，进行屋尘螨变应原鼻激发试验。比较鼻激发前，鼻激

发后６小时及２４小时呼出气一氧化氮，ＦＥＶ１占预计值百分比，痰及鼻灌洗液中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和

中性粒细胞比例的变化情况。结果　纳入变应性鼻炎患者１４例 （８男／６女，３２．２±７．８Ｙ），非变应性

鼻炎患者８例 （５男／３女，３６．５±９．５）。变应性鼻炎与非变应性鼻炎鼻激发前，鼻激发后６小时及２４

小时呼出气一氧化氮分别为６３．９±３９．２ｐｐｂ，５９．８±３０．５ｐｐｂ，６２．３±３２．４ｐｐｂ和１８．７±７．９，１６．６±

６．２，１６．１±１．８，两组间鼻激发前后均存在差异，但激发后均未出现明显变化；ＦＥＶ１占预计值百分比

分别为８７．４±９．８，８２．７±１０．４，８５．９±８．０和１００．５±９．９，９３．５±１３．６，１０２．６±９．９，两组间鼻激发

前后均存在差异，且在鼻激发后６小时ＦＥＶ１均下降，但无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痰嗜酸性粒细胞

百分比分别为１６．４±１９．２，１７．２±１８．５，１６．９±１２．７和０．６±０．５，０．４±０．３，０．３±０．３；痰中性粒细

胞百分比分别为５２．６±１７．９，５０．９±２０．０，５３．４±１８．８和７３．３±１７．８，８０．３±１５．４，７０．７±２１．７，两

组间鼻激发前后存在差异，但激发后均未出现明显变化；鼻灌洗液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分别为５３．８±

２８．８，６０．５±２９．５，５８．４±２４．９和５６．８±３７．８，５１．６±４１．７，５９．３±３２．９；鼻灌洗液中性粒细胞百分

比分别为４１．８±２９．１，３８．０±３０．０，４０．２±２４．９和３６．６±３４．８，４５．０±３９．７，３６．５±３１．９，变应性鼻

炎组激发后ＥＯＳ比例增加，而非变应性鼻炎组ＮＥＵ比例增加，其中激发后６小时增加最明显。结论

　变应性及非变应性鼻炎患者上下气道炎症存在差异，且在变应原鼻激发试验后上下气道炎症细胞具有

不同的变化趋势，但尚未达到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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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０８０

嗜酸性中耳炎１０耳分析

段清川 杜雅丽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１００１９１

目的　嗜酸性中耳炎是最近被认识的一种难治性中耳疾病，其特征是中耳积液和中耳黏膜增多的嗜

酸性细胞。嗜酸性中耳炎的听力损失呈渐进性，所以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很重要。本文着重分析嗜酸性中

耳炎特点，并研究其危险因素，警惕与一般难治性分泌性中耳炎的差异，为治疗提供思路。方法　对２

年来确诊的５例１０耳嗜酸性中耳炎进行分析，分析指标包括：治疗前后听力检测 （ＰＴＡ及ＡＢＧ）、咽

鼓管测压结果、血清嗜酸性粒细胞占比、血清总ＩｇＥ、鼓室内分泌物嗜酸性粒细胞占比、鼓室内分泌物

ＩｇＥ、是否合并哮喘、变应性鼻炎、鼻息肉以及治疗方法。结果　５例患者中男性３例，女性２例，均为

双侧发病，均合并支气管哮喘、变应性鼻炎及鼻息肉，其中３例行鼻内镜下鼻息肉切除术，均复发；全

身用药均包括鼻喷糖皮质激素、口服抗组胺药、口服白三烯受体拮抗剂、黏液促排剂；局部治疗１０耳

均反复进行鼓膜切开、吸除胶冻样分泌物，均１周内再次形成胶冻阻塞切开口，其中３耳行乳突切除

术，２耳行球囊扩张咽鼓管成形术；治疗前后ＰＴＡ及ＡＢＧ均无改善；治疗前咽鼓管测压提示咽鼓管均

为５０ｍｂａｒ无Ｒ值，治疗后通气功能较前改善；治疗前血清嗜酸性粒细胞占总粒细胞比例最高６０．２％，

中位值为３６．８％±２２．８％，治疗后为１８．６％±８．８％；治疗前血清总ＩｇＥ１０９８ｋＵ／Ｌ，治疗后为６８４

ｋＵ／Ｌ；治疗前鼓室内分泌物嗜酸性粒细胞占比最高９２％，中位值６５．６３％±３０．６８％，治疗后为２０．３６

±１０．２７％；治疗前鼓室内分泌物总ＩｇＥ２８９６ｋＵ／Ｌ，治疗后为１２６８ｋＵ／Ｌ，均高于血清总ＩｇＥ；１０耳无

１例痊愈。结论　１．１０耳均无痊愈，目前针对分泌性中耳炎的常规治疗方法均无显著效果。２．咽鼓管测

压示治疗前咽鼓管均为阻塞，这与日本学者所报道的嗜酸性中耳炎由咽鼓管异常开放相悖；治疗后咽鼓管

通气功能明显改善，但不能逆转疾病进程，咽鼓管通气功能在嗜酸性中耳炎的发病中起到的作用仍不明

确，值得进一步研究。３．听力多为混合性听力下降，治疗前后听力无明显改善。４．伴有过敏性疾病是嗜

酸性中耳炎的重要特点，血清及分泌物中的嗜酸性粒细胞及ＩｇＥ均明显高于正常值，是与一般分泌性中耳

炎的重要鉴别点。５．对中耳分泌物极为粘稠、合并有哮喘和鼻息肉、对传统治疗方法不敏感的患者，应考

虑到该病的可能，进行进一步分泌物细胞学及分子生物学检查，以指导治疗，改善患者预后。

犗犚０８１

药疹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系统症状１例及文献复习

张珠莱 郭伟 徐勇胜

天津市儿童医院呼吸科３０００７４

目的　分析药疹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系统症状患儿的临床特征、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法　分析１

例药疹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系统症状患儿的临床情况及相关文献综述。结果　１名幼儿因发热、皮

疹、肝功能损害、嗜酸细胞增高入院，入院７天后，排除川崎病、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脓毒症、郎

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后，考虑存在药疹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系统症状，使用丙种球蛋白和激素治

疗后好转。结论　药疹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系统症状是一种迟发性药物反应，早期识别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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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０８２

犌犪犾犲犮狋犻狀１０在儿童特应性皮炎临床中的意义

张力 汤建萍

湖南省儿童医院４１００００

目的　本课题拟探讨 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在儿童特应性皮炎 （ＡＤ）临床中的意义，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与儿童

ＡＤ疾病活动的关系，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与食物过敏的关系。其结果为临床上特应性皮炎的诊治提供新的理

论依据。方法　采用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了１３７例特应性皮炎患儿，２５例健康体检儿童血清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

３种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总ＩｇＥ和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并分别探讨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与血清ｓＩｇＥ、总ＩｇＥ、外

周血嗜酸性粒细胞的相关性以及与ＡＤ疾病严重程度评分的关系。结果　１、特应性皮炎患儿血清Ｇａ

ｌｅｃｔｉｎ１０ （２９．７３６±０．３８０ｐｇ／ｍｌ）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儿童血清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 （７．０６７±０．１９６ｐｇ／ｍｌ），犘

＜０．００１。２、特应性皮炎患儿血清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与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总ＩｇＥ呈正相关 （狉＝０．２０７，犘

＜０．０５） （狉＝０．２２２，犘＜０．０５）。３、食物ｓＩｇＥ升高组血清 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的阳性率 （７５％）高于食物

ｓＩｇＥ正常组血清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的阳性率 （５４％），犘＜０．０５。同时发现 ＡＤ血清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升高与牛奶

ｓＩｇＥ （犘＝０．０３６，犘＜０．０５）、鸡蛋ｓＩｇＥ （犘＝０．０３２，犘＜０．０５）有关，而与尘螨ｓＩｇＥ （犘＝０．３６０，犘

＞０．０５）无关。４、食物ｓＩｇＥ升高组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的阳性率 （６８％）高于食物ｓＩｇＥ正常组外周

血嗜酸性粒细胞的阳性率 （４３％），犘＜０．０５。５、特应性皮炎患儿血清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的阳性率随着年龄

增长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１岁：７６％；１～３岁：６１％；３～７岁：４９％；＞７岁：２１％；犘＜０．０５）。

６、特应性皮炎患儿血清 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水平与特应性皮炎疾病活动评分 （ＥＡＳＩ评分）呈正相关 （狉＝

０．２１６，犘＜０．０５）。结论　１、血清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与特应性皮炎有关，可作为ＡＤ疾病活动性的参考指标

之一。２、特应性皮炎患儿血清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可能与ＡＤ食物过敏有关。

犗犚０８３

０～３岁特应性皮炎患儿食物过敏发生率检测和临床分析

邵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２０００２５

目的　观察０～３岁内不同年龄组特应性皮炎 （ＡＤ）患儿食物过敏的发病率，及不同年龄组ＡＤ患

儿严重程度与食物过敏的关系，通过食物过敏诊断过程，发现过敏原，指导临床治疗。方法　０～３岁

ＡＤ患儿根据年龄分为０～６月、６月～１岁、１～３岁３组，进行ＳＣＯＲＡＤ评分。每位患儿均进行食物

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点刺试验阳性者检测血清特异性ＩｇＥ，均阳性者建立食物过敏诊断，并通过回避

试验验证；点刺试验阳性血清特异性ＩｇＥ阴性者进一步进行双盲安慰剂食物激发试验确立或排除食物过

敏诊断。结果　０６月ＡＤ患儿食物过敏发生率为３３．２％，最常见的过敏食物为鸡蛋和牛奶，６月１岁

ＡＤ患儿有食物过敏发生率为２５％，最常见的过敏食物仍然是鸡蛋和牛奶，１～３岁ＡＤ患儿食物过敏发

生率１１．１％，过敏率显著下降，鸡蛋和牛奶的过敏率也显著下降。各组间食物过敏发生率比较和ＳＣＯ

ＲＡＤ评分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结论　特应性皮炎患儿年龄越小、皮损程度越严重食物过敏的发病率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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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０８４

屋尘螨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儿童过敏性哮喘及鼻炎的长期疗效观察

田曼 张文馨 赵德育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２１０００８

背景　大量临床研究证实，屋尘螨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ＣＩＴ）对

过敏性哮喘及鼻炎有独特疗效，但是国内外对于ＳＣＩＴ治疗过敏性哮喘的长期随访还较少。本研究主要

探讨ＳＣＩＴ对螨过敏性支气管哮喘伴过敏性鼻炎在治疗期的疗效及治疗结束后三年的远期疗效。方法　

选择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哮喘专科门诊就诊的主要对尘螨

［粉尘螨和 （或）户尘螨］过敏的轻、中度过敏性哮喘伴过敏性鼻炎患儿６３例，年龄６—１４岁 ［（７．２６

±０．３４）岁］。分组：（１）ＳＣＩＴ组４５例，抗哮喘药物治疗的同时，采用ＳＣＩＴ３年，停止ＳＣＩＴ后再随

访３年，共随访６年；（２）药物组１８例，仅采用抗哮喘药物治疗，随访６年。比较ＳＣＩＴ组和药物组

在基线，治疗第３年结束时、第６年结束时 （停止ＳＣＩＴ３年时）的过敏原点刺结果、哮喘控制评分、

鼻炎症状评分、用药评分、血清ＩｇＧ４浓度的变化，结果　ＳＣＩＴ组４０名患儿和药物组１５名患儿完成了

随访。治疗结束时及治疗后三年，ＳＣＩＴ组的总体临床指标 （尘螨风团直径 （Ｄ１）／标准组织胺风团直

径 （Ｄ２）比值、哮喘控制评分、鼻炎症状评分、用药评分及血清ＩｇＧ４）较药物组显著改善 （犘 均＜

０．０１）。此外ＳＣＩＴ组出现新过敏原的比例也显著低于药物组 （治疗结束时犘＜０．０５，治疗后三年犘＜

０．０１）。结论　本研究显示支气管哮喘伴过敏性鼻炎患儿接受ＳＣＩＴ治疗及停止治疗三年后，过敏症状

得到长期缓解、新过敏原的产生减少、哮喘及鼻炎的症状改善、控制药物的使用减少、变应性鼻炎向哮

喘发展的风险降低，这提示ＳＣＩＴ不仅在治疗时存在疗效，在治疗停止后仍能给患儿的病情带来缓解。

犗犚０８５

儿童过敏性鼻炎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之间相关性的研究

冯博孩 陈波蓓 郑秀秀 李邦亮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咽喉科３２５０２７

目的　过敏性鼻炎是儿童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近来多个权威机构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过敏性鼻炎

患儿并发有精神疾病，且比例在不断增加。本文多种统计学方法，探索儿童过敏性鼻炎患者中注意力缺陷

多动障碍的发病率及相关性。方法　本研究总共纳入了４３３名过敏性鼻炎患儿，以及１４２名正常对照儿

童。由１名耳鼻喉专家对所有过敏性鼻炎患儿进行诊断，以及评估疾病严重程度。所有过敏性鼻炎患儿都

记录了基本信息、皮肤点刺试验结果、儿童行为量表 （ＣＢＣＬ）评分以及ＳＮＡＰＩＶ评分。所有问卷都由父

母完成。结果　总共有４２３名过敏性鼻炎患儿以及１４０名正常对照儿童完成了研究。过敏性鼻炎患儿的

ＳＮＡＰＩＶ评分中多动及注意力亚量表评分，和儿童行为量表 （ＣＢＣＬ）评分中有关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所有ｐ值＜０．０１）。社会问题在过敏性鼻炎组中更严重 （犘＜０．０１）。我们发现通过

对其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ＳＮＡＰＩＶ评分中多动及注意力亚量表评分的危险因素包括患儿年龄、男性、

皮肤点刺阳性的数目、较高的鼻炎评分评分、合并其他过敏性疾病以及烟草环境。结论　对于过敏性鼻炎

患儿，不仅需要关注其过敏性鼻炎的症状的改善，其心理健康问题也需要更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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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０８６

１００例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与血清总犐犵犈水平、
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和肺功能相关性研究

陈希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呼吸疾病国家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探讨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 （ＦｅＮＯ）水平与血清总ＩｇＥ （ＴＩｇＥ）水平、

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 （ＥＯＳ）和肺功能的相关性，评估ＦｅＮＯ作为一种无创性气道炎症指标对儿童呼吸

道过敏性疾病诊断的临床实用性。方法　收集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就诊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确诊为

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的儿童１００例，分别进行ＦｅＮＯ、ＴＩｇＥ、ＥＯＳ％和肺功能ＦＥＶ１％测定，分析并统

计结果。结果　ＦｅＮＯ水平与外周血ＥＯＳ％呈正相关 （狉＝０．２６９，犘＝０．０３）；ＥＯＳ％增高组 （＞７％）

ＦｅＮＯ水平比ＥＯＳ％正常组 （≤７％）高 （５０ｐｐｂｖｓ２６ｐｐｂ，犘＜０．０５）；ＦｅＮＯ水平与ＴＩｇＥ水平和肺功

能ＦＥＶ１％均无明显相关性 （犘＞０．０５）。血清ＴＩｇＥ水平与ＥＯＳ％呈正相关 （狉＝０．２８５，犘＝０．０３４）；

ＥＯＳ％增高组ＴＩｇＥ水平比ＥＯＳ％正常组高 （５５８．５ＫＵ／Ｌｖｓ９３６．８３ＫＵ／Ｌ，犘＜０．０５）。ＲＯＣ曲线显示

ＦＥＮＯ在诊断机体ＥＯＳ炎症方面比ＴＩｇＥ更佳 （ＡＵＣ＝０．６８７ｖｓ０．６８５，犘＜０．０５）。结论　ＦＥＮＯ可

作为评估气道甚至全身嗜酸粒细胞性炎症的一种敏感指标，能更好地协助哮喘分型的诊断和治疗。

犗犚０８７

辽宁地区３９５例腺样体肥大手术患儿过敏原检测分析

边志刚 李艺 董阿杰 曹志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１１０００４

目的　了解辽宁地区腺样体肥大手术患儿过敏原状况，为该病抗过敏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对

２０１６年１～３月于盛京医院确诊并实施手术治疗的３９５名腺样体肥大患儿进行过敏原检测，所有患儿病

程均＞３个月，Ａ／Ｎ＞０．６，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３９５例患儿中２２７例 （６９．１％）过敏原检测

结果阳性，与沈阳地区正常人群过敏原检测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５）。其中，食物性过敏原中，

阳性率分别为：牛奶２６．３３％ （１０４例），腰果１２．９１％ （５１例），鸡蛋７．８５％ （３１例），蟹４．３０％ （１７

例），牛肉１．２６％ （５例），虾１．０１％ （４例），芒果０．５１％ （２例）；吸入性过敏原中，阳性率分别为：

霉菌１５．７０％ （６２例），户尘螨１３．１６％ （５２例），狗毛皮屑７．５９％ （３０例），屋尘４．５６％ （１８例），柏

树等木本植物３．５４％ （１４例），猫毛皮屑３．０３％ （１２例），豚草、蒿等草本植物２．５３％ （１０例），蟑螂

１．０１％ （４例）。与以往报道的变应性鼻炎检测结果不同，在腺样体肥大患儿中食物性过敏原阳性率远

大于吸入性过敏原，牛奶、腰果、鸡蛋位居前三；吸入性过敏原中，霉菌也意外的超过尘螨等成为阳性

率最高的过敏原。结论　变态反应性炎症可能是腺样体肥大的重要原因之一，食物性过敏原和吸入性过

敏原同样占有重要地位。该病患儿应积极行过敏原检测，并接受相应治疗，以提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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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０８８

鼻粘膜刮片细胞学检测对儿童过敏性鼻炎诊断意义

李孟荣 侯进飞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３２５０２７

目的　通过鼻粘膜刮片细胞学检测鼻腔局部嗜酸性粒细胞 （ＲＥＯＳ）的丰度探讨分析其与过敏性鼻

炎诊断、治疗的关系，及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 （ＰＥＯＳ）、血清ｓＩｇＥ、血清ｔＩｇＥ、鼻部症状视觉模拟量

表ＶＳＡ、鼻中性粒细胞、细菌感染等关系。方法　随机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１０月就诊本院临床诊断过敏

性鼻炎的患儿１５２例 （ＡＲ组），正常健康体检儿童４３例做对照组。通过鼻粘膜刮片进行鼻细胞学检

测。结果　１．过敏性鼻炎组与对照组比较，ＰＥＯＳ绝对值、ＰＥＯＳ比例、ｔＩｇＥ、ＲＥＯＳ评分兼高于对

照组存在显著差异 （犘＜０．０１）。对左右鼻粘膜刮片ＲＥＯＳ评分一致性良好 （犘＜０．０１）。以ＲＥＯＳ评

分≥０．５＋代表鼻嗜酸性粒细胞阳性，其诊断灵敏度为７１．７％，特异度８１．３％，总的符合率７３．８％，

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９３．１％、４４．８％。２．ＲＥＯＳ与 ＶＡＳ症状评分 （狉＝０．１７２，犘＝

０．０３４）、与ＰＥＯＳ比率 （狉＝０．３２４，犘＝０．０００），与ＰＥＯＳ计数绝对值 （狉＝０．３５８，犘＝０．００００）显著

正相关。３、ＲＥＯＳ评分与ｔＩｇＥ显著正相关 （狉＝０．２４２，犘＝０．００２），ＰＥＯＳ与ｔＩｇＥ值显著正相关 （狉

＝０．４７，犘＝０．０００）。ＲＥＯＳ评分与ｓＩｇＥ等级 （狉＝０．１３３，犘＝０．１１４），与ｓＩｇＥ值高低无显著相关性

（狉＝０．０８２，犘＝０．３４１）。血ＥＯＳ与ｓＩｇＥ等级显著正相关 （狉＝０．３０３，犘＝０．０００），与ｓＩｇＥ值的高低

显著正相关 （狉＝０．３１３，犘＝０．０００）。４、鼻粘膜中性粒细胞、细菌提示感染。结论　１、鼻粘膜刮片细

胞学检查通过 （ＭＧＧ）染色可以判断过敏性鼻炎鼻腔局部嗜酸性粒细胞的含量。２、鼻ＥＯＳ检查对过

敏性鼻炎有诊断价值。鼻ＥＯＳ与ＶＡＳ鼻部评分、血ＥＯＳ比例、血ＥＯＳ绝对值计数、ｔＩｇＥ显著正相

关。

犗犚０８９

中国５岁～１４岁儿童呼气峰流速正常值及预测值方程式的建立

郝创利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２１５００３

目的　建立中国５岁～１４岁儿童呼气峰值流速 （ＰＥＦＲ）正常值范围和预测值方程式。方法　根据

中国地理分布选取５个研究中心：华南 （广州）、华东 （苏州）、西南 （成都）、西北 （西安）、华北 （北

京），随机抽取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一１２月就读于各研究中心的学生发放问卷和知情同意书。其中问卷填写正

确、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年龄在５～ｌ４岁、无任何心肺及其他系统疾病史、近４周无呼吸道疾病史，

当面询问和体格检查呼吸、心率、胸廓、肺部体及身高、体质量均在正常范围者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并备案。采用英国制造的ｍｉｃｒｏｌｏｏｐ简易峰流速仪，于上午８；００～１２：００采取

坐姿行峰流速测定６次，记录３次最好值。以实测指标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经多元逐步归和多元

线性回归，得出预测值方程式。结果　共纳入符合研究对象标准的儿童３１６９名，男１５９６名、女１５７３

名；其中各中心的纳入研究对象、男、女人数分别为：北京 （３６５，１８４，１８１）、成都 （４２３，２０１，

２２２）、苏州 （１０４６，５１７，５２６）、西安 （９４２，４８１，４６１）广州 （３９６，２１３，１８３），每个年龄段人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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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０％左右。ＰＥＦＲ值随着年龄的增长，统计有差异，犘＜０．００１；男孩比女孩高，其中５岁，１０岁，

１１岁组的男女性ＰＥＦＲ值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其他年龄段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ＰＥＦＲ

与年龄、身高、体重、ＢＭＩ都具有相关性，其中ＰＥＦ值与身高的相关性最强。结论　ＰＥＦＲ值随年龄

增高而增高，其受儿童身高影响超过体质量和年龄变化。

犗犚０９０

福建省福州地区儿童慢性咳嗽临床特征和治疗现况

唐素萍１刘艳琳１董李１陈遷１华云汉１陈岚１叶雯靖２张丹云１

１．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２．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通过了解福建省福州地区儿童慢性咳嗽临床特征和治疗情况，为慢性咳嗽诊断的流程建立及

规范化治疗提供临床依据。方法　根据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２００８年制定的 《中国儿童慢性

咳嗽诊断与治疗指南》的标准，对福建省福州儿童医院变态反应专科收集诊断慢性咳嗽的合格病例３６４

例进行随访。所有数据通过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作统计学分析。结果　１．慢性咳嗽前３位病因分别为咳嗽变

异性哮喘 （ＣＶＡ４７．０％）、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ＵＡＣＳ２８．６％）、呼吸道感染后咳嗽 （ＰＩＣ１５．９％）。２．

各病因慢性咳嗽发作时间：ＣＶＡ夜间 （７５．７％）、ＵＡＣＳ清晨 （７４．８％）、ＰＩＣ白天 （８０．４％）、胃食管

反流性咳嗽 （ＧＥＲＣ夜间８８．２％）３．各病因慢性咳嗽首诊３４种药物联合治疗２４６例 （６７．５８％）、５种

以上药物联合治疗２８ （７．６９％）（χ２＝４１６．８９４，犘＜０．００１）。４．各病因慢性咳嗽首诊和３个月随访用药

情况：ＣＶＡ以抗组胺类、白三烯受体拮抗剂为主；ＵＡＣＳ和ＰＩＣ以抗生素类、抗组胺类为主；ＧＥＲＣ

以促胃动力药、抑酸药为主。结论　１．各病因慢性咳嗽的临床咳嗽特征不尽相同，根据其特点可指导

临床首次诊断和治疗。２．福建省福州地区慢性咳嗽用药的多样性与慢性咳嗽病因构成复杂性、动态修

正诊断、用药习惯等因素相关，提醒临床医生诊治慢性咳嗽重视临床疗效观察、定期随访、及时修正诊

断、调整用药。

犗犚０９１

食物过敏高危儿童不同食物皮肤点刺试验定性与定量结果

刘玲 周薇 邢燕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１００１９１

目的　对皮肤点刺试验硬结平均直径以及定性结果与开放性食物激发试验的相关性研究，测定牛

奶、鸡蛋、小麦以及鲜牛奶食物皮肤点刺在食物过敏高危儿童阳性结果，以及试验不同结果判读方式与

食物激发试验之间相关关系。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选择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食物过敏门诊可疑食物过

敏儿童４４３名，分别进行不同食物皮肤点刺牛奶４２５次、蛋黄和蛋白各４３０次、小麦２８４次、鲜牛奶

４２４次，共１９９３例次。测量并记录皮肤点刺试验疹团平均直径，定性结果，通过开放性食物激发试验

确诊食物过敏患儿。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将开放性食物激发试验作为诊断的金标

准，分别计算硬结直径以及定性结果与开放性食物激发试验关系。结果　２６４名患儿年龄范围１～６６个

月，平均 （２５．３±９．８）个月共进行３７８次食物激发试验 （其中阳性结果８６次），５６名患儿确诊为食物

过敏。食物激发试验诱发症状主要表现为皮肤症状 （６５．Ｏ％），其次是胃肠道症状 （１９％），严重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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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发生 （１６％）。测试过敏原包括蛋白、蛋黄、牛奶、小麦。将皮肤点刺结果分为硬结直径大小和定

性 （＋，＋＋，＋＋＋）两种。结果牛奶直径＞３ｍｍ时，敏感度在６５％一７８％之间，特异度在３１％

一４３％之间。当蛋白、蛋黄、牛奶皮肤点刺试验疹团平均直径＞５．５ｍｍ时，与开放性食物激发试验相

关性ｒ＝０．６８。定性结果相关性ｒ＝０．５２。讨论　皮肤点刺硬结大小或者定性判断均与开放性食物激发

试验有一定相关性，并且硬结直径越大相关性越高。硬结大小较定性判读结果与开放性食物激发试验相

关性更高。但是开放性食物激发试验阳性患儿有８％皮肤点刺结果阴性，而皮肤点刺结果阳性而开放性

食物激发试验阴性患儿３４％，因此难以用皮肤点刺结果单独作为食物过敏诊断依据。发生严重过敏反

应患儿若近期进行皮肤点刺试验，会由于递质耗竭导致皮肤点刺试验结果假阴性。

犗犚０９２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对幼鼠食物过敏的免疫干预作用

郑成中 来艳茹

解放军３０６医院儿科１００１０１

目的　探讨在致敏前和致敏后脂肪间充质干细胞 （ＡＤＳＣ）腹腔注射移植对Ｂａｌｂ／ｃ小鼠食物过敏的

免疫干预作用。方法　将３２只３周龄Ｂａｌｂ／ｃ雌性小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过敏模型组、ＡＤＳＣ治疗

组和ＡＤＳＣ预防组，每组８只。从Ｂａｌｂ／ｃ雄性成年鼠脂肪组织中分离、鉴定及培养ＡＤＳＣ备用。利用

卵清蛋白 （ＯＶＡ）腹腔注射致敏建立幼鼠食物过敏模型，空白对照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作为替代，

ＡＤＳＣ治疗组在基础致敏后 （即造模第１５天）按每只小鼠给予１×１０６ 个细胞数进行细胞移植，ＡＤＳＣ

预防组在第１次基础致敏时 （即造模第１天）进行干细胞移植 （１×１０６个细胞数），空白对照组及过敏

模型组给予等量ＰＢＳ作为替代。观察各组小鼠相关的过敏症状并进行评分；苏木精伊红染色观察各组

小鼠空肠绒毛及炎性细胞浸润情况；采用Ｌｕｍｉｎｅｘ液相芯片技术检测各组小鼠血清中过敏相关的细胞

因子水平变化。结果　与过敏模型组相比，ＡＤＳＣ治疗组和预防组过敏症状评分均明显降低 （犘＜

０．０５），同时这两组的空肠粘膜过敏性病理损伤显著减轻。与过敏模型组比较，ＡＤＳＣ预防组和治疗组

过敏相关性细胞因子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６、ＩＬ１７Ａ、ＩＬ２２、ＩＬ２３水平显著下降 （犘＜０．０５）。与过敏模型

组和ＡＤＳＣ预防组比较，ＡＤＳＣ治疗组ＩＦＮγ水平升高，ＭＣＰ１水平下降 （犘＜０．０５）。结论　ＡＤＳＣ

移植对致敏前或致敏后的Ｂａｌｂ／ｃ幼鼠食物过敏均有免疫干预作用，致敏后ＡＤＳＣ移植比致敏前移植免

疫调节效果更好。

犗犚０９３

儿童嗜酸性粒细胞性食管炎２２例分析并文献复习

孙明芳 顾伟忠 彭克荣 舒小莉 刘明南 江米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３１０００３

目的　通过病例分析和国内外文献复习，探讨儿童嗜酸性粒细胞食管炎 （ＥｏＥ）的临床特点、诊治

方法及其进展。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２２例ＥｏＥ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胃镜及组织病理学表

现、治疗方法及疗效。系统检索文献并复习报道的类似病例，分析总结该病的临床特征。结果　⑴临床

资料：２２例ＥｏＥ患儿，最小年龄为５月，最大年龄为１３岁。临床表现以呕吐、腹痛最常见，也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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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酸、恶心、呕血、纳差等症状。⑵胃镜及病理：胃镜表现为食管黏膜粗糙，黏膜充血、糜烂，纵向

裂隙，环形隆起，颗粒状隆起等；组织病理学表现均有食管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且ＥＯＳ≥１５个／ＨＰ。

⑶实验室检查：１３例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及计数升高 （６１．９％）。⑷过敏史：２２例中共７例有过敏

史，占３１．８％。⑸治疗情况：１６例经奥美拉唑治疗后好转；２例经奥美拉唑联合顺尔宁治疗后好转；１

例失随访；１例未再就诊；２例经饮食回避治疗，其中１例加用强的松口服治疗。仅有２例治疗后曾复

查胃镜，食管黏膜组织学恢复正常。结论　儿童ＥｏＥ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以恶心呕吐、腹痛较为常

见。内镜下食管黏膜可表现为纵向裂隙、黏膜白斑或者渗出、皱纸样黏膜、环形隆起、颗粒状隆起，严

重时可能会出现食管环、食管狭窄等。多数患儿经质子泵抑制剂治疗可取得较好的效果，对于特应性体

质者可选择抗过敏药联合质子泵抑制剂治疗，少数患儿需要回避饮食，甚至加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犗犚０９４

犅７犎３融合蛋白对哮喘小鼠模型作用的研究

顾文婧 季伟 郝创利 陈正荣 张新星 严永东 任吟莹 董贺婷 丁林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２１５００３

目的　研究Ｂ７Ｈ３融合蛋白在哮喘小鼠模型中的作用；探讨Ｂ７Ｈ３在哮喘免疫机制，特别是Ｔｈ１／

Ｔｈ２失衡中的地位。方法　采购ＳＰＦ级的６周龄Ｃ５７ＢＬ／６小黑鼠，随机分为三组：生理盐水对照组

（Ｃ组）、哮喘组 （Ｎ组）、哮喘加Ｂ７Ｈ３融合蛋白干预组 （ＮＢ组）。其中Ｎ组和ＮＢ组均给予ＯＶＡ致

敏及激发 （０、７、１４天给予ＯＶＡ腹腔注射致敏，２２、２４、２６、２８天分别给予ＯＶＡ半小时雾化吸入），

Ｃ组给予同剂量生理盐水注射、激发。此外，ＮＢ组分别在０、３、７、１０、１４天腹腔注射Ｂ７Ｈ３融合蛋

白５０μｇ。各组小鼠于末次激发２４小时后麻醉处死，采集血浆。小鼠进行支气管肺泡灌洗，支气管肺泡

灌洗液 （ＢＡＬＦ）进行细胞总数计数及分类计数；采用ＥＬＩＳＡ法测定小鼠ＢＡＬＦ及血浆中的ＩＦＮγ、

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１７的水平；小鼠肺组织切片行 ＨＥ染色、ＰＡＳ染色及Ｂ７Ｈ３免疫组化，观察肺组织炎

性细胞及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情况、气道粘液分泌情况及肺组织Ｂ７Ｈ３表达情况。结果　Ｎ 组小鼠

ＢＡＬＦ中总细胞数和嗜酸性粒细胞比例明显高于Ｃ组小鼠 （Ｐ均为０．００４），ＮＢ组小鼠ＢＡＬＦ中细胞总

数及嗜酸性粒细胞比例最高，显著高于Ｎ组和Ｃ组小鼠 （犘＜０．０５）；Ｎ组小鼠血浆及ＢＡＬＦ中ＩＦＮγ

较Ｃ组降低，而ＩＬ４、ＩＬ５和ＩＬ１７较对照组升高 （Ｐ均＜０．０５），ＮＢ组较Ｎ组小鼠血浆及ＢＡＬＦ中

ＩＦＮγ、ＩＬ４及ＩＬ５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而ＩＬ１７则没有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肺组织病理染色显

示Ｃ组小鼠肺组织无明显炎性细胞浸润及粘液分泌，Ｎ组小鼠肺组织及气道周围可见较多炎性细胞浸

润，气道内可见红色酸性粘液分泌亢进，而ＮＢ组小鼠肺组织及气道周围炎性细胞浸润更为明显，气道

内几乎被酸性粘液堵塞；免疫组化显示Ｃ组小鼠肺组织中几乎无Ｂ７Ｈ３表达，Ｎ组小鼠Ｂ７Ｈ３表达较

高，ＮＢ组小鼠肺组织中Ｂ７Ｈ３表达最高，显著高于Ｃ组和Ｎ组小鼠 （犘均＜０．０５）。结论　Ｂ７Ｈ３融

合蛋白能够同时上调Ｔｈ１和Ｔｈ２型免疫反应，加重肺组织的病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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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０９５

儿童７万余组次过敏原特异性犐犵犈检测结果分析

何谢玲 汤建萍 韦祝 常静

湖南省儿童医院皮肤科４１０００７

目的　分析儿童临床常见环境类及食物类过敏原的种类。方法　总结湖南省儿童医院皮肤科变态反

应研究室近三年对０～１６岁儿童血清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检测结果，统计不同种类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的检

测量，阳性结果量及阳性率，对各类过敏原的阳性率进行排序；将受检者按年龄分为４组，统计不同组

别各个过敏原检测项目的阳性率。结果　三年期间，儿童血清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检测共７１７９４组次，其

中环境类３４３０６组次，占４７．７８％；食物类３７４８８组次，占５２．２２％。环境类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检测８

大类，阳性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尘螨、屋尘、动物皮毛屑、树木花粉、霉菌、昆虫、草花粉，分别是

２３．２８％，８．５２％，７．８５％，４．２４％，２．０４％，１．７８％，０．８８％；食物类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检测１０大

类，阳性率从高到低依次为牛奶、鸡蛋、水果、花生、小麦、其他食物、大豆、鱼、虾蟹、坚果，分别

为１０．０８％，８．９７％，４．１３％，３．６７％，３．４６％，２．５２％，１．９６％，１．６０％，１．５９％，１．０９％。受检者

不同年龄组的环境类过敏原检测均为尘螨阳性率最高，远高于其他环境类过敏原，并在学龄前组和学龄

组的阳性率为婴幼儿组的近两倍及以上；除尘螨外，屋尘、动物皮毛屑、树木花粉亦是各年龄阶段常见

的阳性过敏原，学龄期组儿童霉菌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在食物类过敏原的检测中，各年龄组

均为牛奶阳性率最高；０～４ｍ的组别中，除牛奶外其他食物类过敏原阳性少见，在该组别中，鸡蛋阳

性受检者均为年龄均为３４ｍ；从４１２ｍ的年龄组开始，各类食物的阳性率均有明显增长。结论　尘螨、

屋尘、动物皮毛屑和牛奶、鸡蛋是儿童最主要的过敏原，不同年龄阶段主要过敏原的种类并不一致。

犗犚０９６

哮喘控制患儿小气道功能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杨哲 刘传合 宋欣 李硕 张艳涛

首都儿科研究所１０００２０

目的　探讨哮喘控制患儿的小气道功能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选择门诊随诊的哮喘控制患儿，年

龄５～１４岁，性别不限，连续纳入。填写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患儿近１月哮喘症状、用药情况等，同时

查体，复查肺功能和呼出气一氧化氮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ｈａｌｅｄ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ＦｅＮＯ）。分析哮喘控制患儿的小

气道功能状况，以及可能影响小气道功能的相关因素。结果　共纳入哮喘控制患儿３６４例，小气道功能

正常患儿２６３例，其小气道功能参数ＦＥＦ５０ （用力呼出５０％肺活量的呼气流量）、ＦＥＦ７５ （用力呼出

７５％肺活量的呼气流量）、ＭＭＥＦ （最大呼气中段流量）分别为 （８７．４±１５．４）％、 （７７．６±１９．８）％、

（８６．４±１５．７）％；小气道功能障碍患儿１０１例，占全部纳入患儿的２７．７％，其小气道功能参数ＦＥＦ５０、

ＦＥＦ７５、ＭＭＥＦ分别为 （６１．３±７．３）％、（５０．７±８．４）％、（５９．８±７．０）％，以ＦＥＦ７５下降最为明显，

较小气道功能正常患儿相应参数分别低２６．１％、２６．９％、２６．６％。小气道功能正常患儿支气管舒张试

验后其ＦＥＦ５０、ＦＥＦ７５、ＭＭＥＦ改善率分别为２１．１％、２４．９％和２２．５％。小气道功能障碍患儿支气管

舒张试验后其ＦＥＦ５０、ＦＥＦ７５、ＭＭＥＦ改善率分别为３９．８％、３７．５％和３５．４％。小气道功能障碍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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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气道功能正常患儿在性别、年龄、体块指数 （ＢＭＩ）、病程、是否患有变应性鼻炎、过敏原检测阳

性、是否坚持使用控制药物、ＦｅＮＯ等均未见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小气道功能障碍患儿与小气道功

能正常患儿在用药方案上存在差异 （犘＜０．０５）。结论　５～１４岁哮喘控制患儿中，近１／３患儿存在小气

道功能障碍，但呈一定程度可逆性。性别、年龄、特应性、病程等不是小气道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

犗犚０９７

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与犃犘犐阳性的
年幼喘息患儿的相关性

王一卉 华丽 包军 鲍一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２０００９２

目的　探讨由ＩＬ１３ｒｓ２０５４１ （Ｒ１１０Ｑ）、ＩＬ４ｒｓ２２４３２５０ （５９０Ｃ＞Ｔ）、ＡＤＲＢ２ｒｓ１０４２７１３ （Ｒ１６Ｇ）

和ＦｃＥＲ１Ｂｒｓ５６９１０８ （Ｅ２３７Ｇ）等４个单核苷酸多态性 （ＳＮＰ）位点组成的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

模型与哮喘预测指数 （ＡＰＩ）阳性的年幼喘息患儿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新华医院儿童哮喘专科门诊的６月至５岁喘息患儿收集临床资料，并根据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

型进行基因分型并划分为高危组和低危组，根据ＡＰＩ严格标准分为ＡＰＩ阳性与阴性组，分析年幼喘息

患儿的临床病史特征和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与ＡＰＩ阳性的年幼喘息患儿的相关性。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首次喘息年龄、喘息次数、喘息重度发作、过敏性鼻炎及湿疹、吸入及食物过敏

原检测阳性、烟草暴露以及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高危结果在ＡＰＩ阴性与阳性的年幼喘息患

儿中具有统计学差异。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首次喘息年龄在２岁以内 （０～１岁；１～２岁，犗犚＝

１０．４３３）、３岁前喘息次数越多 （犗犚＝５．７０４）、过敏性鼻炎 （犗犚＝７．３４１）、湿疹 （犗犚＝９．４０５）、汉族

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高危结果 （犗犚＝６５．７２２）是ＡＰＩ阳性的年幼喘息患儿的重要危险因素。结

论　由ＩＬ１３ｒｓ２０５４１ （Ｒ１１０Ｑ）、ＩＬ４ｒｓ２２４３２５０ （５９０Ｃ＞Ｔ）、ＡＤＲＢ２ｒｓ１０４２７１３ （Ｒ１６Ｇ）和ＦｃＥＲ１Ｂ

ｒｓ５６９１０８ （Ｅ２３７Ｇ）等４个ＳＮＰ位点组成的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与ＡＰＩ阳性的年幼喘息患

儿具有相关性，与首次喘息年龄、３岁前喘息次数、过敏性鼻炎和湿疹共同构成ＡＰＩ阳性的年幼喘息患

儿的危险因素。

犗犚０９８

北京城区与农村儿童哮喘危险因素及过敏特征的对比研究

沙莉１邵明军１朱雯靓１杨哲１刘传合１陈育智１卢旭２崔慧英２马海霞３王志尧４

１．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２．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儿科

３．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儿科；４．台南市国立成功大学

目的　探讨北京城区和农村儿童哮喘危险因素及过敏特征的异同。方法　通过随机整群抽样确定研

究需要的城区和农村小学、幼儿园以及社区儿童进行初筛，阳性者行现场调查明确是否患有哮喘。对确

诊患儿，进一步问卷调查了解其哮喘发病情况、居住及环境因素、伴发过敏性疾病等，部分患儿行皮肤

过敏原点刺检查和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所有数据使用ＥｐｉＩｎｆ３．５．３软件进行双录入，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

统计分析。结果 北京城区完成儿童哮喘与过敏性疾病初筛问卷１３５１３份，农村完成７２０９份；其中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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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儿童哮喘４９７例，农村诊断９０例。城区和农村确诊哮喘的儿童中，过敏性鼻炎 （ｘ２＝３．２３，犘＞

０．０５）、湿疹或特应性皮炎 （ｘ２＝０．０５７，犘＞０．０５）的发生率无明显差异，食物过敏发生率 （ｘ２＝

４．４５，犘＜０．０５）城区低于农村。诱发城区和农村哮喘儿童出现喘息发作的因素中，最常见的均为呼吸

道感染 （７８．８９％ｖｓ８５．９２％），刺激性气味在城区哮喘儿童诱发因素中所占比例显著低于农村 （ｘ２＝

７．０００，犘＜０．０１），其中主要是香烟差异显著 （３．８２％ｖｓ１３．３３％，ｘ２＝１１．９４３，犘＜０．０１），其他诱发

因素两者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城区哮喘儿童常见过敏原阳性率显著高于农村儿童 （８４．１１％ｖｓ６１．１１，

ｘ２＝１０．５３０，犘＜０．０１），吸入过敏原阳性率城区与农村差异尤其明显 （８３．１７％ ｖｓ５５．５６％，ｘ２＝

４．１９８，犘＜０．０５）。尘螨是城区和农村哮喘儿童首位的阳性吸入过敏原，城区哮喘儿童真菌 （ｘ２＝

１４．１２７，犘＜０．０１）、花粉 （ｘ２＝９．６１１，犘＜０．０１）及动物皮毛 （猫、狗）（ｘ２＝１５．６１９，犘＜０．０１）过

敏阳性率显著高于农村，而豚草过敏阳性率则农村显著高于城区 （ｘ２＝６．０１６，犘＜０．０５），食物过敏原

阳性率农村亦高于城区 （２２．２％ｖｓ１８．６９％），但无统计学差异 （ｘ２＝０．２８１，犘＞０．０５）。城区哮喘儿

童中ｅＮＯ明显升高者比例显著高于农村 （３３．３３％ｖｓ１１．１１％，ｘ２＝７．９９７，犘＜０．０１）。结论　北京城

区与农村儿童哮喘在伴发疾病、特应性、过敏原谱、喘息发作诱因以及气道炎症程度等方面均存在差

异，因此，其哮喘的防治应采取不同措施。

犗犚０９９

杭州０～１４岁哮喘儿童患病率与风险的横断面调查

徐丹１王颖硕１陈志敏１李淑娴１成云改１张立２赵灵芝３

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２．浙江杭州市儿童医院内科；３．浙江乐清市人民医院儿科

目的　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哮喘的患病率有所不同。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调查杭

州儿童哮喘的患病率，并描述相关的特征，发现哮喘相关的诱因等。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研究

对象为杭州０～１４岁的儿童。第一阶段，整群随机抽取部分儿童并进行儿童国际哮喘与过敏性疾病问卷

调查。第二阶段，发现其中的哮喘组之后，再从其他被调查的儿童中１：１随机抽取同性别、同年龄的

非哮喘组，这两组进行全国哮喘与过敏性疾病流行病学问卷调查。结果　第一阶段，我们共调查１３，

８７８名儿童，其中６６５ （４．８％）名儿童诊断为哮喘。在诱因方面，诱发哮喘急性发作的最常见的因素是

呼吸道感染 （８５．１％）。其它常见原因还包括冷空气、尘螨、运动、鱼虾、花粉等等。其中我们还发现

≥６岁儿童中，一些诱发因素比＜５岁的儿童更常见。包括运动、情绪变化、尘螨、花粉、室内装修、

驱虫剂、宠物等 （Ｐ值均＜０．０５）。在药物应用方面，吸入糖皮质激素或吸入糖皮质激素／长效β２受体

激动剂仅应用于４６．２％的患儿。有４４．２％的患儿应用过中药，而３６．４％的患儿应用过白三烯受体拮抗

剂。在哮喘发生相关的因素方面，我们发现与非哮喘组儿童相比，哮喘组儿童有更高比例的哮喘家族

史、个人特应性体质 （包括变应性皮炎、药物过敏、食物过敏）、共存症 （变应性鼻炎、鼻窦炎、腺样

体肥大、荨麻疹）、经剖宫产出生、母亲孕期并发症 （Ｐ值均＜０．０５）。６月龄内纯母乳喂养以及饲养宠

物在非哮喘组的比例高于哮喘组儿童 （Ｐ值均＜０．０５）。结论　我们在杭州进行了哮喘流行病学调查，

儿童哮喘的患病率为４．８％。吸入糖皮质激素使用率为４６．２％。哮喘发病的危险因素可能包括剖宫产、

个人特应性体质、共存症的发生等，而６月龄内纯母乳喂养以及饲养宠物可能为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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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１００

特异性免疫治疗对过敏性哮喘合并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的疗效观察

林英 彭淑梅 陈华佳 罗先琼 郭素华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５１０１６０

目的　观察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对过敏性哮喘合并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的临床疗效及免疫功能的影

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过敏性哮喘合并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１００

例，通过计算机随机分组的方式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０例。对照组使用常规治疗，实验组在常规

治疗基础上加用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观察期为一年，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哮喘及呼吸道感染症状改

善情况并对治疗前后患儿细胞因子ＩＬ４、ＩＦＮγ、ＩＬ１３、ＩＬ１２的浓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实验组在

哮喘及呼吸道感染次数上明显少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实验组的细胞因子ＩＬ４、ＩＬ１３分泌水平显著

降低，ＩＦＮγ、ＩＬ１２的分泌水平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特异性免疫治疗

能有效使哮喘儿童Ｔ细胞两个亚种的免疫应答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恢复患者的免疫调节功能，有利于

哮喘合并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的治疗。

犗犚１０１

哮喘患儿小气道功能障碍界值的确定

杨哲 宋欣 李硕 张艳涛 刘传合

首都儿科研究所１０００２０

目的　探讨哮喘患儿小气道功能障碍的界值，为正确评价哮喘患儿肺功能状态提供参考。方法　纳

入门诊随诊的哮喘控制患儿，通气功能正常 （ＦＥＶ１、ＦＶＣ、ＰＥＦ、ＦＥＶ１／ＦＶＣ≥８０％预计值），选择

之前调查的北京地区正常健康儿童，年龄均为５～１４岁，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分析哮喘患儿小气道功

能障碍界值。结果　共纳入哮喘控制患儿３６４例，其中 男２２０例，女１４４例，正常健康儿童４０３例，

其中男１９８例，女２０５例，两组儿童在性别、身高、体重、ＦＶＣ等均无统计学差异。健康正常儿童小

气道功能参数ＦＥＦ５０ （用力呼出５０％肺活量的呼气流量）、ＦＥＦ７５ （用力呼出７５％肺活量的呼气流量）、

ＭＭＥＦ （最大呼气中段流量）实测值占预计值百分比分别为９７．５±１９．１，８８．１±２１．８，９９．８±２０．０；

哮喘控制患儿小气道功能参数ＦＥＦ５０、ＦＥＦ７５、ＭＭＥＦ实测值占预计值的百分比分别为０．１±１８．０，

７０．１±２１．２，７９．０±１８．３，两组存在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ＲＯＣ曲线分析结果显示：ＦＥＦ５０取界值

８０％时，曲线下面积最大是０．７５１，灵敏度８１．４％，特异度５６．９％。ＦＥＦ７５取界值７４％时，曲线下面

积最大是０．７３７，灵敏度５９．１％，特异度７４．５５。ＭＭＥＦ取界值８４％时，曲线下面积最大是０．７８５，灵

敏度是７５．７％，特异度是６８．１％。结论　肺通气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可将ＦＥＦ５０≤８０％、ＦＥＦ７５≤

７５％、ＭＭＥＦ≤８５％作为小气道功能障碍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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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１０２

哮喘患儿精神共患病调查

陈智荷 周浩 黄玉瑛 范丽 周菁菁 修晓莹 崔玉霞

贵州省人民医院５５０００２

目的　了解６～１６岁哮喘儿童少年神经精神共患病现况，以提高哮喘及精神共患疾病的综合防治措

施。方法　在２０１５．５．３１～２０１６．５．３１期间对贵州省人民医院儿童哮喘专科已确诊哮喘并定期随访的哮

喘患儿父母使用简明儿童少年国际神经精神访谈父母版进行问卷调查，将收集数据统一录入数据库，采

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计算患儿相关精神疾病共患率。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７４名６～１６岁哮喘患儿，其

中男性患儿４３人，女性患儿３１人；平均年龄８．８１±２．１９４；６～１６岁哮喘患儿精神疾病总共患率为

４８．６４％，其中位列前三位精神共患病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恶劣心境，特定恐怖症，共患率分别为

１７．５６％，１４．８６％，１２．１６％。结论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哮喘患儿有较高精神疾病共患率，相关问题需

引起家庭、学校、社会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研究哮喘患儿精神共患疾病早期防治与干预奠定基础。

犗犚１０３

脉冲振荡肺功能在学龄前儿童哮喘长期管理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冯雍 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１１０００４

目的　近年来儿童哮喘发病率呈逐年增高趋势，哮喘的控制水平评估和长期管理仍是临床的重点和

难点。脉冲振荡肺功能 （ＩＯＳ）因其无需特殊配合，尤为适用于学龄前儿童，本文旨在评价ＩＯＳ在学龄

前儿童哮喘长期管理治疗中的变化特点，以指导临床治疗。方法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于中国医

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就诊的轻中度哮喘急性发作患儿４０例为研究对象，收集患儿基本信息、人口学资

料等，于初诊 （Ｔ０）时完成ＩＯＳ检测，获得相关参数。根据我国２００８年 《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

指南》推荐的哮喘长期治疗方案选择初始治疗方案。分别于１月后 （Ｔ１）、３个月后 （Ｔ２）及６个月后

（Ｔ３）门诊复诊，同时完成ＩＯＳ检查并获得相关数据。每次均根据长期治疗方案调整治疗方案。结果　

４０例患儿中，男２６例，女１４例，平均年龄３．６８±０．５８岁。Ｒ５在Ｔ０、Ｔ１、Ｔ２和Ｔ３时分别为１．２７

±０．３３、１．１２±０．２６、１．０１±０．２６和０．８９±０．２４ｋＰａ／Ｌ／ｓ，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

Ｒ２０分别为０．７７±０．１９、０．６７±０．１６、０．６６±０．１６和０．５９±０．１５ｋＰａ／Ｌ／ｓ，两两比较除Ｔ１和Ｔ２之间

无差异外 （犘＞０．０５），均有统计学显著性 （犘＜０．０５）。Ｒ５Ｒ２０分别为０．５０±０．２４、０．４５±０．１８、

０．３５±０．１９ａｎｄ０．３０±０．２０ｋＰａ／Ｌ／ｓ，两两比较除Ｔ０和Ｔ１之间无差异外 （犘＞０．０５），均有统计学显

著性 （犘＜０．０５）。Ｆｒｅｓ分别为２５．３８±６．９１、２２．７０±３．１９、２１．４１±２．４０和２０．１３±２．６９Ｈｚ，两两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ＡＸ分别为４．２９±１．９１、３．２３±１．３３、２．４８±１．２８和１．８１±０．９０

ｋＰａ／Ｌ，两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对于哮喘急性轻中度发作后的学龄前患儿，

随着长期控制治疗，ＩＯＳ参数不同程度改善。Ｒ５、Ｆｒｅｓ和ＡＸ能更好反应哮喘治疗过程中的动态变化。

在学龄前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用ＩＯＳ来评估肺部阻力的变化更有助于对治疗反应的评价，以指导

治疗方案的调整。然而，关于ＩＯＳ与气道炎症之间的关系，仍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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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１０４

以胸闷为主诉的不典型哮喘与咳嗽变异性哮喘
儿童肺功能特点分析及比较

刘芬 尚云晓 冯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１１０００４

目的　分析以胸闷为主诉的不典型哮喘儿童常规肺功能和呼出气一氧化氮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ｈａｌｅｄｎｉ

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ＦｅＮＯ）特点，且对比分析其与咳嗽变异性哮喘儿童和典型支气管哮喘儿童的肺功能和Ｆｅ

ＮＯ水平的差异。方法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期间于我院儿童哮喘门诊确诊的以胸闷为主诉

的不典型哮喘患儿７９例 （组１），以及初诊为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１２０例 （组２）作为研究对象。同期

选取初诊为典型支气管哮喘患儿１２０例作为对照组 （组３）。以上三组儿童在确诊前均接受了ＦｅＮＯ检

测，肺功能检测，且每个病例均存在支气管激发试验或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分析以胸闷为主诉的不典

型哮喘儿童肺功能和ＦｅＮＯ特点，且对比三组间肺功能和ＦｅＮＯ水平的差异。结果　组１肺功能指标

ＦＥＦ５０、ＦＥＦ７５、ＭＭＥＦ异常率分别为２７％、４３％、３３％，ＦＥＶ１％下降２０％时吸入的乙酰甲胆碱累

积剂量 （ＰＤ２０ＦＥＶ１）为０．４１ （０．１９～０．６７）ｍｇ，ＦｅＮＯ 值为１３．０×１０
－９ （７．０×１０－９～２４．０×

１０－９）。三组间ＦＶＣ、ＦＥＶ１／ＦＶＣ％、ＰＥＦ及 ＭＭＥＦ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组１和组２患儿ＦＥＶ１％

ｐｒｅｄ均高于组３ （犘＜０．０５），且两组ＰＤ２０ＦＥＶ１值及ＦｅＮＯ值均显著高于组３ （犘＜０．０１）。但组１与

组２相比，ＦＥＶ１％ｐｒｅｄ、ＰＤ２０ＦＥＶ１水平及ＦｅＮＯ值均无组间统计学差异。组内分析发现，组１患儿

ＰＤ２０ＦＥＶ１水平分别与ＦＥＶ１％ｐｒｅｄ及 ＭＭＥＦ呈显著正相关 （犘＜０．０１），与ＦｅＮＯ不相关。组２及

组３中ＰＤ２０ＦＥＶ１水平与ＦＥＶ１％ｐｒｅｄ、ＭＭＥＦ及ＦｅＮＯ均不相关。结论　以胸闷为主诉的不典型哮

喘儿童肺功能特点以小气道功能受损为主，其中ＦＥＶ１％ｐｒｅｄ或 ＭＭＥＦ下降明显者，其气道高反应更

显著。以胸闷为主诉的不典型哮喘患儿及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中气道高反应性及ＦｅＮＯ水平均低于典

型支气管哮喘患儿。

犗犚１０５

重庆市大气污染物与儿童哮喘急性发作的病例交叉研究

彭东红 丁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４０００１４

目的　支气管哮喘的发作与大气污染物存在相关性。但由于国内条件限制，关于污染物对儿童哮喘

影响的病例交叉研究相对较少。随着２０１３年国内各大城市开展ＰＭ２．５的实时监测，并增加ＰＭ２．５、

ＣＯ和臭氧平均浓度限值作为评价空气质量的新指标，所以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研究。而重庆地区儿童哮

喘发病率常年来位居中国城市前十位，所以我们研究重庆地区儿童哮喘急性发作与ＰＭ１０、ＰＭ２．５、

ＳＯ２、ＮＯ２、Ｏ３及ＣＯ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２０１３年由于哮喘发作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就诊

的重庆主城区患儿资料，污染物资料来源于环保部公布的重庆市９个监测点的数据，其中ＰＭ１０、

ＰＭ２．５、ＳＯ２、ＮＯ２、ＣＯ测２４小时平均浓度，Ｏ３测８小时平均浓度，并将重庆市日平均气温、日平

均相对湿度、日平均气压作为控制变量一起纳入研究。研究采用时间分层的病例交叉设计，其中采用Ｃ

—６１１—



＃语言编写程序实现对病例的选择和匹配，利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中Ｃｏｘ回归模块进行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法，结果根据最大效应值确定最佳滞后期，并进一步按照病人性别、年龄和季节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　研究发现，大气中ＰＭ１０、ＰＭ２．５、ＳＯ２、ＮＯ２、ＣＯ与儿童哮喘急性发作人数存在正相关关系，

结果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未发现Ｏ３与儿童哮喘急性发作病人存在相关性。ＮＯ２的最佳滞后期是ｌａｇ０７

（ＯＲ１．０９０；９５％ＣＩ１．０２１ｔｏ１．１６４），其效应值在污染物中最高，而ＳＯ２、ＰＭ２．５、ＰＭ１０及ＣＯ的最

佳滞后期分别为ｌａｇ４、ｌａｇ０４、ｌａｇ３、ｌａｇ０７。亚组分析中，空气污染物除了ＰＭ２．５、ＣＯ外效应值都

是女性高于男性。而空气污染物除了 Ｏ３外都是在２５岁年龄组效应值最高。ＰＭ１０、ＰＭ２．５、ＮＯ２、

ＣＯ的效应值在暖季高，ＳＯ２和Ｏ３则是冷季效应值高。所以的分层分析除了ＰＭ２．５、ＣＯ 年龄分层和

ＮＯ２季节分成外都没有统计学差异。结论　ＰＭ１０、ＰＭ２．５、ＳＯ２、ＮＯ２和ＣＯ的短期暴露与重庆地区

哮喘发作儿童的医院就诊人数具有正相关性，其中 ＮＯ２浓度的增加与哮喘急性发作显著相关 （犘＜

０．０１），且效应值最高。

犗犚１０６

支气管哮喘患儿规范随访管理一年的控制
效果和肺功能转归的影响研究

刘晓颖 皇惠杰 侯晓玲 李珍 向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１０００４５

目的　分析支气管哮喘 （简称哮喘）患儿规范随访管理一年的控制率、控制稳定性分布、肺功能转

归分布，初步探讨影响哮喘控制稳定性的相关因素。方法　检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就诊于北京

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门诊确诊哮喘病例，规范随访管理一年且每３个月定期随访评估哮喘控制情况并监

测肺功能，分析哮喘控制率、控制稳定性、肺功能转归分布；根据规范随访管理一年内哮喘控制级别的

波动情况分为控制稳定组和不稳定组，比较两组间性别、起病年龄、哮喘病程、特应性、特异性免疫治

疗应用、肺通气功能各项指标的分布差异。结果　３１６例患儿纳入分析，男２２４例，女９２例，平均年

龄 （６．１±２．７）岁。平均哮喘病程２．０年。规范管理治疗前 （简称治疗前）病情严重程度为间歇发作

７．９％，慢性持续９２．１％ （既往未用控制治疗者７３．５％，治疗但复发２６．５％）。１４５例学龄期患儿完成

最大呼气流量容积曲线测定。（１）哮喘控制率：全部３１６例患儿３、６、９、１２个月哮喘控制率分别为

７１．５％、６９．９％、７８．２％、８２．３％。（２）控制稳定性分布：控制稳定与不稳定比率为１．３：１，稳定组

停控制药者３０例 （１６．８％）显著多于不稳定组停药者２例 （１．４％）。（３）肺功能转归分布：肺功能受

损最为严重的为小气道指标ＦＥＦ５０％ｐｒｅｄ、ＦＥＦ７５％ｐｒｅｄ、ＭＭＥＦ％ｐｒｅｄ，并于随访１年时显著改善。

治疗前稳定组各肺功能指标ＦＥＶ１％ｐｒｅｄ、ＦＥＶ１／ＦＶＣ、ＰＥＦ％ｐｒｅｄ、ＦＥＦ２５％ｐｒｅｄ、ＦＥＦ５０％ｐｒｅｄ、

ＦＥＦ７５％ｐｒｅｄ、ＭＭＥＦ％ｐｒｅｄ均显著高于不稳定组 （犘＜０．０５）；随访达１年时稳定组ＦＥＶ１％显著高于

不稳定组 （犘＜０．０５），余肺功能指标无差异。结论　规范随访管理一年哮喘患儿总体的哮喘控制率超

过８０％；控制稳定者超过５０％；停控制药者达１０．１％ 。小气道指标ＦＥＦ５０％ｐｒｅｄ、ＦＥＦ７５％ｐｒｅｄ、

ＭＭＥＦ％ｐｒｅｄ于随访１年时显著改善。病程早期肺功能受损可能影响哮喘控制的长期稳定性。规律监

测肺功能受损情况可有助于了解哮喘控制状态的稳定性，为制定个体化治疗策略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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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１０７

瘙痒相关介质及受体在结节性痒疹中的表达

吴瑕１，２钟伟龙１陈史宏１张伟３于波１，２窦侠１

１．北京大学深圳医院；２．广州医科大学；３．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

目的　结节性痒疹 （ｐｒｕｒｉｇｏｎｏｄｕｌａｒｉｓ，ＰＮ）是一种由于慢性瘙痒和搔抓引起的疾病，发病机制及

易感因素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了解瘙痒相关介质及受体在ＰＮ患者皮损中的表达情况，并探讨它们与

ＰＮ瘙痒发生的关系。方法　入组１１例ＰＮ患者，收集患者一般情况并进行皮损严重度评分 （ＳＣＯＲ

ＰＮ）、瘙痒评分 （ＶＲＳ和ＶＡＳ）和皮肤病生活质量评分 （ＤＩＬＱ），留取患者皮损区 （ＳＬ）及皮损周围

区 （ＡＮＳ）标本，同时收集１１例正常对照皮肤组织 （Ｎ）标本。应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技术检测瘙痒相关

介质及受体基因ｍＲＮＡ在ＰＮ的ＳＬ、ＡＮＳ及Ｎ的表达水平并进行比较。同时还对ＰＮ的ＳＬ瘙痒相关

基因的表达水平与 ＶＲＳ、ＶＡＳ、ＳＣＯＲＰＮ 及 ＤＩＬＱ 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　共分析 ＨＲＨ１、

ＥＤＮ３、ＥＤＮＲＡ、ＥＤＮＲＢ、ＰＡＲ２、ＣＮＲ１、 ＮＧＦ、 ＮＧＦＲ、 ＴｒｋＡ、ＩＬ３１、ＩＬ３１ＲＡ、 ＯＳＭＲ、

ＴＳＬＰ、ＴＳＬＰＲ和ＩＬ７ＲＡ等１５个基因在ＰＮ患者ＳＬ、ＡＮＳ及 Ｎ中的表达。ＮＧＦＲ、ＥＤＮ３和ＥＤ

ＮＲＢ在ＰＮ患者ＳＬ的表达较ＡＮＳ和Ｎ均有显著下调 （犘＜０．０５），而在ＡＮＳ的表达与Ｎ接近 （犘＞

０．０５）。ＣＮＲ１、ＨＲＨ１和ＩＬ３１ＲＡ在ＰＮ患者ＡＮＳ的表达较ＳＬ和Ｎ均有显著上调 （犘＜０．０５），而在

ＳＬ的表达与Ｎ接近 （犘＞０．０５）。ＰＡＲ２在ＰＮ患者ＳＬ的表达较ＡＮＳ下调 （犘＜０．０５），而在ＳＬ与Ｎ、

ＡＮＳ与Ｎ之间的表达无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ＮＴＲＫ１在ＰＮ患者ＳＬ及ＡＮＳ的表达均显著高于Ｎ

（犘＜０．０５），而在ＳＬ和ＡＮＳ之间的表达无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ＩＬ３１、ＯＳＭＲ、ＴＳＬＰ、ＴＳＬＰＲ

和ＩＬ７ＲＡ在ＰＮ患者ＳＬ、ＡＮＳ和Ｎ之间的表达无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结果显

示：在１５个基因中，仅ＩＬ７ＲＡ 在ＰＮ 患者ＳＬ的低表达与 ＶＲＳ正相关 （犘＜０．０５）。ＳＣＯＲＰＮ 与

ＶＡＳ、ＶＲＳ和ＤＩＬＱ均为正相关 （犘＜０．０５）。ＰＮ瘙痒对患者睡眠、ＤＩＬＯ、ＶＲＳ和ＶＡＳ呈正相关关

系 （犘＜０．０５）。结论　在 ＰＮ 患者的 ＳＬ，ＮＧＦＲ、ＥＤＮ３、ＥＤＮＲＢ、ＣＮＲ１、ＨＲＨ１、ＩＬ３１ＲＡ 和

ＰＡＲ２表达下调，ＮＴＲＫ１表达上调，提示组胺通路、神经源性瘙痒介质／受体通路及炎症因子通路可

能均参与ＰＮ瘙痒的发生。

犗犚１０８

犆犇１００通过促进适应性免疫应答及天然免疫
应答参与接触性超敏反应

朱振来 肖春英 于金蕾 高继鑫 刘玉峰 李巍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皮肤医院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接触性皮炎是临床常见的过敏性疾病，接触性超敏反应 （ＣｏｎｔａｃｔＨｙｐ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Ｓ）

是研究该疾病的动物模型，目前研究显示适应性免疫及天然免疫均参与ＣＨＳ的发生发展。ＣＤ１００作为

免疫调节分子，其参与ＣＨＳ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利用ＣＤ１００敲除小鼠，研究ＣＤ１００在ＣＨＳ

中的作用及机制。方法　ＣＤ１００敲除小鼠和野生型小鼠腹部涂抹３％恶唑酮致敏，５天后耳朵涂抹１％

恶唑酮激发，２４小时后测量小鼠耳厚，ｑＲＴＰＣＲ检测皮损炎症因子，流式细胞术分析皮损局部浸润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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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细胞；流式细胞术分析引流淋巴结内分泌ＩＦＮγ的ＣＤ８＋Ｔ细胞，ｑＲＴＰＣＲ检测引流淋巴结Ｔｂｅｔ

及ＧＡＴＡ３表达；通过骨髓移植构建造血来源细胞缺失ＣＤ１００的嵌合鼠，同上分析炎症情况；分离致

敏后ＣＤ１００敲除及野生型小鼠的淋巴结细胞，转移给未致敏野生型小鼠，或将致敏后野生型小鼠淋巴

结细胞移植给ＣＤ１００敲除及野生型小鼠，分析炎症情况。未致敏ＣＤ１００敲除及野生型小鼠局部涂抹恶

唑酮，分别于０、２、４、６小时后收集皮损，ｑＲＴＰＣＲ检测ＩＬ１β及ＣＸＣＬ２表达。结果　ＣＤ１００敲除

小鼠ＣＨＳ反应较野生小鼠明显减轻，耳厚增加程度降低、局部炎症因子表达降低、浸润炎症细胞减

少。流式细胞术发现ＣＤ１００敲除小鼠引流淋巴结内产生ＩＦＮγ的ＣＤ８＋Ｔ细胞的比例及数量均降低，

Ｔｂｅｔ表达降低，ＧＡＴＡ３升高，提示Ｔｈ１分化受阻。骨髓移植实验证实造血来源细胞缺失ＣＤ１００后

ＣＨＳ减轻。细胞转移实验发现，转移有ＣＤ１００敲除小鼠致敏后淋巴细胞的未致敏野生型小鼠ＣＨＳ减

轻，而转移有野生小鼠致敏后淋巴细胞的ＣＤ１００敲除小鼠ＣＨＳ减轻。ＣＤ１００敲除小鼠涂抹恶唑酮后，

６小时内ＩＬ１β及ＣＸＣＬ２表达较野生型小鼠低，提示ＣＤ１００小鼠天然免疫应答的缺陷参与ＣＨＳ。结论

　ＣＤ１００不仅通过促进适应性免疫反应 （ＣＤ８＋Ｔ细胞的活化），而且通过促进天然免疫应答参与

ＣＨＳ。

犗犚１０９

犛犜犃犜５／犜犈犜２对单核细胞犉犆犈犚１犌基因犇犖犃甲基化调控
及其在犃犇发病中机制研究

梁云生１，２于碧慧１，２陆前进１，２

１．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２．医学表观基因组学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ＤＮＡ甲基化异常在特应性皮炎发病中的作用机制。方法　免疫磁珠分离ＡＤ患者及正

常对照ＣＤ１４单核细胞，用ＴＳＬＰ／ＧＭＣＳＦ处理单核细胞，检测其对单核细胞ＦＣＥＲ１Ｇ基因及其相关

受体ＩｇＥ高亲和力受体ＦｃｅＲ１，Ｄｅｃｔｉｎ２，ＣＤ１６表达影响，用染色质免疫共沉淀 （ＣＨＩＰ）与染色质免

疫共沉淀ＰＣＲ （ＣＨＩＰＰＣＲ）验证ｐＳＴＡＴ５是否募集ＤＮＡ去甲基化酶ＴＥＴ２并靶向结合至ＦＣＥＲ１Ｇ

基因序列上；焦磷酸盐测序检测ＦＣＥＲ１Ｇ基因ＤＮＡ甲基化状态。流式细胞仪检测ＡＤ与正常对照外周

血ＣＤ１４单核细胞Ｄｅｃｔｉｎ２表达，ＦＩＴＣ标记ＯＶＡ检测ＴＳＬＰ处理后Ｄｅｃｔｉｎ２高表达单核细胞对过敏

原ＯＶＡ摄取提呈能力，及其ＯＶＡ刺激ＴＳＬＰ处理单核细胞对ＣＤ４Ｔ细胞ＴＨ１／２因子表达的影响。结

果　ＴＳＬＰ／ＧＭＣＳＦ处理促进单核细胞ＦＣＥＲ１Ｇ基因及其相关受体ＩｇＥ高亲和力受体ＦｃｅＲ１，Ｄｅｃｔｉｎ

２，ＣＤ１６表达；ＣＨＩＰ与ＣＨＩＰＰＣＲ证实ｐＳＴＡＴ５募集ＴＥＴ２至单核细胞ＦＣＥＲ１Ｇ基因上，引起ＦＣ

ＥＲ１Ｇ基因启动子ＤＮＡ去甲基化；ＡＤ患者外周血ＣＤ１４单核细胞Ｄｅｃｔｉｎ２表达升高；ＴＳＬＰ处理单核

细胞对ＯＶＡ摄取提呈能力增强，促进ＴＨ２因子表达升高。结论　ＴＳＬＰ／ＧＭＣＳＦ激活的ｐＳＴＡＴ５募

集ＴＥＴ２至单核细胞ＦＣＥＲ１Ｇ基因引起其ＤＮＡ去甲基化，导致ＦＣＥＲ１Ｇ基因及其相关受体ＩｇＥ高亲

和力受体ＦｃｅＲ１，Ｄｅｃｔｉｎ２，ＣＤ１６高表达；促进单核细胞对过敏原ＯＶＡ摄取提呈，诱导ＴＨ２免疫反

应；可能是特应性皮炎表观遗传学发病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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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１１０

犗犚犃犐１／犆犚犃犆犕１犆犇犛区多态性位点对慢性
自发性荨麻疹易感性的影响

李捷 郭爱元 闫思聿 唐妮 陈翔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皮肤科４１０００８

目的　慢性自发性荨麻疹作为慢性荨麻疹的常见类型，具有反复发作，病程迁延的特点。作为一种

遗传异质性疾病，其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肥大细胞脱颗粒在该病的发病中占中心环节，其中，

ＣＲＡＣ钙离子通道的缺失可引起肥大细胞功能的改变，ＯＲＡＩ１／ＣＲＡＣＭ１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ＯＲＡＩ１基因编码ＣＲＡＣＭ１蛋白。本课题从遗传易感性出发，旨在初步探讨ＯＲＡＩ１／ＣＲＡＣＭ１基因编

码区多态性位点在慢性自发性荨麻疹发病中的作用机制。方法　收取１９１名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者及

２６６名正常对照，进行 Ｍａｓｓａｒｒａｙ芯片测序后结合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构建ｒｓ３７４１５９６位点不同

等位基因表达载体并将其转染至ＲＢＬ２Ｈ３细胞中，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内静息状态及ＴＧ刺激下钙离

子浓度。结果　在慢性自发性荨麻疹中，ｒｓ３７４１５９６携带Ａ等位基因患者发病风险明显高于携带Ｇ等位

基因患者 （犘＜０．００１）。并且，在ＲＢＬ２Ｈ３细胞中，携带Ａ等位基因载体其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在静息

状态或ＴＧ刺激下均显著高于Ｇ等位基因载体 （犘＜０．００１）。结论　ＯＲＡＩ１／ＣＲＡＣＭ１其编码区多态性

位点可能通过影响细胞内钙离子浓度来调控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的发病。

犗犚１１１

药物反应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及系统症状 （犇犚犈犛犛）
中细胞毒蛋白的高表达与疾病严重程度正相关

杨凡萍 骆肖群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２０００４０

目的 　 评估细胞毒性细胞因子—可溶性 Ｆａｓ受体 （ｓｏｌｕｂｌｅＦａｓｌｉｇａｎｄ，ｓＦａｓＬ）、颗粒酶 Ｂ

（ＧｒａｎｚｙｍｅＢ）、穿孔素 （Ｐｅｒｆｏｒｉｎ）、颗粒溶解素 （Ｇｒａｎｕｌｙｓｉｎ）、肿瘤坏死因子α （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

ｔｏｒα，ＴＮＦα）在ＤＲＥＳＳ发病中的作用以及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华山医院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期间

皮肤科出院诊断明确为ＭＰＥ、ＳＪＳ／ＴＥＮ、ＤＲＥＳＳ的汉族患者。本研究收集ＤＲＥＳＳ组２１例、ＳＪＳ／ＴＥＮ

组３９例、ＭＰＥ组患者２１例、正常对照组患者２９例。通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分别检验各组

血清中的细胞毒性细胞因子 （ｓＦａｓＬ、ＧｒａｎｚｙｍｅＢＰｅｒｆｏｒｉｎ、Ｇｒａｎｕｌｙｓｉｎ、ＴＮＦα）；收集ＭＰＥ组患者９

例、ＳＪＳ／ＴＥＮ组１０例、ＤＲＥＳＳ组７例、正常对照组患者５例。通过免疫组化检测各病例组以及正常

对照组皮损中细胞毒性细胞因子的表达。结果　ｓＦａｓＬ和颗粒酶 Ｂ无论是在 ＤＲＥＳＳ患者的血清

（ｓＦａｓＬ：犘＝０．００２，颗粒酶Ｂ：犘＝１．３４×１０７）和组织中 （ｓＦａｓＬ：犘＜０．０５，颗粒酶Ｂ：犘＜０．０５）都

较正常对照有显著升高。在ＤＲＥＳＳ组中，血清ｓＦａｓＬ和Ｐｅｒｆｏｒｉｎ水平显著关联 （ｒｓ＝０．７９２；犘＝１．８７

×１０５）。ＤＲＥＳＳ患者组中：血清ｓＦａｓＬ分别与与ＡＬＴ （ｒｓ＝０．５３；犘＝０．０１３）和 ＡＳＴ （ｒｓ＝０．５６１；

犘＝０．００８）呈显著关联；血清Ｐｅｒｆｏｒｉｎ分别与ＡＬＴ （ｒｓ＝０．５６３；犘＝０．００８）和ＡＳＴ （ｒｓ＝０．６３４；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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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２）显著关联。结论　ｓＦａｓＬ和Ｐｅｒｆｏｒｉｎ与ＤＲＥＳＳ中肝功能损伤程度呈正相关。ｓＦａｓＬ和颗粒酶Ｂ

为ＤＲＥＳＳ的潜在分子生物学标记。

犗犚１１２

６例药物诱发天疱疮分析

冯素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２１００４２

目的　药物诱发天疱疮 （ＤＩＰ）是一种特殊的药疹，由于药疹的体外诊断方法有限，故临床中往往

只是怀疑药物因素发挥作用，能确诊ＤＩＰ的并不多，一般这种患者都是反复由于其他疾病使用同一种

药物后，诱发天疱疮，或使其病情加重而发现的。我们在临床中收集了６例ＤＩＰ患者，分别与阿莫西

林、头孢菌素 （２例）、青霉胺、卡托普利、利福平有关，现将他们的临床和实验室检查特点总结如下。

方法　采用直接免疫荧光，ＥＬＩＳＡ方法研究６例药物诱发天疱疮的特点，并用２０例特发性天疱疮做对照。

结果　６例ＤＩＰ中表现为落叶型者，治疗所用糖皮质激素量小，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Ｄｓｇ１ＩｇＡ转阴，

Ｄｓｇ１ＩｇＧ滴度亦下降，这些患者都停用了可疑药物，但也需要维持治疗，过早停药，疾病易复发，这与血

清中Ｄｓｇ１ＩｇＧ仍为阳性有关。１例寻常性天疱疮患者的治疗与特发性天疱疮原则一样，治疗后血清中

Ｄｓｇ１、Ｄｓｇ３ＩｇＧ均下降，但Ｄｓｇ１ｇＧ下降更明显。结论　在临床中见到天疱疮患者首先应该除外药物因

素，仔细询问在发病前有无可疑药物接触史，本研究中６例患者均是有明确药物因素，并且有反复用药，

天疱疮病情加重或者复发的情况，被明确诊断为ＤＩＰ的。关于诱发药物，以前只是注意含巯基药物，现在

发现多种药物，尤其是含有酰胺基的药物 （如阿莫西林，头孢菌素）也是与ＤＩＰ相关的药物。

犗犚１１３

脐血犆犇３４＋细胞衍生的朗格汉斯细胞表型分析及活性研究

刘笑纯 姚煦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２１００４２

目的　利用人脐血造血干细胞体外诱导衍生朗格汉斯细胞 （ＬＣｓ），分析ＬＣｓ在分化过程中表面

Ｌａｎｇｅｒｉｎ的表达以及户尘螨２类变应原 （Ｄｅｒｐ２）刺激前后细胞活化成熟情况。方法　采集新鲜脐血，

密度梯度离心法和手动免疫磁珠法分离ＣＤ３４＋造血干细胞，用重组人 ＧＭＣＳＦ、ＴＧＦβ、ＴＮＦα、

ＳＣＦ、Ｆｌｔ３连续培养１２天，诱导分化为成熟ＬＣｓ，用ＣＤ１ａ磁珠分选细胞，流式细胞技术检测细胞表

面Ｌａｎｇｅｒｉｎ表达。将Ｄｅｒｐ２与分选后的ＬＣｓ共孵育，检测Ｄｅｒｐ２刺激前后ＬＣｓ表面Ｌａｎｇｅｒｉｎ的表达

变化，并分别检测分析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ｌｏｗ和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ｈｉｇｈＬＣｓ表面标记ＣＤ８０、ＣＤ８３、ＣＤ８６和 ＨＬＡＤＲ的

表达。结果　脐血ＣＤ３４＋细胞体外诱导培养１２天可分化为成熟的ＬＣｓ，其不同程度表达Ｌａｎｇｅｒｉｎ，成

熟的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ｈｉｇｈＬＣｓ较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ｌｏｗＬＣｓ表面ＣＤ８０、ＣＤ８３、ＣＤ８６和 ＨＬＡＤＲ表达水平更高。ＬＣｓ

表面Ｌａｎｇｅｒｉｎ可介导对Ｄｅｒｐ２抗原的识别和摄取，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ｈｉｇｈＬＣｓ较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ｌｏｗＬＣｓ识别摄取能力

更强。Ｄｅｒｐ２刺激后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ｌｏｗＬＣｓ表面ＣＤ８０表达较空白对照组下降，而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ｈｉｇｈＬＣｓ表面

ＣＤ８０表达升高。结论　脐血ＣＤ３４＋细胞衍生的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ｌｏｗＬＣｓ和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ｈｉｇｈＬＣｓ活化成熟情况和

识别摄取抗原的能力不同，两群细胞在介导Ｄｅｒｐ２的识别活化反应中可能发挥不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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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１１４

荨麻疹性血管炎３４例临床分析

李东霞 任敏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０１００５０

目的　通过回顾３４例荨麻疹性血管炎 （ＵｒｔｉｃａｒｉａｌＶａｓｃｕｌｉｔｉｓ，ＵＶ）患者的临床表现、分型、发病

机理、组织病理学特征及鉴别诊断、治疗进展，进一步提高临床医生对本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３４例荨麻疹性血管炎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组织病理学资料。结果　本病多见于中年女性，

临床以荨麻疹样皮损、慢性反复发作为特征，以风团为主要表现，或环状水肿性红斑，伴有瘙痒或灼

热、疼痛感，皮损持续２４ｈ以上，消退遗留色素沉着斑。皮损多泛发全身，也可局限某一部位。组织病

理显示真皮浅层血管周围炎细胞浸润，部分呈轻微血管炎改变。目前分为正常补体血症性ＵＶ （ｎｏｒｍｏ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ｍｉｃＵＶ，ＮＵＶ）和低补体血症性ＵＶ （ｈｙｐｏ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ｍｉｃＵＶ，ＨＵＶ）以及 ＨＵＶ伴

系统性红斑狼疮 （ＳＬＥ）、干燥综合征、冷球蛋白血症等基础疾病且抗Ｃ１ｑ抗体阳性者称 ＨＵＶ综合征

（ＨＵＶＳ），属病谱性疾病。临床上需与以下疾病鉴别：①荨麻疹：皮损以风团为主要表现，速起速退，

２４ｈ内消退不留痕迹，剧烈瘙痒，伴有感染者发热并常累及粘膜引起相应症状。反复发作风团超过６周

者为慢性荨麻疹。②成人ｓｔｉｌｌ病：以发热、全身不规则红斑、风团为主要表现，发热与皮损严重程度

成正比，病理无特异性，需首选激素控制病情。③变应性皮肤血管炎：下肢瘀斑、瘀点、血疱、坏死为

主，常伴上呼吸道感染，病理为白细胞碎裂性血管炎改变，但血管炎程度重，可浸润至真皮深层直至皮

下脂肪层。④持久性隆起性红斑：四肢的水肿性红斑、微痒痛，病理为白细胞碎裂性血管炎表现。ＵＶ

以糖皮质激素治疗为主，也可选择抗组胺药物、氨苯砜 （ＤＤＳ）、羟氯喹、免疫抑制剂 （硫唑嘌呤、环

孢素）等。此外血浆去除术、生物制剂 （利妥昔单抗）、免疫球蛋白等治疗个别报道有效。结论　荨麻

疹性血管炎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以荨麻疹样风团为主要临床表现的Ⅲ型变态反应所致的血管炎。组织病

理学表现为血管周围炎或轻微的白细胞碎裂性血管炎。临床需与荨麻疹及其他皮肤血管炎鉴别。

犗犚１１５

探讨苗药紫金牛、铁扫帚基于犇犆犖对犆犗犘犇大鼠
犜犌犉β１／犛犿犪犱３通路的调控机制

周洵 刘明慧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５５０００３

目的　研究ＤＣＮ、ＴＧＦβ１／Ｓｍａｄ３信号传导通路对ＣＯＰＤ大鼠气道重塑的干预作用并试图探讨其

可能的作用机制，通过不同剂量苗药紫金牛、铁扫帚对ＣＯＰＤ大鼠进行干预，采用免疫组化和ｒｅａｌｔｉｍ

ｅＲＴＰＣＲ检测大鼠肺组织中ＤＣＮ、ＴＧＦβ１、Ｓｍｄａ３蛋白和基因表达情况，以探讨紫金牛、铁扫帚在抑

制气道重塑中的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香烟烟熏及脂多糖气道注射建立大鼠ＣＯＰＤ模型，ＨＥ染色对比

鉴定造模是否成功。造模成功后按苗药紫金牛、铁扫帚高、中、低剂量组分别予以灌胃，２次／日，连

续灌胃３０天。通过免疫组织化学 （ＳＰ）染色法检测各组肺组织中ＤＣＮ、ＴＧＦβ１、Ｓｍａｄ３蛋白的表达；

用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ＲＴＰＣＲ检测大鼠肺组织中ＤＣＮｍＲＮＡ、ＴＧＦβ１ｍＲＮＡ、Ｓｍａｄ３ｍＲＮＡ的表达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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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ＣＮ及ＴＧＦβ１、Ｓｍａｄ３的相关性。结果　ＣＯＰＤ模型组气道重塑明显；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从

蛋白和基因两个侧面都显示大鼠肺组织中ＴＧＦβ１、Ｓｍａｄ３表达水平明显升高 （犘＜０．０５），ＤＣＮ蛋白

及基因在ＣＯＰＤ模型组中均减少 （犘＜０．０５），经苗药紫金牛、铁扫帚干预后ＤＣＮ表达增高且ＴＧＦβ１

及Ｓｍａｄ３表达减少，经统计学相关分析后提示ＤＣＮ与ＴＧＦβ１及Ｓｍａｄ３呈负相关。结论　ＴＧＦβ１及

Ｓｍａｄ３蛋白及基因在肺组织的高表达参与ＣＯＰＤ气道重塑的形成并发挥重要作用。ＤＣＮ在ＣＯＰＤ模型

组中表达减少，经苗药紫金牛、铁扫帚干预后，ＤＣＮ表达增加，ＴＧＦβ１、Ｓｍａｄ３表达减少，且经统计

学分析ＤＣＮ与ＴＧＦβ１及Ｓｍａｄ３呈负相关，考虑ＤＣＮ在改善ＣＯＰＤ气道重塑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推

测苗药紫金牛、铁扫帚抑制气道重塑的机制作用靶点可能是通过直接下调Ｓｍａｄ３、ＴＧＦβ１的表达，或

是通过提高ＤＣＮ的表达从而抑制ＴＧＦβ１／Ｓｍａｄ３信号传导通路而实现。

犗犚１１６

薄氏腹针治疗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疗效及安全性的随机对照试验

刘云霞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针灸科１００７０１

目的　评价薄氏腹针治疗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将９２例符合标准的患者随机

分为腹针组 （４６例）、体针组 （４６例）。腹针组采用引气归元 （中脘、下脘、气海、关元）、气旁、滑肉

门、上风湿点、中脘上穴位治疗，每周３次，连续４周治疗；体针组以迎香、印堂、合谷为主穴再随症

配穴治疗，每周３次，连续４周治疗。观察两组患者鼻部症状、生活质量评分及各项实验室指标变化，

以及治疗过程中是否发生不良反应。结果　腹针组与体针组治疗后鼻部症状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明显降低

（均犘＜０．０１），且腹针组明显优于体针组 （犘＜０．０１），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存质量及各项实验室指标

变化均无明显变化 （均犘＞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不良反应。结论　薄氏腹针对季节性

过敏性鼻炎具有良好疗效，且安全性可以保证。

犗犚１１７

补脾益气中药对哮喘大鼠犅犃犔犉中犐犔５
及犌犕犆犛犉含量的影响

朱晓明 李全生 江盛学 李桂娟 魏庆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探讨白细胞介素５ （ＩＬ５）及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ＧＭＣＳＦ）在哮喘发病过程中

的作用及补脾益气中药对其含量的影响。方法　２４只大鼠随机分成３组，每组８只，即：正常对照组、

哮喘模型组和中药组。采用卵蛋白、灭活百日咳杆菌疫苗和氢氧化铝干粉配制的溶液腹腔注射致敏以及

卵蛋白雾化吸入激发制备大鼠哮喘模型；正常对照组用等量生理盐水替代抗原液；中药组则胃饲补脾益

气中药 （加味玉屏散）水溶液。观察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ＢＡＬＦ）中ＩＬ５及ＧＭＣＳＦ含量的变化。结

果　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ＢＡＬＦ中ＩＬ５及ＧＭＣＳＦ含量均显著增高 （Ｐ均＜０．０５或犘＜０．０１），尤

其是ＩＬ５增高更显著；相关分析表明，ＧＭＣＳＦ与ＩＬ５、呈显著正相关 （ｒ１＝０．５１９，ｒ２＝０．５２１，Ｐ

均＜０．０５）。补脾益气中药能降低ＢＡＦＬ中ＩＬ５及ＧＭＣＳＦ的含量 （犘＜０．０５或犘＜０．０１）。结论　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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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ＧＭＣＳＦ在哮喘大鼠的气道炎症细胞浸润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可能加速了哮喘非特异性气道炎症的

发生和发展；ＧＭＣＳＦ与ＩＬ５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可能对嗜酸粒细胞的聚集、迁移、活化和黏附有

协同作用。补脾益气中药 （加味玉屏风散）可以通过降低细胞因子水平来改善气道的炎症状况。

犗犚１１８

穴位埋线对变应性鼻炎免疫相关基因调节作用的实验研究

李昕蓉１刘洋１杨莎莎２向南２袁书贤２刘代恩２张勤修２

１．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２．成都中医药大学

目的　探讨穴位埋线对变应性鼻炎免疫相关基因表达谱的调节作用。方法　以卵清蛋白致敏ＳＤ大

鼠的方法制作变应性鼻炎动物模型，分为治疗组Ａ和对照组Ｂ，另设空白组Ｃ，Ａ组迎香穴 （ＬＩ２０）埋

线。埋线后１４天，取各组大鼠鼻黏膜组织，经ＲＮＡ抽提、纯化、质量检测、ｃＤＮＡ合成后，以第二

代功能分类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芯片 （含８４个目标基因）研究穴位埋线对鼻黏膜免疫相关基因表达谱的调

节作用，以ΔΔＣｔ方法进行三组间两两比较的数据分析。结果　本研究提取的９个样本鼻黏膜ＲＮＡ合

符要求，ＰＣＲ反应体系和反应程序设置合理。差异表达的免疫相关细胞因子涉及白介素类细胞因子、趋

化因子等。组间两两比较，ＡＢ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下调基因有１０个；ＢＣ组下调倍数大于３

基因有２３个，这些基因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ＡＣ组下调倍数大于３的基因４４个，其中９个下

调基因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利用功能性分类基因芯片技术能有的放矢地对免疫相关基因表

达谱进行差异表达基因的筛选，能更快速、准确地筛选出目标基因，进而为穴位埋线治疗变应性鼻炎的

机制研究提供依据，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

犗犚１１９

针刺蝶腭神经节对健康人鼻腔通气功能影响的动态观察

王奎吉 陈陆泉 王成硕 王阳 张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针灸治疗鼻部慢性炎症性疾病在国内外临床广泛应用，多项研究证实针刺蝶腭神经节能够改

善变应性鼻炎患者症状。本研究观察针刺蝶腭神经节对健康成人鼻腔通气功能影响的动态变化。方法　

纳入健康青年志愿者１５例。进行标准的单次针刺蝶腭神经节操作，分别在针刺前、针刺后２小时、针

刺后２４小时、针刺后４８小时、针刺后７２小时、针刺后９６小时进行监测，观察鼻腔通气功能及鼻腔分

泌物中神经递质的变化。主要评估指标：鼻部主观通气变化、鼻腔阻力及鼻腔容积、鼻腔分泌物中神经

递质水平变化。检测的神经递质包括Ｐ物质 （感觉神经分泌的神经递质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Ｐ，ＳＰ）、血管活性肠

肽 （副交感神经分泌的神经递质ｖａｓｏ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ｐｅｐｔｉｄｅ，ＶＩＰ）、神经肽Ｙ （交感神经分泌的神经

递质ｎｅｕｒｏｐｅｐｔｉｄｅＹ，ＮＰＹ）。结果　针刺蝶腭神经节后，受试者汇报鼻腔通气增加；鼻阻力及鼻腔容

积均值较针刺前改善，持续至２４小时；同基线水平相比，鼻腔分泌物中 ＮＰＹ浓度在２小时、２４ｈ升

高，４８小时后呈逐渐回落的趋势，而鼻腔分泌物中各时间点ＳＰ及ＶＩＰ的变化同基线水平相比无显著

性差异。结论　针刺蝶腭神经节能够明显改善健康人鼻腔通气，鼻腔神经系统中交感神经递质分泌增

多，感觉神经及副交感神经递质分泌无明显变化，提示针刺蝶腭神经节可能通过兴奋交感神经改善鼻腔

通气，动态观测的结果对临床针刺治疗的时间间隔有提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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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１２０

基于 “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探讨肠道菌群调节
与变应性鼻炎的预防

程向荣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２１００２８

目的　基于 “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探讨肠道微生态调节与变应性鼻炎的预防。方法　本文阐述了

肠道微生态的生理特征，重点描述了肠道菌群的定植与特性、肠黏膜免疫细胞的功能以及肠道菌群对肠

黏膜屏障与免疫功能的调控作用。追溯了中医 “肺与大肠相表里，肺开窍于鼻”的相关理论，回顾了变

应性鼻炎的卫生假说 （Ｈｙｇｉｅｎ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与免疫耐受的失败。结果　根据以上中西医关于肠道菌群

的理论以及变应性鼻炎的发病机理，提出了变应性鼻炎预防的几个主要方向：母亲孕前及婴幼儿的环境

暴露、婴幼儿早期辅食添加及母乳喂养、合理补充益生菌。

犗犚１２１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犮犪狋犵狌狋犻犿狆犾犪狀狋犪狋犻狅狀犪狋犪犮狌狆狅犻狀狋狊犳狅狉狋犺犲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狅犳

犪犾犾犲狉犵犻犮狉犺犻狀犻狋犻狊：犃狉犪狀犱狅犿犻狕犲犱，狊犺犪犿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犲犱狋狉犻犪犾

ＬｉＸｉｎｒｏｎｇ
１，ＬｉｕＹａｎｇ

１，ＭｉａｏＨｅ２，ＹａｎｇＳｈａｓｈａ
２，ＺｅｎｇＢ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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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ＫａｎｇＨａｏｒａｎ

２，ＺｈａｎｇＱｉｎｘｉ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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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ｔ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ｏｎｃｅｅｖｅｒｙｔｗｏｗｅｅｋｓ）ｉｎ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ｈｅｎｇｄ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ＣＭ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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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１２２

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儿童哮喘依从性的研究

陈冰

海南省人民医院５７０３１１

目的　研究规范化管理舌下脱敏治疗儿童哮喘患儿依从性。方法　对海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哮喘脱敏

中心舌下脱敏２００例患儿回顾性分析，两百例患儿在脱敏期间进行规范化管理，入主前均给予建档，每

三个月固定给病人进行电话和短信回访，复诊病人均给予记录症状评分和肺功能情况，以及进行健康教

育和生活质量评估。结果　１４１例病人依从脱敏中心教育管理规范化治疗三年疗程，病人症状控制，咳

嗽喘息评分均降为０～１分，鼻炎症状评分均降为１～２分，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学习成绩提高，不会因

为反复发病而影响睡眠影响到家长的工作。５９例病人未坚持治疗三年疗程，未依从管理，症状消失自

行停药，季节到又反复出现咳嗽喘息，评分都在４～５分之间，导致晚上经常发作看急诊，花费比规范

化脱敏治疗病人更多，家长因为小孩经常生病影响工作，情绪大受影响，个别病人又重新开始进行舌下

脱敏治疗。结论　哮喘管理重点在脱敏的第一年。督导患者坚持完成规范化舌下脱敏治疗疗程，定期回

访。由于脱落患者主要在脱敏治疗第一年。因此，在治疗的初期必须坚持四位一体治疗 （脱敏治疗、对

症药物治疗、患者健康教育、避免接触过敏原），才能减少因哮喘带来更多的经济花费，减少环境暴露，

加强医患沟通，才能达到病因治疗的目的。

犗犚１２３

中重度变应性鼻炎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不良反应及护理

薛贵芝

安徽省立医院２３０００１

目的　探讨标准化尘螨变应原疫苗特异性免疫治疗舌下方式 （ｓｕｂ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ＬＩＴ）和皮

下方式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ＣＩＴ）中重度持续性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的临床治

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为临床诊疗安全性提供循证医学证据及干预措施。方法　４３例中重度持续性

ＡＲ患者纳入本项开放性配对对照研究，分别采用ＳＣＩＴ和ＳＬＩＴ治疗方案。所有患者均对屋尘螨和粉尘螨

过敏，接受１年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其中ＳＣＩＴ组患者２０例，年龄范围为８～２８岁，伴有哮喘者９

例；ＳＬＩＴ组患者２３例，年龄范围为９～２８岁，伴有哮喘者７例。应用计分法对鼻炎症状及药物应用进行

评分，采取自身对照分别评价ＳＬＩＴ及ＳＣＩＴ患者两种方法的疗效，并对两种方法的疗效进行比较。同时对

两种方法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和比较，评价两者安全性方面的差异。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学分析，疗效及药物评分资料为非正态分布资料，安全性评价采用卡方检验。结果　接受１年特

异性免疫治疗后，ＳＣＩＴ组和ＳＬＩＴ组患者的喷嚏、流涕、鼻塞和鼻痒症状评分、药物评分、症状药物总

评分均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接受１年特异性免疫治疗后，ＳＣＩＴ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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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６３％，ＳＬＩＴ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２１．７％，经卡方检验后，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ｃ２

＝０．６６，犘＝０．１０）。结论　对尘螨过敏引起的持续性中重度变应性鼻炎患者，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

无论是舌下免疫还是皮下免疫均可以取得明显疗效。持续一年特异性免疫治疗后，患者的鼻炎症状及药物

评分均显著下降。两者均有引起不良反应发生的可能，安全性基本相同。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局部或全身

不良反应如：局部皮肤风团、口腔溃疡、咳嗽、荨麻疹等，甚至出现严重全身不良反应如过敏性休克、严

重的血管神经性水肿、难治性荨麻疹等。密切观察，及时发现不良反应，积极处理，采取有效的干预措

施，对患者及家属良好的健康教育，没有发生严重后果，保证治疗继续。

犗犚１２４

雾化吸入激素治疗嗜酸性粒细胞型鼻息肉的相关护理

商淼

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慢性鼻鼻窦炎和鼻息肉的发生常互相关联，在以往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过程中，常将两者放在

一起作为一个疾病实体。因此，鼻息肉被认为是慢性鼻鼻窦炎的一个亚型，是发生于中鼻道的脱垂的

水肿炎性粘膜，是各种原因引起的鼻鼻窦黏膜长期慢性炎症的最终结果。主要临床表现包括：打喷嚏、

鼻堵、鼻痒、鼻涕倒流、嗅觉减退等。由于病因的多元性和明显的术后复发倾向，故在鼻科疾病中占有

重要地位。随着临床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易复发的鼻息肉主要病理特征是嗜酸性粒细胞浸润，而临床

糖皮质激素是治疗鼻息肉最为有效地一线药物，目前分为口服激素和鼻喷激素两种剂型，其中口服激素

可在短时间内即获得明显的症状改善和息肉的缩小，但其全身不良反应尤其是对肾上腺皮质功能的抑制

不容小觑；鼻喷激素则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但起效较慢，需长期、持续用药方能取得明显的疗效。寻找

疗效优于鼻喷激素、安全性强于口服激素的治疗方式，实现起效时间、疗效、安全性等方面的进一步优

化，是鼻息肉激素治疗领域待解决的问题。有研究表明，在鼻内镜术前有限的时间内使用鼻腔雾化吸入

糖皮质激素能够快速改善症状，减轻黏膜炎症，缩小息肉体积，为手术创造良好的条件。继续教育主要

内容包括：嗜酸性粒细胞型鼻息肉的病理学特点及临床表现、用药指导及术前护理、术后护理要点，内

容新颖而详实，让学员一目了然，迅速掌握围手术期用药及护理要点。

犗犚１２５

护理干预在变应性鼻炎冲击免疫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翟艳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３３０００６

目的　实施护理干预对冲击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患者的效果观察。方法　收集在我院住院进行快速

冲击免疫治疗过敏性鼻炎患者，皮肤点刺试验均为尘螨阳性，建立个人脱敏治疗档案，包括患者一般资

料，注射后局部反应及全身反应发生情况，患者症状改善情况。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年龄、性别、症状相匹配）各６０例。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观察局部过敏反应及全身反应，出现瘙

痒、红肿症状时给予局部冷敷，嘱其勿抓，交待注意事项，注射当天避免剧烈活动，热水淋浴或饮酒。

嘱其定期复诊。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护理干预，即局部注射后，即时给予小冰袋冰敷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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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现局部反应症状前即给予冰敷），观察记录局部过敏反应及全身反应情况，如局部皮肤红肿，瘙痒

等现象。注射后给予健康指导。告知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让患者有心理预知，消除疑虑，树立信

心，向患者解释脱敏治疗意义，安全性，有效性，整个治疗疗程长，且长期坚持才能保证疗效；生活方

式指导，变应性鼻炎与环境密切相关，保持室内通风干燥，不用地毯，空调过滤网清洗及时，早睡早

起，积极锻炼身体，生活规律，增强免疫力。定期随访，用药情况、不良反应、鼻部过敏反应症状。针

对不同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督促其按期治疗。比较两组患者局部反应及全身反应发生率、患者依

从性及疗效评定。结果　观察组患者局部反应及全身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患者依从性及疗效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结论　对进行冲击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的患者实

施护理干预，可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减轻患者的痛苦，提高依从性，从而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

犗犚１２６

无创呼吸机治疗支气管哮喘合并心衰患者时的护理要点

曾婷 姚磊 吴瑞明 陈仁华

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科５５０００２

目的　研究无创呼吸机治疗支气管哮喘合并心衰患者的护理要点。方法　选取我科无创呼吸机治疗

的支气管哮喘合并心衰患者６２例，患者的收治时间均在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期间，对６２例患者

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无创呼吸机治疗支气管哮喘合并心衰患者的护理要点。结果　对无创

呼吸机治疗支气管哮喘合并心衰患者进行心理护理、病情观察、面罩护理、体位护理、排痰护理等，６２

例患者中，３６例痊愈出院，２０例患者病情好转，６例患者病情无明显变化，无死亡病例，临床总有效

率高达９０．００％。结论　对无创呼吸机治疗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并呼吸衰竭患者进行科学、

系统的护理，能有效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的预后，推荐临床应用

犗犚１２７

人文关怀模式在门诊过敏性鼻炎脱敏治疗中的应用

王淼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４３００２２

目的　探讨人文关怀模式在门诊过敏性鼻炎患者脱敏治疗过程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过敏性鼻

炎患者１０５例，随机将其均分为对照组５５例 （常规组）和试验组５５例 （实验组），两组患者均于门诊

采用脱敏疗法，常规组按护理常规进行健康宣教，实验组除按护理常规进行健康宣教外，采用人文关怀

模式，治疗后比较两组的疗效，门诊护理服务满意度，疾病知识掌握度。结果　实验前两组患者通过治

疗前比较，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疾病程度均无显著差异，统计结果各因子分无明显差异；治疗后实

验组的有效率为９７．１０％，对照组为９３．７４％；实验组掌握有关知识的情况为９４．５７％，对照组为

９０．７４％；实验组的护理满意率为９８．００％，对照组为８６．９７％；通过比较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疗效，门诊

护理满意度，疾病知识掌握度，评分均有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结论　在过敏性鼻炎患者脱敏治疗

过程中应用人文关怀模式，可有效提高治疗效果，提高门诊护理服务满意度，有利于患者对疾病知识的

掌握，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值得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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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１２８

特异性皮肤试验影像报告系统在临床的应用

赖蓉 张利 吴秀蓉 曹可 尹洁 梁丹 杨黎鸿 黄龙 林波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６１００４１

目的　使用特异性皮肤试验影像报告系统采集患者即时信息，为临床医生提供清晰、直观的图文纸

质报告单，作为医生的诊断依据之一；将患者的图文信息储存在系统数据库，方便查询也有 利于随访

对比。方法　自主研发的特异性皮肤试验影像报告系统，是集采集图片、储存图片、输入文字、查询报

告 功能为一体的软件系统，配备ＵＳＢ视频设备、电脑、打印机一体化的硬件设施。在对患者进 行特异

性皮肤试验判读时能对皮肤反应相关图片及判读结果进行存储并打印。结果　特异性皮肤试验影像报告

系统技术，是自主研发的应用技术，较传统的仅凭肉眼观察、手工 出具纸质报告方式，具有更加规范、

准确、直观、清晰、可询查、可对比等特点。结论　特异性皮肤试验影像报告系统可保存和查询患者的

信息，皮肤试验结果图文并茂，在临床应 用中具有实际意义。

犗犚１２９

尘螨变应性鼻炎皮下免疫治疗与舌下免疫治疗的荟萃分析

万文锦 程雷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２１００２９

目的　系统评价皮下免疫 （ＳＣＩＴ）与舌下免疫 （ＳＬＩＴ）治疗尘螨变应性鼻炎的有效性、依从性与

安全性。方法　计算机检索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万方、维普、

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关于ＳＣＩＴ与ＳＬＩＴ治疗尘螨变应性鼻炎的随机对象研究 （ＲＣＴ），

参照英国牛津循证医学中心文献评价项目 （ＯｘｆｏｒｄＣＡＳＰ，２００４）标准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筛选和资

料提取后，应用ＲｅｖｉｅｗＭａｎａｇｅｒ５．２软件进行荟萃分析。结果　最终纳入文献１０篇 （中文５篇，英文

５篇），包括６２９例患者，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在改善鼻部症状评分方面，ＳＣＩＴ组与ＳＬＩＴ组无显著差

异 （ＳＭＤ＝０．００；９５％ＣＩ：０．３５～０．３５）。在依从性方面，两治疗组无显著差异 （ＲＲ＝０．９８，９５％ＣＩ：

０．８４～１．１４）。在安全性方面，ＳＣＩＴ与ＳＬＩＴ均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但荟萃分析中发现，ＳＣＩＴ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高于ＳＬＩＴ组 （ＲＲ＝３．３４，９５％ＣＩ：１．３７～８．１６）。结论　ＳＣＩＴ与ＳＬＩＴ对尘螨变

应性鼻炎均有较好的疗效，二者临床疗效无显著差异。ＳＣＩＴ与ＳＬＩＴ均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但在不良

反应发生率上ＳＬＩＴ稍低于ＳＣＩＴ。ＳＣＩＴ与ＳＬＩＴ在依从性方面无统计学差异，但ＡＳＩＴ整体治疗的依

从性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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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１３０

３０例蜜蜂蜂毒致严重过敏反应病例分析

关凯 李丽莎 王瑞琦 尹佳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探讨蜜蜂蜂毒致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特点。方法　回顾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到北京协

和医院就诊并确诊为蜜蜂蜂毒致严重过敏反应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蜜蜂蜇刺后出现的全身各系统症状

和体征分为Ⅰ、Ⅱ、Ⅲ、Ⅳ级严重过敏反应。分析患者生活地域、暴露类型等特点，初步探索过敏原组

份对鉴别蜜蜂蜂毒和胡蜂蜂毒双重阳性的临床意义。结果　３０例蜜蜂蜂毒致严重过敏反应患者的男女

之比为１２：１８，平均年龄３５ （２７，３８）岁。７０％ （２１／３０）来自京津冀地区，２３％ （７／３０）生活在市

区，７７％ （２３／３０）生活在郊区。各级严重过敏反应：Ⅰ级 （６／３０），Ⅱ级 （８／３０），Ⅲ级 （１２／３０），Ⅳ

级 （４／３０）。蜂毒暴露类型：自然性 （２／３０），职业性 （２６／３０），医源性 （２／３０），养蜂者高达８７％。３０

例患者ｉ１ （蜜蜂蜂毒）检测结果１１．２０ （２．０２，２７．７０），其中１９例患者完成了蜂毒组份ｉ２０８ （磷脂酶

Ａ２）检测，在１０例ｉ１和ｉ３ （胡蜂蜂毒）均为阳性的患者中，９例ｉ２０９ （抗原Ｖ５）＜０．１０ＫＵ／Ｌ，１例

ｉ２０９＝８．０３ＫＵ／Ｌ证实为双重致敏。３３％ （１０／３０）患者在首次蜜蜂蜇刺时为大局部反应，３个月至１

年后再次蜜蜂蜇刺出现全身性过敏反应。结论　蜜蜂蜂毒致严重过敏反应以职业性暴露最为常见，使用

过敏原组份检测有助于鉴别蜜蜂蜂毒和胡蜂蜂毒双重阳性、确诊双重致敏患者。

犗犚１３１

城市学龄儿童食物过敏影响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鲜墨 李靖 冯木林 韦妮莉 符始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探讨学龄儿童主要食物过敏原种类及食物过敏发病的影响因素，为儿童食物过敏的防治提供

参考。方法　对广州市５８８０名７～１２岁学龄期儿童父母进行书面问卷调查，选取曾被医生诊断食物过

敏的１８９例儿童为病例组，性别与年龄相匹配且无医生诊断食物过敏的２１３例儿童为对照组，进行食物

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 （ＳＰＴ）、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测定及父母详细问卷调查。数据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

软件。结果　ＳＰＴ 分析学龄儿童主要食物过敏原为蟹、虾 （６．８８％ ｖｓ．１．４１％，犘＜０．０５；４．２３％

ｖｓ．０．９４％；犘＜０．０５）。ｓＩｇＥ检测结果为虾、蟹 （１２．９０％ｖｓ．２．４０％，犘＜０．０５；８．０６％ｖｓ．０．９６％；

犘＜０．０５）。学龄儿童食物过敏与哮喘 （ＯＲ＝４．２４，９５％ＣＩ：１．７６～１０．２３）、皮肤湿疹 （ＯＲ＝１．７２，

９５％ＣＩ：１．０９～２．７２）、常饮全脂牛奶 （ＯＲ＝６．６８，９５％ＣＩ：１．５０～２９．８２）、２岁前居住郊外或农场环

境 （ＯＲ＝０．０７，９５％ＣＩ：０．０１～０．７５）、烹饪时从不接触厨房油烟环境 （ＯＲ＝０．１７，９５％ＣＩ：０．０４～

０．７１）、父亲患食物过敏 （ＯＲ＝２．７８，９５％ＣＩ：１．３４～５．８０）有关。结论　城市学龄儿童主要食物过敏

原是虾、蟹，其发生受环境、遗传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哮喘、皮肤湿疹、常饮全脂牛奶、父亲患食物

过敏为危险因素，２岁前居住郊外或农场、烹饪时从不接触厨房环境为保护因素。

—０３１—



犗犚１３２

中国南方城乡儿童虾过敏差异：与常见吸入过敏原的交叉反应

杨朝崴１赵杰锋１韦妮莉１鲜墨１冯木林１ＧａｒｙＷ．Ｋ． Ｗｏｎｇ
２李靖１

１．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变态反应科

２．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科系

研究背景　发展中国家食物过敏的患病率及过敏原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ＩｇＥ介导的食物过敏常与

气传过敏原存在交叉反应，且存在地区差异。研究目的　调查中国南方城乡 （广州市区和韶关地区）学

龄儿童食物过敏的患病率并探讨过敏原交叉反应模式。研究方法　对广州市区和韶关市７～１２岁学龄儿

童发放标准化初筛问卷调查。广州共发放５５４２份，韶关发放５３１９份。选取医生诊断为食物过敏且存在

食物过敏症状的儿童纳入病例组，选取年龄相匹配的健康儿童纳入对照组。广州和韶关分别纳入１８９例

和１２４例病例组儿童，２１３例和２２５例对照组儿童。病例对照组儿童进一步填写详细问卷调查并进行实

验室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和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 （含２７种食物过敏原和７种气传过敏原）。分别选取广

州２３例和韶关１９例虾过敏儿童血清，制备虾、屋尘螨 （Ｄ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ａｇｏｉｄｅｓｐｔｅｒｏｎｙｓｓｉｎｕｓ）和德国小蠊

（Ｂｌａｔｔｅｌｌａｇｅｒｍａｎｉｃａ）过敏原提取物，通过ＩｇＥ抑制试验分析血清虾、屋尘螨和德国小蠊的ＩｇＥ交叉反

应性。研究结果　广州市区和韶关地区学龄儿童医生诊断食物过敏的患病率分别为５．４％和４．８％，无

统计学显著性。病例对照组中，韶关儿童皮试 （１１．７％ｖｓ５．２％，犘＜０．００１）和特异性ＩｇＥ （２９．８％ｖｓ

１８．９％，犘＜０．００１）阳性率均高于广州。虾蟹是两个地区的主要食物过敏原。虾过敏患者血清中，虾、

屋尘螨和蟑螂特异性ＩｇＥ浓度存在显著相关性。虾过敏原抑制广州儿童血清中蟑螂特异性ＩｇＥ的抑制率

显著高于韶关；蟑螂过敏原抑制韶关儿童血清中屋尘螨特异性ＩｇＥ的抑制率则显著高于广州。研究结论

　广州市区和韶关地区虾过敏儿童与屋尘螨和蟑螂交叉反应的模式不同，存在地区差异。农村地区蟑螂

与虾的交叉反应可能更为重要。这种差异的临床意义尚需进一步研究。

犗犚１３３

非花粉相关的食物严重过敏反应一例及致敏特点研究

高翔

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临床发现中国花粉症患者常合并植物类食物过敏，而非花粉相关的植物类食物过敏较少见。

我们报道一例非花粉相关的桃等食物严重过敏反应，并对其致敏原和致敏特点进行研究。方法　患者，

女，４５岁。主诉：发作性风团样皮疹、全身水肿、腹痛３０余年。患者３０余年前始，进食苹果、桃、

樱桃、李子、梅、杏、豆类蔬菜 （荷兰豆、红豆、豆角）、豆芽菜等食物后，均可诱发全身风团样皮疹

及水肿，最严重时视物模糊，不能行走，食用坚果和菠菜可引起剧烈腹痛，无呼吸困难及意识丧失。自

觉诱发症状最重的食物为水蜜桃、胡桃、绿豆芽。１年前间断口服强的松，可止痒、皮疹消退，停药后

可因上述食物再次诱发。既往体健，无药物过敏史。原籍杭州。查体：全身皮肤未见皮疹及水肿，无其

他阳性体征。诊断：食物过敏，严重过敏反应。检查方法；１． 血清特异性免疫球蛋白Ｅ （ｓＩｇＥ）检测，

采用放射过敏原吸附试验荧光酶联免疫法，ｓＩｇＥ检测试剂选用赛默飞世尔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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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ＰｈａｄｉａＡＢ）产品。２． 取新鲜桃、樱桃、杏提取蛋白质，进行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ＳＤＳＰＡＧＥ），并分别与该患者血清和健康对照组血清进行免疫印迹检测。结果　血清ｓＩｇＥ检测：桃

２级 （１．９１ｋＵ／Ｌ）、桃ｒＰｒｕｐ３为２级 （２．０２ｋＵ／Ｌ）、樱桃２级 （１．８６ｋＵ／Ｌ）、杏２级 （１．２０ｋＵ／Ｌ）、

胡桃１级 （０．５８ｋＵ／Ｌ），其他各项 （疣皮桦变应原ｒＢｒｔｖ１、ｒＢｒｔｖ２、ｒＢｒｔｖ４、ｒＢｒｔｖ６、艾蒿、菜豆、

绿豆、大豆、花生、榛子、夏威夷果、杏仁、小麦、鸡蛋清、牛奶、鱼等）均为阴性。免疫印迹检测显

示患者血清与桃、樱桃和杏提取物均有特异性结合，健康对照组血清未出现特异性结合条带。结论　该

患者为一例非花粉相关的食物严重过敏反应。既往研究发现在许多蔬菜、果类和花粉之间存在共同的变

应原成分，出现交叉过敏反应。国外以桦树花粉与蔷薇科水果之间的关系最明显。在中国，北方地区蒿

花粉大量暴露，临床上蒿花粉症患者多合并植物类食物 （如桃）过敏，而非花粉相关的食物过敏较少

见。本例患者来自中国南方，艾蒿与桦树花粉暴露水平很低，患者不伴花粉过敏，仅对桃等食物过敏，

出现全身系统性症状，这与 “典型地中海地区”水果过敏患者致敏状况相似。我们分析了该病例的致敏

组分及致敏特点，为进一步研究中国食物过敏人群的不同致敏模式提供依据。

犗犚１３４

红火蚁叮咬致６次过敏性休克一例

高翔

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近年来红火蚁入侵中国并广泛传播，导致频繁出现伤人事件。我们报道一例红火蚁叮咬致６

次过敏性休克病例，并通过ｓＩｇＥ检测证实红火蚁为患者的致敏原。方法　患者，男，４５岁。主诉：发

作性呼吸困难、胸闷、意识丧失１４年。患者１４年前夏季，不慎踩中蚁窝后被两只 “红色蚂蚁”叮咬，

约１０分钟后出现呼吸困难、胸闷、心慌，随后意识丧失，伴大小便失禁。无全身风团样皮疹，无窒息

症状。遂被送至当地医院急诊抢救 （具体用药不详）后恢复正常。随后１０余年间患者户外工作时再次

被该种类 “红色蚂蚁”叮咬５次，每次叮咬后均出现上述症状，最严重时昏迷数小时，均被送至医院经

治疗后好转。每次叮咬后感伤处轻度痛痒，无皮疹及水肿。既往体健，无药物过敏史。患者原籍河南，

长期居住广东深圳。查体：全身皮肤未见皮疹及水肿，无其他阳性体征。诊断：严重过敏反应。检查方

法；１． 血清特异性免疫球蛋白Ｅ （ｓＩｇＥ）检测，采用放射过敏原吸附试验荧光酶联免疫法，ｓＩｇＥ检测

试剂选用赛默飞世尔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 （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ＰｈａｄｉａＡＢ）产品。２． 由患者提供其居住

地周边和工作场地的该种类蚂蚁的图片、死亡后的蚁体，鉴定其种属。结果　血清ｓＩｇＥ检测：红火蚁

４级 （２０．８ｋＵ／Ｌ）、桑蚕蛾２级 （１．１４ｋＵ／Ｌ），其他各项 （伊蚊、黄胡蜂、意大利蜜蜂、欧洲大胡蜂、

户尘螨、粉尘螨、德国小蠊、虾、蟹、小麦、花生等）均为阴性。患者居住地的该蚂蚁种类经鉴定属膜

翅目、蚁科、切叶蚁亚科、火蚁属，在中国通用名为火蚁、红火蚁或入侵红火蚁。结论　患者为红火蚁

叮咬致过敏性休克。我国２００４年在广东省首次发现红火蚁入侵，目前有多例过敏性休克的报道，２００６

年发生首起红火蚁咬伤致死病例。本患者为已知首例反复发作６次红火蚁叮咬致过敏性休克病例，且通

过血清ｓＩｇＥ检测证实对红火蚁致敏。红火蚁毒液中的少量蛋白质具有变应原性，目前已鉴定出４种主

要蛋白。这些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新的红火蚁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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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１３５

龙须菜硫酸多糖的抗食物过敏活性研究

刘庆梅 徐莎莎 高媛媛 曹敏杰 刘光明

集美大学３６１０００

目的　食物过敏 （Ｆｏｏｄａｌｌｅｒｇｙ）是一种常见的过敏性疾病，严重影响着过敏人群的身体健康，引

起了各国政府和公众的普遍关注。龙须菜多糖具有抗肿瘤、抗病毒、缓解低血糖等生物活性，本文主要

研究了龙须菜硫酸多糖 （ｓｕｌｆａｔｅｄ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ｆｒｏｍＧｒａｃｉｌａｒｉａｌｅｍａｎｅｉｆｏｒｍｉｓ，ＧＬＳＰ）在抗原刺激的

小鼠和细胞模型中的抗食物过敏活性，并研究其抗过敏机理，以期为抗过敏功能食品及新型抗过敏药物

的开发提供理论基础。方法　通过热水浸提、旋转蒸发、乙醇沉淀得到龙须菜粗多糖，用ＤＥＡＥｃｅｌｌｕ

ｌｏｓｅ５２阴离子层析柱对其进行纯化，得到高纯度的龙须菜硫酸多糖；用甲壳类主要过敏原原肌球蛋白

（ＴＭ）对Ｂａｌｂ／ｃ小鼠进行腹腔注射和灌胃，建立小鼠食物过敏模型，以及通过ＲＢＬ２Ｈ３和ＫＵ８１２细

胞模型，验证龙须菜硫酸多糖的抗过敏活性；此外，通过蛋白质组学方法研究龙须菜硫酸多糖的抗过敏

机理。结果　分离纯化得到分子量为１５２ｋＤａ含１１．２６％硫酸根的龙须菜硫酸多糖；小鼠过敏模型结果

显示龙须菜硫酸多糖能够降低小鼠血清中ＴＭ特异性的ＩｇＥ和ＩｇＧ１，抑制小鼠肥大细胞释放肥大细胞

蛋白酶和组胺，从而显著缓解ＴＭ致敏的小鼠食物过敏反应症状，龙须菜硫酸多糖能够促进调节性Ｔ

细胞功能，从而抑制Ｔｈ２细胞极化；通过ＲＢＬ２Ｈ３细胞实验得知，龙须菜硫酸多糖对过敏标记物，包

括β氨基己糖苷酶、组胺、活性氧和过敏反应相关的细胞因子 （ＩＬ４和ＴＮＦα）皆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此外龙须菜硫酸多糖能够降低ＫＵ８１２细胞表面ＣＤ６３和ＣＤ２０３ｃ的表达；最后发现龙须菜硫酸多糖主

要通过抑制 ＭＥＫ３／６ｐ３８ＭＡＰＫ信号通路起到影响ＫＵ８１２细胞激活的作用。结论　通过本研究可以得

出结论，龙须菜硫酸多糖通过免疫抑制作用缓解小鼠过敏反应症状，通过抑制ｐ３８ＭＡＰＫ信号通路抑

制过敏反应效应细胞的激活，从而可知龙须菜硫酸多糖可以用于预防或治疗食物过敏反应疾病。

犗犚１３６

药源性犛狋犲狏犲狀狊犑狅犺狀狊狅狀综合征治疗及预后———３８例回顾性研究

陈娜娜 肖汀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皮肤科１１００００

目的　药源性ＳｔｅｖｅｎｓＪｏｈｎｓｏｎ综合征 （ｄｒｕ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ｔｅｖｅｎ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ｄｒｕｇ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ＪＳ）是一种急性的、严重可危及生命的皮肤粘膜反应，常伴发热、内脏损害等全身症状。其年发病率

为２．６～７．１／百万。立即停用一切可疑药物是关键。系统用糖皮质激素或联合静脉输注人免疫球蛋白

（ＩＶＩＧ）治疗作用在国外却仍存在争议。总结药源性ＳｔｅｖｅｎｓＪｏｈｎｓｏｎ综合征致病药物与潜伏期、临床

特点、治疗经验及预后，可为该疾病的防治与临床工作提供借鉴。方法　回顾分析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皮肤科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间３８例药源性ＳｔｅｖｅｎｓＪｏｈｎｓｏｎ综合征住院患者的

病例资料，根据主要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单用系统激素治疗组和ＩＶＩＧ联合系统激素治疗组。总结两

组患者的性别、发病年龄、致病药物、临床及实验室检验等特点；比较两组的病情严重程度

（ＳＣＯＲＴＥＮ评分）、治疗药物的剂量 （起始剂量、累计剂量、出院时剂量）、用药天数、治疗效果以及

—３３１—



预后。数据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用两样本狋检验、计数资料用ｘ２ 检验，以α＝０．０５

为检验水准，犘＜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抗生素、非甾体抗炎药、抗癫痫药物是主要的致病药

物。２９例予单用激素治疗 （Ｍ组），９例予ＩＶＩＧ联合系统激素治疗 （ＩＶＩＧＭ 组）。ＩＶＩＧＭ 组与 Ｍ 组

的ＳＣＯＲＴＥＮ评分平均值分别为０．７８和０．７６。ＩＶＩＧ的治疗剂量为０．３～０．４ｇ／ｋｇ／ｄ，连用３～５天。

ＩＶＩＧＭ组的系统用激素 （强的松相当剂量）平均初始剂量、出院时剂量、累计剂量均明显低于 Ｍ 组

（犘＝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２５）。ＩＶＩＧＭ组的激素减量前平均累计剂量、平均应用时间、出院时激素平均

剂量均比 Ｍ组低，平均住院时间、平均表皮愈合时间均比 Ｍ 组短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３８例患者均

治愈，Ｍ组２例继发口腔真菌感染、１例合并急性胰腺炎，１例并发慢性角膜炎。结论　无论是系统用

糖皮质激素治疗还是系统糖皮质激素联合ＩＶＩＧ治疗，对药源性ＳｔｅｖｅｎｓＪｏｈｎｓｏｎ综合征均是安全、有

效的。系统糖皮质激素联合ＩＶＩＧ治疗药源性ＳｔｅｖｅｎｓＪｏｈｎｓｏｎ综合征时，ＩＶＩＧ能明显减少激素的用

量。

犗犚１３７

９１例住院儿童药源性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特征及治疗现状

邢燕１周薇１王天晟２翟所迪１张华１马翔１

１．北京大学第三医院；２．北京大学药学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住院 （包括来医院就诊）儿童药源性严重过敏反应 （ｄｒｕ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ｎａｐｈｙｌａｘｉｓ，

ＤＩＡ）的临床特征及治疗现状，以期更好的识别药源性过敏反应及实施更加规范的救治措施。方法　收

集了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北京市药监局药物不良反应数据库中的严重过敏反应病例，并分为

三个年龄组：学龄前组 （０～５岁）、学龄期组 （６～１２岁）、青春期组 （１３～１７岁）；分析并比较了三组

ＤＩＡ患儿的原发疾病、诱发药物、急性过敏反应的临床特征以及治疗情况，重点分析肾上腺素在救治

ＤＩＡ中的使用情况。结果　十年间共有１１８９例患者明确诊断为ＤＩＡ，其中９１例为儿童患儿，０～５岁

组、６～１２岁组、１３～１７岁组分别占到３５．２％、２６．４％和３８．５％。占前三位的原发疾病为感染性疾病、

应激／手术／创伤、肿瘤。诱发ＤＩＡ的前三位药物为抗生素 （５２．７％）、静脉中药制剂 （８．８％）和生物

制品 （８．８％）。在急性过敏反应临床表现中，７８．０％患儿表现有心血管系统受累，７２．５％有呼吸道症

状，５９．３％有皮肤黏膜受累，３８．５％ 患儿有神经系统受累，３６．３％有消化系统症状；学龄期儿童更容

易表现紫绀 （犘＝０．００４），青春期儿童更容易表现低血压 （犘＝０．００１）和神经系统症状 （犘＝０．０１７），

且更容易发展为严重的急性过敏反应 （犘＝０．００６）。６２例 （６８．１％）患儿接受了肾上腺素治疗，其中

８２．３％患儿的肾上腺素使用为一线治疗；７３例 （８０．２％）接受了激素治疗；２９例 （３１．９％）应用了抗

组胺药物治疗；４例 （４．４％）应用了支气管扩张剂治疗。在使用肾上腺素的患儿中，肌肉、皮下、静

脉推注、持续静脉输注分别占到２２．４％、３２．７％、３０．６％和１４．３％；肌肉、皮下、静脉途径的肾上腺

素给药剂量分别为０．３３ｍｇ （０．１０１．００）、０．３０ｍｇ （０．１００．５０）和０．５０ｍｇ（０．２３．０），三种给药方式

中过量使用肾上腺素的比例分别占到３６．４％、４２．９和１００％。三个年龄组在治疗药物的使用情况中差

别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儿童ＤＩＡ患者的常见诱发药物为抗生素、静脉中药制剂和生物制品；儿童

ＤＩＡ患者最常见的两个受累系统是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学龄前期、学龄期和青春期在临床症状上

存在差异；儿童ＤＩＡ的治疗措施应该被改进，尤其是肾上腺素的使用。

—４３１—



犗犚１３８

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及药物性肝损害５５例临床分析

华夏 路永红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分析５５例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和针对药物性肝损害的治疗。方法

　回顾分析５５例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４１例可确定可疑致敏药物，包括抗微生

物药１６例，解热镇痛药８例，抗惊厥药７例，中药４例，别嘌呤醇２例，化疗药２例，镇静药１例，

麻醉药１例。５１例患者均以皮疹和发热为首发症状，发疹潜伏期为１０～４２天。其中肝功能损害者４８

例，血嗜酸粒细胞增多者３９例，白细胞升高者２４例，肾损害者１８例，肺损害者１１例，伴浅表淋巴结

大者９例。治疗多单独使用糖皮质激素或联合丙种球蛋白。结论　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潜伏期长，如

在临床用药过程中出现发热、血细胞异常、全身性皮疹和内脏损害者特别是迟发性和长时间的肝功能异

常应高度警惕其发生，可使用足量糖皮质激素或联合丙种球蛋白治疗。

犗犚１３９

自身免疫性黄体酮相关性皮肤病一例

张倩 尹佳

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本文介绍了自身免疫性黄体酮相关性皮肤病一例。并进行了后续跟踪随访。病史：患者女，

３９岁。９年前 （２００７年９月）孕１２＋周，妊娠过程中反复出现风团样皮疹，皮疹２４小时内能自行消

退。孩子出生后症状消失。产后七月，怀孕第二胎时风团样皮疹再次出现并逐渐扩散至腹部。产第二胎

以后症状消失。以后四年未再发作。但腹部局部仍可见陈旧瘢痕。２０１３年怀第三胎，腹部、背部皮疹

出现风团样皮疹。产后仍有发作。自觉风团样皮疹与饮食无关，平时无喷嚏，流清涕，无咳嗽哮喘。方

法　包括皮肤试验和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检测。对患者进行吸入组和食物组过敏原皮内试验。记录皮肤

风团和红晕直径，并根据标准操作流程进行结果判读。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采用放射过敏原吸附试验荧

光酶联免疫法。随访研究：随访内容包括是否有过敏症状发作、发作诱因及时间、诊治过程等。结果　

吸入组和食物组过敏原皮内试验均为阴性。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 （吸入组和食物组）均＜０．３５ＫＵＡ／

Ｌ。随访：第三胎后 （２０１４年５月底），风团样皮疹月经前加重 （潮湿环境、进食辛辣食物后出现瘙痒，

抓后有皮屑），月经后减轻 （皮疹颜色由红色逐渐消退，变为棕黄色）未用药物治疗。结论　自身免疫

性黄体酮皮炎 （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ＰＤ）是一种罕见的皮肤对黄体酮过敏性反应。

临床表现包括风团样皮疹、多形性红斑、水疱大疱疹、严重过敏性反应。ＡＰＤ的病因发病机制未明。

在大多数患者中，临床表现出现于月经开始前１０天。当ＡＰＤ与妊娠相关，整个症状持续到产后。至少

一半的患者，可以记录到暴露于外源性黄体酮。多数患者主诉瘙痒。半数患者出现风团样皮疹和个别患

者出现血管神经性水肿相关的呼吸窘迫。患者近５０％的患者皮肤病变广泛分布，这表明ＡＰＤ是一种全

身性反应。大多数患者应用不同剂量的孕激素注射，对皮肤试验反应呈阳性。唯一可以获得完全缓解的

治疗方法是卵巢输卵管切除术。在部分患者中，完全临床缓解可通过应用雌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

素和脱敏治疗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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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１４０

儿童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特点

张娟 李在玲 周薇 王红梅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１００１９１

目的　严重过敏反应指速发的可导致死亡的严重过敏反应。这一疾病近年来在儿科临床上并不少

见，由于其可出现多系统的症状，临床医生可能忽略其可致死性的临床后果，延迟或第一步治疗并不恰

当。为提高对此病认识，了解其临床症状特点，对我科住院诊治的严重过敏反应病例进行总结。方法　

总结因严重过敏反应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３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住院的儿童，分析其常见过

敏原、速发型过敏的症状及治疗情况。结果　共有１９例患儿在此期间因严重过敏反应住院。其中男１１

例，女８例，年龄范围：０～１岁，１０例 （５２．６％）；１～６岁，４例 （２１．１％）；６～１４岁，５例

（２６．３％）。严重过敏反应的触发物有牛奶５例，鸡蛋３例，花生１例，药物２例 （头孢唑肟、布洛芬），

海鲜４例，牛肉松１例，沙拉１例，不详２例。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荨麻疹１５例 （７８．９％），消化系统

症状 （呕吐、腹痛）１０例 （５２．６％），呼吸系统症状 （声音嘶哑、喘鸣、呼吸困难）８例 （４２．１％），面

色苍白７例 （３６．８％），乏力５例 （２６．３％），颜面眼睑水肿５例 （２６．３％），颜面发绀２例 （１０．５％），

头晕２例，一过性晕厥２例，视物模糊２例，血压下降２例，末梢凉２例。完善食物特殊ＩｇＥ或皮肤点

刺可证实触发物的为１４例 （７３．７％），所有病人均给予１：１０００肾上腺素肌肉注射、抗组胺治疗及对症

治疗，临床预后较好。结论　儿童严重过敏反应触发物最常见为食物，多发生在婴幼儿期。严重过敏反

应常涉及多个系统，除皮肤表现外常见为胃肠道表现、呼吸道表现，临床医师应该及时诊断，并迅速给

予１：１０００肾上腺素肌肉注射的一线治疗，防止病情恶化。

犗犚１４１

白桦花粉对正常人支气管上皮细胞物理屏障功能的影响

冯彦 王斌全 张克军 张焕萍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０３０００１

目的　研究白桦花粉对正常人支气管上皮细胞物理屏障功能的影响及其对细胞间紧密连接蛋白表达

的影响。方法　选取白桦花粉提取物进行研究。体外气液界面培养正常人类支气管上皮细胞 （Ｎｏｒｍａｌ

Ｈｕｍａｎ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ＮＨＢＥ），将白桦花粉提取物作用于ＮＨＢＥ细胞，通过上皮细胞细胞

跨膜电阻 （ＴｒａｎｓＥｐｉｔｈｅｌｌ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ＥＥＲ）和ＦＩＴＣ右旋糖苷通透性的变化，评价上皮细

胞物理屏障功能的变化；同时，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ｏｌｔ观察ＮＨＢＥ细胞间紧密连接蛋白 （Ｏｃｃｌｕｄｉｎ、Ｃｌａｕ

ｄｉｎ１和ＺＯ１）及粘附连接蛋白 （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表达水平。结果　白桦花粉提取物作用于正常人支气管

上皮细胞后，ＮＨＢＥ细胞的ＴＥＥＲ及ＦＩＴＣ右旋糖苷通透性没有改变，白桦花粉提取物不损害ＮＨＢＥ

细胞间物理屏障功能。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ｏｌｔ结果显示相关的紧密连接蛋白和粘附连接蛋白表达变化无统计学差

异。结论　白桦花粉在气道变应性疾病的致敏中的作用并非通过减弱正常人支气管上皮细胞的物理屏障

功能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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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１４２

多重致敏的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效果评估

马燕 里晓红 邱建新 刘业海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２３００２２

目的　探讨多重过敏的变应性鼻炎患者的脱敏治疗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接受皮下脱敏治疗多重

过敏的变应性鼻炎患者５０例，比较治疗前与１、２年后的症状评分、药物评分及体征评分，并评价疗

效。结果　５０例多重过敏的变应性鼻炎患者进行脱敏治疗，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明显改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结论　多重过敏的变应性鼻炎患者进行皮下脱敏治疗对变应性鼻炎具有显著

疗效。

犗犚１４３

泉州地区气候变化与霉菌皮内试验阳性率的关系

郑婉玉 陈晓阳 高锦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３６２０００

目的　探索泉州地区气候变化与霉菌皮内试验阳性率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过敏科２０１５

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一年期间所做的皮内点刺试验结果。均采用阿罗格变应原试剂盒，均设阳性及

阴性对照，以＋以上者为霉菌皮内试验阳性，计算每月霉菌皮内试验阳性率。同时每天记录最高气温及

湿度，计算每月平均温度及湿度，记录泉州地区每月降雨量。分析比较霉菌皮内试验阳性率与气候变化

的关系。结果　泉州地区霉菌皮内点刺试验阳性率有明显的季节性春季最高２１．５％，冬季最低８．６％。

月霉菌皮内点刺试险阳性率与地区月降雨量呈正相关关系，降雨量大的月份霉菌皮内点刺试验的阳性显

著增高。月霉菌皮内点刺试险阳性率与月平均湿度呈正相关关系，平均湿度大的月份霉菌皮内点刺试验

的阳性显著增高。月霉菌皮内点刺试险阳性率与月平均温度无相关关系。结论　气候变化可能与霉菌过

敏发生有关。

犗犚１４４

陕西省神木县夏秋季花粉症患者临床资料的初步分析

牛永亮１王良录１关凯１顾建青１曹斌１麻保玉１王强１车玉兰１尹佳１

１．北京协和医院；２．陕西神木县医院

目的　明确神木县及周边地区花粉症的诱因和临床特征。方法　对２００３至２００６年在神木县医院确

诊的２６０例当地夏秋季花粉症患者进行鼻炎及哮喘首次发病年龄、发作时间、发病特点临床标准问卷调

查。同时进行２０种常见吸入性变应原皮内试验及血清ｓＩｇＥ检测。结果　变应性鼻炎２５３例及单纯变应

性鼻炎１４７例患者的平均首次发病年龄分别为 （２５．４４±１０．４４）岁、（２５．６１±１１．０６）岁，首次发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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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年龄段均为１０～３９岁。变应性哮喘１１３例平均起病年龄为 （２７．４０±９．１４）岁，起病高峰年龄段为

２０～３９岁。９０．５７％的患者鼻炎不迟于哮喘发病，同年或１～２年内发病占５９．４３％，发病间隔平均为

（２．９９±３．６０）年。鼻炎、哮喘症状发作均集中在７月、８月、９月三个月。大籽蒿皮试≥＋、≥＋＋者

分别占夏秋季花粉症患者总数的８６．５４％、７４．２３％。结论　陕西神木县及周边地区夏秋季花粉症患者

最主要的致敏花粉为蒿属花粉，其中９７．３１％的患者罹患变应性鼻炎，超过４０％的患者出现哮喘。当地

夏秋季花粉症的发病高峰年龄段为青壮年，每年症状持续时间长达３个月，夏秋季花粉症已成为当地的

社会医学问题，应引起当地政府、医疗行政部门及医院的高度重视。

犗犚１４５

过敏原在过敏性疾病中的阳性率分析

张春梅 赖荷 陈蕴光 吴瑜丹 于陆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５１０２６０

目的　通过检测过敏性疾病患者血清中过敏原特异性抗体水平，了解过敏原与常见过敏性疾病的相

关性，为不同过敏性疾病过敏原检测重点以及选择合适的预防和治疗方案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将患者

分成三组，采用荧光酶联免疫法，用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过敏原检测试剂检测过敏原的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水

平，统计每种过敏原的阳性检出例数和阴性检出例数，采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对三组阳性率进行比较和分

析。结果　过敏原阳性率在三组过敏性疾病之间有统计学差异的过敏原有１７种 （犘≤０．０５），无统计学

差异的有１３３种 （犘＞０．０５）。呼吸道过敏性疾病和呼吸道合并皮肤混合型过敏性疾病两者都比单纯皮

肤过敏性疾病对ｈ１、ｈ２、ｄ２０２、ｄ２０３过敏原敏感 （犘≤０．０５）。结论　临床上除了应对主要常见过敏原

的进行检测和筛查外，还应根据患者过敏性疾病类型及过敏原接触史等情况，将三组阳性率比较有统计

学差异的１７种过敏原纳入检测筛查范畴。

犗犚１４６

过敏性腮腺炎误诊为急性腮腺炎１例报告

于睿莉１杨波２卢学春２王学艳１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２．解放军总医院南楼血液科

目的　分析过敏性腮腺炎与其他以腮腺肿大为主要表现的腮腺疾病的鉴别要点和误诊原因。方法　

回顾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０日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收治的过敏性腮腺炎１例并文献复习。

结果　患者女，５８岁，因哮喘３０余年，腮腺反复肿大２０余年就诊。经过敏原检查发现，患者对尘土、

粉尘螨、蟑螂、草、霉菌以及鸡蛋过敏。诊断：１、运气管哮喘；２、慢性荨麻疹；３、过敏性腮腺炎；

４、食物过敏反应。治疗：１、鸡蛋、鳕鱼忌口，做食物日记；２、针对尘土、尘螨和霉菌进行特异性免

疫治疗，半月后哮喘、腮腺肿大消失，未再出现。结论　与其他以腮腺肿大为主要表现的疾病如急性腮

腺炎相比，过敏性腮腺炎患者多有过敏性疾病家族史，同时伴有支气管哮喘、荨麻疹、血管神经性水

肿，多数患者对气传变应原和某些食物过敏。腮腺分泌物涂片可见大量嗜酸性粒细胞。上述典型特征使

得过敏性腮腺炎的鉴别诊断相对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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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１４７

屋尘螨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
方法学及其对变应性哮喘气道非特异性反应性影响

朱政１王红玉１，２谢燕清１安嘉颖１ＰａｕｌＯ′Ｂｙｒｎｅ
２李靖１郑劲平１钟南山１

１．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呼吸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２．Ｆｉｒｅｓｔｏｎ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Ｈｅａｌ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ｔ．Ｊｏｅ＇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Ｓｔ．

Ｊｏｓｅｐｈ＇ｓ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ｃＭａｓ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Ｃａｎａｄａ

背景　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可以诱导并模拟变应性哮喘发作的病理生理改变，作为哮喘发病机制

及新药研究的模型在国外已经应用数十年，但国内尚未见相关研究报道。目的　应用标准化屋尘螨变应

原对合并变应性鼻炎的哮喘患者进行支气管吸入激发试验，观察其安全性及患者气道对变应原的反应特

点。方法　对临床诊断明确屋尘螨为主要致敏原的轻度、稳定期哮喘患者，应用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

（冻干粉溶液Ａｑｕａｇｅｎ１０５ＳＱＵ／ｍｌ）稀释液 （２倍梯度浓度）进行支气管吸入激发试验，观察受试者

的气道高反应 （速发迟发相反应）发生率及激发试验对变应性哮喘患者气道非特异反应性影响。结果

　共１５例 （Ｍａｌｅ／ｆａｍａｌｅ４／１１，身高１６１．０±８．５ｃｍ，年龄３２．３±１０．２ｙ）受试者完成屋尘螨变应原支

气管激发试验。其中１０例患者速发迟发双相反应阳性，３例仅出现速发相反应，１例仅出现迟发相反

应，１例速发迟发双相阴性反应。激发试验阳性反应者中，双相反应阳性率为７０％。变应原支气管激

发试验前、后２４小时ＰＣ２０Ｍｃｈ分别为１．５４ （４．７４），０．６０ （３．０３），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３）。

激发试验前、后血清屋尘螨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总ＩｇＥ （ＴＩｇＥ）分别为：３４．８８±２９．３１，２５７．１６±

２２４．９１ＫＵ／ｌ与３７．３５±３１．２８，２７６．０２±２３９．７５ＫＵ／ｌ，Ｐ值均＞０．０５。未见严重全身／系统性不良反

应发生。结论　屋尘螨变应原支气管激发试验安全，超半数的变应性哮喘患者呈速发迟发双相阳性反

应，激发后哮喘患者的气道非特异性反应性增加。

犗犚１４８

尘螨变应原皮内试验与血清犐犵犈检测结果相关性分析

程晟 余咏梅 阮标 徐学梅 邱吉蔚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６５００３２

目的　探讨变应性鼻炎粉尘螨及户尘螨变应原体内检测与体外检测的相关关系。方法　选择变应性

鼻炎患者３４例，体内检测采用皮内试验法，体外检测采用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法，根据皮内试验结果

分为：极强阳性组、强阳性组、中阳性组、阳性组及阴性组５个级别；应用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粉尘螨、户尘螨变应原皮内试验分别与体外血清ｌｇＥ检测具有显著相关性；变应原皮内试验 （即

户尘螨与粉尘螨的平均值）与ＩｇＥ检测具有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ｒ＝０．８５３２ （ρ＜０．０１，狀＝２０）。结

论　粉尘螨和户尘螨变应原皮内试验与体外血清ｌｇＥ检测具有显著相关性，临床上可以在患者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先做皮内试验作为筛查，然后再用体外检测进一步验证；对于高敏患者或其他不接受皮内试验

的患者，可直接进行体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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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１４９

肥大细胞及其犲狓狅狊狅犿犲的功能和作用

李莉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１００２６３６６

肥大细胞 （ＭＣ）来源于骨髓ＣＤ３４＋ 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Ｃｅｌｌｓ，进入外周循环迁移至定居处分化成熟。ｃ

ｋｉｔ、ＩＬ４与ＳＣＦ协同、ＩＬ１３、ＩＬ９和其他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及趋化因子、组织微环境参与下成熟为

结缔组织肥大细胞 （ＭＣＣＴ）和粘膜肥大细胞 （ＭＣＭ，依赖于Ｔ细胞）、粘附并定居于所有器官的结

缔组织，分布于皮肤、粘膜和毛细血管附近是结缔组织和粘膜中定居的ｌｏｎｇｌｉｖｅｃｅｌｌｓ。ＭＣ是多功能效

应细胞，除了通过ＦｃεＲＩ交联，补体、白三烯和微生物等也能活化 ＭＣ，其活化后脱颗粒释放多样的血

管活性物质和促炎介质，如组胺，血小板活化因子ＰＡＦ和类花生酸等等，引发速发相过敏反应，也参

与血栓止血，与肿瘤发生发展和转移、自身免疫病、动脉粥样硬化、妊娠流产和羊水栓塞等。结合在细

胞膜上的ＩｇＥ经由过敏原交联ＦｃεＲＩ是ＭＣ活化的经典途径，抗ＩｇＥ抗体、抗ＦｃεＲＩ抗体和ＩｇＥ型自身

抗体和免疫复合物也均可使相邻ＦｃεＲＩ桥联而活化 ＭＣ。因此，结合游离ＩｇＥ，减少和抑制ＩｇＥ与 ＭＣ

的结合是治疗经由ＩｇＥ激活 ＭＣ所致疾病的有效途径。ＭＣ来源的ｅｘｏｓｏｍｅｓ，富含ＦｃεＲＩ，且拥有天然

与ＩｇＥ的亲和力，无异体排斥之虞，有望成为新型治疗制剂。

犗犚１５０

磷脂转移蛋白致敏与蒿花粉相关食物过敏临床症状相关性分析

邓珊 尹佳

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蒿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最重要的致敏花粉。除具有典型季节性鼻炎和／或哮喘症状之

外，部分蒿花粉症患者进食蔬菜、水果后会发生食物过敏反应。磷脂转移蛋白 （ｌｉｐｉ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ＴＰ）是蒿花粉和植物类食物的重要致敏蛋白组分，也是地中海地区部分成人食物较严重过敏反应的主

要致敏蛋白。本研究旨在探讨ＬＴＰ致敏与中国蒿花粉相关食物过敏人群临床症状的相关性。方法　本

研究对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门诊就诊的１０７例蒿花粉症合并食物过敏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采用

国外重组的ＬＴＰ组分检测３种常见致敏食物ＬＴＰ （桃Ｐｒｕｐ３、花生Ａｒａｈ９和榛子Ｃｏｒａ８）ｓＩｇＥ水

平。同时以蒿花粉症合并桃过敏作为研究蒿花粉相关食物过敏反应的代表。采用本土桃变应原对４２例

蒿花粉症合并桃过敏患者血清进行免疫印迹分析。结果　蒿花粉症合并食物过敏患者的桃Ｐｒｕｐ３、花

生Ａｒａｈ９和榛子Ｃｏｒａ８致敏率为８０９０％。Ｐｒｕｐ３与Ａｒａｈ９、Ｃｏｒａ８ｓＩｇＥ水平明显正相关 （ｒ分别

为０．９１２和０．８５７）；Ｐｒｕｐ３ｓＩｇＥ水平与致敏食物的数量呈正相关 （ｒ＝０．６０６，犘＜０．０１）。全身过敏反

应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Ｒ）患者Ｐｒｕｐ３ｓＩｇＥ水平高于口腔变态反应综合征 （ｏｒ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ＯＡＳ）患者 （犘＝０．０２８）。通过免疫印迹方法发现１２ＫＤ蛋白是桃的主要致敏组分；全身过敏反应患者

该蛋白致敏率明显高于ＯＡＳ患者 （１００％ｖｓ５５％，犘＜０．００１）。质谱分析结果显示，１２ＫＤ蛋白与变应

原库中桃组分Ｐｒｕｐ３．０１０１的氨基酸序列符合率为１００％。结论　ＬＴＰ是我国蒿花粉相关食物过敏反应

的主要致敏蛋白，ＬＴＰ致敏与食物诱发的过敏反应严重程度相关；桃变应原组分Ｐｒｕｐ３．０１０１是我国

蒿花粉症合并桃过敏反应的主要致敏蛋白，与进食桃诱发的全身过敏反应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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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１５１

中国桦树花粉症患者犅犲狋狏１犃狆犻犵１嵌合体犐犵犈及犐犵犌４杂合反应谱
分析及中国北方地区桦树花粉症及合并食物过敏特点

徐迎阳

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犗犚１５２

霉菌变应原组分在呼吸道变应性疾病中的致敏作用

罗文婷 胡海圣 孙宝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霉菌变应原是呼吸道重要的致敏原，也是ＡＢＰＡ重要的致病因素，国内对霉菌在呼吸道变

应性疾病的致敏作用，以及霉菌组分与疾病间的关系研究甚少，本文通过对呼吸道变应性疾病检测患者

霉菌变应原及其组分变应原ｓＩｇＥ，探讨霉菌与疾病的关系。方法　收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真菌

致敏呼吸疾患者１３６例，采用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１０００系统对患者血清变应原ｓｌｇＥ，包括点青霉，分枝孢霉，

烟曲霉，白假丝酵母，链格孢及长蠕孢，并且选择烟曲霉三级以上哮喘患者共１７例，ＡＢＰＡ患者共１２

例，对患者血清烟曲霉组分ｓＩｇＥ，包括Ａｓｐｆ１、Ａｓｐｆ２、Ａｓｐｆ３、Ａｓｐｆ４及Ａｓｐｆ６进行检测并分

析。结果　①合并多种霉菌致敏患者高达８４．６％，相关性分析显示，点青霉与烟曲霉、长蠕孢、分支孢

霉、白假丝酵母、链格孢；链格孢与烟曲霉、链格孢、长蠕孢；长蠕孢与链格孢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ｒｓ＞０．８０，犘＜０．０１）。②烟曲霉组分间也存在同时阳性的情况，其中Ａｓｐｆ１，Ａｓｐｆ２，Ａｓｐｆ３，Ａｓｐ

ｆ４及Ａｓｐｆ６同时阳性率最高，为４４．４％，组分间ｓＩｇＥ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 （ｒｓ＞０．３８，犘＜０．０１）。

③Ａｓｐｆ１ （ｒｓ＝０．６４２，犘＜０．０１）与 Ａｓｐｆ２ （ｒｓ＝０．６６７，犘＜０．０１）与烟曲霉粗提物相关性最高，

Ａｓｐｆ１只与烟曲霉有关。④ＡＢＰＡ患者Ａｓｐｆ１［２３．９ （２．６，１００．０）ｖｓ７．８ （０．４，１９．４）］、Ａｓｐｆ２

［１０．８ （４．５，１６．５）ｋＵ／Ｌｖｓ１．３ （０．２，３．０）ｋＵ／Ｌ］、Ａｓｐｆ６ ［２．９ （０．２，６．４）ｋＵ／Ｌｖｓ０．１

（０．０４，２．０４）ｋＵ／Ｌ］ｓＩｇＥ水平显著比伴烟曲霉致敏的哮喘患者高 （犘＜０．０５）。Ａｓｐｆ１ （ｒｓ＝０．４５６）、

Ａｓｐｆ４ （ｒｓ＝０．４３４）与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相关 （犘＜０．０５）。结论　霉菌致敏原粗提物间存在广泛交叉

反应，烟曲霉组分较为复杂，其间或存在协同作用。Ａｓｐｆ１及Ａｓｐｆ２或为烟曲霉的主要致敏原，联合

Ａｓｐｆ１、Ａｓｐｆ２及Ａｓｐｆ６的分子诊断技术或可对ＡＢＰＡ及烟曲霉致敏哮喘鉴别诊断起帮助。

犗犚１５３

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的优化

华丽 鲍一笑 刘全华 李京阳 吕婕 房定珠 林芊 包军 嵇若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童呼吸科２０００９２

目的　扩大样本含量，对我们前期建立的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 （由ＩＬ１３１１１２Ｃ＞Ｔ、

ＩＬ１３ ＋１９２３Ｃ＞Ｔ、ＩＬ１３Ｒ１１０Ｑ、ＩＬ４５９０Ｃ＞Ｔ、ＡＤＲＢ２Ｒ１６Ｇ、ＦＣＥＲ１Ｂ１０９Ｃ＞Ｔ、ＦＣＥＲ１Ｂ

Ｅ２３７Ｇ、ＩＬ４ＲＡＩ７５Ｖ和ＩＬ４ＲＡＱ５５１Ｒ构成）进行优化。方法　在１０００名汉族哮喘儿童组和１００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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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对照组中，对上述５个基因的９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进行基因分型，采用多因子降维法进行基因

交互作用分析。结果　ＩＬ１３Ｒ１１０Ｑ、ＩＬ４５９０Ｃ＞Ｔ、ＡＤＲＢ２Ｒ１６Ｇ和ＦＣＥＲ１ＢＥ２３７Ｇ这４个多态性位

点构成最佳哮喘易感基因模型 （检验样本准确度＝０．６０８９，交叉验证一致性＝１０／１０，犘＝６．９８Ｅ０５）。

上述４个位点每个均分别与儿童哮喘发病相关 （ＩＬ１３Ｒ１１０Ｑ位点Ｇ等位基因，犗犚＝１．２４，犘＝１．２３Ｅ

０３；ＩＬ４５９０Ｃ＞Ｔ位点Ｔ等位基因，犗犚＝１．２５，犘＝３．８１Ｅ０３；ＡＤＲＢ２Ｒ１６Ｇ位点Ａ等位基因，犗犚

＝１．２９，犘＝６．７５Ｅ０５；ＦＣＥＲ１ＢＥ２３７Ｇ位点Ｇ等位基因，犗犚＝１．２７，犘＝３．８６Ｅ０３）。４个位点均为

风险等位基因纯合子者 （ＩＬ１３Ｒ１１０ＱＧＧ ＋ＩＬ４５９０Ｃ＞ＴＴＴ ＋ ＡＤＲＢ２Ｒ１６Ｇ ＡＡ ＋ ＦＣＥＲ１Ｂ

Ｅ２３７ＧＧＧ）患哮喘的危险度显著高于不携带任何风险等位基因纯合子者 （犘＝４．２８Ｅ０３，犗犚＝

１３．５５），也明显高于仅携带１、２或３个风险等位基因纯合子者 （犘＝６．５１Ｅ０３，犗犚＝１０．０９）。结论　

ＩＬ１３Ｒ１１０Ｑ、ＩＬ４５９０Ｃ＞Ｔ、ＡＤＲＢ２Ｒ１６Ｇ和ＦＣＥＲ１ＢＥ２３７Ｇ构成优化后的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

测模型，四个位点分别与儿童哮喘发病相关，且具有显著的协同作用，共同提高哮喘发病危险度。

犗犚１５４

慢性鼻鼻窦炎犜辅助细胞免疫模式的全球多中心研究

王向东１张楠２伯铭羽３郑铭１张罗１ＣｌａｕｓＢａｃｈｅｒｔ１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

２．比利时根特大学医院；３．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迄今为止，没有采用相同方法进行的慢性鼻鼻窦炎 （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ＣＲＳ）Ｔ辅助

细胞免疫模式的全球多中心研究，本研究旨在评价欧洲、亚洲和澳大利亚ＣＲＳ的Ｔ辅助细胞免疫模式

的多中心研究。方法　４３５例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 （ＣＲＳｗｉｔｈｎａｓａｌｐｏｌｙｐｓ，ＣＲＳｗＮＰ）和不伴鼻息

肉 （Ｃ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ｎａｓａｌｐｏｌｙｐｓ，ＣＲＳｗＮＰ）和１３８例对照组来自澳大利亚 （Ａｄｅｌａｉｄｅ）、欧洲 （Ｂｅｎｅｌｕｘ，

Ｂｅｒｌｉｎ）和亚洲 （中国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ｄｕ和日本 Ｔｏｃｈｉｇｉ），共６个地区。采用同样方法检测鼻黏膜

Ｔｈ２、Ｔｈ１７和Ｔｈ１细胞因子 （ＩＬ５、ＩＬ１７、ＩＦＮγ）、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 （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ｃａｔｉｏｎ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ＣＰ）、ＩＬ８和组织总ＩｇＥ及金黄色葡萄球菌超抗原特异性ＩｇＥ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ｕｒｅｕｓｅｎｔｅｒ

ｏｔｏｘｉｎ（ＳＡ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ｇＥ，ＳＡＥＩｇＥ）。结果　上述６个地区ＣＲＳｗＮＰ的Ｔｈ１／Ｔｈ２／Ｔｈ１７细胞因子模

式在地区间表现为很大差异。Ｂｅｎｅｌｕｘ，Ｂｅｒｌｉｎ，Ａｄｅｌａｉｄｅ和Ｔｏｃｈｉｇｉ的ＣＲＳｗＮＰ表现为以Ｔｈ２免疫为

主；而北京地区ＣＲＳｗＮＰ主要表现为Ｔｈ２／Ｔｈ１和Ｔｈ２／Ｔｈ１７混合型；成都ＣＲＳｗＮＰ表现为Ｔｈ２低表

达。所有地区的ＩＬ８和组织总ＩｇＥ浓度显著高于对照组。Ｂｅｎｅｌｕｘ，Ｂｅｒｌｉｎ，Ａｄｅｌａｉｄｅ和Ｔｏｃｈｉｇｉ四个地

区超过５０％的ＣＲＳｗＮＰ表现为嗜酸性粒细胞型为主，与之相比，北京和成都地区 ＜３０％的ＣＲＳｗＮＰ

为嗜酸性粒细胞型。Ｂｅｎｅｌｕｘ、Ａｄｅｌａｉｄｅ和Ｔｏｃｈｉｇｉ的ＳＡＥＩｇＥ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北京和成都。而且，

ＣＲＳｓＮＰ的Ｔｈ１／Ｔｈ２／Ｔｈ１７细胞因子模式在地区间也表现为明显差异。结论　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的

ＣＲＳ的Ｔ辅助细胞因子模式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超抗原表达表现为明显差异。提示ＣＲＳ治疗需要个体化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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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犚１５５

针刺蝶腭神经节法治疗常年性变应性鼻炎的临床观察

陈陆泉 王成硕 王奎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随机观察 “针刺蝶腭神经节法”治疗常年性变应性鼻炎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ＰＡＲ）

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１４年８月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及

针灸科４５例常年性ＡＲ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２组各为２２例和２３例，治疗组针

刺蝶腭神经节，每周针刺１次，共４次。对照组针刺风池、百会、迎香、上星、太阳、曲池及足三里

穴，每周３次，连续４周。观察２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１周、４周时鼻症状总分 （ＴＮＳＳ）、鼻炎伴随

症状总分表 （ＴＮＮＳＳ）的变化，并采用鼻结膜炎生命质量调查问卷 （ＲＱＬＱ）评价生活质量。结果　

非参数检验统计，治疗一周后，在２组患者治疗前后 ＴＮＳＳ、ＴＮＮＳＳ及ＲＱＬＱ评分中，治疗组５．０

（４．０，６．０），１．０ （１．０，１．５），４４．０ （３５．５，５０．０）与本组治疗前８．０ （７．０，１０．０），３．０ （３．０，

３．０），６０．０ （５３．５，７５．０）比较，以及对照组７．０ （５．５，８．０），２．０ （２．０，３．０），５２．０ （４５．５，５８．０）

与本组治疗前１０．０ （８．５，１０．１），３．００ （３．０，３．０），４３．０ （２７．０，４８．０）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治疗１周后，组间ＴＮＳＳ、ＴＮＮＳＳ及ＲＱＬＱ评分，治疗组５．０ （４．０，６．０），１．０ （１．０，

１．５），４３．０ （３５．５，５０．０）与对照组６．０ （５．５，８．０），２．０ （２．０，３．０），５２．０ （４５．５，５８．０）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４周后，组间 ＴＮＳＳ、ＴＮＮＳＳ及 ＲＱＬＱ 评分，治疗组２．５ （１．０，

３．０），１．０ （０．０，１．０），２４．０ （１９．０，２９．０）与对照组 ３．０ （２．０，４．５），２．０ （２．０，３．０），４３．０

（２７．０，４８．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结论　 应用 “针刺蝶腭神经节法”治疗常年性

ＡＲ，起效迅速，疗效持久，可显著改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效果优于常规针刺疗法。

犗犚１５６

１３７例冬季光敏性面部皮炎患者临床特点及诱因分析

于金蕾 朱振来 张月强 韦应波 李巍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皮肤医院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分析１３７例冬季光敏性面部皮炎的临床特征及诱因。方法　对我科门诊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５日

至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５日期间就诊的以面部皮炎为临床表现且紫外线敏感试验阳性的患者，采用调查问卷的

方法对其临床及相关资料进行收集，同时进行相关的检测，并记录面部图片等，且于治疗２周、１月和

２个月后对患者进行电话随访，详细询问病情恢复情况以及病情变化。结果　在收集的５３２例冬季面部

皮炎患者中紫外线敏感试验阳性且持续反复发作不少于１周的患者有１３７例，其中有９１％为女性，高

发人群为销售／服务业人员、学生及文秘人员等，通过调查问卷对患者一般情况、病史、家族史、既往

史、过敏史，皮损诱发和加重的物理或化学因素，日光、电脑、手机的暴露时间等１４项相关诱发因素

进行分析发现，持续的智能手机暴露为最主要诱发因素，患者使用手机时间为平均４小时／天。患者皮

损与春夏季光敏性皮炎不同，主要表现为分布于面颊、鼻周、口周、眼睑及眼眶周围的红斑和斑丘疹，

范围局限，与手机显示屏的投射范围相吻合，且伴轻至中度瘙痒，搔抓后部分患者呈神经性皮炎样改

变。对症予以抗炎治疗及避光、避免长时间使用手机后皮损消退。结论　冬季面部皮炎也需考虑光敏感

原因，持续的智能手机暴露是诱发冬季光敏性皮炎的重要原因，对于指导社会大众合理的使用智能手机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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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０１

传统医学的现代医学研究

吴合 张贵生 许静

陕西省友谊医院 变态反应科７０００６８

目的　中药在调整免疫功能方面蕴有很大宝藏。我们必须把它发扬光大继承发展，做出成绩，方法

　上海医科大学 《免疫药理学》中药免疫篇中介绍：１．柴胡：柴胡皂甙对大鼠皮肤过敏反应及大，小

鼠迟发型超敏反应有明显抑制作用。２．甘草：甘草酸及甘草次酸盐均能抑制毛细血管的通透性。甘草

粗提取物增加肾上腺皮质功能和增加胃粘膜 中ｃＡＭＰ的浓度。促进白细胞单核细胞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的吞噬功能。３．五味子：有增强机体免疫力，肾上腺皮质功能的作用。４．乌梅：抗过敏及组织胺休克，

抑菌。５．黄芪：增强吞噬细胞吞噬功能，诱生干扰素，提高血浆环核苷酸ｃＡＭＰ，促进细胞免疫淋巴

母细胞转化。６．女贞子：巨噬细胞的吞噬率增高，血清玫瑰花结形成率增加，明显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大大增强抗感染力。７．大枣：抗过敏血浆及白细胞内ｃＡＭＰ含量明显上升。８．何首乌：促进淋巴母细

胞转化。９．银耳：提高Ｔ，Ｂ淋巴细胞免疫功能。１０．蝉蜕：对１型超过敏反应中的皮肤过敏、瘙痒、

人工荨麻疹、荨麻疹、肥大细胞脱颗粒反应、毛细血管通透性均有抑制作用，能诱生干扰素。１１．枸

杞：增强巨噬细胞数量、活性。部分恢复萎缩的胸腺，提高溶菌酶活性，造血，降血脂、血糖，保肝，

明目。１２．六味地黄丸：诱生干扰素，免疫调节促进细胞免疫刺激淋巴细胞发生转化。抑制地塞米松所

致巨噬细胞吞噬功能下降。１３．中药过敏煎，贞芪扶正冲剂，补中益气丸，固本咳喘丸，金匮肾气丸等

扶正固本，益气补肾的中医药实际是西医的改善免疫功能。结果　中国传统医学在变态反应病的诊治中

曾已创造出重大的成就。我陕西省友谊医院免疫过敏 （变态反应）科１９８０年建科来运用中西医结合５

万多病例，效果非常满意。结论　中国传统医学在变态反应病必须把它发扬光大继承发展，做出成绩，

越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无可限量、独一无二的。

犘犗００２

养阴润燥法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观察

王中华 王忠祥 侯贺文 马春晖 关红妮

哈尔滨华医过敏性疾病医院１５００１６

目的　探讨养阴润燥法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疗效。方法　全部病例２７例均系我院过敏科门

诊患儿，男１５例，女１２例；年龄３岁～１１岁３个月；病程最短２个月，最长３年６个月；咳嗽发作时

间主要在早晨及夜间１５例，夜间１２例；运动或吸入冷空气后咳嗽加剧１６例；有家族过敏史１６例，个

人过敏史１５例。上述２７例患者中医辨证为肺肾阴虚，虚火上灼，给予自拟养阴润燥，宣肺止咳汤药口

服治疗，方药组成如下：沙参８～１２ｇ，生地５～１０ｇ，杏仁３～５ｇ，玄参６～１０甘草３～６ｇ，麦冬６～

１０，白芍８～１２ｇ，百部６～１０ｇ，桔梗３～５ｇ用法：用８００ｍＩ水将上述药物浸泡３０分钟，武火烧开后

文火煎煮３０分钟，滤出药液７０ｍＩ，再加水６００ｍＩ，武火烧开后文火煎煮３０分钟，滤出药液７０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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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次药液混匀后，早晚分服。结果　本组２７例患者，治疗时间２１至６０天。治愈１３例，咳嗽症状消

失；有效１０例，咳嗽减轻，仍有活动后加重或气道高反应；无效４例；总有效率为８５．１％。结论　咳

嗽变异性哮喘属于中医 “咳嗽”的范畴，咳嗽是指外感或内伤等因素，导致肺失宣肃，肺气上逆，冲击

气道，发出咳声或伴咯痰为临床特征的一种病证。历代将有声无痰称为咳，有痰无声称为嗽，有痰有声

谓之咳嗽。临床上多为痰声并见，很难截然分开，故以咳嗽并称。肺肾阴虚，虚火上灼是咳嗽中很常见

的一个证型。本组病例中患者多表现出肺肾阴虚，虚火上灼为主的症状。当然舌象脉象也是重点。故治

疗上以养阴润燥，宣肺止咳为主，方用生地、麦冬、玄参滋阴润燥，白芍敛阴泄热，丹皮清热凉血，桔

梗开宣肺气，杏仁降气止咳，沙参养阴清热，益胃生津，乌梅敛肺止咳，益胃生津，百部润肺止咳，诸

药合用，使得肺气得宣得降，起到养阴润燥，宣肺止咳的功效，故而对咳嗽变异性哮喘由肺肾阴虚，虚

火上灼而引起者有良好的疗效。随着咳嗽变异性哮喘诊断的明确和中西医对该病临床认识的深入，咳嗽

变异性哮喘的发病率显著提高，治疗手段日益增多，尤其中医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有了很大发展，治疗

时遵循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或标本兼治的原则，辩病与辨证相结合，疗效值得肯定。

犘犗００３

紫癜饮治疗过敏性紫癜１年临床观察

任德旺１任仲玉２任仲杰３任芳１杨澈４宁晓蓉１

１．稷山县人民医院；２．稷山县蔡村乡卫生院；

３．山西省肿瘤医院；４．北京海淀医院

目的　观察中药紫癜饮治疗过敏性紫癜的远期临床效果。方法　４００例过敏性紫癜患者采用抽签法

以３：１的比例随机分为治疗组３００例，对照组１００例，两组给予相同的西医药和基础治疗，但治疗组

不用激素，同时口服中药紫癜饮６个月１年。随访１年以上，观察两组的治愈率、紫癜反复率和肾脏损

害发生率。结果　治疗组治愈率、紫癜反复率和肾脏损害发生率分别为９０．３３％、９．３３％、４％；对照

组依次分别为４０．８２％、４．４９％、１５．３１％ （犘＜０．００１）。结论　紫癜饮能有效减少过敏性紫癜的反复，

降低肾脏损害的发生，治愈率高，不良反应少，安全。

犘犗００４

中药治疗变应性鼻炎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评价及 犕犲狋犪分析

张旭１，２张媛１，２

１．北京同仁医院；２．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目的　评价中药制剂治疗变应性鼻炎 （ＡＲ）的临床疗效，分析中药在治疗ＡＲ方面的优势与特色。

方法　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医药期刊论文、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ｕｂＭｅｄ、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查找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５月发表的关于中药复方治疗过敏性

鼻炎的随机对照研究，对照组为抗组胺药物和鼻用激素治疗，治疗组使用中药复方治疗。评价纳入研究

的质量，并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共１１项随机对照研究纳入分析，总计８６９例患者。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显示，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在擤鼻 （共纳入４项研究；治疗组２８３患者，对照组２６６名患者，ＳＭＤ＝

０．１６，９５％ＣＩ：０．０１，０．３３，犘＜０．０５）方面优于对照组；在打喷嚏 （共纳入４项研究；治疗组２８３患

者，对照组２６６名患者，ＳＭＤ＝０．０３，９５％ＣＩ：－０．１４，０．２０）；ＶＡＳ评分 （共纳入６项研究；治疗组

３２４患者，对照组２９８名患者，ＳＭＤ＝－０．７８，９５％ＣＩ：－２．６７，１．１２）；生活质量评分 （共纳入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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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治疗组３２６患者，对照组３２３名患者；ＳＭＤ＝－１．１６，９５％ＣＩ：－２．４７，０．１５）。结论　中药的

总有效率及在改善变应性鼻炎症状、体征方面与西药相比未见明显的优势，在擤鼻症状改善方面，略优

于对照组。

犘犗００５

穴位埋线治疗慢性荨麻疹疗效观察

程孝顶 路永红 吴波 周培媚 蒋存火 钟家鸿 周群英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观察穴位埋线治疗慢性荨麻疹的疗效。方法　选择慢性荨麻疹患者为研究对象，治疗组给予

穴位埋线１５天一次，共３次；对照组给予口服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迪皿）５ｍｇｑｄ，穴位注射盐酸苯海

拉明注射液１ｍｌｑｏｄ （每次２个穴位），均连续治疗４５天，分别于治疗后第４６天和治疗结束后９０天随

访，观察疗效、不良反应和复发率。结果　入选病例１１２例，治疗组有效率、复发率、不良反应率分别

为７３．２１％，１９．５１％，１．７８％；药物组分别为７１．４２％，５７．５％，８．９２％；两组在第４６天疗效和不良

反应率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两组复发率比较有极显著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１）。结论　穴

位埋线和口服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迪皿）、穴位注射盐酸苯海拉明注射液治疗慢性荨麻疹疗效和不良反

应相似，但穴位埋线疗效更持久，复发率低，值得临床推广。

犘犗００６

中药熏蒸治疗湿疹的护理体会

张琴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观察中药熏蒸治疗湿疹的疗效，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中药熏治疗方法。结

果　６５例湿疹患者治愈２５例，显效３１例，有效８例，无效１例，愈显率８４．１５％，治疗过程中均未出

现不良反应。结论　中药熏蒸治疗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

犘犗００７

哮喘敷贴治疗作用途径初探

李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２００１２７

目的　观察中药循经敷贴治疗后的豚鼠含药血清对抗由乙酰胆碱 （Ａｃｈ）和组胺 （Ｈｉｓ）引起的体

外螺旋气管条收缩作用，以初步探讨中药敷贴治疗哮喘的药理作用途径。方法　１中药敷贴含药血清的

制备：健康豚鼠随机分成生理盐水组、敷贴１ｄ组、敷贴７ｄ组、敷贴１４ｄ组、氨茶碱敷贴组、氨茶碱注

射组、空白对照组。末次给药后取血清，同组血清混合后－２０℃ 冰箱中备用。２敷贴含药血清对抗

Ａｃｈ引起的气管条收缩作用：实验分８组 （狀＝８），分别为生理盐水组、敷贴１ｄ组、敷贴７ｄ组、敷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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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ｄ组、氨茶碱敷贴组、氨茶碱注射组、空白对照组、非血清组。以收缩百分比作为疗效评判指标。３

敷贴含药血清对抗Ｈｉｓ引起的气管条收缩的作用：实验分２组 （狀＝８），分别是生理盐水组、敷贴７ｄ

组。４敷贴含药血清预处理后的气管条对Ａｃｈ引起的收缩的情况：实验分４组 （狀＝８），分别为生理盐

水组、敷贴７ｄ组、氨茶碱敷贴组、氨茶碱注射组。结果　１含药血清对抗Ａｃｈ作用：敷贴７ｄ组与生理

盐水组比较犘＜０．００１，有显著性差异；与氨茶碱注射组比较犘＞０．０５，无显著性差异。敷贴治疗具有

对抗由Ａｃｈ引起的气管条收缩作用，且该作用与氨茶碱注射无显著性差异。２含药血清对抗 Ｈｉｓ作用：

敷贴７ｄｚ组与生理盐水组比较，犘＞０．０５，无显著性差异。敷贴治疗含药血清不具有对抗 Ｈｉｓ引起的气

管条收缩作用。３含药血清对离体气管条的保护作用：敷贴７ｄ组与生理盐水组比较，犘＜０．０１，有显著

性差异，与氨茶碱注射组比较，犘＞０．０５，无显著性差异。氨茶碱注射组与生理盐水比较，犘＜０．０１，

有显著性差异。氨茶碱敷贴组与生理盐水组比较，犘＞０．０５，无显著性差异。说明敷贴含药血清干预

后，保护了气管条，减轻因Ａｃｈ引起的收缩。结论　①药理学实验证明中药敷贴治疗哮喘的作用途径可

能在对抗由Ａｃｈ引起的支气管收缩，而非Ｈｉｓ引起的支气管收缩。②中药敷贴对由Ａｃｈ引起的气管条

收缩时具有预防保护作用。③敷贴血清药理学实验应该以生理盐水给药的血清或者空白对照组血清作为

对照组，而不能以直接添加生理盐水作为实验对照。

犘犗００８

虫类 “角药”治疗儿童哮喘６０例峰速仪疗效观察

朱富华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７１０００３

目的　小儿哮喘是临床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严重的威胁着小儿的健康，影响儿童的

正常生活。本文从临床角度探讨了虫类角药对哮喘的临床效果。方法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哮喘对比观

察。结果　临床观察６０例，其中对照组３０例，治疗组３０例。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儿童哮喘角药ＰＥ

ＦＲ值统计结果犘＜０．０５，两组治疗后有显著差异。治疗组和对照组哮喘疗效统计结果：对照组显效１７

例，好转１０例，无效３例，有效率９０％；治疗组显效２５例，好转３例，无效２例，有效率９３％。经

Ｘ２检验，Ｘ２值为１７．４９６０，犘＜０．０１，有显著性差异。结论　实验结果证实虫类祛风止痉 “角药”，能

提高哮喘儿童峰速值和临床疗效。

犘犗００９

内舒拿合并鼻用盐酸羟甲唑啉在治疗伴有变应性
鼻炎的腺样体肥大患儿中的作用

刘文龙 周丽枫 罗仁忠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５１００００

目的　在临床上，大约有３０％的伴有变应性鼻炎的腺样体肥大患儿对鼻内激素效果不佳。本研究

主要探讨内舒拿合并鼻用盐酸羟甲唑啉在治疗这部分患儿中的作用，并评估药物性鼻炎的发生情况。方

法　本研究为两期，随机双盲双模拟对照研究。１８０例伴有变应性鼻炎的腺样体肥大患儿被纳入本研

究。在第一阶段，所有患儿随机分为内舒拿组和对照做，分别使用内舒拿或安慰剂六周 （每日１次）。

在第二阶段，首阶段非应答患儿被随机分为４组，分别给予８周内舒拿＋安慰剂，内舒拿＋羟甲唑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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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１周，停１周），安慰剂＋羟甲唑啉 （用１周，停１周），安慰剂＋安慰剂。不同阶段的不同时间给

予患儿进行症状评分，内镜评分和鼻腔容积检测。结果　停药后随访６个月后，内舒拿＋羟甲唑啉组患

儿的鼻塞评分略有反弹，但仍显著低于基数水平 （１．３±０．２ｖｓ２．６±０．４，犘＜０．０５），流涕、打喷嚏、

鼻痒评分也明显缓解。腺样体与后鼻孔比例也从８７％下降至２８％。鼻腔容积从１１．２±０．７ｃｍ３增加至

１５．２±０．７ｃｍ３。药物性鼻炎没有发生。结论　内舒拿合并鼻用盐酸羟甲唑啉在治疗伴有变应性鼻炎的

腺样体肥大患儿中安全、有效，且起效快，维持时间长。

犘犗０１０

优化的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在喘息儿童中的验证

华丽 王一卉 鲍一笑 包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童呼吸科２０００９２

目的　在喘息儿童中验证优化的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 （由ＩＩＬ１３Ｒ１１０Ｑ、ＩＬ４５９０Ｃ＞

Ｔ、ＡＤＲＢ２Ｒ１６Ｇ和ＦＣＥＲ１ＢＥ２３７Ｇ构成）。方法　应用ＴａｑＭａｎ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方法对

２１２名喘息儿童进行上述４位点基因分型，根据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将其分为哮喘高危组和

低危组。分别采用宽松、严格哮喘预测指数对所有喘息儿童进行阳性或阴性判定。比较哮喘高危组和低

危组在哮喘预测指数阳性所占比方面的差异。结果　哮喘高危组９５人，低危组１１７人，两组在性别、

年龄上无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哮喘高、低危组中，宽松哮喘预测指数阳性者分别为８５、６１人，各

占８９．４７％、５２．１４％，前者高于后者 （ＯＲ （９５％ＣＩ）＝７．８０ （３．６９１６．５０），犘＝５．２６Ｅ０９）；严格哮

喘预测指数阳性者分别为７１、２１人，各占７４．７４％、１７．９５％，前者也显著高于后者 （ＯＲ （９５％ＣＩ）

＝１３．５２ （６．９８２６．２０），犘＝１．０７Ｅ１６）。结论　哮喘高危组较低危组更多喘息儿童哮喘预测指数阳性，

基因模型与哮喘预测指数具有强相关性。汉族儿童哮喘易感基因预测模型需要在喘息儿童中进行长期大

样本量的随访验证，以明确其对哮喘的预测价值。

犘犗０１１

经鼻雾化吸入激素治疗儿童轻中度哮喘合并
过敏性鼻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京阳 鲍一笑

上海新华医院２０００００

目的　探讨经鼻雾化吸入激素对于治疗合并过敏性鼻炎的哮喘患儿鼻炎和哮喘的疗效。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我院哮喘专科门诊年龄在５－１２岁间诊断为轻中度支气管哮喘合并过敏性鼻

炎的患儿共６０例，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入组第一个月为洗脱期，所有患儿接受雾化吸入糖皮质

激素 （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０．５ｍｇ／次，ｂｉｄ）的治疗，处于急性发作期的患儿用联合降阶梯疗法

控制病情，即口服强的松５ｍｇ／ｄ３天，口服阿奇霉素 （希舒美）０．１ｇ／ （ｋｇ#ｄ）３天，每晚贴用

阿米迪贴剂一贴 （１ｍｇ／ｄ）１周，口服顺尔宁４ｍｇ／ｄ２周。洗脱期结束评估哮喘及鼻炎各项症状，

基本达到完全缓解后，实验组患儿采用雾化时闭口、经鼻腔吸入糖皮质激素 （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

（０．５ｍｇ／次，ｑｄ），对照组则继续按照常规雾化方法吸入糖皮质激素 （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剂量用

法同试验组。观察期为半年。在治疗第１，３，６个月时进行随访，分析两组方案的治疗效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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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实验组和对照组对患儿咳嗽和喘息症状均有治疗效果，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 （２）

治疗后实验组咳痰、鼻痒、流涕及鼻塞症状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

（３）治疗前后两组患儿肺功能相应各项变化无明显改善 （犘＞０．０５）。结论　经鼻雾化吸入激素能促进

咳喘、咳痰及鼻部症状 （鼻痒、流涕及鼻塞）的改善。

犘犗０１２

２０１５年全国儿童哮喘协作组成员单位基线调查

包军１，２鲍一笑１，２

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２．全国儿童哮喘协作组

目的　支气管哮喘是儿童时期最为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但其控制率却远未达到ＧＩＮＡ所制

定的长期管理目标。近二十年来全国儿童哮喘协作组一直致力于儿童哮喘规范化诊疗的临床应用和推

广。本研究对协作组成员单位进行问卷调查，旨在了解各成员单位的专业水平和哮喘控制现状。方法　

纳入全国儿童哮喘协作组成员单位７８家，上海儿童哮喘协作组成员单位４０家，给予在线问卷调查，调

查内容包括成员单位的哮喘门诊基本概况、按照２０１４ＧＩＮＡ 定义的哮喘控制情况、对哮喘控制治疗的

认知情况等。结果　共１０６家成员单位完成调查，其中７３ （６８．９％）来自综合性医院，３９ （３６．８％）

来自上海儿童哮喘协作组。平均每人每月诊治哮喘儿童６６００５人次，每次门诊诊治５１．９人次，其良好

控制比例、住院率和死亡率分别为４８．３％、９．２６％和０．０３％，在综合性医院和儿童专科医院间、全国

和地区 （上海）协作组间均无明显差异 （犘＞０．０５）。７２．６％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儿童哮喘达到良好

控制的比率 仅为３０％；４５．３％的被调查者认为，哮喘控制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是长期控制治疗不足。结

论　近年来我国儿童哮喘的专业水平显著提高，但仍专科医师和专科门诊仍十分缺乏，各地诊治水平参

差不齐。目前全国儿童哮喘协作组正大力推动地区协作组的建立，通过构建全国省市地区的儿童哮喘

协作网络，进一步促进儿童哮喘规范化诊疗和管理。

犘犗０１３

大疱性肥大细胞增生症并文献分析

李珂瑶

湖南省儿童医院４１０００７

目的　探讨肥大细胞增生症的临床表现及诊疗方法。方法　对１例大疱性肥大细胞增生症的患者的

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并进行文献检索。结果　患儿，女，１５月。因躯干部及颈部反复起水疱、大疱６

月余，伴瘙痒，尼氏征 （—），Ｄａｒｉｅｒ征 （＋）。组织病理示：真皮明显水肿，可见单核样细胞浸润，

Ｇｉｅｍｓａ染色和免疫组化阳性。诊断大疱性肥大细胞增生症。予以氢化泼尼松、复方甘草酸苷、辅酶对

症支持治疗，氯锌油、湿润烧伤膏、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外用溶液外用治疗，皮疹好转出院。结论　物

理刺激是肥大细胞活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避免物理刺激则显得非常重要。局部治疗包括外用

０．２１０．４％的色甘酸钠水溶液，也可外用糖皮质激素及闭塞性敷料，局部注射糖皮质激素。特异性治疗

可以口服 Ｈ１、Ｈ２受体阻滞剂，若使用Ｈ１、Ｈ２受体阻滞剂而不能缓解症状时，则可以口服色甘酸钠

来治疗，白三烯受体阻滞剂也可以帮助患者控制症状。补骨脂素联合 ＵＶＡ和 ＵＶＢ光疗是严重病例

的一种治疗方案，患者对上述治疗无效时可采用。治疗应根据症状的类型、严重程度和频率进行个体化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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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１４

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犗犚犕犇犔３犘狅犾狔犿狅狉狆犺犻狊犿狊狑犻狋犺犆犺犻犾犱犺狅狅犱
犃狊狋犺犿犪犻狀犪犌狌犪狀犵犱狅狀犵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

ＷＡＮＧＢＩＮＧＪＩＥ，ＷＡＮＧＧＵＩＬＡＮ
中山市博爱医院５２８４０３

Ａ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ＧＷＡ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ｎｔｓｉｎ

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Ｍ１ｌｉｋ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３（ＯＲＭＤＬ３）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ｖ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ｉｎｔｈｅＯＲＭＤＬ３ｇｅｎｅ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ｍａｉ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ＮＰ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ＭＤＬ３ｇｅｎｅ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ｓｔｈｍａｉｎｔｈｅ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ｎｏｔｙｅｔｂｅｅ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Ｓｏｍ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ｈａｖ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ｌｙｓ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Ｌｙｓｏ

ＰＣ）ｍａｙｃａｕｓｅａｓｔｈｍａ．Ｏｔｈｅｒｒｅｐｏｒｔ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ａｔｈｉｇｈ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ａｐｏＢ）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ｉｇｈｔ

ｂ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ｎｏｎａｔｏｐｉｃｗｈｅｅｚｅ，ｂｕｔｌｉｔｔｌｅｉｓｋｎｏｗ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犘犗０１５

喘息性疾病儿童体外过敏原检测的特点分析

黄东明 黄娟 林婉臖

广东省中山市博爱医院儿科５２８４０３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组喘息性疾病患儿的过敏原分布特点，为中山地区儿童喘息的防治提供指导。

方法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间在中山市博爱医院儿科住院的３９１例０～７岁喘息性疾病患儿

为研究对象，应用瑞典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公司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２５０和专用体外变应原试剂进行食物过敏原筛查

（Ｆｘ５Ｅ）和吸入过敏原筛查 （Ｐｈａｄｉａｔｏｐ），对部分筛查阳性患儿进行检测血清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测定

以明确过敏原。所有患儿按年龄分为婴儿组 （０～１岁）、幼儿组 （～３岁）、儿童组 （～７岁）。结果　

本组喘息性疾病儿童Ｆｘ５Ｅ的总体阳性率为３４．５％ （１３５／３９１），其中婴儿组、幼儿组、儿童组阳性率分

别为２５．４％、５３．５％、９．９％，组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犘＜Ｏ．０５）；吸入过敏原筛查Ｐｈａｄｉａｔｏｐ总体阳

性率为３６．８％ （１４４／３９１），婴儿组、幼儿组、儿童组阳性率分别为１０．１％、４８．３％、５８．０％，组间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 （犘＜Ｏ．０５）。进一步的ｓＩｇＥ检测显示，３５例Ｆｘ５Ｅ筛查阳性组过敏原主要是牛奶、

鸡蛋白；５２例Ｐｈａｄｉａｔｏｐ筛查阳性组过敏原主要屋尘螨、粉尘螨、蟑螂和猫狗皮屑。结论　婴儿喘息性

疾病以食物过敏为主，随着年龄的增长，吸人性过敏原增多，至儿童期则以吸人性过敏原为主。牛奶和

鸡蛋白是本地区主要食物过敏原；屋尘螨、粉尘螨、蟑螂和猫狗皮屑是本地区主要吸入过敏原。

犘犗０１６

１５年间广州市１３～１４岁儿童变应性鼻炎、鼻炎合并喘息和
致敏率的患病趋势及相关性的流行病学调查

陈燕１，２李靖２

１．广东药科大学；２．广东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调查１５年间广州地区１３１４岁儿童变应性鼻炎、鼻炎合并喘息和致敏性的患病趋势及其相

关性。方法　２００９年，按儿童哮喘和变应性疾病的国际性对比研究 （ＩＳＡＡＣ）阶段Ⅲ方案的要求，采

用整群抽样方法选择７１６５名１３１４岁儿童参与问卷调查，并对其中２５３１名儿童应用７种标准化吸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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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应原 （ＡＬＫＡｂｅｌｌｏ）进行皮肤点刺试验。问卷调查和皮肤点刺试验结果与１９９４年 （ＩＳＡＡＣ阶段Ｉ）

和２０１０年 （ＩＳＡＡＣ阶段Ⅲ）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医生诊断的变应性鼻炎和花粉症的患病率在

三次调查中不断升高，分别从１９９４年的１７．４％ 和２．９％，２００１年的２２．７％ 和４．１％，升高到２００９年

的２５．１％ 和５．３％ （犘＜０．０１）。变应性鼻炎相关症状，如既往鼻炎发作和近１２个月鼻结膜炎发作的患

病率，从１９９４年的４６．３％ 和８．７％，升高到２００１年５３．２％ 和１１．１％ （犘＜０．００１），但２００１年到

２００９年的患病率无显著变化 （犘＞０．０５）。同时，既往鼻炎合并既往喘息和既往鼻炎合并近１２个月喘息

的患病率分别从１９９４年的６．２％ 和３．４％、２００１的８．６％ 和４．８％，不断升高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０．９％ 和

５．９％ （犘＜０．００１）。２００１到２００９年间，常见的吸入性过敏原的致敏性显著上升，如屋尘螨、粉尘螨

和猫毛分别从２００１年４３．１％、４４．９％和４．８％显著上升至２００９年的５４．９％、５５．２％和１７．１％ （犘＜

０．００１），其皮肤反应强度亦增强。蟑螂的致敏率则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６％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７．６％ （犘＜

０．００１）。在多因素回归因素分析中，尘螨与诱发变应性鼻炎症状，特别是与鼻炎合并喘息症状显著相

关，且其 ＯＲ值随皮肤反应强度的增加而升高。结论　整体而言，广州市儿童变应性鼻炎、鼻炎合并喘

息的患病率和常见吸入性过敏原的致敏率在过去１５年呈上升趋势，尘螨是诱发变应性鼻炎症状，特别

是鼻炎合并喘息症状的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犘犗０１７

海口市儿童哮喘变应原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王灵 陈实 曾霞 曾霞 吴少皎 谢跃琦 林涛 林霞 陈冰

海南省人民医院５７０１０２

目的　了解海口市儿童哮喘常见变应原状况。方法　２０１２年９～１２月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的流行

病学方法调查海口市０１４岁儿童１０２４１名，确诊哮喘患儿３２４例，对所有哮喘患儿进行过敏史问卷调

查及皮肤点刺试验和血清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抗体检测。结果　３２４例哮喘患儿中２２４例

（６９．１％）过敏史阳性，其中湿疹２８．０％、食物过敏１９．８％。皮肤点刺阳性率为８３．０％，其中屋尘螨

及粉尘螨阳性率分别为９０．１％及８９．２％，热带螨为８５．５％，蟑螂１９．６％，霉菌３．４％，花粉３．４％，

猫毛１１．７％，狗毛２５．３％。吸入性过敏原ＩｇＥ阳性率７２．２％，以尘螨为最高 （６９．８％）；食入性过敏

原ＩｇＥ阳性率２８．７％，牛奶２５．３％，鸡蛋白９．９％，虾蟹２２．８％，热带水果９．０％，鱼８．３％。不同年

龄组哮喘患儿吸入性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阳性率比较显示，３７岁组屋尘螨、蟑螂阳性率高于０３岁组

（犘＜０．０５），７１４岁组屋尘螨、蟑螂、狗毛上皮、猫毛上皮阳性率高于０３岁组 （犘＜０．０５）。结论　海

口市儿童哮喘常见变应原以屋尘螨、粉尘螨和热带螨为主，狗毛、蟑螂及猫毛比例也较高。食入性过敏

原以牛奶、鸡蛋白多见，且虾蟹、热带水果致敏对本地区儿童哮喘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犘犗０１８

布拉氏酵母菌对特应性体质毛细支气管炎
患儿犐犵犈和犐犔１７水平的影响

薛国昌 任明星 沈琳娜 张黎雯 夏欢 宋月娟 夏雪霞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儿科２１４０６２

目的　观察布拉氏酵母菌对特应性体质毛细支气管炎患儿ＩｇＥ和ＩＬ１７水平的影响。方法　将６０

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３０例，对照组３０例；另设健康对照组２５例。对照组予毛细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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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炎常规治疗，治疗组予常规治疗外，加用布拉氏酵母菌治疗２个月。于急性期及口服布拉氏酵母菌２

月后检测血清ＩｇＥ和ＩＬ１７水平。结果　１、治疗组在喘息缓解时间、住院天数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Ｐ均$０．０５）。２、治疗组患儿急性期ＩｇＥ、ＩＬ１７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Ｐ均%０．００１）；对照组患儿急性期ＩｇＥ、ＩＬ１７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均
%０．００１）。治疗组、对照组患儿ＩｇＥ、ＩＬ１７水平在急性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均$０．０５）。３、口

服布拉氏酵母菌２月后，治疗组ＩｇＥ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０１）。治疗组ＩＬ１７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７）。结论　口服布拉氏酵母菌２月能下调特应性体质毛

细支气管炎患儿ＩｇＥ和ＩＬ１７的水平。

犘犗０１９

布拉氏酵母菌对支气管哮喘患儿转化生长因子β１
和白细胞介素１７水平的影响

任明星 薛国昌 沈琳娜 张黎雯 夏欢 宋月娟 夏雪霞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儿科２１４０６２

目的　观察口服布拉氏酵母菌对支气管哮喘患儿喘息缓解时间、住院天数、肺功能、转化生长因子

β１ （ＴＧＦβ１）和白细胞介素１７ （ＩＬ１７）的影响。方法　将７６例支气管哮喘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４６

例，对照组３０例；对照组予支气管哮喘常规治疗，治疗组予常规治疗外，加用布拉氏酵母菌治疗２个

月。于急性期及口服布拉氏酵母菌２月后进行检测肺功能 〔最大肺活量 （ＦＶＣ），１秒钟用力呼气量

（ＦＥＶｌ），最大呼气流速 （ＰＥＦＲ）〕并检测血清ＴＧＦβ１和ＩＬ１７水平。结果　１、治疗组在喘息缓解时

间、住院天数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３６５和犘＝０．４３６）。２、急性期两组患儿ＦＶＣ、

ＦＥＶｌ和ＰＥＦ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５３１，０．３１８和犘＝０．４２６）。治疗后治疗组患儿ＦＶＣ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３６５），治疗组患儿ＦＥＶｌ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３７），治疗组患儿ＰＥＦＲ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８３）。３、治疗组患儿急性期ＴＧＦ

β１、ＩＬ１７水平与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６３２和犘＝０．５２２）；口服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２月

后，治疗组ＴＧＦβ１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３）。治疗组ＩＬ１７水平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０６）。结论　口服布拉氏酵母菌２月能调节支气管哮喘患儿ＴＧＦβ１和ＩＬ

１７的水平，改善肺功能，口服布拉氏酵母菌对支气管哮喘急性期临床症状的缓解无明显疗效。

犘犗０２０

可溶性犅７犎３ （狊犅７犎３）在支气管哮喘患儿血浆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顾文婧 季伟 郝创利 陈正荣 张新星 严永东 丁林 任吟莹 董贺婷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２１５００３

目的　研究支气管哮喘患儿外周血中可溶性Ｂ７Ｈ３ （ｓＢ７Ｈ３）的表达水平，并分析其与其他细胞

因子的相关性，探讨ｓＢ７Ｈ３在支气管哮喘中的异常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１５

年５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治疗并符合诊断标准的支气管哮喘患儿２３例，及同期住院

行外科择期手术的患儿１４例作为对照组，哮喘组患儿采集住院后２４小时内及出院前２４小时内的外周

血，分为哮喘急性期组和恢复期组，对照组患儿术前采外周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检测

血浆ｓＢ７Ｈ３、ＩＬ４、ＩＦＮγ、ＩＬ１７的表达水平，分析ｓＢ７Ｈ３与其他细胞因子的相关性。结果　血浆

中ｓＢ７Ｈ３和ＩＬ４水平在哮喘急性发作期组明显升高，显著高于恢复期组和对照组 （犘＝０．０４９，犘＜

０．００１），经过治疗后７２．９％的患儿血浆ｓＢ７Ｈ３和８７．０％的患儿血浆ＩＬ４水平降低，但总体水平仍高

—２５１—



于对照组 （犘＝０．０２８）；哮喘急性期患儿血浆ＩＦＮγ水平显著降低，低于恢复期组和对照组 （犘＝

０．０１８，犘＝０．００１），经过治疗后，７３．９％的患儿血浆ＩＦＮγ水平较急性期升高，但总体水平仍低于对

照组 （犘＝０．０２８）；血浆ＩＬ１７在三组患儿之间差异不明显 （犘＝０．０８４）。治疗前后哮喘患儿血浆ｓＢ７

Ｈ３和ＩＬ４水平升高和降低情况一致性较好 （Ｋａｐｐａ＝０．５９６，犘＝０．００２），而和ＩＦＮγ、ＩＬ１７的一致

性较差 （Ｋａｐｐａ＝－０．２３２和０．０５５，犘＞０．０５）。结论　哮喘患儿体内存在Ｔｈ１／Ｔｈ２的免疫失衡；ｓＢ７

Ｈ３在哮喘急性期表达异常升高；ｓＢ７Ｈ３对Ｔｈ２细胞可能存在正性调控作用。

犘犗０２１

犜狅犾犾样受体２信号对犅７犎３作用的影响

顾文婧 季伟 郝创利 陈正荣 张新星 严永东 董贺婷 丁林 任吟莹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２１５００３

目的　揭示Ｂ７Ｈ３与ＴＬＲ２在哮喘模型中的作用及相关性，进一步阐明Ｂ７Ｈ３在哮喘模型中参与

机体免疫炎症反应的机制。方法　采购ＳＰＦ级的６周龄Ｃ５７ＢＬ／６和ＴＬＲ２／小黑鼠，分为五组：生理

盐水对照组 （Ｃ组）、野生型小鼠哮喘组 （Ｎ组）、野生型哮喘小鼠加Ｂ７Ｈ３融合蛋白干预组 （ＮＢ组）、

ＴＬＲ２／小鼠哮喘组 （Ｔ组）和ＴＬＲ２／哮喘小鼠加Ｂ７Ｈ３融合蛋白干预组 （ＴＢ组）。其中 Ｎ、ＮＢ、

Ｔ、ＴＢ组均给予ＯＶＡ致敏及激发，Ｃ组给予同剂量生理盐水注射、激发。ＮＢ和ＴＢ组分别在诱导期

腹腔注射Ｂ７Ｈ３融合蛋白５０μｇ。造模完成后小鼠处死，收集血浆及肺泡灌洗液 （ＢＡＬＦ），ＢＡＬＦ进行

细胞总数计数及分类计数；采用ＥＬＩＳＡ法测定小鼠ＢＡＬＦ及血浆中的ＩＦＮγ、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１７的水

平；小鼠肺组织切片行ＨＥ染色、ＰＡＳ染色及Ｂ７Ｈ３和ＮＦκＢ免疫组化。结果　Ｔ组小鼠ＢＡＬＦ中总

细胞数及嗜酸性细胞比例较Ｃ组有所升高 （Ｐ分别为０．０２５和０．００６），但显著低于 Ｎ 组 （Ｐ均为

０．００４）；而 ＴＢ组小鼠相比 Ｔ组小鼠总细胞数和嗜酸性细胞比例也有显著升高 （Ｐ分别为０．００６和

０．００４）；Ｔ组相比Ｎ组小鼠，血浆及ＢＡＬＦ中ＩＬ４、ＩＬ５显著降低而ＩＦＮγ水平显著升高 （Ｐ均＜

０．０５），除ＢＡＬＦ中ＩＦＮγ水平低于Ｃ组外 （犘＝０．００６），其余均与Ｃ组无统计学差异 （Ｐ均＞０．０５）；

ＴＢ组血浆中ＩＬ４、ＩＬ５及ＩＦＮγ水平较Ｔ组均有不同程度升高；肺组织病理染色显示Ｔ组小鼠肺组

织及气管周围可见炎性细胞浸润，但较Ｎ组小鼠减轻，气道内可见红色酸性粘液分泌亢进，与Ｎ组小

鼠相仿，ＴＢ组较Ｔ组肺组织及气管周围炎性细胞浸润变化不明显，但气道内粘液分泌更为亢进，与

ＮＢ组小鼠相仿；Ｂ７Ｈ３免疫组化显示ＮＢ组和ＴＢ组小鼠肺组织Ｂ７Ｈ３表达最高，显著高于其余各组

（Ｐ均＜０．０５），其次为Ｎ组和Ｔ组小鼠，Ｃ组小鼠肺组织几乎未见Ｂ７Ｈ３表达；ＮＦκＢ免疫组化显示

Ｃ组、Ｔ组和ＴＢ组小鼠肺组织中ＮＦκＢ表达量相近，显著低于Ｎ组和ＮＢ组小鼠 （犘＝０．００４）。结论

　ＴＬＲ２受体与哮喘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阻断ＴＬＲ２途径可以显著减轻哮喘的临床症状及病理改变；

哮喘模型中Ｂ７Ｈ３产生作用并不依赖ＴＬＲ２受体，至少不仅仅依赖ＴＬＲ２受体。

犘犗０２２

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的儿童血清总犐犵犈水平、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
计数与致敏过敏原数量的相关性研究

陈希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呼吸疾病国家临床研究中心；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分析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的儿童血清总ＩｇＥ （ＴＩｇＥ）水平、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 （ＥＯＳ）计

数或百分比与致敏过敏原数量的分布以及三者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０１６年５月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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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科门诊确诊为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的儿童１０１例，进行血清总ＩｇＥ水平检

测、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 （ＥＯＳ）检测与１４种常见过敏原 （屋尘螨、蟑螂、猫毛、狗毛、鸡蛋、牛奶、

虾、蟹、多主枝孢菌、烟曲霉、交链孢菌、白桦、法国梧桐、梯牧草）的皮肤点刺试验 （ＳＰＴ），分析

三种检测结果的分布情况以及三者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３０．６９％ （３１／１０１）患儿仅一种过敏原阳性，

６９．３１％ （７０／１０１）患儿有２种或以上过敏原阳性，７６．２３％ （７７／１０１）患儿阳性过敏原数量集中在１３

种。１４种过敏原阳性率分布前三位依次是９３．０７％ （９４／１０１）、蟑螂４５．５４％ （４６／１０１）、狗毛４２．５７％

（４３／１０１）。多重致敏组的ＥＯＳ计数或百分比比单致敏组更高 （犘＜０．０５），且ＴＩｇＥ水平也相比有增高

的趋势 （犘＜０．１）。ＳＰＴ过敏原阳性数量分别与ＴＩｇＥ水平和ＥＯＳ百分比 （％）呈一定程度正相关 （ｒ

＝０．２３５，犘＜０．０５；ｒ＝０．２５０，犘＜０．０５）。ＴＩｇＥ水平与ＥＯＳ计数或百分比、ＳＰＴ过敏原阳性数量与

ＥＯＳ计数之间均无明显相关性 （犘＞０．０５）。结论　大部分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儿童存在２种或以上致

敏过敏原，且主要以吸入性过敏原为主，主要是屋尘螨、蟑螂、狗毛。多重致敏患儿其血清ＴＩｇＥ和

ＥＯＳ水平更高。致敏过敏原种类越多，其血清 ＴＩｇＥ水平与ＥＯＳ百分比更高。在不能同时进行血清

ＴＩｇＥ与ＳＰＴ检测的基层医院，临床医生可以结合两者之一和外周血ＥＯＳ检测初步明确过敏性鼻炎合

并哮喘的儿童患者对过敏原致敏程度的诊断。

犘犗０２３

儿童慢性鼻鼻窦炎与变应性鼻炎变应原血清犛犐犵犈的分布特征的研究

李双勇１江红群２

１．赣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２．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慢性鼻鼻窦炎 （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ＣＲＳ）患者中血清特异性免疫球蛋白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ｅｒｕｍＩｇＥ，ｓＩｇＥ）的分布特征，以及其与儿童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患者之间

的差异。方法　收集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赣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门诊及住院的儿童慢性鼻鼻

窦炎２９例、儿童变应性鼻炎３１例，以及健康儿童１５例，分别进行病史采集和采用德国ＡｌｌｅｒｙＳｃｒｅｅｎ

过敏原检测系统对患者进行血清ｓＩｇＥ检测。结果　１、儿童ＣＲＳ组血清变应原ｓＩｇＥ阳性率为６８．９７％

（２０／２９），儿童ＡＲ组血清变应原ｓＩｇＥ阳性率为１００％ （３１／３１），健康儿童组均未检出血清ｓＩｇＥ阳性变

应原。经卡方检验：χ２＝５１．３３６，犘＝０．０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儿童ＣＲＳ组变应原分布以户尘

螨、虾、狗毛皮屑和腰果多见，其阳性率分别为户尘螨７０．００％ （１４／２０）、虾３０．００％ （６／２０）、狗毛皮

屑２５．００％ （５／２０）、腰果２５．００％ （５／２０）。儿童 ＡＲ组变应原分布以户尘螨、蟑螂和狗毛皮屑多见，

其阳性率分别为户尘螨８７．１０％ （２７／３１）、蟑螂４５．１６％ （１４／３１）、狗毛皮屑２２．５８％ （７／３１）。变应原

分布比较经卡方检验结果：蟑螂 （χ２＝６．９８１，犘＝０．００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变应原分布经卡

卡方检验，Ｐ均＞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３、儿童ＣＲＳ组共有６０．００％ （１２／２０）的患儿存在２种及

以下的变应原阳性，儿童ＡＲ组共有６７．７４％ （２１／３１）的患儿存在２种及以下的变应原阳性。经卡方

检验：χ２＝４．１５７，犘＝０．３９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１、多数儿童ＣＲＳ患者存在血清变应原ｓＩｇＥ

阳性，提示变应性因素在儿童ＣＲＳ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２、儿童ＣＲＳ与ＡＲ患

者变应原均以户尘螨为主，但变应原的构成和分布有差别，儿童ＣＲＳ患者以户尘螨、虾、狗毛皮屑和

腰果多见，儿童ＡＲ患者以户尘螨、蟑螂和狗毛皮屑多见。３、多数儿童ＣＲＳ与儿童ＡＲ患者的变应原

种类为二种及以下，根据 《变应性鼻炎特异性免疫治疗专家共识》，提示部分儿童ＣＲＳ患者满足特异性

免疫治疗的致敏变应原数量，可以进行免疫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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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２４

免疫抑制剂在儿童特应性皮炎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张警兮 姚煦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２１００４２

特应性皮炎是一种常见于儿童，易伴发哮喘、过敏性鼻炎等特应性疾病的炎症性皮肤病。重度特应

性皮炎由于病情严重和反复发作，严重影响了患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往往需要系统治疗。近年临床

研究发现，系统用免疫抑制剂对成人重度和难治性特应性皮炎治疗有效，但其在儿童特应性皮炎中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尚需进一步探讨。本文将对系统用非糖皮质激素类免疫抑制剂在儿童特应性皮炎中的临床

应用情况进行阐述。

犘犗０２５

郑州地区变应性鼻炎患儿变应原谱分析

赵玉林 王佳 底瑞青 季培培

郑州大学一附院鼻科４５００５２

目的　分析郑州地区变应性鼻炎 （ＡＲ）患儿的主要变应原分布特点，为其诊治及预防提供科学参

考依据。方法　应用２０种标准化变应原试剂对４１２例拟诊ＡＲ患儿进行皮肤点刺试验 （ＳＰＴ），并对结

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男２３９例，女１７３例；年龄３１４岁，其诊断全部符合儿童ＡＲ （２０１０，重庆）

的症状及体征诊断标准，所有患儿均行ＳＰＴ，检查前停用抗组胺药物和糖皮质激素，原则遵循 ＡＲＩＡ

指南。结果　１、结果评价：皮肤指数 （ＳＩ）＝变应原直径／组胺直径，分５个等级，分别为：ＳＩ＝０为

阴性、０＜ＳＩ≤０．５为 （＋）、０．５＜ＳＩ≤１为 （＋＋）、１＜ＳＩ≤２为 （＋＋＋）、ＳＩ＞２为 （＋＋＋＋），

（＋～＋＋＋＋）均为阳性反应。２、变应原的分布情况：３２９例呈阳性反应 （７９．８５％），吸入性变应原

以粉尘螨 （８７．５４％）最高，其后依次为屋尘螨 （８６．３２％）、猫上皮 （６２．３１％）、真菌Ⅰ （４７．７２％）、

狗上皮 （４３．１６％）等；食入性变应原以虾 （１３．６８％）最高，其后依次为鸡蛋 （５．１７％）、鲤鱼

（４．５６％）、肉蛋白Ⅰ （３．０４％）、牛奶 （３．０４％）等。３、变应原的年龄分布 ：吸入性变应原阳性数在

患儿５岁后显著增加，９～１２岁达到峰值，１２岁以上有所下降；食入性变应原总体阳性数显著低于同龄

患儿吸入性变应原，其在各年龄分布无显著差异。结论　本研究中患儿均来源于郑州市及辖区，研究结

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郑州地区变应性鼻炎患儿的变应原分布特征，为本地区儿童ＡＲ的防治提供了流

行病学资料和临床依据。尘螨、猫上皮、真菌Ⅰ、狗上皮是郑州地区儿童变应性鼻炎最主要的变应原，

改善患儿居住环境，避免接触变应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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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２６

鼻用糖皮质激素联合白三烯受体拮抗剂治疗过敏性鼻炎
合并儿童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郭宏庆 杨志超 申学良 底玲玲 刘怀涛 马瑞霞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变态反应性疾病诊疗中心７５０００４

目的　探讨过敏性鼻炎导致儿童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ＵＡＣＳ）的临床特点及诊疗方法。方法　对３２

例确诊为过敏性鼻炎合并 ＵＡＣＳ患者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及治疗过程进行相关分析，其中２０例患儿给

予孟鲁司特钠咀嚼片联合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治疗 （联合用药组），其余的１２例 （对照组）患儿仅用

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治疗。结果　２０例 ＵＡＣＳ合并过敏性鼻炎的患儿联合用药连续治疗２周后，１６例

患儿咳嗽症状缓解，其余４例继续治疗２周后咳嗽症状缓解；对照组１２例单用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治

疗的患儿中，有４例患儿在治疗２周后，咳嗽症状缓解，有６例患者治疗无效，另有２例患儿治疗４周

后咳嗽症状缓解。结论　过敏性鼻炎导致的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合并在诊断上需要详细询问病史同时结合

各项辅助检查及积极治疗原发疾病，鼻用糖皮质激素联合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可有效地治疗过敏性鼻炎合

并儿童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犘犗０２７

过敏性鼻炎对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情的影响及干预的研究

周燕青 曹兰芳 郭茹茹 励乐萍 方慧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儿科２０１８００

目的　探讨过敏性鼻炎 （ＡＲ）对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 （ＪＳＬＥ）病情的影响及干预的研究。方法　

通过混合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收集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期间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儿科确诊的ＪＳＬＥ患儿共９６例，其中６４例根据２０１０年儿童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提出的诊

断标准，按是否合并过敏性鼻炎和其他过敏性疾病分为过敏性鼻炎组 （４４例）和非鼻炎过敏组 （２０

例），另外３２例为非过敏组，分别记录三组患儿入组时ＳＬＥＤＡＩ评分及用药情况，通过数据统计和分

析，比较三组之间各项指标的差异。在随访６个月中，４４例过敏性鼻炎组患儿均进行规范ＳＬＥ治疗，

通过随机抽签法将过敏性鼻炎组分为过敏性鼻炎干预组和过敏性鼻炎非干预组各２２例，过敏性鼻炎干

预组进行鼻喷剂和口服抗组胺药物治疗，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比较２组ＪＳＬＥ患儿的病情改善情况。

结果　１、在入组时，过敏性鼻炎组和非鼻炎过敏组的ＳＬＥＤＡＩ评分高于非过敏组，所需糖皮质激素日

累积剂量均值大于非过敏组，使用免疫抑制剂种类多于非过敏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２、在随访

１个月时过敏性鼻炎干预组ＳＬＥＤＡＩ评分及激素日累积剂量均值均低于过敏性鼻炎非干预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３、在随访３、６个月时，过敏性鼻炎干预组ＳＬＥＤＡＩ评分及激素日累积剂量均值始终低

于过敏性鼻炎非干预组，使用免疫抑制剂种类少于过敏性鼻炎非干预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１、ＪＳＬＥ合并ＡＲ可能对其病情产生不利影响。２、ＪＳＬＥ合并ＡＲ患儿，针对ＡＲ给予干预有利于原

发病ＪＳＬＥ病情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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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２８

百日咳杆菌相关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特征

徐勇胜

天津市儿童医院呼吸科３０００７４

目的　探讨以毛细支气管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百日咳病例特征。方法　回顾分析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６

年２月间在天津市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收治的以 “毛细支气管炎”住院的婴儿百日咳博德特菌感染病

例，通过与非百日咳杆菌所致毛细支气管炎病例进行比较，分析其临床特征、影像学特点、实验室特征

以及转归情况。结果　本组百日咳杆菌感染病例共２６例，男１５例，女１１例，年龄４０天～１１个月。

与非百日咳感染病例比较，百日咳感染所致毛细支气管炎病例出现痉挛性咳嗽、咳后呕吐、呼吸暂停、

淋巴细胞增多症明显增多，住院时间明显延长，但临床症状评分减低，喘息持续时间较短。随访发现，

百日咳感染患儿呼吸道症状复发次数高于非百日咳感染患儿。结论　百日咳杆菌感染的毛细支气管炎患

者临床症状不典型，易被忽视，呼吸道症状持续时间长，易于反复发作。

犘犗０２９

儿童哮喘长期规范控制治疗反应性不良的影响因素分析

侯晓玲 刘晓颖 皇惠杰 许巍 任亦欣 向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１０００４５

目的　分析长期规范随访管理的支气管哮喘 （简称哮喘）患儿的控制率、控制稳定性分布，初步探

讨影响哮喘控制治疗反应性不良的相关因素。方法　检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就诊于北京儿童医

院过敏反应科门诊确诊哮喘病例，规范随访管理≥２年病例且按照每３个月定期随访评估哮喘控制情况

并监测肺功能的患儿作为纳入对象形成非固定随访队列进行分析，对随访达到２年以上的病例进行哮喘

控制率、哮喘控制稳定性评估；根据规范随访管理２年内哮喘控制级别的波动情况将随访病例分为两组

（控制稳定组和不稳定组），比较两组间性别、起病年龄、哮喘病程、特应性 （食物和吸入性过敏原致敏

及并发其它过敏性疾病）、特异性免疫治疗应用、肺通气功能各项指标的分布差异。结果　共１４５例患

儿纳入分析，男１０８例，女３７例。其中稳定组４６例 （３１．７％）（包括２年内停药者２２例），男３６例，

女１０例，年龄６．５±２．８岁；不稳定组９９例 （其中２９例第１年属于稳定组，２年内停药者１２例），男

７２例，女２７例，年龄６．１±２．５岁。（１）哮喘控制率、控制稳定性分布：１４５例患儿随访达到２年时的

哮喘控制率为７９．５％。控制稳定与不稳定的比率为０．４６：１，稳定组达停药者２２例 （４７．８％）显著多

于不稳定组停药者１２例 （１２．１％）。（２）哮喘控制稳定性不良相关因素分析：两组间性别、年龄、病

程、合并其他过敏性疾病、联合免疫治疗的比例等均无差异，但是稳定组过敏原阳性比例显著低于不稳

定组。治疗前两组间的各肺功能指标均无明显差异 （犘＞０．０５）；随访达１年时稳定组ＰＥＦ％ｐｒｅｄ显著

高于不稳定组 （犘＜０．０５），余肺功能指标无差异；随访达２年时稳定组与不稳定组间各肺功能指标均

无明显差异 （犘＞０．０５）。对控制持续不佳的８例患儿进行药物基因学检测，其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

激素受体１基因 （７１ＣＲＨＲ１）均为ＧＧ型。结论　规范随访管理达到２年及以上的１４５例哮喘患儿的２

年时点哮喘控制率接近８０％；而控制持续稳定者为３１．７％；停控制药者可达２３．４％ 。除了患儿特应性

及肺功能受损外，哮喘患儿对药物治疗的反应性亦可能影响哮喘控制的长期稳定性。在哮喘长程控制治

疗及随访过程中，结合患儿特应性特征、规律监测肺功能受损情况等有助于了解哮喘控制状态的稳定

性，同时应考虑不同患儿对哮喘控制治疗的反应性，为个体化治疗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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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３０

牛奶蛋白过敏的研究现状

张圆圆１，２汤建萍２

１．南华大学；２．湖南省儿童医院

牛奶蛋白过敏 （Ｃｏｗ′ｓＭｉｌｋ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ｌｌｅｒｇｙ，简称ＣＭＰＡ）是小儿最常见的食物过敏之一，是指

机体免疫系统对牛奶蛋白的高反应性，主要与围产期环境、肠粘膜发育、宫内致敏有关，由 速发型

ＩｇＥ、迟发型非ＩｇＥ及混合型三种免疫机制介导，可涉及全身各个系统，并以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和皮

肤症状为主要表现。ＣＭＰＡ的诊断需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综合进行，双盲食物激发试验仍是诊

断金标准，饮食回避及饮食替代是治疗食物过敏的有效方式，而免疫疗法近几年也成为近期研究热点。

总之，及早诊断和治疗牛奶过敏不仅可解除牛奶过敏本身对婴幼儿的不良影响，而且有益于中止和延缓

过敏从皮肤、消化道，发展到呼吸道过敏 （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过敏进程。

犘犗０３１

不同途径的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哮喘患儿的
早期免疫学指标的影响研究

皇惠杰 刘晓颖 侯晓玲 朱康 任亦欣 李珍 关辉 刘永革 向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１０００４５

目的 了解哮喘患儿经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后早期免疫学指标的动态变化，探讨不同途径免疫治疗

对血清免疫学指标的影响。方法　收集尘螨致敏的学龄期哮喘患儿７８例，分为皮下免疫治疗组 （ＳＣＩＴ

组，狀＝３７）、舌下免疫治疗组 （ＳＬＩＴ组，狀＝４１），采用病例自身对照研究。治疗前、６个月和１２个月

时监测血清屋尘螨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ｄ１）、粉尘螨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ｄ２）、屋尘螨特异性ＩｇＧ４ （ｓＩｇＧ４

ｄ１）、粉尘螨特异性ＩｇＧ４ （ｓＩｇＧ４ｄ２）及总ＩｇＥ （ＴＩｇＥ）浓度变化。结果 ＳＣＩＴ组于治疗６个月时

ｓＩｇＧ４ｄ１及ｓＩｇＧ４ｄ２浓度即较治疗前显著升高 （０．３８ （０．０８～２．０７）ｖｓ１．７９ （０．２５～７．９２），０．３４

（０．１５～１．８３）ｖｓ１．８１ （０．１６～４．６８），犘＜０．０５）；治疗１２个月时较治疗６个月时ｓＩｇＧ４ｄ２持续升高

（１．８１ （０．１６～４．６８）ｖｓ２．４７ （０．３２～５．７２），犘＜０．０５），同时ｓＩｇＥｄ１、ＴＩｇＥ浓度显著降低 （犘＜

０．０５）；治疗１２个月时较治疗前各免疫学指标均有显著改善，ｓＩｇＥｄ１、ｓＩｇＥｄ２、ＴＩｇＥ显著降低，

ｓＩｇＧ４ｄ１、ｓＩｇＧ４ｄ２显著升高 （犘＜０．０５）。ＳＬＩＴ组于治疗６个月时ｓＩｇＥｄ１、ｓＩｇＥｄ２、ＴＩｇＥ浓度均

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犘＜０．０５），ｓＩｇＧ４ｄ１及ｓＩｇＧ４ｄ２浓度无明显变化；治疗１２个月时较治疗６个

月时各免疫学指标均无明显变化；治疗１２个月时较治疗前ｓＩｇＥｄ１、ｓＩｇＥｄ２、ＴＩｇＥ浓度显著降低

（５０．１０ （１．３５～１７９．５０）ｖｓ２７．３ （０．３７～２０５．５０），５９．５０ （１．１９～２３１．６０）ｖｓ３１．４ （０．４５～２００．７０），

３３７．００ （５．２１～１５２１．００）ｖｓ１１７．００ （３．５０～１０７６．００），犘＜０．０５），ｓＩｇＧ４ｄ１、ｓＩｇＧ４ｄ２浓度无显著变

化。结论 不同方式的免疫治疗可能通过不同的免疫机制达到治疗效果，ＳＬＩＴ可能不一定通过ＩｇＧ４的

升高达到治疗的疗效，提示两种免疫治疗的机制仍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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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３２

犜犺犲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犮犲狅犳犌犪犾犲犮狋犻狀１０犻狀犪狋狅狆犻犮犱犲狉犿犪狋犻狋犻狊狅犳犮犺犻犾犱狉犲狀

ｚｈａｎｇｌｉ，Ｔａｎｇ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湖南省儿童医院４１００００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Ｄ）ｉｓａ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ｓｋ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ｒａｓｈｏｆＡＤ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ｈｅｌｉｄｏｎ，ｐｏｐｌｉｔｅａｌｆｏｓｓａ，ｗｒｉｓｔｓ，ｓｃａｌｐ，ｅｙ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ｊ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ｆｌｅｘｏｒｓｋｉｎｆｏｌｄｓ，ｉｔｓｍａ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ｉｔｃｈｉｎｇ，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ｌｅｘ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ｋｉｎｅｃｚｅｍａ

ｒａｓｈｅｓ，ｏｆｔｅｎ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ｂｙａｒｉｓｅｉｎｓｅｒｕｍＩｇＥａｎｄｓｋｉ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ｉｎｐｒｏ

ｔｅｉｎａｆ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ｓ，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ｕｄｙ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ａｓ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

ａｓｔｈｍａ，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ｕｓｅｆｕｌ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Ｇａｌｅｃｔｉｎ

１０ａｓａｎｅｗ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ｒｋｅｒｓ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ｍａｙｂｅ．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ｅｎｄ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Ａ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ａｎｄｆｏｏｄａｌｌｅｒｇ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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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ｏｏｄ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ｓ，ｔｏｔａｌＩｇＥ（狉＝０．２０７，犘＜０．２０７）（狉＝０．２２２，犘＜０．０５）．４．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ｓｅｒ

ｕｍ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ｉｎｔｈｅｆｏｏｄｓＩｇＥ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 （７５％）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ｆｏｏｄｓＩｇＥｎｏｒｍａｌ

ｇｒｏｕｐ（５４％），犘＜０．０５．Ａｌｓｏ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ｓｅｒｕｍ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ｈａ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ｍｉｌｋｓＩｇＥ

（犘＝０．０３６，犘＜０．０３６），ｅｇｇｓＩｇＥ（犘＝０．０３２，犘＜０．０５），ａｎｄｎｏｔｗｉｔｈ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ｓＩｇＥ（犘＝０．３６０，ｐ

＞０．３６０）．５．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ｓｉｎｔｈｅｆｏｏｄｓＩｇＥ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６８％）

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ｆｏｏｄｓＩｇＥ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 （４３％），犘＜０．０５．６．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ｓｅｒｕｍＧａｌｅｃ

ｔｉｎ１０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ｗａ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ｇ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１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７６％；

１３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６１％；３７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４９％；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７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２１％；犘＜０．０５）．７．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

ｔ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ｅｒｕｍ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ＥＡＳＩｓｃｏｒｅｓ）ｗｅｒｅ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狉＝０．２１６，犘＜０．０５）．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１．Ｓｅｒｕｍ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

ｍａｔｉｔｉｓ，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Ａ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２．Ｓｅｒｕｍ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１０ｍａｙｂ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

ｆｏｏ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ｅｓｉｎＡＤ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ｅｓｉｎ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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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３３

中山地区粉尘螨滴剂舌下含服治疗小年龄及多重过敏的
变应性鼻炎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刘翔腾 王桂兰 容嘉妍 黄娟 林嘉镖 林汉炼 王冰洁 杨赛

广东省中山市博爱医院５２８４０３

目的　评估粉尘螨滴剂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ｕｂ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ＬＩＴ）对小年龄及多重

过敏的变应性鼻炎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回归分析１３０例接受粉尘螨滴剂ＳＬＩＴ治疗２年且随访

资料完整的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患者资料。根据皮肤点刺试验或血清特异性过敏原检

测，按照是否单纯尘螨 （粉尘螨或／和屋尘螨）过敏分为单一过敏组及多重过敏组，按照年龄分为低年

龄组 （＜５岁）、高年龄组 （≥５岁），按照患者所在地区分为城市组、农村组，通过不同时点 （治疗前、

３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１８个月、２４个月）鼻炎症状评分 （ｔｏｔａｌｎａｓ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ｓｃｏｒｅ，ＴＮＳＳ）对

疗效进行评价。结果　１３０例给予舌下含服脱敏治疗的变应性鼻炎中，滴药半小时内出现不良反应的有

９例，发生率为６．９２％ （９／１３０），治疗前、治疗后第３个月、６个月，单一过敏组ＴＮＳＳ明显低于多重

过敏组 （Ｚ＝－５．８６，６．６９２，５．８０３，Ｐ均＜０．０５），治疗后第１２个月开始，两组的ＴＮＳＳ无明显差异

（Ｚ＝－０．８０４，１．０３０，０．４５５，Ｐ均＞０．０５）。治疗前、治疗后第３个月，低年龄组ＴＮＳＳ明显高于高

年龄组 （Ｚ＝－３．２２５，２．９５５，犘＜０．０５），治疗后第６个月开始，两组 ＴＮＳＳ无明显差异 （Ｚ＝－

０．１５９，０．１００，０．４９８，１．４９３，Ｐ均＞０．０５）。农村组和城市组在治疗前后的ＴＮＳＳ无明显差异。结

论　粉尘螨滴剂舌下脱敏治疗对小年龄及多重过敏的变应性鼻炎患者有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

犘犗０３４

优质护理服务对小儿支原体肺炎的疗效探讨

李晓燕

郑州市儿童医院４５００５３

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针对患有支原体肺炎小儿的治疗效果和并发症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２

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因支原体肺炎而于我科住院治疗的患儿２１０例，按随机分配原则将其分为对照组

（１０５例）和试验组 （１０５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实验组在采用优质护理方案，观察分析两组患儿

的治疗效果、并发症及患儿家属的满意程度。结果　通过对比分析，试验组患儿的恢复情况、并发症发

生概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试验组患儿家长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通过实施优质护理能够明显提高支原体肺炎患儿的临床治疗效果，降低并发

症发生情况，改善护理工作满意度，该方案值得在今后护理服务中广泛推广。

犘犗０３５

新型社交媒体在儿童哮喘长程管理中的应用

陈实 吴少皎 陈冰 王灵 曾霞

海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哮喘防治中心５７０１０２

目的　为了拓展医患沟通渠道，实时便捷的传播与更新哮喘防治知识提高儿童哮喘病人的依从性，

更好的服务于患者。方法　应用新型社交媒体，建立 《海南省医陈实团队》微信公众号，系统整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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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患教、便民信息，提供一条龙式自助式服务，同时实现信息的双向互动。由专业医护团队及志愿者

联合在后台运营开设患者教育、哮喘科普专栏，提供科学、专业的信息，制作发布吸入药物和装置的使

用视频，将患者教育由枯燥的文字转变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多媒体信息。详实的提供医护团队专家

的简介、出诊时间、和出行信息在线回答患者的咨询。结果　儿童哮喘长程管理微信公众号的建立与运

作３个月，使１０００多名医护及哮喘过敏患者及家长积极关注踊跃提问，在线管理过敏性哮喘和／或鼻炎

患儿３００余例，发布视频公告及科普宣传信息２９条，使患者受益受到好评。结论　随着新型社交媒体

一微信的深入普及，为微信平台的搭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海南省医陈实团队》微信公众号的创建及

在儿童哮喘长程管理中的应用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沟通更加高效、便捷、经济。拓展了患者教

育的渠道，提升了医疗护理质量及效率、增进医患互信，正确的认识哮喘掌握吸入技能与预防知识、规

范化的家庭护理、及时有效的沟通与互信是降低发病率提高哮喘控制水平的关键，微信公众号的建立为

此插上移动互联网的翅膀，更加高效、便捷并增进与患者的全方位沟通，减少了患者就医成本，树立哮

喘病医护团队品牌，促进医患互信从而实现儿童哮喘这样的慢性呼吸道常见病的高效优质管理，彰显公

益性使其应用前景广阔，可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犘犗０３６

哮喘患儿呼出气一氧化氮水平与气道可逆性的相关性研究

刘欣 冯雍 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１１０００４

目的　探讨哮喘患儿ＦｅＮＯ水平与气道可逆性的相关性及其在哮喘病情评估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门诊就诊的哮喘患儿

１６１例，根据过敏情况分为过敏组与非过敏组，所有入组患儿均进行ＦｅＮＯ及支气管舒张试验测定，分

析两组患儿ＦｅＮＯ水平与支气管舒张改善率的相关性。结果　 （１）过敏组的哮喘患儿ＦｅＮＯ水平明显

高于非过敏组 （犘＝０．００２）。 （２）过敏组的哮喘患儿ＦｅＮＯ水平与支气管舒张的改善率呈显著正相关

（犘＜０．０５），与基础肺功能ＦＥＶ１％、ＦＥＶ１／ＦＶＣ％、ＦＥＦ５０％、ＦＥＦ２５％、ＦＥＦ７５／２５％呈负相关 （犘

＜０．０５），与ＦＶＣ％、ＰＥＦ％、ＦＥＦ７５％无明显相关性 （犘＞０．０５）；（３）非过敏组的哮喘患儿ＦｅＮＯ水

平与支气管舒张改善率及基础肺功能均无明显相关性 （犘＞０．０５）。结论　对于存在过敏体质的哮喘患

儿，ＦｅＮＯ水平与气道可逆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可作为该类哮喘患儿预测气道可逆性及评估哮喘病情的

一个良好的无创性指标。而对于无过敏体质的哮喘患儿，ＦｅＮＯ水平则不能有效反应气道可逆性变化。

犘犗０３７

三种过敏原检测方法在婴幼儿犃犇食物过敏的应用价值

邱芬 汤建萍

湖南省儿童医院４１０００７

特应性皮炎 （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Ｄ），是常见的慢性反复发作的瘙痒性、炎症性皮肤病。多见于

儿童和青少年，常伴有嗜酸性粒细胞和血清总ＩｇＥ升高，患者或家族常伴有过敏性疾病史。ＡＤ的发病

率逐年升高，约３５％ ＡＤ患者与食物过敏相关。因此在ＡＤ的诊治中，明确及有效的规避致敏原是防

治ＡＤ重要方法之一。目的　探讨ＳＰＴ、血清特异性ＩｇＥ和食物特异性ＩｇＧ三种检测手段在ＡＤ食物过

敏的应用价值，评估三种过敏原检测手段的相关性、一致性；分析不同年龄阶段患者部分食物过敏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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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方法　通过ＳＰＴ、食物ｓＩｇＥ和ｓＩｇＧ三种检测方法检测１００例ＡＤ患者及２０例健康婴幼儿食物过

敏原，按年龄、检测方法分组比较检测结果，同时随访８５例患者规避饮食后皮疹情况。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

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结果　１．ＡＤ患者 （狀＝１００）食物ｓＩｇＥ、食物ｓＩｇＧ阳性率显著高于例健康对照

组 （狀＝２０）。２．ＡＤ患儿食物ＳＰＴ、食物ｓＩｇＥ和ｓＩｇＧ三种检测结果的阳性率不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χ２＝５１．８２，犘＜０．０１），以食物ｓＩｇＧ检测结果阳性率最高，为８１．０％。３． 不同年龄 ＡＤ患儿，

ＳＰＴ、食物ｓＩｇＥ和食物ｓＩｇ检测结果阳性率存在差异。６月以内患者，ＳＰＴ阳性率最高，其次是食物

ｓＩｇＧ；７～１２月患者，ＳＰＴ、食物ｓＩｇＧ阳性率均为８０．０％；１２月以上患者，食物ｓＩｇＧ阳性率最高。

同时发现，食物ｓＩｇＥ、食物ｓＩｇＧ与年龄存在正相关。４．本研究随访８５例ＡＤ患者，经治疗和规避可

疑过敏原后疗效显著者６５例，未见皮疹改善者２０例。１３例患儿规避牛奶后再次进食有８例复发和

（或）加重，２８例患儿规避鸡蛋后再次进食后有１６例出现复发和 （或）加重。结论　１．皮肤点刺试验，

食物ｓＩｇＥ及ｓＩｇＧ检测可作为３岁以内ＡＤ患儿过敏原检测方法。２．ＳＰＴ可以作为６月以内ＡＤ患儿食

物过敏的检测手段之一。

犘犗０３８

血清维生素犇水平与儿童哮喘急性发作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冯雍 张丽 蔡栩栩 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１１０００４

目的　探讨血清维生素Ｄ水平与儿童哮喘急性发作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３月

至２０１４年３月因哮喘急性发作就诊的患儿４９例。依据儿童哮喘急性发作严重程度分级标准，将患儿分

为轻度发作组、中度发作组和重度发作组。对比三组患儿人口学资料、血清２５羟维生素Ｄ及总ＩｇＥ水

平，并分析血清２５羟维生素Ｄ与总ＩｇＥ水平的相关性。结果　共筛选入组哮喘急性发作患儿４９例，

轻度发作组２０例、中度发作组１５例和重度发作组１４例。三组患儿的性别比例、年龄、身高和体重均

无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从血清２５羟维生素 Ｄ水平来看，三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 （犘＜

０．００１），中度 ［（１５．３０±４．９７）ｎｍｏｌ／Ｌ］和重度 ［（１３．８７±３．３３）ｎｍｏｌ／Ｌ］发作组患儿血清２５羟维

生素Ｄ水平明显低于轻度发作组 ［（３５．７７±１３．６４）ｎｍｏｌ／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０１）；重

度发作组患儿血清２５羟维生素Ｄ水平虽略低于中度发作组，但并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犘＝０．７０１）。

从血清总ＩｇＥ水平来看，虽然三组之间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但随着发作程度的加重，总ＩｇＥ

水平有逐渐增高的趋势。哮喘急性发作患儿血清２５羟维生素Ｄ与总ＩｇＥ之间呈负相关，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本研究提示低水平维生素Ｄ可能与儿童哮喘发作程度的加重及总ＩｇＥ水平

增高有关。足量维生素Ｄ可能通过下调总ＩｇＥ而降低急性发作的程度，维生素Ｄ补充治疗可能成为预

防或治疗儿童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的一种有效途径。

犘犗０３９

儿童腺样体肥大术前肺功能检查的临床意义

宋西成 贾传亮

烟台毓璜顶医院２６４０００

目的　探讨腺样体肥大患儿术前肺功能检查对临床诊疗的指导意义。方法　２０１３．０１２０１６．１２就诊

于烟台毓璜顶医院诊断为腺样体肥大并需手术治疗的住院患者２０８例，年龄３１０岁，平均为５．６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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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５岁患者１０２例，男性患儿１２２例，女性患儿８６例。对于５岁以下儿童采用潮气呼吸法，５岁以上

采用常规通气法。主要参数及结果判读参照２０１４ 《儿童肺功能检测及评估专家共识》。主要指标为达峰

时间比 （ＴＰＴＥＦ／ＴＥ，正常为２８％５５％，轻度阻塞为２３％２７％，中度阻塞为１５％２２％，重度阻塞为

＜１５％），一秒用力呼气容积 （ＦＥＶ１，哮喘间歇和轻度持续ＦＥＶ１占预计值＞８０％，中度持续ＦＥＶ１

占预计值６０％７９％，重度持续ＦＥＶ１占预计值＜６０％）。临床疑诊哮喘患儿行支气管舒张试验，ＦＥＶ１

改善率＞１２％判定为阳性。结果　腺样体肥大合并哮喘患儿６８例，占３２．７％；另外，３９例合并变应性

鼻炎；５２例合并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初次肺功能检测正常者９７例，对于哮喘和小气道功能降低患者，

给予雾化吸入 （普米克、万托林、爱全乐）治疗三天，复查肺功能均有不同程度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犘＜０．０５），考虑可以全麻手术 （ＴＰＴＥＦ／ＴＥ在２３％５５％，ＦＥＶ１占预计值＞８０％）。结论　对

于腺样体肥大患儿，肺功能检查可有效的评估是否可以耐受全麻手术，雾化吸入可有效的改善腺样体肥

大患儿肺功能状态。

犘犗０４０

沙美特罗替卡松对学龄期哮喘儿童作用的临床研究

潘剑蓉 郁志伟 顾晓虹

无锡市人民医院、儿童医院２１４０２３

目的　沙美特罗替卡松 （ＩＣＳ／ＬＡＢＡ）气雾剂 （２５／１２５μｇ）对４６周岁儿童哮喘治疗有效性和安全

性的研究。方法　４６周岁支气管哮喘学龄前儿童共１１１例，随机对照分为３组，沙美特罗替卡松气雾

剂组、氟替卡松气雾剂组、氟替卡松气雾剂＋孟鲁司特组。治疗半年，观察治疗效果。结果　三组患儿

均不会使用糖皮质激素干粉剂，且不能配合肺通气功能检查。经六个月的临床治疗观察后，我们发现三

组在临床症状上无明显差异；但需要到医院就诊的人数，沙美特罗替卡松气雾剂组少于其他两组 （犘＜

０．０５）。并且沙美特罗替卡松气雾剂组的平均费用明显低于其他两组。治疗６个月后，沙美特罗替卡松

气雾剂组对血皮质醇浓度及ＢＭＤ值均无明显影响 （犘＞０．０５），也未见其他不良反应。结论　研究表明

虽然在改善临床症状方面沙美特罗替卡松气雾剂无明显优势，但可以减少急性发作医院就诊次数和改善

生命质量，并且其费用明显低于丙酸氟替卡松＋孟鲁司特组。治疗过程中我们没有发现严重不良反应。

犘犗０４１

犈犳犳犻犮犪犮狔犪狀犱狊犪犳犲狋狔狅犳犪２狔犲犪狉狊狋犲狆犱狅狑狀犪狀犱狑犻狋犺犱狉犪狑犻狀犺犪犾犲犱

犮狅狉狋犻犮狅狊狋犲狉狅犻犱狊狊狋狉犪狋犲犵狔犳狅狉犪狊狋犺犿犪狋犻犮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狉犲犮犲犻狏犻狀犵

犺狅狌狊犲犱狌狊狋犿犻狋犲犪犾犾犲狉犵犲狀犻犿犿狌狀狅狋犺犲狉犪狆狔

ＨｅＣｈｕｎｈｕｉ１，ＬｉＸｉｎｇ
２，ＬｉｎＪｕｎＨｏｎｇ

１，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ｇ
２，ＣｈｅｎＲｏｎｇＳｈａｎ

１，ＹｕＪｉａＬｕ１，

ＬｉｕＹｉｎｇＦｅｎ
１，ＪｉａｎｇＷｅｎＨｕｉ

１，ＣｈｅｎＣｈｅｎ１，ＤｅｎｇＬｉ
１，ＪｉｅＺｈｏｕ１

１．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２．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ｉｎｈａｌｅｄｃｏｒｔｉｃｏｓｔｅｒｏｉｄｓ（ＩＣ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ｕｎｄｅｒｉｎｔｅｎｓｅｄｅｂａｔｅｄｕｅｔｏｉｔｓ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ｃｌｅａｒｌｙｄｅｆ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Ａ２ｙｅａｒＩＣＳ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ｆｏｒ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３

ｙｅａｒ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ＣＩＴ）．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ａｉｍｅｄｔｏｒｅｐｏｒｔｉｔｓ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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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ｆｅｔｙ．犕犲狋犺狅犱狊　１３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ａｓｔｈｍａ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ｓｔｈｍ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Ａｓｔｈｍａ（ＧＩＮＡ）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ＩＣＳｗａｓ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ｍｅｔ

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ｅｐｕｆｆｐｅｒｄａｙｗｉｔｈｇｏｏ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ａｔｌｅａｓｔ６ｍｏｎｔｈ，ＦＥＶ１／ＦＶＣ≥８０％

ａｎｄＳＣ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ｏｎｅｆｏｒ２４ｍｏｎ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ｓｔｈｍ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ｓｔ（ＣＣＡＴ），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ａｃｈｏｌｉｎｅ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ｗｅ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ｅｎｄｐｏｉｎｔｓ．犚犲狊狌犾狋狊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

１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ｅｒ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ｔ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ｆｏｒｅＳＣＩＴ，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１０（ｒａｎｇ，１２４）ｍｏｎｔｈｓｏｆ

ａｓｔｈｍ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２４（ｒａｎｇｅ，２３２４．５）ｍｏｎｔｈｓｏｆ

ＳＣＩＴ．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ＩＣＳ，ｔｈｅＰＤ２０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ｆｒｏｍ０．２１３ｍｇ（ｒａｎｇｅ，０．０２３１．８４０ｍｇ）ｔｏ

１．０１３ｍｇ（ｒａｎｇｅ，０．０４０２．５００ｍｇ）（犘＝０．０９５）．Ａｆｔ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Ｔ，ＣＣＡＴａｎｄＦＥＶ１／ＦＶＣ

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ＴｈｅＰＤ２０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ｄｉａｎ，２．３２０ｍｇ，ｒａｎｇｅ，０．３００２．５ｍｇ）

（犘＝０．００２）ｗｉｔｈ５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Ｎｏ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ａｎ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ｓｔｈ

ｍ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ａｓｎｏ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ｅｄ．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ｕｄ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２ｙｅａｒｓｔｅｐｄｏｗｎ

ａｎｄ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ＩＣ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ａｓｔｈｍａ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ＨＤＭＳＣＩＴｗｉｔｈ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

犘犗０４２

婴儿牛奶蛋白过敏与胃食管反流的关系研究

孙明芳 江米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３１０００３

胃食管反流 （ＧＥＲ）与牛奶蛋白过敏 （ＣＭＡ）都是婴儿期常见的疾病。近年来，关于两者之间关

系的研究越来越多，有报道认为１岁以内婴儿的ＧＥＲ，约５０％可能与ＣＭＡ有关。ＣＭＡ的临床表现是

非特异性的，可表现为呼吸道症状、消化道症状、皮肤症状及全身症状。而ＧＥＲ的临床表现也多种多

样，表现为反复呕吐、喂养困难、呕血、生长受限、体重下降、缺铁性贫血、呼吸道疾病、窒息，甚至

婴儿猝死综合症等。ＧＥＲ与ＣＭＡ的部分临床表现在婴儿期是相互重叠的，给临床的诊断和治疗造成

困惑。但ＣＭＡ还常常累及皮肤，可表现为湿疹、红斑、荨麻疹、接触性皮炎等皮肤症状，有助于鉴

别。因此全面认识ＣＭＡ在婴儿ＧＥＲ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

文试图阐述婴儿ＣＭＡ与ＧＥＲ相关的研究进展，包括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

犘犗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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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狔犮狅狆犾犪狊犿犪犘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犘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犻狀犆犺犻犾犱狉犲狀

ｓｈａｎｌｉｓｈｅ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１１０００４

犗犅犑犈犆犜犛　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ａｖｅ

ｎｏｕｓ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ＩＶＩＧ）ｏｒｍｅｔｈｙｌｐｒｅｄｎｉｓｏｌｏｎｅｉｎ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ＲＭＰＰ）ｃｈｉｌｄｒｅｎ．犕犈犜犎犗犇犛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ＲＭＰＰ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ｔｏｇｒｏｕｐＡ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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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ＩＡ）＋ ｍｅｔｈｙｌｐｒｅｄｎｉｓｏｌｏｎｅ），ｇｒｏｕｐＢ（ＩＡ＋ＩＶＩＧ）ｏｒｇｒｏｕｐＣ（ＩＡａｌｏｎ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

７ｄａ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ｇｒｏｕｐＣ１ （ＩＡ ＋

ｍｅｔｈｙｌｐｒｅｄｎｉｓｏｌｏｎｅ）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２（ＩＡ＋ＩＶＩ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ｓｗｅ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ｅｂｒｉｌｅｐｅｒｉｏ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ｏｔａｌｆｅｂｒｉｌｅｐｅｒｉｏｄ（Ｆ３），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ｔｅｌｅｃｔａｓｉｓ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ｌｅｕｒａｌｅｆｆｕｓｉｏｎｄｉｓａｐ

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ＲＰ，Ｄｄｉｍｅｒ，ａｎｄＬＤＨ 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ｄ．犚犈犛犝犔犜犛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Ｃ，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Ｂ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ｂｅｔｔ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ｒａｔｅｓｏｆ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ｔｅｌｅｃｔａｓｉｓ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ｌｅｕｒａｌｅｆｆｕｓｉｏｎｄｉｓ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ＣＲＰ，ＤｄｉｍｅｒａｎｄＬＤＨａｆｔｅｒａ７ｄａ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ｕｒｔｅｅｎ

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ｌ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ｅｔｔｅｒｌａｂｏ

ｒ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ＧｒｏｕｐＣ１ｓｈｏｗｅｄｓｈｏｒｔｅｒＦ３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ＲＰａｎｄＬＤＨ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Ｃ２．

Ｏｖｅｒａｌｌ，ｇｒｏｕｐＡ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Ｆ３，ａｌｓｏｈａｓｔｈｅｌｏｗｅｓｔＣＲＰａｎｄＬＤＨ．犆犗犖犆犔犝犛犐犗犖犛　Ａｚｉｔｈｒｏ

ｍｙｃｉｎｗｉｔｈＩＶＩＧｏｒｍｅｔｈｙｌｐｒｅｄｎｉｓｏｌｏｎｅ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ＲＭＰＰ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ｈａｎ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ａ

ｌｏｎｅ．ＢｏｔｈｍｅｔｈｙｌｐｒｅｄｎｉｓｏｌｏｎｅａｎｄＩＶＩＧｓｅｅｍｔｏｂ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ＲＭＰＰ，ａｎｄｃ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ｓ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犘犗０４４

过敏性紫癜患儿入院早期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
对预测不良事件的价值

周浩 陈智荷 刘烨 刘晓英 冯杰 崔玉霞

贵州省人民医院５５０００２

目的　探讨过敏性紫癜 （ＨＳＰ）患儿入院早期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 （ＮＬＲ）与发生不良事件

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贵州省人医院儿科２０１５．３．１２０１６．３．３０期间确诊的过敏性紫癜住院患儿

的临床资料包括首次血常规ＮＬＲ。纳入研究对象分为四组：１）过敏性紫癜无严重并发症；２）合并胃

肠道症状 （出血）；３）合并肾脏损害；４）合并胃肠道症状＋肾脏损害。使用受试者工作曲线 （ＲＯＣ）

并计算曲线下面积，根据约登指数确定ＮＬＲ对ＨＳＰ患儿出现不良事件的最佳预测值。结果　共有１３６

例患儿符合纳入标准，其中男８４人，占６１．８％，女５２人，平均年龄８．０２±２．８７岁。四组ＮＬＲ比值

中位数 （四分位间距）分别为：１．７５ （１．２２２．４６）、３．６ （２．８７４．１２）、１．４５ （１．１３２．３１）、３．７５

（３．０１４．３６），ＨＳＰ组出现胃肠道并发症组的ＮＬＲ值明显高于 ＨＳＰ组和 ＨＳＰ合并肾脏损害组 （犘＜

０．００１）。ＲＯＣ曲线分析显示，ＮＬＲ预测 ＨＳＰ患儿出现胃肠道不良事件发生的曲线下面积 （ＡＵＣ）为

０．８９４ （９５％ＣＩ０．８４５～０．９２１，犘＜０．０５），最佳的诊断截点值为２．９，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８７％和

８３％；以ＮＬＲ的截点值２．９为分界将患者分为两组 （ＮＬＲ≥２．９组及ＮＬＲ＜２．９组），ＮＬＲ≥２．９组患

者住院平均日及皮疹反复出现的发生率高于ＮＬＲ＜２．９组 （犘＜０．０５）。结论　高水平ＮＬＲ与 ＨＳＰ患

儿出现胃肠道出血不良事件密切相关，早期评估ＮＬＲ水平对于判断 ＨＳＰ患儿早期预后具有一定的临

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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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４５

儿童喘息的犌犔犆犆犐１和犆犚犎犚１基因多态性与疗效观察

丁颖 姜志虎 车大钿 吴蓓蓉 顾浩翔 李志玲 曾娜 陆敏

上海市儿童医院２０００４０

目的　探讨ＧＬＣＣＩ１基因的ｒｓ３７９７３位点和ＣＲＨＲ１基因的ｒｓ２４２９４１位点的多态性与糖皮质激素治

疗儿童喘息疗效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上海市儿童医院门诊及住院

诊断为儿童喘息的患儿共１７６例，将其中检测ＧＬＣＣＩ１基因的ｒｓ３７９７３位点和ＣＲＨＲ１基因的ｒｓ２４２９４１

位点的多态性的患儿为个体化治疗组，其余患儿为常规治疗组，同时收集记录所有患儿的性别、年龄、

住院天数、发作程度、全身使用激素天数、Ｂ２受体激动剂使用天数、肺功能 （４岁以上）、血清ＩｇＥ水

平、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呼出气一氧化氮水平 （ＦｅＮＯ）等临床资料，对于检测出激素治疗敏感

基因的患儿的吸入激素量减半，比较两组间的临床资料。同时检测激素治疗敏感基因患儿的ＡＤＲＢ２基

因的ｒｓ１０４２７１３位点，分为Ｂ２受体激动剂治疗敏感组和非敏感组，比较两组间的全身使用激素天数、

Ｂ２受体激动剂使用天数。结果　个体化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的性别、年龄、喘息发作程度、血清ＩｇＥ、

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及部分患儿 （＞４岁）的肺功能、ＦｅＮＯ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而

两组Ｂ２受体激动剂使用天数、全身激素的使用天数、住院天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个体化

治疗组Ｂ２受体激动剂使用天数、全身激素的使用天数、住院天数更少，而Ｂ２受体激动剂治疗敏感组

和非敏感组两组间的全身使用激素天数、ｂ２受体激动剂使用天数无差别。结论　中国汉族儿童存在

ＧＬＣＣＩ１基因的ｒｓ３７９７３位点和ＣＲＨＲ１基因的ｒｓ２４２９４１位点的多态性，且大部分患儿激素治疗敏感，

其检测有助于儿童喘息的糖皮质激素药物的个体化选择，并减少激素的用量，药物治疗敏感类型的患者

无论Ｂ２肾上腺素受体的反应性如何均能达到满意治疗效果。

犘犗０４６

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在儿童支气管哮喘合并
过敏性鼻炎诊治中的应用价值

郭梓君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探讨呼出一氧化氮水平 （ＦｅＮＯ）作为一种无创性炎症指标对儿童支气管哮喘治疗效果评估

的临床实用性。方法　入选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就诊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初诊为支气管哮喘合并过敏

性鼻炎儿童８６例 （９±２岁），给予为期８周的布地奈德 （８０微克／４．５微克／吸，ｂｉｄ）吸入治疗，检测

治疗前、治疗后４周、８周的ＦｅＮＯ水平、肺功能ＦＥＶ１％、ＰＥＦ和哮喘控制评分 （ＣＡＣＴ）。结果　８６

例支气管哮喘合并过敏性鼻炎儿童 （９±２岁）治疗前的ＦｅＮＯ水平为 （４１±４）ｐｐｂ、肺功能ＦＥＶ１％

为 （９１．５１±１．６８）％、ＰＥＦ为２４８±７８和ＣＡＣＴ为１９．３７±０．４８。支气管过哮喘合并过敏性鼻炎儿童

在吸入布地奈德治疗４周、８周后的ＦｅＮＯ水平较治疗前显著下降 （犘＜０．０１；犘＝０．０１５），治疗前后

的ＦｅＮＯ水平均高于儿童标准范围 （５２０ｐｐｂ）。治疗后４周、８周的ＦＥＶ１％及ＰＥＦ均较治疗前显著改

善 （犘＜０．０５），治疗后的ＣＡＣＴ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 （犘＜０．０１）。治疗８周后的ＦＥＶ１％与ＣＡＣＴ评

分呈正相关 （ｒ＝０．２３８，犘＝０．４１），治疗前、治疗后４周、８周的ＦｅＮＯ与ＰＥＦ呈正相关 （ｒ＝０．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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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０．０１；ｒ＝０．３６２，犘＝０．０１；ｒ＝０．５１２，犘＜０．０１）。结论　ＦＥＮＯ测定有助于评估儿童哮喘合并过

敏性鼻炎的控制情况。

犘犗０４７

血清２５ （犗犎）犞犻狋犇３测定在支气管哮喘患儿中的临床意义

高锦萍 胡丹 茅志萍 缪敏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２１５６００

目的　探讨血清２５ （ＯＨ）ＶｉｔＤ３和血清总ＩｇＥ浓度在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及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７２例儿童支气管哮喘患者及５８例健康儿童 （对照组）的血清２５ （０Ｈ）

ＶｉｔＤ３及总ＩｇＥ水平。结果　支气管哮喘组血清２５ （ＯＨ）ＶｉｔＤ３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显著

（犘＜０．０１）；支气管哮喘组总ＩｇＥ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犘＜０．０１）。结论　血清２５ （ＯＨ）

ＶｉｔＤ３水平与儿童支气管哮喘的发生密切相关，提示维生素Ｄ缺乏是哮喘发作的重要原因之一。监测哮

喘患儿血清维生素Ｄ水平，纠正维生素Ｄ不足或缺乏，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治疗哮喘的重要手段。

犘犗０４８

枸地氯雷他定与开瑞坦治疗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比较研究

古庆家 赵李冰 黄莉

四川省人民医院６１００７２

目的　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是一种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疾病，国内调查显示，

ＡＲ患者约占耳鼻咽喉科门诊患者的１／５，占全部鼻腔鼻窦疾病门诊患者的１／３，已成为耳鼻咽喉科门

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ＡＲ和支气管哮喘同属ＩｇＥ介导的呼吸道变态反应性炎症，两者关系密切且常在

同一患者中并存 【１、２】。４０％的ＡＲ患者可合并支气管哮喘 【３】。根据症状持续时间分为间隙性变应

性鼻炎和持续性变应性鼻炎。根据患者症状的严重程度，以及是否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包括睡眠、日常

生活、工作和学习），将变应性鼻炎分为轻度和中—重度。该病近年来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虽然

该病一般不需住院治疗，不会引起生命危险但它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降低生活和工作效率 【４、５】。

如不及时治疗可继发鼻窦炎、分泌性中耳炎、哮喘以及紧张和焦虑情绪等多种并发症 【３】。为进一步评

价枸地氯雷他定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我科于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应用枸地

氯雷他定 （商品名：贝雪，扬子江药业集团）治疗变应性鼻炎２００例，并对其疗效及不良反应等相关问

题进行研究。观察枸地氯雷他定治疗治疗变应性鼻炎 （ＡＲ）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将患者随机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１００例，治疗组予以枸地氯雷他定片８．８ｍｇ，连续口服１个月，１次／日。对照

组予以开瑞坦１０ｍｇ，连续服用１个月。所有观察患者均不使用糖皮质激素及其他抗组胺药物。观察两

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及体征记分和临床疗效。结果　治疗组显效５８例，有效３４例，无效７例，总有效

率９２．９％；对照组显效２７例，有效４８例，无效２３例，总有效率７６．５％；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枸地氯雷他定片治疗ＡＲ临床疗效优于氯雷他定，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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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４９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东北地区１０年螨变应原诱发的过敏性疾病调查分析

柴若楠 林小平 谢华 宋薇薇

沈阳军区总医院全军呼吸及过敏反应诊治中心１１００１５

目的　了解东北地区十年螨变应原诱发的过敏性疾病病种及特征，为东北地区过敏性疾病的防治提

供依据。方法　本研究采用我科信息系统数据库，统计自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共１０年的过敏性

疾病人数，并结合数据库中皮肤点刺试验 （ｓｋｉｎｐｒｉｃｋｔｅｓｔ，ＳＰＴ）结果，对螨变应原诱发的过敏性疾病

的病种、性别、年龄、职业、环境、季节、致敏程度等进行统计及分析研究。结果　１０年来我科就诊

总人数为１５７１００人次，就诊病种主要为哮喘、鼻炎、荨麻疹、皮炎、湿疹、结膜炎、紫癜等。由螨变

应原引起的过敏性疾病最多的是过敏性哮喘，其次是变应性鼻炎、荨麻疹、皮炎。结论　东北地区螨孳

生多见，易引起过敏，且患者四季均可发病。加强居室环境螨类控制，是减轻螨病症状和减少过敏发作

的重要预防措施。

犘犗０５０

蒺藜花、叶、茎抗原液皮肤点刺试验研究

王学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１０００３８

目的　探讨并验证蒺藜科植物蒺藜是一种新型过敏原，提高对蒺藜过敏的认识和临床诊治。方法　

按照标准方法制备草本植物蒺藜的花、叶、茎的抗原液，用原液进行皮肤点刺试验，对随机抽取的２４

例受试者的病史资料进行临床分析，并分析蒺藜与这些过敏性疾病的关系。结果　２４例受试者中，过

敏性鼻炎１８例，哮喘８例，荨麻疹１２例，无过敏病史５例。对蒺藜点刺试验呈阳性者１９例，阴性者５

例；在蒺藜阳性受试者中，对蒺藜及其他常见致敏花粉同时过敏者１０例，只对蒺藜过敏者９例。结论

　本研究结果证实蒺藜是一种新发现的植物过敏原，但对其致敏蛋白的鉴定、病理生理学机制和致病方

式等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犘犗０５１

气道变应性疾病差异表达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定位分析极其功能研究

薛金梅１赵长青１祁雪萍１李强１李宏梅２李元惠２

１．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２．山西医科大学

目的　检测季节性变应性鼻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ＳＡＲ）与ＳＡＲ合并哮喘者鼻黏膜差异表

达基因，并对差异基因行染色体定位和功能分析。方法　利用标准化的 Ａｆｆｙｍｅｔｒｉｘ公司生产的 Ｕ１３３

ｐｌｕｓ２基因芯片检测季节性变应性鼻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ＳＡＲ）与ＳＡＲ合并哮喘者鼻黏膜基

因表达谱差异，并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对检测结果中的差异基因行染色体定位和功能分析。结果　Ｓ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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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ＳＡＲ合并哮喘者鼻黏膜比较差异８倍以上共有３９４个基因，其中表达上调 ［信号比的对数值 （ＳＬＲ）

≥３］有２８１个，表达下调 （ＳＬＲ≤３）有１１３个。从表达差异的基因在染色体定位分析，发现除５个

基因未知其定位外，其余所有差异表达基因散在分布在各条染色体上，但以１号染色体为最多，有３６

个 （占９．１３％），其次是２号、３号、１１号、６号和１７号染色体上分别有３０个 （占７．６１％）、２７个

（占６．８５％）、２５个 （占６．３５％）、２１个 （占５．３３％）和１７个 （占５．０８％）。而差异表达的基因发生在

染色体短臂 （ｑ）上有２１０个 （占５３．３％）。将差异表达的基因功能分类，属于基因转录基因最多 （９１

个，占２３．２％），其次是信号转导 （８０个，２０．３％）、免疫应答 （６２个，１５．７％）、多种酶活性 （２４个

．６．０９％）、膜受体结合活性 （２２个，５．５８％）、细胞结构蛋白活性 （２１个，５．３３％）、细胞增殖 （１７

个，４．３１％）。还有功能未知的基因及ＥＳＴ有７８个，占１９．８％。结论　气道变应性疾病差异表达基因

散在分布在各条染色体上，但以１、２、３、１１、６和１７号染色体差异表达基因居多。变应性鼻炎并发哮

喘发生是多基因表达调控的结果，这７大类 （基因转录、信号转导、免疫应答、多种酶活性、膜受体结

合活性、细胞增殖、细胞结构蛋白活性）相关基因异常是今后研究气道变应性疾病的重要基因。

犘犗０５２

矮豚草花粉对正常人支气管上皮细胞物理屏障功能的影响

冯彦 王斌全 张克军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０３０００１

目的　研究矮豚草花粉对正常人支气管上皮细胞物理屏障功能的影响及其对细胞间紧密连接蛋白表

达的影响。方法　选取矮豚草花粉提取物进行研究。体外气液界面培养正常人类支气管上皮细胞

（ＮｏｒｍａｌＨｕｍａｎ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ＮＨＢＥ），将矮豚草花粉提取物作用于ＮＨＢＥ细胞，通过上

皮细胞细胞跨膜电阻 （ＴｒａｎｓＥｐｉｔｈｅｌｌ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ＥＥＲ）和 ＦＩＴＣ右旋糖苷通透性的变化，

评价上皮细胞物理屏障功能的变化；同时，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ｏｌｔ观察 ＮＨＢＥ细胞间紧密连接蛋白 （Ｏｃ

ｃｌｕｄｉｎ、Ｃｌａｕｄｉｎ１和ＺＯ１）及粘附连接蛋白 （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表达水平。结果　矮豚草花粉提取物可以损

害ＮＨＢＥ细胞间物理屏障功能，降低ＮＨＢＥ细胞的ＴＥＥＲ，增加其ＦＩＴＣ右旋糖苷通透性，这种作用

呈时间和剂量依赖性。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ｏｌｔ结果显示部分紧密连接蛋白和粘附连接蛋白表达减低。结论　矮豚

草花粉可以减弱正常人支气管上皮细胞的物理屏障功能，引起气道上皮细胞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在气道

变应性疾病的早期致敏和加重发病中起一定的作用。

犘犗０５３

６狆２１３区域和哮喘相关的犘犅犡２基因变异
在中国人群中和过敏性鼻炎的相关性研究

赵亚丽 张媛 张罗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１００７３０

背景　过敏性鼻炎是一种鼻粘膜的慢性炎性疾病，其发病和遗传及环境因素均相关，属于复杂的遗

传疾病。过敏性鼻炎和哮喘属于 “同一气道，同一疾病”。关于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遗传学研究发现，

部分基因的遗传变异和两种疾病均相关。本研究将在中国过敏性鼻炎患者中对在哮喘的全基因组关联分

析中发现的基因变异进行分析，以期发现其和过敏性鼻炎的相关性。方法　本研究收集４０２例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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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过敏性鼻炎的中国汉族患者，收集４１６例在年龄、性别、地区及民族均匹配的正常对照。签署知情同

意书，抽取外周血，从外周血白细胞提取基因组ＤＮＡ。选取在日本人群进行的哮喘的全基因组关联研

究中发现的１２个ＳＮＰｓ作为候选变异。应用时间飞行质谱的方法对所有样本的ＤＮＡ进行基因变异的分

型。应用关联研究的方法分析过敏性鼻炎患者和正常对照中１２个变异位点的等位基因及基因型频率差

异，探讨其和过敏性鼻炎的相关性。结果　过敏性鼻炎和正常对照间等位基因频率差异分析显示位于基

因组６ｐ２１．３区域ＰＢＸ２基因的ｒｓ２０４９３３变异的Ｃ等位基因和过敏性鼻炎相关 （犘＝０．０００６，Ｐ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０．０３４０）；过敏性鼻炎和正常对照间基因型频率差异分析显示，该位点基因型的显性模型 （ＰＴ／Ｃ＋

Ｃ／Ｃｖｓ．Ｔ／Ｔ＝７．３７×１０５）及共显性模型 （ＰＴ／Ｃｖｓ．Ｔ／Ｔ＝１．９８×１０４，ＰＣ／Ｃｖｓ．Ｔ／Ｔ＝０．００４）分析

均具有显著差异，进一步提示ＰＢＸ２基因变异和过敏性鼻炎的相关性。结论　这些结果提示位于

６ｐ２１．３区域和哮喘相关的ＰＢＸ２基因和中国的过敏性鼻炎相关，其可能为位于主要组织相容抗原区既

和过敏性鼻炎相关又和哮喘相关的又一基因。

犘犗０５４

瞬时受体电位通道犜犚犘犕８在冷刺激诱发哮喘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刘海沛 刘全华 鲍一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２０００９２

目的　探讨瞬时受体电位通道ＴＲＰＭ８在冷刺激诱发哮喘中的作用。方法　应用卵蛋白建立哮喘小

鼠模型，免疫组化方法比较野生型小鼠及野生型哮喘小鼠肺组织ＴＲＰＭ８蛋白表达；分离、培养哮喘小

鼠支气管上皮细胞并进行分组处理：对照组 （３７℃培养）、冷刺激组 （１８℃培养）、冷刺激 （１８℃培养）

＋ＢＣＴＣ组 （ＴＲＰＭ８特异性拮抗剂），比较各组炎症因子 （ＩＬ１β、ＩＬ４及 ＧＭＣＳＦ）ｍＲＮＡ表达水

平。结果　①ＴＲＰＭ８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哮喘小鼠肺组织阳性细胞分布及染色强度高于正常小鼠组；

②冷刺激组ＩＬ１β、ＩＬ４及ＧＭＣＳＦｍＲＮＡ水平较对照组及ＢＣＴＣ组显著增高 （犘＜０．０１或０．０５），对

照组与ＢＣＴＣ组表达水平趋于一致，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结论　ＴＲＰＭ８在哮喘小鼠肺组织中表达增

高，ＴＲＰＭ８参与了冷刺激诱发哮喘小鼠支气管上皮细胞炎症反应的过程。

犘犗０５５

犗犘犖及其受体基因多态性与变应性鼻炎相关性的研究

张志海 洪苏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４０００１６

目的　研究发现骨桥蛋白 （ｏｓｔｅｏｐｏｎｔｉｎ，ＯＰＮ）在哮喘的发病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多项研究

表明，哮喘患者外周血ＯＰＮ浓度明显升高；ＯＰＮ与哮喘患者ＩＬ５和嗜酸性粒细胞增加显著相关；变

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患儿经过舌下免疫治疗后外周血ＯＰＮ浓度降低。基于 “同一气道，

同一疾病”的理念，ＯＰＮ亦参与到ＡＲ的疾病过程，但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我们拟从单核苷酸基因多

态性 （ｓｉｎｇｌｅｎｕｃｅｏｔｉｄｅｐｏｌｉｍｅｒｐｈｉｓｍｓ，ＳＮＰｓ）入手，探讨ＯＰＮ及其受体基因多态性与成人变应性鼻

炎的关系，以期发现 ＡＲ的易感基因。方法　收集１０２０例 ＡＲ和１１７３例对照组成人静脉血。提取

ＤＮＡ，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ｌｅｎｇｔｈｐｏｌｙｍｏｒ

ｐｈｉｓｍ，ＰＣＲＲＦＬＰ）技术，对ＯＰＮ的３个位点 （ｒｓ９１３８、ｒｓ１１２６６１６、ｒｓ１１２６７７２）和ＯＰＮ的４个受体

的各２个位点 （ＩＴＧＡ４：ｒｓ１４４９２６３和ｒｓ３７７０１３６，ＩＴＧＡＶ：ｒｓ３７３８９１９和ｒｓ３９１１２３８，ＩＴＧＢ３：ｒｓ５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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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ｒｓ２０５６１３１，ＣＤ４４：１８７１１６和ｒｓ１６９２７０６１），共１１个位点进行基因分型，同时使用直接测序进行分

型验证。结果　ＡＲ组和对照组的基因分型结果均符合哈迪温伯格平衡 （犘＞０．０５）。采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统计分析，下列几个位点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在ＡＲ组中明显高于对照组：ｒｓ９１３８ＡＡ基因型及 Ａ等

位基因 （犘＜０．００１）；ｒｓ１１２６６１６ＣＣ基因型及Ｃ等位基因 （犘＜０．００１）；ｒｓ１１６７７２ＡＧ基因型及Ｇ等位

基因 （犘＜０．００１）。ＯＰＮ受体α４ （ＩＴＧＡ４）ｒｓ１４４９２６３ＡＡ基因型及Ａ等位基因 （犘＜０．００１）；ＯＰＮ受

体ＣＤ４４ｒｓ１８７１１６ＴＴ基因型及Ｔ等位基因 （犘＜０．００１）。其余位点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ＯＰＮ的３个位点ｒｓ９１３８，ｒｓ１１２６６１６，ｒｓ１１２６７７２，ＯＰＮ受体ＩＴＧＡ４的位点ｒｓ１４４９２６３和受体ＣＤ４４的

位点ｒｓ１８７１１６与变应性鼻炎有相关性。

犘犗０５６

犜犳犺细胞在变应性鼻炎中的作用机制

陈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以变应性鼻炎患者为研究对象，采集外周血和局部粘膜组织标本，研究变应性鼻炎患者发病

过程中Ｔｆｈ细胞的变化规律，并通过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体外培养技术，探讨Ｔｆｈ细胞与Ｔｒｅｇ细胞间的调控关

系，从而进一步探索ＡＲ的发病机制，并针对其机制过程，寻找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方法　１．收集门诊

单一变应原敏感的变应性鼻炎患者及健康对照者的外周血，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对比两者的Ｔｆｈ细

胞的数量。及在变应性鼻炎患者的发作期及缓解期Ｔｆｈ细胞数量的变化。２．收集鼻中隔偏曲伴有变应

性鼻炎及不伴有变应性鼻炎患者的下鼻甲，研磨成匀浆，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Ｔｆｈ细胞，通过Ｌｕｍｉ

ｎｅｘ检测可溶蛋白ＩＬ２１、Ｂｃｌ６等因子的数值。３．体外分选变应性鼻炎患者及健康对照者的Ｔｒｅｇ细胞及

Ｔｆｈ细胞，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共培养，验证Ｔｒｅｇ细胞对Ｔｆｈ细胞的抑制作用。４．用ＲＮＡ干涉技术抑制ＣＸ

ＣＲ５表达，观察变应性鼻炎患者Ｔｆｈ细胞数的变化 （试验进行中）。结果　１．变应性鼻炎患者的外周血

中Ｔｆｈ细胞的数量较健康对照组升高。２．变应性鼻炎患者发病期的Ｔｆｈ细胞的数量较缓解期增多。３．

在变应性鼻炎患者的下鼻甲中Ｔｆｈ细胞数量、可溶蛋白ＩＬ２１、Ｂｃｌ６等数值较不伴有过敏性鼻炎的鼻中

隔偏曲患者增高。４．Ｔｒｅｇ细胞对Ｔｆｈ细胞有抑制作用。结论　１．变应鼻炎患者的外周血及鼻粘膜组织

中Ｔｆｈ细胞数增多，并且在发作期比缓解期的数量增多。２．变应性鼻炎患者的可溶蛋白ＩＬ２１、Ｂｃｌ６等

的数量增多。

犘犗０５７

犿犻犚犖犃基因多态性与中国儿童变应性鼻炎伴
或不伴哮喘遗传易感性研究

胡
!

洪苏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４０００１６

目的　近期的研究报导，多种 ｍｉＲＮＡ的基因多态性位点在变应性鼻炎和哮喘的发病中起重要作

用。中国儿童变应性鼻炎患儿伴发哮喘的发病率逐年升高。本部分旨在讨论５个 ｍｉＲＮＡ （ｍｉＲ１４６ａ，

ｍｉＲ１９６ａ２，ｍｉＲ４９９，ｍｉＲ１４９ａｎｄｍｉＲ５８５）的ＳＮＰ位点与儿童变应性鼻炎伴或不伴哮喘的相关性。方

法　我们收集１７６例儿童变应性鼻炎患者、１２４例儿童变应性鼻炎伴哮喘患者及２０４例健康对照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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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周血标本进行研究。提取血液样本ＤＮＡ，运用ＰＣＲＲＦＬＰ及ＤＮＡ直接测序法对样本中７个基因

多态位点 ｍｉＲ１４６ａ （ｒｓ２９１９１６３，ｒｓ５７０９５３２９ａｎｄｒｓ６８６４５８４），ｍｉＲ１９６ａ２ （ｒｓ１１６１４９１３），ｍｉＲ４９９

（ｒｓ３７４６４４４），ｍｉＲ１４９（ｒｓ２２９２８３２）ａｎｄｍｉＲ５８５（ｒｓ６３２７６９３５）进行基因分型。结果　所有儿童变态反

应性鼻炎病、变态反应性鼻炎伴哮喘例组及健康对照组样本的７个 ｍｉＲＮＡ基因的ＳＮＰ分型结果均符

合哈迪温伯格平衡 （犘＞０．０５）。样本ＰＣＲＲＦＬＰ实验结果和ＤＮＡ直接测序结果相吻合。儿童变应性

鼻炎病例组和变应性鼻炎伴哮喘组中ｍｉＲ１４９的ｒｓ２２９２８３２位点ＣＣ基因型及Ｃ等位基因频率显著高于

对照组 （犘＜０．０５），具有统计学差异；更重要的是，在变应性鼻炎伴哮喘的患儿组中，ＣＣ基因型和Ｃ

等位基因频率也显著高于变应性鼻炎患儿组。而其它６个 ｍｉＲＮＡ基因的ＳＮＰ频率在变应性鼻炎患儿

组、变应性鼻炎伴哮喘和健康对照儿童组中均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结论　儿童变应性鼻炎及变应性鼻

炎伴哮喘的遗传易感性与ｍｉＲ１４９基因多态性有明显相关性；ｍｉＲＮＡ中ｍｉＲ１４９的ｒｓ２２９２８３２位点的基

因多态性与变应性鼻炎和变应性鼻炎伴哮喘的易感性有关；在变应性鼻炎患儿中，ＣＣ基因型的患儿更

易感哮喘。

犘犗０５８

糖皮质激素对犻犘犛犆犕犛犆狊免疫调节功能的影响

王丹１，２孙悦奇１，２史剑波１，２付清玲１，２

１．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中山大学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目的　人诱导性多潜能干细胞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 （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ｄｅｒｉｖｅｄＭｅｓｅｎ

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ｉＰＳＣＭＳＣｓ）对过敏性炎症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糖皮质激素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

是当前治疗过敏性疾病最常用的药物。有文献报道骨髓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 （ＢＭＭＳＣｓ）与糖皮质激

素之间存在相互抵抗作用，但糖皮质激素是否会影响ｉＰＳＣＭＳＣｓ的免疫调节作用仍不清楚，本研究旨

在验证糖皮质激素对ｉＰＳＣＭＳＣｓ免疫调节功能的影响，为ｉＰＳＣＭＳＣｓ的临床转化应用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分离健康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ＰＢＭＣ），经羧基荧光素二醋酸盐琥珀酰亚胺酯 （ＣＦＳＥ）染色

后，按１０：１细胞浓度比例和ｉＰＳＣＭＳＣｓ共培养，并同时加入淋巴细胞增殖刺激物 （ａｎｔｉＣＤ３＋ａｎｔｉ

ＣＤ２８，０．４μｇ／ｍｌ＋０．４μｇ／ｍｌ）；在上述共培养体系基础上再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地塞米松 （ＤＥＸ），７２

小时后收集细胞进行流式细胞术检测淋巴细胞的增殖比例，ＥＬＩＳＡ检测上清ＩＦＮγ和 ＴＮＦα浓度。建

立接触性超敏反应 （ＣＨＳ）小鼠模型，用１％恶唑酮 （ｏｘａｚｏｌｏｎｅ）涂耳进行致敏激发，在激发前给予不

同干预处理：①ｉＰＳＣＭＳＣｓ、②ＤＥＸ、③ｉＰＳＣＭＳＣｓ＋ＤＥＸ，最后一次激发后２４小时收集小鼠耳朵进

行ＨＥ染色，测量上皮厚度，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组织ＩＦＮγ和 ＴＮＦα水平，称量耳后淋巴结重量。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体外实验：ｉＰＳＣＭＳＣｓ能够明显地抑制淋巴细胞增殖，而ＤＥＸ

不影响ｉＰＳＣＭＳＣｓ对淋巴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但ＤＥＸ能够下调由ｉＰＳＣＭＳＣｓ刺激ＰＢＭＣ产生的

ＩＦＮγ和ＴＮＦα。体内实验：和ＣＨＳ小鼠模型对照组相比，ＤＥＸ＋ｉＰＳＣＭＳＣｓ干预可明显减轻局部引

流淋巴结重量、抑制耳朵局部炎症反应，并下调局部组织ＩＦＮγ和 ＴＮＦα的表达水平；但和ｉＰＳＣ

ＭＳＣｓ单独干预的小鼠相比无明显差异。结论　糖皮质激素不影响ｉＰＳＣＭＳＣｓ对过敏性炎症的免疫调

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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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５９

孕期维生素犇缺乏对子鼠犜犺１／犜犺２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魏真真 鲍一笑 陈威威 王磊 华丽 余晓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２０００９２

目的　探讨孕期维生素Ｄ缺乏及补充对子鼠Ｔｈ１／Ｔｈ２免疫调节功能的影响。方法　４８只８周龄

ＳＤ大鼠分为三组，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组，简称Ｃ组）、孕期维生素Ｄ缺乏组 （ＶＤＤ组）及孕期维生素

Ｄ补充组 （ＶＤＳ组）各１６只。Ｃ组给予正常饲料 （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８００ＩＵ／ｋｇ），ＶＤＤ组及ＶＤＳ组给予维

生素Ｄ缺乏饲料 （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２５ＩＵ／ｋｇ）。喂养４周后按雌雄比２：１合笼。妊娠成功后Ｃ组及ＶＤＳ组

给予正常饲料，ＶＤＤ组继续维生素Ｄ缺乏饲料。分娩后三组均给予正常饲料。妊娠第１０天 （孕中期）

用ＬＣ／ＭＳ／ＭＳ检测维生素Ｄ水平。至子鼠４周龄时检测维生素Ｄ水平，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Ｔｈ１／

Ｔｈ２比例，酶免法检测血浆中ＩＦＮγ、ＩＬ４表达水平。结果　Ｃ组、ＶＤＤ组及ＶＤＳ组孕鼠孕中期２５

（ＯＨ）Ｄ水平分别为 （２３．２３±２．０８）、（５．５２±２．３６）及 （１１．３５±１．８４）ｎｇ／ｍＬ；子鼠２５ （ＯＨ）Ｄ水

平分别为 （７．１５±１．３０）、（０．９３±０．２２）及 （６．８２±１．３７）ｎｇ／ｍＬ。ＶＤＤ组孕鼠及子鼠维生素Ｄ水平

均明显低于 Ｃ组和 ＶＤＳ组 （犘＜０．０５）。Ｃ组、ＶＤＤ组及 ＶＤＳ组子鼠 Ｔｈ１／Ｔｈ２细胞比例分别为

（０．９０±０．３５），（０．２４±０．０８）及 （０．９４±０．２６）。与Ｃ组相比，ＶＤＤ组Ｔｈ１／Ｔｈ２比例显著向Ｔｈ２极

化，而ＶＤＳ组Ｔｈ２极化有显著改善 （犘＜０．０５）。Ｃ组、ＶＤＤ组及ＶＤＳ组ＩＦＮγ水平分别为 （６．５９±

０．７８）、（５．８６±１．０９）及 （６．５６±１．２０）ｐｇ／ｍｌ；ＩＬ４水平分别为 （１．９４±０．３８）、 （２．１３±０．２９）及

（１．８９±０．４３）ｐｇ／ｍｌ。与Ｃ组和ＶＤＳ组相比，ＶＤＤ组ＩＦＮγ水平显著降低，ＩＬ４水平显著升高 （犘＜

０．０５）。结论　孕期维生素Ｄ缺乏可导致子代Ｔｈ１／Ｔｈ２向Ｔｈ２极化，ＩＦＮγ／ＩＬ４向ＩＬ４漂移。补充维

生素Ｄ后Ｔｈ２极化和ＩＬ４漂移得到明显改善。

犘犗０６０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犘犃犐１犵犲狀犲狆狅犾狔犿狅狉狆犺犻狊犿狅犳犱狌狊狋犿犻狋犲

犪犾犾犲狉犵犲狀狊犻狀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狅犳犛狅狌狋犺犆犺犻狀犪

ＺｅｎｇＨｕａｓｏｎｇ，Ｌｉ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Ｚｈｉ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５１０１２０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ｐｌａｓｍｉｎ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１（ＰＡＩ１）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ａｌｌｅｒｇｙ．犕犲狋犺狅犱　１６０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ａｌｌｅｒｇｙ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２０１３ｔｏ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ｉ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ｗｅｒｅｃｈｏｓｅｎ，ａｎｄ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ｓａｌｌｅｒｇ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Ａｌｌｅｌ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ａｓＰＣＲ）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

ｌｙｚｅＰＡＩ１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ｗａｓ

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ｐｌａｓｍａＰＡＩ１ｌｅｖｅｌｓ．犚犲狊狌犾狋狊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

ＰＡＩ１４Ｇ／４Ｇ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４Ｇａｌｌｅｌｅ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５Ｇ／５Ｇ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ＰｌａｓｍａＰＡＩ１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４Ｇ／４Ｇｃａｒｒｉｅｒ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５Ｇ／５Ｇ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犘＜０．０５）．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ＰＡＩ１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ｍａｙｂｅａ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

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ｎｄｄｅｅｐ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ＰＡＩ１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ｓｍａｙｇｕｉｄｅ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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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６１

昆明地区过敏性鼻炎及哮喘患者家庭优势尘螨种调查

廖然超 余咏梅 邱吉蔚 徐学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６５００３２

目的　调查昆明地区尘螨致敏的过敏性鼻炎及哮喘患者家庭尘螨的种类及比例，确定优势螨种，为

尘螨的防治提供依据。方法　以确诊尘螨致敏的过敏性鼻炎及哮喘患者为研究对象，于２０１０年８月到

２０１１年８月入户收集研究对象家庭的尘土样本，分离其中螨虫样本，并制作玻片在显微镜下对物种进

行确定。结果　３５个患者家里收集２８７份样本，检出尘螨２０４份，检出率７１．１％，共发现螨４２７５只，

在分析的的３４５９个标本中，主要致敏螨种前三位的依次为粉尘螨 （７４．９％），户尘螨 （２３．６％）和热带

无爪螨 （１．１％）；对不同生活环境螨密度的数据分析表明，床垫的平均螨密度最高，达到３２１只螨／克

尘土，其次为床褥 （２７１只螨／克尘土）和沙发 （１６２只螨／克尘土）。８至９月平均螨密度在至月达最高

峰，１月至３月密度最低。结论　昆明地区室内优势螨种为粉尘螨，其次为屋尘螨和热带无爪螨，平均

螨密度在至８９月达最高峰。

犘犗０６２

犆犆犚３基因敲除对小鼠变应性鼻炎嗜酸性粒细胞的影响实验研究

朱新华 黄泉龙 刘月辉 彭海森 刘轲 黄芸 王嘉麟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３３０００６

目的　观察ＣＣＲ３基因敲除对变应性鼻炎小鼠鼻粘膜病理改变及嗜酸性粒细胞变化影响。方法　利

用ＣＣＲ３基因敲除小鼠与野生型小鼠，使用ＯＶＡ构建变应性鼻炎动物模型，检测鼻粘膜病理变化，运

用ＲＴＰＣＲ检测小鼠骨髓、外周血 、鼻腔灌洗液中颗粒蛋白 （ＥＣＰＭＢＰＥＰＯ）ｍＲＮＡ表达水平，运

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ｔｉｎｇ检测小鼠骨髓、外周血及鼻腔灌洗液中颗粒蛋白 （ＥＣＰＭＢＰＥＰＯ）表达量。结果

　１、ＣＣＲ３基因敲除小鼠与野生型小鼠相比鼻部症状明显改善，鼻黏膜病理改变明显减轻。２、ＣＣＲ３

基因敲除小鼠与野生型小鼠相比较，在骨髓、外周血及鼻腔灌洗液中ＥＯＳ颗粒蛋白 （ＥＣＰＭＢＰＥＰＯ）

ｍＲＮＡ及蛋白量的表达明显减低 （犘＜０．０５）结论　敲除ＣＣＲ３基因可抑制ＥＯＳ分化发育、迁移及组

织浸润，进而抑制ＡＲ，可能成为治疗ＡＲ的选择。

犘犗０６３

犃犮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狅犳狆狉狅狋犲犪狊犲犪犮狋犻狏犪狋犲犱狉犲犮犲狆狋狅狉２犲犾犻犮犻狋狊

犲狆犻狋犺犲犾犻犪犾犿犲狊犲狀犮犺狔犿犪犾狋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犎犅犈犮犲犾犾狊狏犻犪犚犺狅犃狊犻犵狀犪犾犻狀犵

ＧｕＨａｏ，ＧｅＡｉ，ＧｕＹｉｈａｎｇ，ＨｕａｎｇＭａｏ，ＺｅｎｇＸｉａ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１００２９

犃犻犿狊　Ａｓ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ｖｅｎｔ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ｉｒｗａｙ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ＭＴ）ｏｆ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ｏｃｃｕｒｓｉｎａｒａｎｇｅ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ｐｕｌｍ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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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ｒｙ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Ｓｉｎｃｅ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２（ＰＡＲ２）ｉｓｗｅｌ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ｔｏｂ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ｉｎａｉｒｗａ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ｌｉｔｔｌｅｉｓｋｎｏｗｎａｂｏｕｔｉｔｓｒｏｌｅｉｎＥＭＴｓｏｆａｒ．Ｏｕｒ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ＡＲ２

ｏｎＥＭＴａｎｄ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犕犲狋犺狅犱狊　Ｗｅｕｓｅｄｈｕｍａｎ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ＨＢＥ）

ｃｅｌｌｓｔｏｂ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ｗｉｔｈｔｒｙｐｔａｓｅ（ａｎａｔｕｒ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ｏｆＰＡＲ２）ａｎｄａ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ｏｆＳＬＩＧＫＶＮＨ２

（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ｇｏｎｉｓｔｏｆＰＡＲ２）．ＥＭＴ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ｂｙ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ｃｅｌｌ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ｓｅｎｃｈｙ

ｍａ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犚犲狊狌犾狋狊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ａｙ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ｂｏｔｈｔｗｏ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ｃｅｌ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ｌｏｓｓｉｎ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ｓｉｎ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ａｎｄαｓｍｏｏｔｈｍｕｓｃｌｅａｃｔｉｎ（αＳＭＡ）．Ｂｙ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ｈｏＡ

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ｔｒｙｐｔａｓ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ｏｆＲｈｏＡ，Ｙ２７６３２，ａｌｍｏｓｔａｂｏ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

ｃｅｌ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ｗｏ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ｗｉｔｈａ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ａｎｄαＳＭＡ．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ｉｍｐｌｉ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２ｍａｙｅｌｉｃｉｔａｎｄ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ＥＭ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ＨＢＥｃｅｌｌｓｉｎｐａｒ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ＲｈｏＡ，ｗｈｉｃｈ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ｈｏＡｔｏＰＡＲ２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ＥＭＴ，ｈｉｎｔｉｎｇａｎｏｖｅ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ＰＡＲ２ａｓ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ａｒｇｅｔ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ｉｒｗａｙｒ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犘犗０６４

北京市空气中花粉调查及曝片染色过程质量控制

范尔钟 李颖 欧阳昱晖

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１００００５

目的　调查北京地区空气中各季节花粉种类、数量、季节消长与临床发病的关系，为过敏性鼻炎和

哮喘患者提供早期防御和治疗信息；从技术层面对花粉曝片、染色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确保

曝片染色的质量。方法　从２０１０年起每年３月１５日～１０月１５日历时７个月，对北京城郊１３个网点的

花粉曝片进行整理汇总、染色、计数和每日播报。并对各网点值班人员定时培训，对曝片和染色过程中

出现的质量问题分析讨论。结果　１．花粉实况花粉浓度预报 （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北京地区花粉播

报）。、、２． 花粉曝片染色过程要坚持质量控制。花粉曝片、染色优质片的标准是：、、．凡士林涂层薄厚

要适量、均匀 、、．中性品红琼脂染料取量要合适 、、．封片无气泡 （融化染料温度合适）、、．染料不外

溢 （封片后片子要平放一段时间直到琼脂染料凝固）、、．盖玻片位置居中、端正 、、．曝片日期清晰无

误 、、．镜下观，花粉粒应呈玫瑰红色，花粉粒表面纹饰、外壁等结构清晰，制片才算优质。结论　通

过对北京地区空气中主要致敏植物花粉名称和数量的监控，找出不同季节不同花粉播散高峰期的规律，

实现花粉实况花粉浓度预报，为过敏性鼻炎和哮喘患者提供早期预防和治疗信息。花粉大数据的准确获

取离不开花粉曝片染色的质量控制。

犘犗０６５

小鼠变应性鼻炎及空气污染模型的制备和分析

李颖 范尔钟 欧阳昱晖

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１００００５

目的　在变应性鼻炎的基础与临床研究中，动物造模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造模成功与否

将直接影响研究的结果，因而成为研究的关键步骤。通过对小鼠变应性鼻炎及空气污染模型的制备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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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探讨得到稳定、可靠造模结果的动物模型制备方法。方法　选取８１０周龄，成熟雌性ＢＡＬＢ／ｃ小

鼠５０只。随机分成单纯 ＡＲ （ＡＣ）组和对照 （ＣＣ）组各１０只，ＡＲ＋污染 （ＡＰ）组和对照＋污染

（ＣＰ）组各１５只，共四组。卵清蛋白 （Ｏｖａｌｂｕｍｉｎ，ＯＶＡ）致敏建立小鼠变应性鼻炎模型。２１天变应

性鼻炎造模结束后，将ＡＰ组和ＣＰ组小鼠进行每日不少于８小时的室外暴露，进行空气污染造模３０

天。实验结束取小鼠鼻腔及心、脾、肺组织，ＨＥ染色观察形态学特点及差异。结果　ＯＶＡ造模成功，

ＡＰ组和ＡＣ组小鼠均出现挠鼻、洗脸动作、鼻周红肿等症状。镜下ＡＰ组和ＡＣ组小鼠鼻腔可见下甲

黏膜下较多嗜酸性粒细胞、浆细胞及肥大细胞浸润，分泌型腺细胞大量增生，肺组织炎性细胞稍有增

加，肺泡间隔纤维结缔组织增生；ＣＰ组小鼠鼻腔黏膜下只是炎性细胞稍有增加，肺泡间隔稍有增生。

其余未见明显异常。结论　致敏造模成功，小鼠鼻腔及肺组织都产生了明显的病理形态学变化，方法可

靠，技术成熟。空气污染造模由于受时间较短和自然条件下空气污染程度无法控制等因素限制，在病理形

态学方面没有产生明显变化。要得到稳定、可靠的空气污染造模结果，造模方法还需进一步商榷和完善。

犘犗０６６

变应性鼻炎小鼠中犜犺１ （犆犇４＋犐犉犖狔＋犜犫犲狋＋）
变化与鼻粘膜病理学改变

覃泰杰 瞿申红 陈柏文 樊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５３００２１

目的　观察变应性鼻炎小鼠模型中Ｔｈ１细胞比例变化及鼻黏膜病理学改变。方法　运用卵清蛋白

（ＯＶＡ）联合氢氧化铝佐剂腹腔致敏，建立变应性鼻炎小鼠模型。分别在第１、８、１５天腹腔注射２００ｕｌ

（５０μｇＯＶＡ＋２ｍｇ氢氧化铝粉剂），第２９３６天２０μｌＯＶＡ （２００ｕｇ）滴鼻 （每鼻孔１０μｌ）激发。对照组

用等量ＰＢＳ致敏和激发，建立ＰＢＳ组。取小鼠鼻部标本，４％多聚甲醛固定过夜，１０％ＥＤＴＡ脱钙１

周、石蜡包埋、切片、行ＰＥ染色，制成病理切片，显微镜下观察比较两者病理学改变和嗜酸性粒细胞

浸润情况。取小鼠新鲜脾脏研磨，制成细胞悬浮液，调整细胞数为１Ｘ１０６／ｍｌ，加入离子霉素７５０ｎｇ／

ｍｌ，佛波酯５０ｎｇ／ｍｌ，蛋白转运抑制剂１ｕｌ／ｍｌ，３７℃，５％Ｃ０２共刺激培养４ｈ，胞外标记ＣＤ４，破膜后

胞内标记ＩＦＮγ，核内标记Ｔｂｅｔ，并设立同型对照组，检测Ｔｈ１表达比例的变化。结果　病理学改变：

与ＰＢＳ组相比，ＡＲ组鼻腔粘膜绒毛脱落稀疏，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明显。流式细胞检测：ＰＢＳ组Ｔｈ１

细胞比例 （１．９３８±０．３５５２），ＡＲ组 （５．７８８±１．５６６）， （犘＝０．０４３４，ｔ＝２．３９７Ｍｅａｎ±ＳＥＭ Ｎ＝

５）。结论　ＯＶＡ联合氢氧化铝佐剂建立的变应性鼻炎小鼠模型表现为１．鼻腔粘膜病理学改变以纤毛脱

落及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为主２．脾脏Ｔｈ１ （ＣＤ４＋ＩＦＮγ＋Ｔｂｅｔ＋）升高。

犘犗０６７

犕犻犮狉狅犚犖犃１４６犪靶向犜犔犚７／犕狔犇８８／犜犚犃犉６／犐犉犖β信号通路
在甲型流感病毒体外感染人鼻黏膜上皮细胞免疫应答中的作用机制

邓玉琴１严彦２ＫａｉＳｅｎＴａｎ２刘静２陶泽璋１王德云２

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２．新加坡国立大学耳鼻喉科

目的　本研究利用人Ｈ３Ｎ２甲型流感病毒体外感染人鼻黏膜上皮细胞 （ｈＮＥＣｓ），观察感染前后

ｍｉＲＮＡｓ与重要的模式识别受体通路 ＴＬＲ７／ＭｙＤ８８／ＴＲＡＦ６／ＩＦＮβ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变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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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ＲＮＡｓ参与调控病毒复制与宿主自然免疫应答中的效应及其分子机制。方法　采用 Ｈ３Ｎ２流感病毒

（ＭＯＩ＝０．１）感染人鼻黏膜上皮细胞 （ｈＮＥＣｓ），于感染０、８、１６、２４、４８及７２ｈ后收集细胞分泌的

上清液和裂解细胞的总ＲＮＡ。应用ｑＲＴＰＣＲ方法检测①病毒感染后 ｍｉＲ２１５ｐ、ｍｉＲ４４９ｂ５ｐ、ｍｉＲ

１５５３ｐ、ｍｉＲ３４ａ５ｐ、ｍｉＲｌｅｔ７ａ３ｐ和ｍｉＲ１４６ａ５ｐ的随观察时间点变化趋势；②ｍｉＲ１４６ａ５ｐ的序列

预测靶基因ＩＲＡＫ１、ＴＲＡＦ６的转录水平变化；③应对Ｈ３Ｎ２病毒感染的重要模式识别受体至Ｉ型干扰

素通路中ＴＬＲ７、ＭｙＤ８８、ＩＲＦ７以及ＩＦＮβ的转录水平变化；④采用Ｐｌａｑｕｅａｓｓａｙ检测 Ｈ３Ｎ２病毒在

ｈＮＥＣｓ细胞模型中的复制动力学。结果　Ｈ３Ｎ２流感病毒感染ｈＮＥＣｓ细胞，ｍｉＲ１４６ａ５ｐ表达水平随

感染时间呈上升趋势，感染后７２ｈ与阴性感染组相比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２，ｆｏｌｄｃｈａｎｇｅ为

４．７６）。ｍｉＲ１４６ａ的靶基因ＩＲＡＫ１、ＴＲＡＦ６的 ｍＲＮＡ水平在感染后随时间增加直到观察终点７２ｈ，

相关性分析显示ＴＲＡＦ６与 ｍｉＲ１４６ａ为正相关性 （犘＝０．００１４，ｒ＝０．５１９０）。ＴＬＲ７、ＭｙＤ８８、ＩＲＦ７

以及ＩＦＮβ的ｍＲＮＡ水平也在４８或７２ｈ累积达到最高 （犘＜０．０５）。Ｐｌａｑｕｅａｓｓａｙ结果显示Ｈ３Ｎ２流

感病毒感染ｈＮＥＣｓ后，释放的子代病毒滴度随时间呈指数级增加。结论　ｍｉＲ１４６ａ可能通过其靶基因

ＴＲＡＦ６参与了宿主应对 Ｈ３Ｎ２流感病毒的天然免疫反应，即Ⅰ型干扰素为主的抗病毒反应 （ＴＬＲ７／

ＭｙＤ８８／ＴＲＡＦ６／ＩＦＮβ通路）。我们的结果提示ｍｉＲ１４６ａ有望作为潜在治疗流感病毒感染所致鼻部黏

膜炎性反应的一个新型靶点。

犘犗０６８

犿犻犚２９犆犅７犎３犜犺１７轴在支气管哮喘中的作用研究

陈正荣 郝创利 季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呼吸科１０１６０２２８

目的　近来研究表明Ｔｈ１７细胞也参与了哮喘的发病。既往研究发现共刺激分子Ｂ７Ｈ３参与了哮喘

的免疫病理，其上游非编码ＲＮＡ （微小ＲＮＡ，ｍｉＲＮＡｓ）可以调控Ｂ７Ｈ３的表达，但具体机制不清。

本项目通过体内外实验旨在探讨ｍｉＲ２９ｃ能否调控Ｂ７Ｈ３的表达以及Ｂ７Ｈ３对Ｔｈ１７分化的作用，从

而阐明ｍｉＲ２９ＣＢ７Ｈ３Ｔｈ１７轴在支气管哮喘免疫病理中的作用。方法　以入住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呼吸科的哮喘患儿为研究对象，收集外周血单核细胞检测ｍｉＲ２９ｃ和Ｂ７Ｈ３的表达情况。构建ｍｉＲ２９ｃ

过表达和沉默表达的质粒转染人单核细胞细胞系ＴＨＰ１，分析Ｂ７Ｈ３表达情况。不同浓度小鼠Ｂ７Ｈ３

融合蛋白 （０．６，３．０，１５ｕｇ／ｍｌ）和Ｔｈ原始细胞共育，定量ＰＣＲ测定Ｔｈ１、Ｔｈ２、Ｔｈ１７、Ｔｒｅｇ标志

性转录因子表达。同时，以ＯＶＡ联合ＬＰＳ构建中性粒细胞型哮喘小鼠模型，并在致敏期用阻断型Ｂ７

Ｈ３单克隆抗体或Ｂ７Ｈ３融合蛋白干预，检测哮喘小鼠肺泡灌洗液Ｔｈ２、Ｔｈ１７标志性细胞因子。结果

　哮喘患儿急性发作期外周血单核细胞表明高表达膜型Ｂ７Ｈ３，而血浆中可溶性Ｂ７Ｈ３ （ｓＢ７Ｈ３）较

健康对照组患儿明显增高 （犘＜０．０５），经激素治疗后ｓＢ７Ｈ３明显下降 （犘＜０．０５）。与健康儿童比

较，哮喘患儿外周血单核细胞ｍｉＲ２９Ｃ呈低表达 （犘＜０．０５）。过表达 ｍｉＲ２９Ｃ可以下调ＴＨＰ１细胞

Ｂ７Ｈ３表达，而沉默ｍｉＲ２９Ｃ可以上调ＴＨＰ１细胞Ｂ７Ｈ３表达。荧光素酶报告系统证实 ｍｉＲ２９Ｃ存

在与Ｂ７Ｈ３ｍＲＮＡ结合的３′ＵＴＲ位点。小鼠Ｂ７Ｈ３融合蛋白与Ｔｈ原始细胞共育后Ｔｂｅｔ和ＲＯＲ

ｇＴ表达显著增高 （犘＜０．０１），且呈浓度依赖性。阻断型Ｂ７Ｈ３单克隆抗体 （ＭＩＨ３５）可以减少气道

炎性细胞的浸润，降低肺泡灌洗液ＩＬ４和ＩＬ１７水平；Ｂ７Ｈ３融合蛋白可以加剧哮喘小鼠气道炎症，

增加肺泡灌洗液ＩＦＮγ、ＩＬ４、ＩＬ１７的表达水平。结论　ｍｉＲ２９Ｃ可以调控Ｂ７Ｈ３的表达，而Ｂ７Ｈ３

又能促进Ｔｈ１７细胞分化。ｍｉＲ２９ＣＢ７Ｈ３Ｔｈ１７轴参与了中性粒细胞型哮喘的免疫病理。Ｂ７Ｈ３和

ｍｉＲ２９Ｃ可能为支气管哮喘干预治疗的新靶点和疗效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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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６９

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尘螨所致变应性鼻炎犐犔１７，
犐犔３５表达水平及犜狉犲犵／犜犺１７细胞平衡的影响

刘春苗 任秀敏 徐鸥 董金辉 王建星 张铭 尹雪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科０５００００

目的　研究尘螨阳性变应性鼻炎 （ＡＲ）患者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ＬＩＴ）前后外周血中ＩＬ１７，

ＩＬ３５表达水平及Ｔｒｅｇ细胞百分率、Ｔｈ１７细胞百分率的变化，以探讨舌下免疫治疗对ＩＬ１７，ＩＬ３５表

达水平及Ｔｒｅｇ／Ｔｈ１７细胞平衡的影响。方法　选取确诊为尘螨阳性并接受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患者

３０例为治疗组，用药１年后同患者为治疗后组，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双抗体夹心法，检测对照组及ＡＲ组治疗前后血清中的ＩＬ３５和ＩＬ１７的表达水平；采用流式

细胞术，检测对照组及ＡＲ组治疗前后外周血中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Ｔ细胞及ＣＤ４＋ＩＬ１７＋Ｔｈ１７细

胞占ＣＤ４＋ Ｔ细胞的百分率。结果　ＡＲ治疗前组ＩＬ１７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ＡＲ

治疗后组ＩＬ１７的表达水平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５．０３０，犘＜０．０５），但治疗后组

ＩＬ１７的表达水平仍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ＡＲ治疗前组ＩＬ３５的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犘＜

０．０５），ＡＲ治疗后组ＩＬ３５的表达水平较治疗前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４．０８３，犘＜０．０５），

ＡＲ治疗后组ＩＬ３５的表达水平仍低于对照组；ＡＲ治疗前组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Ｔｒｅｇ细胞占ＣＤ４＋

Ｔ细胞的百分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治疗后组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 Ｔｒｅｇ细胞占ＣＤ４＋ Ｔ

细胞的百分率较治疗前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１０．５８４，犘＜０．０５）；治疗后组ＣＤ４＋ＣＤ２５＋

Ｆｏｘｐ３＋ Ｔｒｅｇ细胞占ＣＤ４＋ Ｔ细胞的百分率仍低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ＡＲ治疗前组ＣＤ４＋ＩＬ１７＋

Ｔｈ１７细胞占ＣＤ４＋Ｔ细胞的百分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治疗后组ＣＤ４＋ＩＬ１７＋Ｔｈ１７细胞占

ＣＤ４＋ Ｔ细胞的百分率较治疗前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６．２５８，犘＜０．０５）。治疗后组ＣＤ４＋ＩＬ

１７＋Ｔｈ１７细胞占ＣＤ４＋ Ｔ细胞的百分率仍高于对照组。结论　特异性免疫治疗能够对变应性鼻炎患者

外周血中ＩＬ１７、ＩＬ３５的表达水平及Ｔｒｅｇ／Ｔｈ１７细胞平衡产生影响。

犘犗０７０

蜜蜂巢脾水提液非犐犵犈依赖途径激活嗜碱性粒细胞脱颗粒

张俊艳 陈惠芳 刘永平 于陆 伍秋容 邹泽红 赖荷 陶爱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法霍夫曼免疫研究所／广东省过敏反应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变态反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广州市过敏反应临床医学研究与转化中心５１０２６０

目的　为验证我们的这一设想，本研究以大鼠ＲＢＬ２Ｈ３嗜碱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株以及健康志愿

者外周血为模型来研究蜜蜂巢脾水提液对嗜碱性细胞脱颗粒的影响，以初步揭示鼻炎宁制剂引起过敏性

休克的物质基础及发生机制。方法　取５年以上意大利蜜蜂巢脾并参考文献制备水提液。以不同浓度蜜

蜂巢脾水提液、阳性刺激剂Ａ２３１８７及ＦＭＬＰ刺激ＲＢＬ２Ｈ３细胞，酶底物法检测细胞上清中β己糖胺

酶的水平。以不同浓度蜜蜂巢脾水提液、阳性刺激剂Ａ２３１８７及ＦＭＬＰ刺激人新鲜外周血细胞，流式细

胞方法检测外周血嗜碱性粒细胞脱颗粒。结果　阴性对照组中嗜碱性粒细胞均有一定的自发脱颗粒，但

水平很低。阳性刺激剂Ａ２３１８７、ＦＭＬＰ以及蜜蜂巢脾水提液均能引起嗜碱性粒细胞明显脱颗粒，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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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ＢＬ２Ｈ３细胞释放β己糖胺酶水平增加以及人外周血嗜碱性粒细胞脱颗粒标志ＣＤ６３升高。结论　蜜

蜂巢脾水提液能够引起大鼠ＲＢＬ２Ｈ３细胞及健康志愿者外周血嗜碱性粒细胞脱颗粒，而且这种作用是

非ＩｇＥ依赖途径介导的，即不需要提前致敏，即可引起效应细胞脱颗粒。考虑到蜜蜂巢脾水提液成分比

较复杂，有必要进一步对引起嗜碱性粒细胞非ＩｇＥ依赖途径脱颗粒的成分进行分析，从而解析鼻炎宁制

剂引起过敏性休克的物质基础及发生机制，为临床安全用药及提高药物质量标准提供参考。

犘犗０７１

害嗜鳞螨过敏原犔犲狆犱２的过敏原性改造

关志澳 何颖 邹泽红 ，陶爱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法霍夫曼免疫研究所／广东省过敏反应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变态反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广州市过敏反应临床医学研究与转化中心５１０２６０

目的　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原核表达害嗜鳞螨主要过敏原Ｌｅｐｄ２，结合生物信息学分析其抗原肽与

ＭＨＣＩＩ分子结合能力，对其过敏原性进行改造。为获取重组低过敏原的提供依据，提高重组过敏原作

为免疫治疗制剂的安全性。方法　在Ｕｎｉｐｒｏｔ中获取Ｌｅｐｄ２的氨基酸序列 （序列号：Ｐ８０３８４）；将Ｌｅｐ

ｄ２基因序列进行修饰和密码子优化，人工合成全基因片段；设计去信号肽引物并将合成后的Ｌｅｐｄ２

基因进行高保真ＰＣＲ，获取去信号肽的ｒＬｅｐｄ２基因；获得的ｒＬｅｐｄ２基因与表达载体ｐＥＴ４４ａ连接

后，转入大肠杆菌Ｒｏｓｅｔｔａ中进行重组表达；使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其抗原肽与 ＭＨＣＩＩ分子结合能

力，通过定点突变技术，改造高值位点区域，构建含有突变型基因的表达菌株。采用亲和层析方法与免

疫印迹技术对突变蛋白进行鉴定和纯化。结果　构建了 ＲｏｓｅｔｔａｐＥＴ４４ａｒＬｅｐｄ２及其突变菌株

ＲｏｓｅｔｔａｐＥＴ４４ａｍＬｅｐｄ２的原核表达体系，分别获得野生型Ｌｅｐｄ２蛋白和突变体ｍＬｅｐｄ２蛋白。结

论　通过定点突变ＰＣＲ来对Ｌｅｐｄ２基因进行修饰，从而获取突变Ｌｅｐｄ２蛋白，为下一步评价和比较

野生型Ｌｅｐｄ２和突变体ｍＬｅｐｄ２蛋白的过敏原性提供研究材料。

犘犗０７２

重组巴西坚果过敏原 犕犎犆低亲和力突变蛋白的构建

郑俊斌 王珊 黄于艺 何颖 李燕芳 肖兰艳 邹泽红 陶爱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法霍夫曼免疫研究所／广东省过敏反应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变态反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广州市过敏反应临床医学研究与转化中心５１０２６０

目的　获得巴西坚果重组过敏原蛋白的 ＭＨＣ低亲和力突变蛋白，并通过体外细胞水平与小鼠动物

实验证实其低过敏原性。方法　利用ＮｅｔＭＨＣⅡ在线软件分析巴西坚果重组蛋白的过敏原表位，确定于

ＭＨＣⅡ结合力高位点，并且依据小鼠的 ＭＨＣ遗传背景进行改造，获得低过敏原性的过敏原。利用小

鼠树突状细胞ＤＣ２．４与脾细胞体外评价突变前后的巴西坚果过敏原蛋白的过敏原性；分别采用突变前

后的巴西坚果过敏原蛋白致敏小鼠，并采用巴西坚果过敏原蛋白刺激致敏模型，评价改造后低过敏原性

的巴西坚果过敏原蛋白诱导免疫耐受的能力。结果　获得巴西坚果重组蛋白及突变蛋白，通过体外细胞

水平评价证实其低过敏原性，在小鼠体内也可诱导免疫耐受，突变后的小鼠致敏模型相对于未突变的小

鼠致敏模型更加耐受食物过敏原的刺激。结论　通过改造食物过敏原的过敏原表位，获得低过敏原的过

敏原蛋白，可以用于食物过敏的特异性免疫治疗，确保了食物过敏特异性免疫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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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７３

重组扁豆过敏原犔犲狀犮１表达纯化及免疫活性鉴定

及志恒 何颖 陈惠芳 邹泽红 陶爱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法霍夫曼免疫研究所／广东省过敏反应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变态反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广州市过敏反应临床医学研究与转化中心５１０２６０

目的　纯化重组扁豆过敏原蛋白Ｌｅｎｃ１ （ｒＬｅｎｃ１）并进行免疫活性鉴定。方法　通过大肠杆菌原

核表达方式生产ｒＬｅｎｃ１，然后采用亲和层析的方法纯化带有ＳｔｒｅｐＩＩ标签的目的蛋白。采用ＴｒｉｔｏｎＸ

１１４萃取法，去除蛋白溶液中内毒素。将ＢＡＬＢ／ｃ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 （注射生理盐水）和过敏原致敏

组 （注射ｒＬｅｎｃ１），通过腹腔注射方式免疫小鼠，建立ＢＡＬＢ／ｃ小鼠扁豆致敏模型，利用间接ＥＬＩＳＡ

法检测血清总ＩｇＥ和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鉴定重组扁豆过敏原的免疫活性。结果　ＩＰＴＧ成功诱导Ｌｅｎｃ

１蛋白表达，ｒＬｅｎｃ１蛋白主要以包涵体形式表达，通过透析复性和亲和层析获得纯化的复性扁豆过敏

原蛋白ｒＬｅｎｃ１；Ｔｒｉｔｏｎ萃取法成功将蛋白溶液中的内毒素含量降至国家药典规定标准 （＜５ＥＵ／ｍＬ）；

成功建立小鼠致敏模型。与对照组相比，致敏组小鼠总ＩｇＥ及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水平均明显增高，结论

　获得纯化的具有免疫活性的ｒＬｅｎｃ１过敏原蛋白，为扁豆过敏机制研究、单克隆抗体的制备、以及临

床诊断和免疫治疗奠定基础。

犘犗０７４

犛犈犃的过敏原性改造以及对肺癌抑制作用研究

刘雪婷 何颖 陈惠芳 邹泽红 赖荷 陶爱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法霍夫曼免疫研究所／广东省过敏反应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变态反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广州市过敏反应临床医学研究与转化中心５１０２６０

目的　降低金葡菌肠毒素ＳＥＡ的过敏原性，为ＳＥＡ在肺癌治疗中的临床应用奠定基础。方法　本

研究通过生物信息学在线软件 “ＮｅｔＭＨＣＩＩ２．２Ｓｅｒｖｅｒ”和 “Ｂｃｅｐｒｅｄ”软件分别预测了ＳＥＡ具有９个

Ｔ细胞表位和１０个Ｂ细胞表位，并利用定点突变技术获得了低过敏原性的５种突变体。结果　ＳＥＡ突

变体在大肠杆菌中以包涵体的形式高效表达，表达量占菌体总蛋白的６０％以上；包涵体经尿素变性后，

经梯度透析复性、亲和层析纯化后目的蛋白纯度达９５％以上。细胞试验结果表明ＳＥＡ突变体均能激活

ＰＢＭＣ细胞，杀伤肺癌Ａ５４９细胞，并促进Ａ５４９细胞凋亡。流式细胞术结果表明，ＳＥＡ突变体与Ｒａｊｉ

细胞 （ＭＨＣＩＩ阳性细胞）的结合能力比野生型明显降低。细胞毒性试验结果表明，ＳＥＡ突变体对Ｒａｊｉ

细胞的毒性也比野生型明显降低。结论　该研究不仅为ＳＥＡ的临床应用提供实验基础，而且为其他蛋

白质药物的过敏原性评估及改造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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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７５

靶向肥大细胞的免疫毒素作为结肠癌的辅助治疗研究

王珊 李林梅 郑俊斌 邹泽红 李文 陶爱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法霍夫曼免疫研究所／广东省过敏反应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变态反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广州市过敏反应临床医学研究与转化中心５１０２６０

目的　越来越多的实验室与临床证据表明结肠炎与结肠癌具有紧密相关性，其中肥大细胞被认为是

该过程中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证实并深入了解肥大细胞对结肠癌发展的作用及机制，我们进行了一系列

实验。方法　我们分别在体外与体内评价了肥大细胞对结肠癌细胞ＣＴ２６的迁移、增殖及成瘤能力的影

响，并构建了靶向肥大细胞的免疫毒素Ｆｃε&ＰＥ４０，抑制肥大细胞对结肠癌细胞的作用后观察结肠癌

细胞的体内成瘤能力。结果　结肠癌的临床分型与组织中的肥大细胞有一定的相关性，肥大细胞在体外

培养中能显著促进结肠癌细胞的增殖与迁移能力，其中肿瘤细胞内的 ＭＡＰＫ、ＲｈｏＧＴＰａｓｅ、ＳＴＡＴ等

信号通路可被肥大细胞激活。靶向肥大细胞的免疫毒素Ｆｃε&ＰＥ４０能特异性的诱导肥大细胞凋亡，并

能在体内间接抑制皮下肿瘤的增殖与扩散。结论　肥大细胞对结肠癌进展具有促进作用，靶向肥大细胞

的免疫毒素Ｆｃε&ＰＥ４０可以作为结肠癌的一种辅助免疫治疗手段。

犘犗０７６

人类单核细胞系犜犎犘１和肥大细胞系犔犃犇２的犎犔犃犇犚分型

李碧舟１，２艾云灿１，２陶爱林１

１．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法霍夫曼免疫研究所／广东省过敏反应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变态反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广州市过敏反应临床医学研究与转化中心

２．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有害生物控制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研究人单核细胞系ＴＨＰ１和人肥大细胞系ＬＡＤ２的 ＨＬＡ （人类白细胞抗原）ＤＲ基因座位

上的基因型。方法　分别提取ＴＨＰ１和ＬＡＤ２细胞系的基因组ＤＮＡ，设计特异性引物进行ＰＣＲ扩增，

将扩增出的条带连接载体后测序，将测序结果在ＩＭＧＴＨＬ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ｇｔ．ｏｒｇ／）网站上进行

ｂｌａ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得到分型结果。结果与结论　ＴＨＰ１细胞系的分型结果为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１，ＬＡＤ２细

胞系的分型结果为ＨＬＡＤＲＢ１１５，与部分文献报道一致。

犘犗０７７

重组过敏原犇犲狉犳２在果蝇细胞犛２中的稳定表达及纯化

肖春梅 何颖 邹泽红 李林梅 陶爱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法霍夫曼免疫研究所／广东省过敏反应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变态反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广州市过敏反应临床医学研究与转化中心５１０２６０

目的　构建昆虫表达体系，获得低内毒素或无内毒素Ｄｅｒｆ２蛋白，解决目前内毒素困扰问题，为临

床诊治制剂的研发及过敏反应机理的研究提供物质基础。方法　以本室保存的ｐＥＴ４４ａＤｅｒｆ２质粒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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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利用ＰＣＲ技术改造酶切位点，获得目的基因片段，将其与真核表达载体ｐＭＴ／Ｂｉｐ／Ｖ５ＨｉｓＡ，通

过酶切与连接，获得ｐＭＴ／Ｂｉｐ／Ｖ５ＨｉｓＡＤｅｒｆ２质粒，转化至ＪＭ１０９菌株中并测序鉴定。用无内毒素

质粒抽提试剂盒抽提重组质粒后，将其与抗性筛选质粒ｐＣｏＨｙｇｒｏ共电转染至Ｓ２细胞中；转染完成后，

潮霉素Ｂ筛选，持续培养４周后获得稳定的细胞系；用ＣｕＳＯ４诱导获得目的蛋白并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进

行鉴定，应用亲和层析法进行纯化。结果　构建了ｐＭＴｄｅｒｆ２质粒；转染Ｓ２细胞后获得了表达Ｄｅｒｆ２

蛋白的稳定细胞株，并通过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鉴定为目的蛋白。通过亲和层析获得低或无内毒素的Ｄｅｒｆ２纯

化蛋白。结论　利用果蝇表达体系能获得低或无内毒素的Ｄｅｒｆ２纯化蛋白。

犘犗０７８

特应性疾病共同易感基因研究 （皮肤过敏专场）

唐先发 杨森 张学军

安徽医科大学皮肤病研究所２３００２２

目的　探讨特应性疾病 （特应性皮炎、过敏性鼻炎和哮喘）共同易感基因，并分析遗传变异间相互

作用对特应性疾病发病的潜在影响。方法　结合本课题组和国外报道的特应性皮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

究结果，共选择１０个ＳＮＰｓ，采用ＳｅｑｕｅｎｏｍＭａｓｓＡｒｒａｙ基因分型系统分别在３６３例ＡＲ病例和６６８例

对照、４６３例ＡＳ病例和９８５例对照中进行基因分型，经遗传统计学分析。结果　 （１）位于１１ｑ１３．５

（Ｃ１１ｏｒｆ３０）位点上的２个ＳＮＰｓ（ｒｓ７９３６５６２和ｒｓ７１２４８４２）与ＡＤ的易感性呈弱相关 （犘＝２．９８×１０４，

犘＝８．４９×１０３）。５ｑ２２．１ （ＴＭＥＭ２３２／ＳＬＣ２５Ａ４６）区 域 ４ 个 ＳＮＰｓ （ｒｓ１００６７７７７，ｒｓ７７０１８９０，

ｒｓ１３３６０９２７，ｒｓ１３３６１３８２）构成的风险性单倍型 ＧＧＧＡ 与 ＡＤ 的易感性相关 （犘＝１．２０×１０１０）；

１１ｑ１３．５ （Ｃ１１ｏｒｆ３０）位点两个ＳＮＰｓ（ｒｓ７９３６５６２和ｒｓ７１２４８４２）构成的风险单倍型ＣＧ与ＡＤ的易感性

相关 （犘＝３．３０×１０６）。（２）１４ｑ１１．２ （ＣＭＡ１）位点ＳＮＰｒｓ４９８２９５８风险等位基因Ｃ与ＡＲ的易感性

相关 （犘＝０．００２）；单倍型关联分析显示，１１ｑ１３．５ （Ｃ１１ｏｒｆ３０）位点 ２ 个 ＳＮＰｓ （ｒｓ７９３６５６２ 和

ｒｓ７１２４８４２）构成的风险单倍型ＣＧ与 ＡＲ的易感性相关 （犘＝０．００７）。 （３）１４ｑ１１．２ （ＣＭＡ１）位点

ＳＮＰｒｓ４９８２９５８风险等位基因Ｃ与ＡＳ的易感性相关 （犘＝３．０４×１０４）。单倍型关联分析显示，５ｑ２２．１

（ＴＭＥＭ２３２／ＳＬＣ２５Ａ４６）位点４个ＳＮＰｓ（ｒｓ１００６７７７７，ｒｓ７７０１８９０，ｒｓ１３３６０９２７，ｒｓ１３３６１３８２）构成的风

险性单倍型ＧＧＧＡ与ＡＳ的易感性相关 （犘＝０．０１）。结论　鉴别 ＡＲ易感位点和验证 ＡＳ易感位点

１４ｑ１１．２ （ＣＭＡ１）。鉴别５ｑ２２．１ （ＴＭＥＭ２３２／ＳＬＣ２５Ａ４６）位点构成的风险性单倍型均与ＡＤ和ＡＳ的

易感性相关。鉴别１１ｑ１３．５ （Ｃ１１ｏｒｆ３０）位点构成的风险性单倍型均与ＡＤ和ＡＲ的易感性相关。本研

究将加深对特应性疾病遗传基础的认识，对揭示特应性疾病共有的遗传学发病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犘犗０７９

重组大豆主要过敏原犌犾狔犿４克隆表达、纯化和免疫印迹鉴定

郭晓晓 李文 邹泽红 赖荷 陶爱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法霍夫曼免疫研究所／广东省过敏反应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变态反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广州市过敏反应临床医学研究与转化中心５１０２６０

目的　通过分子生物学及微生物学方法，使用本实验室保存菌种生产并纯化大豆Ｇｌｙｍ４蛋白，为

后期生产单克隆抗体以制备用于大豆过敏原检测试剂应用于临床脱敏治疗奠定基础。方法　根据文献获

取大豆蛋白Ｇｌｙｍ４氨基酸序列；根据原核表达载体大肠杆菌对密码子偏爱性，同时考虑ＲＮＡ的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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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利用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进行密码子优化；对已经优化的基因序列进行全基因合成；将目的基因片段

与载体Ｐｅｔ４４ａ连接后转入ＪＭ１０９构建阳性克隆；将经测序鉴定正确的阳性质粒Ｐｅｔ４４ａｒＧｌｙｍ４转入

大肠杆菌Ｒｏｓｅｔｔａ中进行诱导目的蛋白表达。结果　经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证实目的基因表

达分子量为１７ｋＤ的蛋白。结论　本实验成功表达纯化了重组大豆过敏原Ｇｌｙｍ４蛋白，为制备高纯度

变应原、重组低致敏原及变应原核酸疫苗奠定基础。

犘犗０８０

犃狀狅狏犲犾犪狀狋犻犻狀犳犾犪犿犿犪狋狅狉狔狉狅犾犲犳狅狉犌犾狔犮狔狉狉狕犻狕犻狀犪犮犻犱犻狀犪狊狋犺犿犪狏犻犪

犻狀犺犻犫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犈犚犓犪狀犱狆３８犕犃犘犓狊犻犵狀犪犾犻狀犵狆犪狋犺狑犪狔

吴巧珍 汤颖 刘燕 顾永春

苏州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２１５２００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ｂｙｗｈｉｃｈ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ｉｃａｃｉｄ（ＧＡ）ｅｘ

ｅｒｔｓ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ｏｖａｌｂｕｍｉｎ（ＯＶ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ａｓｔｈｍａ．犕犲狋犺狅犱狊　ＯＶ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ｅｄ

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ＢＡＬＢ／ｃｍｉｃｅ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ＧＡ（２５，５０，ａｎｄ１００ｍｇ／ｋｇ），Ｕ０１２６（０．１ｍｇ／ｋｇ）ａｎｄ

ＳＢ２０３５８０（５ｍｇ／ｋｇ），ｓｅｐｅｒａｔ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ｅｌｌ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ｌｕ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ｓｗａｓｅｖａｌｕ

ａｔｅｄｂｙＨ＆Ｅ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ｇｏｂｌｅｔｃｅｌｌ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ｙＡＢＰＡＳ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ｋｉｎａｓｅ（ＥＲＫ１／２）ａｎｄｐ３８ｍｉｔ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ｓ（ＭＡＰＫ）ｂｙ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

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ｔｉｎｇ．犚犲狊狌犾狋狊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ＧＡ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ｄｔｈｅａｉｒ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ｅｌｌｓｉｎｆｉｌ

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ｇｏｂｌｅｔｃｅｌｌ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ＲＫ１／２ａｎｄｐ３８ＭＡＰｋｉｎａｓｅｓ

ｉｎｌｕ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ＯＶ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ｍｉｃｅ．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Ｏｕｒｄａｔａ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ＯＶ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ｉｒ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ｔｌｅａｓｔｉｎｐａｒｔｖｉａ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ＲＫ１／２ａｎｄｐ３８

ＭＡＰＫ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犘犗０８１

组胺对皮肤角化上皮屏障功能的作用的研究

段盨１矫健２张罗１，２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变态反应 （过敏）科；２．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目的　检测体外培养人皮肤角化上皮细胞在组胺刺激下的跨膜阻力 （ｔｒａｎｓ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ＥＲ）和细胞间通透性的变化，研究组胺对角化上皮屏障功能的作用。方法　应用气液细胞培养技术

（ａｉｒｌｉｑｕｉ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ＬＩ）培养正常人和特异性皮炎 （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Ｄ）患者皮肤原代角化上皮

细胞，以组胺及其受体拮抗剂等连续刺激上皮细胞９６小时，监测ＴＥＲ及细胞间荧光素通过强度，评价

皮肤角化上皮屏障功能的改变。结果　组胺刺激可以降低皮肤角化上皮细胞的ＴＥＲ，增加上皮细胞间

荧光素ＦＩＴＣ葡聚糖 （ＦＩＴＣＤｅｘｔｒａｎ）的通透性，作用曲线呈时间和剂量依赖性，组胺刺激与对照组相

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组胺受体１ （ｈｉｓｔａｍｉｎｅ１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Ｈ１Ｒ）拮抗剂可以抑制组胺对ＴＥＲ的降

低作用，而Ｃａ２＋载体离子霉素可以诱导类似组胺对ＴＥＲ的降低作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本

实验提示组胺可以降低人皮肤原代角化上皮细胞的屏障功能，有可能与ＡＤ等慢性皮肤炎性疾病的发病

机制有关，并有可能为临床治疗提供选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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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８２

布地奈德混悬液经鼻雾化治疗慢性鼻窦炎伴
鼻息肉的疗效和免疫学机制研究

王阳１王成硕２娄鸿飞２张罗１

１．北京耳鼻咽喉科研究所；２．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耳鼻喉科

目的　探索布地奈德混悬液短疗程经鼻雾化吸入治疗鼻息肉的疗效和机制。方法　入选６０例嗜酸

性粒细胞性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病人。随机分为雾化吸入组 （狀＝３０）和安慰剂对照组 （狀＝３０），雾化

吸入组接受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１ｍｇ／２ｍｌ经鼻雾化吸入每日２次；对照组使用生理盐水雾化吸入，

每日２次，疗程为２周。治疗前后评价鼻堵、流涕、嗅觉、头／面痛四症状的视觉模拟评分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

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ｓ，ＶＡＳ），内镜Ｋｅｎｎｅｄｙ评分和晨起血清皮质醇测定，息肉匀浆的细胞因子和组织重塑指标

测定。结果　经过两周治疗后，①布地奈德雾化吸入组的四个鼻部症状评分均明显减少，其中以鼻堵的

改善最为明显。内镜下息肉评分亦有明显减少。雾化吸入组鼻部症状评分和息肉评分均低对照组。②雾

化吸入组的晨起血清皮质醇浓度在治疗后无明显变化，均在正常值范围内 （５２５μｇ／ｄｌ）。鼻息肉组织匀

浆中ＩＬ５和ｅｏｔａｘｉｎ明显减少，而ＴＧＦβ和ＩＬ１０的含量明显上升。ＩＦＮγａｎｄＩＬ１７无明显变化。而

组织重塑指标中，ａｌｂｕｍｉｎ、ＭＭＰ２，ＭＭＰ２，ＭＭＰ７，ＭＭＰ８ａｎｄ和 ＭＭＰ９明显减少，而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的沉积，ＴＩＭＰ１，ＴＩＭＰ２ａｎｄＴＩＭＰ４明显增加。结论　短疗程使用布地奈德混悬液经鼻雾化吸入治

疗鼻息肉，可迅速改善鼻部症状、减小息肉体积，且对肾上腺皮质功能无明显影响。其机制包括下调

ＴＨ２型细胞因子ＩＬ５，上调调节性细胞因子ＴＧＦβ和ＩＬ１０，以及调节组织重塑。

犘犗０８３

基于共表达网络探讨非编码犚犖犃对上气道疾病的调控作用

张旭１，２张媛１，２

１．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２．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　探索上气道炎症形成中的核心通路和关键基因。方法　从ＧＥＯ数据库中下载一组关于人类

上气道疾病和健康对照者的转录组基因表达谱数据 （ＧＳＥ５１３９２）。通过综合差异表达分析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Ａ）、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ＧｅｎｅＣ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ＧＣＮＡ）、典型相关分析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ＣＡ）、等方法分别构建基于正

常和疾病样本差异基因共表达网络，用ＣｌｕｓｔｅｒＯｎｅ挖掘疾病候选功能模块后进行富集分析，对模块之

间重叠度及功能富集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在过敏性鼻炎、哮喘和正常网络中分别得到３个功能相关模

块，共富集到１１个功能类，从正常到疾病状态中模块间基因存在差异，富集到的功能类也存在差异。

大多数基因参与了免疫应答、细胞周期、核糖体和Ｔｏｌｌ样受体信号通路。结果表明，ＢＩＳＰＲ，ＴＤＲＤ７

ａｎｄＵＳＰ１８与气道炎症相关。线粒体核糖体相关基因ＩＬＦ３ＡＳ１、ＬＯＣ１０１９２８６１７在哮喘的发生中可能

发挥关键作用。结论　本文利用 ＷＧＣＮＡ分析气道炎症的基因表达谱数据，鉴定出３个与上气道炎症

相关的基因共表达模块。对这些基因以及相关网络上下游产物的进一步研究，为学着潜在的气道炎症生

物学标记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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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８４

类胰蛋白酶通过犘犃犚２和犐犆犃犕１诱导肥大细胞聚集的机制研究

王玲１刘馨１张慧云１湛萌萌１陈韩秋２方泽漫２陈慧芳２何韶衡１

１．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变态反应与临床免疫研究中心

２．汕头大学医学院 变态反应研究所 广东省免疫病理重点实验室

目的　肥大细胞是过敏反应的主要效应细胞，组织肥大细胞募集是过敏性炎症反应的关键因素。类

胰蛋白酶是肥大细胞含量最高的分泌产物，然而，人们对类胰蛋白酶在肥大细胞募集的作用却知之甚

少。因此，我们将在本研究中探讨这些问题。方法　用鼠腹腔模型、细胞迁移实验和流式细胞术研究类

胰蛋白酶在肥大细胞募集的作用。结果　鼠腹腔注射类胰蛋白酶后肥大细胞数增加高达６．７倍。类胰蛋

白酶抑制剂，一种蛋白酶活化受体 （ＰＡＲ）２拮抗剂，ＦＳＬＬＲＹＮＨ２及抗ＩＣＡＭ１抗体，抗ＣＤ１１ａ

和ＣＤ１８抗体预处理小鼠，可显著抑制类胰蛋白酶诱导的肥大细胞募集。此外，ＰＡＲ２激动肽，ＳＬＩＧ

ＲＬＮＨ２和ｔｃＬＩＧＲＬＯＮＨ２也可诱导肥大细胞募集。结论　类胰蛋白酶通过其酶活性、活化ＰＡＲ２

及与ＩＣＡＭ１和ＬＦＡ１的相互作用诱导肥大细胞募集。肥大细胞体外跨内皮迁移实验表明类胰蛋白酶

有趋化作用。总之，类胰蛋白酶诱导肥大细胞募集的结果暗示一种新的肥大细胞募集的自身放大机制。

肥大细胞稳定剂和ＰＡＲ２拮抗剂可用于治疗过敏反应。

犘犗０８５

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狆狉狅狋犲犻狀狆狉狅犳犻犾犻狀犵犫犲狋狑犲犲狀犲狅狊犻狀狅狆犺犻犾犻犮犪狀犱

狀狅狀犲狅狊犻狀狅狆犺犻犾犻犮犆犚犛狑犖犘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犲犱犫狔犛犺狅狋犵狌狀狆狉狅狋犲狅犿犻犮狊

ＹａｎＢｉｎｇ
１，ＦａｎＥｒｚｈｏｎｇ

１，ＬｉＹｉｎｇ
１，ＷａｎｇＹａｎｇ

１，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ｈｕｏ
１，２，ＺｈａｎｇＬｕｏ

１，２

１．ｔｈ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Ｓｕｒｇｅ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 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Ｓｕｒｇｅ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ｏｎｇＲｅ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犪狀犱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狊　ＣＲＳｗＮＰｃｏｕｌｄｂ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ｔｏ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ａａｎｄｎｏｎ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ａｓｕｂ

ｔｙｐ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ｔｉｓｓｕｅ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ｒｎｏｔ．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ａｓａｌ

ｐｏｌｙｐ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ｔｏ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ｙｐｅ２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ｐｌａｓｍａｃｅｌｌｓ，ｉｎｊｕｒｙｏｆ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ｓｏｏｎ．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ｌｙ

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ｒｅｍａｉｎｓｕｎｃｌｅａｒ．Ｈｅｒｅ，ｗｅｓｏｕｇｈｔ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ＣＲＳｗＮＰ，

ｎｏｎ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ＣＲＳｗＮ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ａｍｐｌｅｓｕｓｉｎｇＳｈｏｔｇｕｎ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ｍｅｔｈｏｄ．犕犲狋犺狅犱狊　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

ＣＲＳｗＮＰ，ｎｏｎ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ＣＲＳｗＮ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Ｎ＝１０ｆｏｒ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Ｓｈｏｔ

ｇｕｎ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ｇｅｎｅｓｗｅｒ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ｅｖｅｒ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ｓｓａｙ．犚犲狊狌犾狋狊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ｎ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ＣＲＳｗＮＰ，

ｎｏｎ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ＣＲＳｗＮ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１０２２，８７２，９４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６１１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ｗｅ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ａｍｏｎｇ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ｏｎｌｙｏｎｅｇｒｏｕｐｂｕｔ

ａｂｓｅｎｔｉｎｏｔｈｅｒ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３１９（ｉｎ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ＣＲＳｗＮＰｇｒｏｕｐ），１７９（ｉｎｎｏｎ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ＣＲＳ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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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Ｐ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２１７（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Ｇｅｎ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ＫＥＧＧ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ｎＣＲＳｗＮＰ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ｉｇ

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ｗｈｉｃｈｒｅｆｅｒ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ｏ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ｂｕｔｍａｙａｌｓｏｔ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ｅ

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Ｗｅ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２９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ａｎｄｎｏｎ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

ＣＲＳｗＮＰｂｕｔａｂｓｅｎ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ａｒｔｏｆｗｈｉｃｈｈａｖｅｎｅｖｅｒｂｅｅ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ｉｎＣＲＳｗＮＰ．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ＩＨＣａｓｓａｙｗａｓ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Ｏｕ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ｍｏｒ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ａｂｅｔｔｅ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ＣＲＳｗＮＰ．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ａｎｄｎｏｎ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

ＣＲＳｗＮＰｍｅｒｉ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犘犗０８６

赛洛唑啉鼻喷剂联合糠酸莫米松对变应性鼻炎大鼠鼻黏膜
犐犆犃犕１和血清犐犔４及犐犵犈的调节作用

杜小滢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７１０００４

目的　变应性鼻炎是由炎症介质的作用引起。本研究拟用赛洛唑啉鼻喷剂联合糠酸莫米松对变应性

鼻炎大鼠鼻黏膜ＩＣＡＭ１和血清中ＩＬ４及ＩｇＥ的调节作用。方法　制备变应性鼻炎大鼠模型，分为对

照组、变应性鼻炎模型组、糠酸莫米松喷鼻治疗组和赛洛唑啉鼻喷剂联合糠酸莫米松治疗组。收集大鼠

鼻黏膜及血清，检测鼻粘膜ＩＣＡＭ１和血清中ＩＬ４及ＩｇＥ的表达。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分析软件，用ＡＮＯ

ＶＡ和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ｉｎ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糠酸莫米松喷鼻治疗组和赛洛唑啉鼻喷剂联合糠酸莫米

松治疗组，相比变应性鼻炎模型对照组，其鼻部症状、嗜酸性粒细胞数量、鼻黏膜ＩＣＡＭ１的表达以及

血清中ＩＬ４和ＩｇＥ水平均有明显减少。而且，联合治疗组的疗效更优于单用糠酸莫米松治疗组。结论

　赛洛唑啉鼻喷剂联合糠酸莫米松较单用糠酸莫米松能更有效减轻变应性鼻炎大鼠的炎症反应。

犘犗０８７

人变应性鼻炎鼻黏膜免疫相关差异基因及信号通路研究

叶实明 关兵 戴炳译

苏北人民医院２１１４００

目的　本研究通过转录组分析对变应性鼻炎患者鼻黏膜组织差异基因表达情况、基因功能及所在通

路的研究，试图从基因功能、信号通路及差异基因所在通路方面分析变应性鼻炎发病的免疫机制。材料

与方法　选取２１例变应性鼻炎住院手术患者作为实验组，单纯鼻中隔偏曲住院手术患者６例作为对照

组，均于晨起抽取静脉血约８ｍｌ，分离上层血清冻存 （８０℃）备用。１、转录组分析：随机选取４例实

验组患者取部分下鼻甲粘膜组织作为实验组样品，１例单纯鼻中隔矫正手术患者部分下鼻甲组织作为对

照组样品，分别提取５个样品的总ＲＮＡ，再进行转录组测序，两两对照后根据样本的各基因表达情况，

进行差异表达分析，并选取６个差异基因进行ｑＰＣＲ验证。与在线数据库进行ＧＯ及ＫＥＧＧ对照分析，

获得差异基因的功能注解及差异基因参与的信号通路情况。２、部分差异基因表达产物的ＥＬＩＳＡ测定：

取冻存血清样品，采用ＥＬＩＳＡ法对第一阶段所获取的与免疫激活密切相关的部分主要差异基因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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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进行验证，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１、通过差异表达分析得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得出差异表

达基因，ｑＰＣＲ验证规律与转录组测序分析规律一致。２、与在线ＫＥＧＧ数据库对照发现，差异表达基

因涉及的主要信号通路有抗原的加工和呈递、Ｔｏｌｌ样及ＮＯＤ样受体信号通路、Ｔ细胞及Ｂ细胞受体信

号通路、ＦｃεＲＩ信号通路、ＪａｋＳＴＡＴ信号通路及 ＭＡＰＫ信号通路等。在相关通路中的差异基因包括，

高表达的如 ＭＨＣⅡ通路中的ＨＬＡＤＲＢ５、Ｂ细胞受体通路的ＢＣＡＰ （ＰＩＫ３ＡＰ１）、ＩＬ６基因，而低表

达的有ＡＰ１及ＩＬ８基因。同时我们注意到 ＭＡＰＫ信号通路中主要差异基因集中在ＥＲＫ／ｐ４２／ｐ４４通

路。３、ＩｇＥ、ＭＨＣⅡ、ＩＬ６、ＰＩ３Ｋ及ＣＣＬ２在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中含量均在统计学上极显著高于单

纯鼻中隔偏曲患者，与转录组分析结果一致。结论　１、ＨＬＡＤＲＢ５基因通过 ＭＨＣＩＩ信号通路在变应

性鼻炎发病的起始阶段发挥重要作用，可能与变应性鼻炎发病免疫启动密切相关；ＢＣＡＰ （ＰＩＫ３ＡＰ１）

基因通过Ｂ细胞受体信号通路在变应性鼻炎发病中发挥了枢纽作用，可能是变应性鼻炎发病的一个关

键节点基因。２、ＭＡＰＫ信号通路中的细胞外信号调节蛋白激酶 （ＥＲＫ）／ｐ４２／ｐ４４信号通路可能与变

应性鼻炎的特异性相关。３、处于通路起始端的 ＨＬＡＤＲＢ５和ＢＣＡＰ甚至可用作药物靶点。

犘犗０８８

中山市气传花粉特征及与气象要素的关系分析

汪叶红１王桂兰１黄娟１王良录２容嘉妍１肖晓雄１付四毛１

１．中山市博爱医院；２．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

目的　根据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中山市国家气象局观测有关气象数据，对中山市气传花粉含量变化规律进

行研究。方法　对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中山市花粉曝片监测计数资料与同期中山市气象要素资料进行了相关性

统计分析。结果　全年花粉含量主要分布在３～５月 （春季），以松属、杉柏科、构属和木麻黄科等木本

植物为主，２００８年５月蒿属花粉含量呈现一高峰；其次在９～１１月 （秋季），以禾本科花粉为主。春季

花粉含量与平均气温、水汽压的相关系数为０．２７７、０．２４８（犘＜０．０１），呈正相关，有统计学意义；秋

季花粉含量与平均气温、水汽压和平均湿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２８９、０．４６８、０．３６２（犘＜０．０１），

呈负相关，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中山市全年气传花粉含量主要分布在３～５月和９～１１月，以春季为

主。禾本科、松属为该地区优势气传花粉，蒿属花粉不容忽视。空气中花粉含量与部分气象要素有关，

影响春季花粉含量最直接的是水汽压、平均气温，呈正相关，秋季为平均气温、水汽压和平均湿度，呈

负相关。

犘犗０８９

犐犔１８和类胰蛋白酶在过敏性哮喘中的相关性
及其在诱导肥大细胞募集中的作用研究

杨蕊铭１张慧云１郑文娇１谢华２燕红玲３林小平２何韶衡１

１．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沈阳军区总医院；３．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ＩＬ１８和类胰蛋白酶在过敏性哮喘中的关系，及其在肥大细胞募集中的作用。方法　流

式细胞术检测ＯＶＡ致敏鼠模型和非致敏鼠模型肥大细胞表面ＩＬ１８Ｒ和ＰＡＲ２的表达，ＥＬＩＳＡ法检测

血浆和腹腔灌洗液中细胞因子和类胰蛋白酶的水平。结果　中度和重度哮喘患者血浆ＩＬ１８和类胰蛋白

酶的水平升高，且二者关系密切。类胰蛋白酶和ＰＡＲ２激动剂可诱导ＩＬ１８大量释放。ＩＬ１８和类胰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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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酶可诱导ＯＶＡ致敏鼠腹腔肥大细胞聚集。ＯＶＡ致敏可增加ＩＬ１８Ｒ＋ 肥大细胞。ＩＬ１８和类胰蛋白

酶可诱导ＩＬ１８Ｒ＋ 肥大细胞显著增加，肥大细胞表面ＩＬ１８Ｒ的ＭＦＩ增强。此外，ＩＬ１８可诱导非致敏

小鼠ＰＡＲ２＋ 肥大细胞增加，ＩＬ１８和类胰蛋白酶可诱导ＯＶＡ致敏小鼠腹腔ＩＬ４和ＴＳＬＰ分泌增加。

结论　哮喘患者血浆ＩＬ１８和类胰蛋白酶之间的相关性表明二者之间关系密切，可考虑研发抗ＩＬ１８和

抗类胰蛋白酶的治疗药物。ＩＬ１８和类胰蛋白酶在哮喘中的相互作用可能与募集肥大细胞有关。

犘犗０９０

犘物质在慢性自发性荨麻疹嗜碱性粒细胞中表达上调
及其诱导组胺释放和嗜碱性粒细胞募集的作用研究

臧艳艳１郑文娇１朱薇２何韶衡１

１．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汕头大学医学院

目的　通过检测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者外周血中嗜碱性粒细胞Ｐ物质 （ＳＰ）和ＮＫ１受体 （Ｒ）的

表达，以及ＳＰ对嗜碱性粒细胞的生物学功能和细胞募集的影响，阐明ＳＰ和嗜碱性粒细胞在慢性自发

性荨麻疹的发生发展中的可能作用，为理解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的发病机制提供新思路，为治疗慢性自发

性荨麻疹提供新靶点。方法　流式细胞仪分析检测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者外周血嗜碱性粒细胞的ＳＰ和

ＮＫ１Ｒ的表达以及嗜碱性粒细胞的数目，嗜碱性粒细胞激发试验研究ＳＰ对嗜碱性粒细胞组胺释放的影

响，建立鼠致敏模型，流式细胞术检测鼠外周血中嗜碱性粒细胞ＳＰ和ＮＫ１Ｒ的表达及ＳＰ对嗜碱性粒

细胞功能的影响。结果　ＣＳＵ患者血浆ＳＰ水平和嗜碱性粒细胞数均显著高于健康人群 （ＨＣ）。与 ＨＣ

受试者的外周血比较，ＣＳＵ患者ＳＰ＋和ＮＫ１Ｒ＋嗜碱性粒细胞的比例均明显升高。加入ＳＰ后，可诱

导ＣＳＵ患者嗜碱性粒细胞组胺净释放率高达４１．２％，其诱导组胺释放的能力几乎与抗ＩｇＥ抗体和ｆＭ

ＬＰ相当。鼠腹腔注射ＳＰ后，可诱导外周血嗜碱性粒细胞数目的显著增加。与非致敏鼠相比，ＯＶＡ致

敏鼠外周血ＳＰ＋和ＮＫ１Ｒ＋嗜碱性粒细胞数目增加。结论　ＳＰ极可能是一种强效炎性因子，可通过嗜

碱性粒细胞在ＣＳＵ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ＳＰ抑制剂和ＮＫ１Ｒ阻断剂可能是治疗ＣＳＵ的有效制

剂。

犘犗０９１

朗格汉斯细胞诱导免疫耐受的作用及机制研究进展

韩悦１李巍２姚煦１

１．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皮肤病研究所；２．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朗格汉斯细胞是位于表皮内的组织特应性树突细胞，其发育依赖于特应性自分泌以及环境因素，如

转化生长因子β、白细胞介素１０、紫外线与神经肽等。早期研究集中于朗格汉斯细胞在启动Ｔ细胞特

异性免疫应答中的作用，近年来研究揭示，朗格汉斯细胞在诱导免疫耐受方面的重要作用，参与并调控

感染、过敏、肿瘤等多种皮肤及系统疾病，作用机制可能与特异性Ｔ细胞的清除、调节性Ｔ细胞的产

生、共刺激分子表达抑制等相关。本文概述朗格汉斯细胞诱导免疫耐受的作用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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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９２

类糜蛋白酶通过犐犆犃犕１诱导肥大细胞聚集的机制研究

王维１湛萌萌１陈韩秋２方泽漫２陈慧芳２何韶衡１

１．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２．汕头大学医学院

目的　肥大细胞是过敏反应的主要效应细胞。类糜蛋白酶是肥大细胞含量最高的分泌产物之一，可

诱导炎症细胞募集。然而，人们对类糜蛋白酶在肥大细胞募集中的作用却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将在本

研究中探讨这一问题。方法　鼠腹腔模型、细胞迁移实验和流式细胞术研究类糜蛋白酶在肥大细胞募集

中的作用，ＥＬＩＳＡ检测５羟色胺的水平。结果　鼠腹腔注射类糜蛋白酶可显著诱导肥大细胞募集，肥

大细胞稳定剂色甘酸钠，抗细胞间粘附分子ＣＤ１１ａ、ＣＤ１８、ＣＤ６２Ｌ和ＩＣＡＭ１抗体预处理小鼠，可以

抑制类胰蛋白酶诱导的肥大细胞募集，并能刺激５羟色胺的产生。细胞迁移实验结果显示类糜蛋白酶

可促进肥大细胞募集，抗ＩＣＡＭ１抗体，糜蛋白酶抑制剂和大豆胰蛋白酶抑制剂可抑制这一效应。此

外，类糜蛋白酶也可诱导５羟色胺的释放。结论　类糜蛋白酶通过其酶活性及与ＩＣＡＭ１和ＬＦＡ１的

相互作用诱导肥大细胞募集。肥大细胞体外跨内皮迁移实验表明类糜蛋白酶有趋化作用。总之，类糜蛋

白酶诱导肥大细胞募集的结果暗示一种新的肥大细胞募集的自身放大机制。可考虑研发肥大细胞稳定剂

和抗ＩＣＡＭ１抗体用于治疗过敏反应。

犘犗０９３

非变应性鼻炎伴嗜酸性粒细胞增高征患者炎症特征的初步研究

王志颐 张勇 吴明海 陈伟 王秋萍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２１０００２

目的　非变应性鼻炎伴嗜酸性粒细胞增高征 （Ｎｏ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ｗｉｔｈ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ａ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ＮＡＲＥＳ）与支气管哮喘、鼻息肉、阿司匹林不耐受等疾病相关，但对于其炎症状况研究相对较少，文

中旨在探讨ＮＡＲＥＳ患者鼻部、下气道及全身炎症特征。方法　收集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初次在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耳鼻咽喉科就诊的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患者１０１例、ＮＡＲＥＳ患者

３９例及健康对照组１６２例，通过病史采集、皮肤点刺实验、呼出气一氧化氮 （ＦｅＮＯ）、血常规、血总

ＩｇＥ （ｔＩｇＥ）、鼻灌洗、诱导痰、鼻激发和支气管激发检查等方式评价分析炎症状况。结果　ＮＡＲＥＳ组

鼻灌洗ＥＯＳ计数 ［６ （４．４５）ｖｓ０ （０．０４）］、鼻激发阳性率 ［６９．２（２７／３９）ｖｓ３２．１ （５２／１６２）］、诱导痰

ＥＯＳ比例 ［２ （１）ｖｓ０．２５ （０．２５）］、ＦｅＮＯ ［（３７．２５±２２．９５）ｖｓ（１５．７±５．２）］、支气管激发阳性率

［１０．３（４／３９）ｖｓ１．２ （２／１６２）］、血清ＥＯＳ比例 ［（４．４９±３．１３）ｖｓ（１．８１±１．２２）］及血清ｔＩｇＥ ［５３．３

（８１．３５）ｖｓ１８．５ （１４．５６）］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均＜０．０１）。ＮＡＲＥＳ组鼻灌洗ＥＯＳ计数、鼻激发阳

性率、诱导痰ＥＯＳ比例、ＦｅＮＯ、支气管激发阳性率、血清ＥＯＳ比例与 ＡＲ组无明显差异 （Ｐ均＞

０．０５），只有血清ｔＩｇＥ要低于ＡＲ组 （犘＜０．０１）。结论　ＮＡＲＥＳ患者鼻、下气道和全身均存在炎症反

应，且炎症程度与ＡＲ无差异。关注ＮＡＲＥＳ患者上气道炎症状况的同时，也要关注下气道及全身炎症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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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９４

不同类型鼻炎对下气道炎症的影响

陈伟 吴明海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２１０００２

目的　探求不同类型鼻炎对下气道炎症影响的差异，以利于临床医师更好地认识并干预不同类型鼻

炎对于下气道炎症的影响。方法　依据鼻炎诊断标准将受试者分为２组，变应性鼻炎组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

ｔｉｓ，ＡＲ）３７７例、非变应性鼻炎 （ｎｏ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ＮＡＲ）组２６２例，以及健康对照组２６４例。分

别进行乙酰甲胆碱支气管激发试验、呼出气一氧化氮及诱导痰炎症细胞分类检测，明确不同类型鼻炎患

者下气道炎症的特征和差异。结果　①过敏性鼻炎组和非过敏性鼻炎组患者呼出气一氧化氮计数 （ＡＲ

组：５．７５±９．１８，３８．４５±３１．０８；ＮＡＲ 组：１．３５±２．５３，２５．２６±１７．４０）及阳 性率 （ＡＲ 组：

３７．９３％，ＮＡＲ组：２０．９９％）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②２组患者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

率分别为１２．２０％和６．１０％，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③２组患者诱导痰ＥＯＳ比例及计

数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５），但诱导痰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５）；结论　ＡＲ和ＮＡＲ均可能加

重患者的下气道嗜酸细胞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需要进行治疗和干预，而ＡＲ对下气道炎症的影响要比

ＮＡＲ作用更强。

犘犗０９５

免疫球蛋白同型转换与犐犵犈对抗癌症

王莲芸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２００２４０

目的　过去认为在肿瘤免疫中主要由ＩｇＧ参与，随着近几年来对肿瘤免疫治疗的深入研究，发现

ＩｇＥ治疗肿瘤前景广阔。这一研究发现可能与基因重组、发生免疫球蛋白间的同型转换有关，并且可能

促使肿瘤的免疫治疗向肿瘤的特异性ＩｇＥ疫苗研发。肿瘤特异性ＩｇＥ的Ｆｃε与肿瘤细胞表面的受体结

合，诱发机体的免疫应答。根据ＩｇＥ抗癌细胞假说，ＩｇＥ通过激活肿瘤细胞微环境内免疫细胞的活性，

达到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目的。而应用ＩｇＥ疫苗治疗肿瘤会引发诱发速发型变态反应所导致的疾病吗？

方法　２０１６年２月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发表了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论文

“ＨｕｍａｎＢｃｅｌｌｉｓｏｔｙｐｅ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ＩｇＥ”。他们的研究发现，表达ＩｇＧ１的Ｂ细胞突变后二次同

种型转换，改为表达ＩｇＥ，这是人类受试者的主要来源，而在抗原刺激后较早表达ＩｇＭ 或ＩｇＤ的Ｂ细

胞同型转换为表达ＩｇＥ不是主要来源。并发现通常表达低亲和力的抗体未突变。这表明ＩｇＥ的产生是从

先前受到抗原刺激后经历了细胞衍生的Ｂ细胞，而非幼稚的Ｂ细胞。这些研究结果为我们解释为什么

过去这个人对这种抗原不过敏，而在感冒后、或手术后、或受到精神打击后、或环境发生变化后变成了

过敏体质，以及在健康人和过敏患者检测过敏原特异性抗体，对判断受试者的免疫状态提供了依据。结

果　２０１６年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Ｌｅｔｔｅｒｓ》刊登了 “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Ｅ”一文中强调未来对

ＩｇＥ的研究应着重对ＩｇＥ的重组和同型转换。根据过去的研究发现免疫球蛋白的同型转换不仅受到Ｔ辅

助淋巴细胞的调节，同时受到个体的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２０１４年在 《ｍＡｂｓ》发表了 “ＩｇＥ

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ｏｖｅ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ｗｉｔｈｐｒｏｍｉｓｅ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５年在 《Ｌａｎｃｅｔ》刊登论

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ｂｙＩｇＥ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ａｒａ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ｕｍｏｕｒｍｅ

ｔａｓｔａｓｉｓ．结论　这些研究表明ＩｇＥ在未来可能用于癌症的免疫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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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０９６

武汉市室内尘螨过敏原调查

陈建军１陈琰２王彦君１程满２周癑１

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２．武汉市中敏泰克生物有限公司

目的　检测武汉市过敏性鼻炎患者家庭室内尘螨过敏原含量，并进行危险因素分析。方法　对武汉

市３２户过敏性鼻炎患者 （分２０１５年冬１５户及２０１６年１７户２次检测），收集床垫、枕芯、被褥、床单

（隔着床单床垫，以检测床单是否具有阻隔尘螨的效果）、沙发、地板、空调滤网处粉尘。应用ＥＬＩＳＡ

双抗夹心法，计算每克尘中尘螨主要过敏原浓度 （检测试剂由中敏泰克公司提供）。并分析２０１６年家庭

中尘螨危险因素。结果　 （１）２次检测结果浓度及趋势基本一致。（２）各个家庭中尘螨浓度存在较大

差异。（３）不同位置尘螨浓度及危险因素如下：１）床垫：８／１７家庭床垫尘螨浓度超过１０ｕｇ／ｇ （诱发

过敏症状水平），１４／１７超过２ｕｇ／ｇ （诱导过敏水平）。席梦思海绵垫 （３６．４５ｕｇ／ｇ）＞棉垫 （１０．７９ｕｇ／

ｇ）＞棕榈垫 （８．１８ｕｇ／ｇ）。床垫使用越久尘螨越多 （１～７年８．１５ｕｇ／ｇ，８年及以上３１．１８ｕｇ／ｇ）。２）沙

发：７／１７家庭沙发尘螨浓度超过１０ｕｇ／ｇ，１３／１７超过２ｕｇ／ｇ。皮质沙发尘螨含量 （４．８２ｕｇ／ｇ）＜布艺、

棉麻沙发 （１８．７２ｕｇ／ｇ）。沙发使用越久尘螨越多 （１７年９．２ｕｇ／ｇ，８年及以上１２．３５ｕｇ／ｇ）。３）被褥：

７／１７个家庭被褥尘螨浓度超过１０ｕｇ／ｇ，１５／１７超过２ｕｇ／ｇ。丝棉 （１．５８ｕｇ／ｇ）＜真空棉 （７．１６ｕｇ／ｇ）

＜棉絮 （１５．３ｕｇ／ｇ）。被褥使用越久尘螨越多 （１７年８ｕｇ／ｇ，８年及以上２０ｕｇ／ｇ）。４）枕芯：３／１７家庭

枕芯尘螨浓度超过１０ｕｇ／ｇ，１２／１７超过２ｕｇ／ｇ。荞麦枕芯 （１４．６ｕｇ／ｇ）最高。５）地板：仅２户较高。

瓷砖尘螨含量 （０．０６ｕｇ／ｇ）＜木质、复合地板 （６．４９ｕｇ／ｇ）。木质、复合地板使用越久尘螨越多 （１～７

年４．４５ｕｇ／ｇ，８年及以上１０．６９ｕｇ／ｇ）。６）空调滤网：１０个家庭测了空调滤网。２／１０户１０ｕｇ／ｇ。７）

床单：直接吸床垫或者透过床单吸床垫，尘螨结果及趋势基本一致。结论　武汉市过敏性鼻炎／哮喘患

者冬、夏季室内尘螨过敏原浓度差异不大。其中床垫和沙发是尘螨过敏原浓度最高之处。各家庭尘螨过

敏原浓度差异较大。普通床单无法阻隔尘螨过敏原透出。本研究为武汉市过敏患者家庭尘螨过敏原分布

及危险因素提供了基本依据。

犘犗０９７

犛狅狀犻犮犎犲犱犵犲犺狅犵信号通路在支气管哮喘
小鼠上皮间质转化中的表达及意义

陈星 王珂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２５００２１

目的　诱导建立支气管哮喘小鼠模型，探讨ＳｏｎｉｃＨｅｄｇｅｈｏｇ （ＳＨＨ）信号通路在哮喘气道重塑上

皮间质转化中的表达，以及吸入糖皮质激素对哮喘小鼠ＳＨＨ信号通路表达水平及上皮间质转化的影

响，为进一步探讨哮喘的发病机制和临床治疗提供实验依据。方法　选取３０只ＢＡＬＢ／ｃ小鼠，适应性

饲养一周，随机分为对照组、哮喘组、布地奈德 （Ｂｕｄｅｓｏｎｄｉｎｅ，ＢＵＤ）组，对照组予以腹腔注射并多

次雾化吸入ＰＢＳ，采用卵蛋白 （ＯＶＡ）致敏和激发造小鼠哮喘模型，ＢＵＤ组在ＯＶＡ激发前半小时予

雾化吸入ＢＵＤ。ＨＥ染色观察气道及肺组织病理变化、Ｍａｓｓｏｎ染色观察肺组织胶原纤维生成程度，结

合小鼠激发后的症状判断哮喘模型是否建立；免疫组织化学观察Ｓｈｈ、Ｇｌｉ１的表达，ＲＴＰＣＲ法检测

Ｅ钙黏蛋白 （ＥＣａｄｅｒｉｎ）、成纤维细胞特异性蛋白１ （ＦＳＰ１）、波形蛋白 （Ｖｉｍｅｎｔｉｎ）、Ｓｈｈ、Ｐａｔｃｈｅｄ１

（Ｐｔｃｈ１）、Ｇｌｉ１的 ｍＲＮＡ表达趋势，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Ｓｈｈ、Ｇｌｉ１的蛋白表达水平。结果　 （１）ＨＥ

染色显示哮喘组小鼠较对照组炎症反应明显；ｍａｓｓｏｎ染色哮喘组与对照组相比，支气管壁增厚及胶原

—１９１—



沉积面积增多，ＢＵＤ组上述指标低于哮喘组 （犘均＜０．０１）；（２）免疫组化正常对照组中Ｓｈｈ、Ｇｌｉ１表

达较弱，哮喘组Ｓｈｈ、Ｇｌｉ１表达增强，ＢＵＤ组较哮喘组稍弱，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 均＜０．０５）；

（３）ＲＴＰＣＲ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哮喘组肺组织中 ＥＣａｄｅｒｉｎ表达减少，ＦＳＰ１及 Ｖｉｍｅｎｔｉｎ、Ｓｈｈ、

Ｐｔｃｈ１、Ｇｌｉ１表达增多。而ＢＵＤ组与哮喘组相比，ＥＣａｄｅｒｉｎ表达增多，Ｖｉｍｅｎｔｉｎ、Ｓｈｈ、Ｐｔｃｈ１的表

达略减少 （犘＜均０．０１）；（４）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显示哮喘组Ｓｈｈ、Ｇｌｉ１蛋白表达较对照组增多，ＢＵＤ

组较哮喘组减少 （犘均＜０．０１）。结论　 （１）哮喘肺组织气道重塑中出现了ＥＭＴ现象；（２）哮喘模型

小鼠对比对组小鼠气道上皮细胞上Ｓｈｈ信号通路相关因子表达增加，其表达水平一定程度受糖皮质激

素调节；（３）雾化吸入ＢＵＤ治疗可部分抑制哮喘ＥＭＴ的发生。

犘犗０９８

抗犇犾犾４抗体对哮喘小鼠犜犺１７细胞分化的影响

翁翠叶 张维溪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育英儿童医院３２５０２７

目的　研究Ｄｅｌｔａｌ样配体４ （ＤＬＬ４）单克隆抗体对哮喘小鼠气道炎症、哮喘症状及辅助性Ｔ细胞

（Ｔｈ）１７分化的影响。方法　小鼠予卵清白蛋白 （０ＶＡ）建立哮喘模型，实验分正常对常照组、生理

盐水组、哮喘模型组、Ｄｌｌ４单克隆抗体干预组、ＩｇＧ对照组 （狀＝６），正常对照组代以生理盐水致敏、

激发。每次激发前生理盐水组、Ｄｌｌ４单克隆抗体干预组和ＩｇＧ对照组分别腹腔注射生理盐水、ＤＬＬ４单

克隆抗体、非特异性ＩｇＧ。ＨＥ染色评估各组小鼠肺组织炎症细胞浸润情况。免疫组化法半定量分析

ＤＬＬ４的表达。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ＷＢ）法检测小鼠脾脏分离淋巴细胞中维甲酸相关孤儿核受体 （ＲＯＲγｔ）

的蛋白表达。采用流式细胞术 （ＦＣＭ）检测小鼠脾脏分离淋巴细胞中Ｔｈ１７在ＣＤ４＋Ｔ淋巴细胞中的比

例，酶联免疫吸附实验 （ＥＬＩＳＡ）检测各组小鼠血清中白细胞介素１７ （ＩＬ１７）的含量。结果　生理盐

水组、哮喘模型组、ＩｇＧ对照组可见大量炎症性细胞浸润，正常照组未见炎症性细胞浸润，ＤＬＬ４单克

隆抗体干预组见较少炎症性细胞浸润。生理盐水组、哮喘模型组、ＩｇＧ对照组ＤＬＬ４光密度均值与正常

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１），抗体干预组Ｄｌｌ４的ＯＤ值与哮喘模型组比较，存在显著性

差异 （犘＜０．０１）。生理盐水组、哮喘模型组、ＩｇＧ对照组脾分离淋巴细胞中Ｔｈ１７细胞在ＣＤ４＋Ｔ淋巴

细胞中的比例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均有明显差异 （犘＜０．０５），抗体干预组脾分离淋巴细胞中Ｔｈ１７细胞在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中的比例与哮喘模型组比较存在明显差异 （犘＜０．０５）。生理盐水组、哮喘模型组、

ＩｇＧ对照组小鼠脾脏分离淋巴细胞中ＲＯＲγｔ蛋白表达水平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犘＜

０．０１），抗体干预组ＲＯＲγｔ表达水平与哮喘模型组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１）。哮喘模型组、

ＩｇＧ对照组小鼠血清中ＩＬ１７水平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１），抗体干预组小鼠

血清ＩＬ１７的表达与哮喘组相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１）。结论　ＤＬＬ４单克隆抗体可阻断哮喘小

鼠ＮｏｔｃｈＤＬＬ４信号通路，同时下调哮喘小鼠脾Ｔｈ１７细胞的表达，减少血清中ＩＬ１７的含量。

犘犗０９９

肥大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殷亚男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２０００８０

目的　间充质干细胞是来源于中胚层的具有高度自我更新能力和多向分化潜能的多能干细胞，具有

向炎症区域定向迁移的能力，这些特性使之成为过敏性哮喘治疗相关研究的一个热点。外泌体是由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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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细胞分泌的纳米级双层膜结构小囊泡，可运载蛋白质、核酸等生物信息物质，在细胞间信息传递中

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肥大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方法　体

外培养人骨髓来源的间质干细胞，选取第３４代用于实验；分步高速离心法提取人肥大细胞 （ＨＭＣ１）

来源的外泌体。纳米微粒追踪分析术检测外泌体大小及浓度；流式细胞术检测外泌体表面的共有标志；

共聚焦显微镜检测上皮细胞对外泌体的摄取。采用细胞划痕实验和Ｂｏｒｄｅｎ小室实验检测肥大细胞外泌

体对骨髓间质干细胞迁移的影响；应用明胶酶谱实验检测培养液中金属基质蛋白酶 ＭＭＰ２的活性；荧

光定量ＰＣＲ检测该酶的基因表达。结果　肥大细胞外泌体表达外泌体通用标志ＣＤ９、ＣＤ６３和ＣＤ８１，

能够被间充质干细胞所摄取，肥大细胞外泌体能够促进间质干细胞向划痕部位迁移，其诱导间质干细胞

通过明胶预处理的膜向对侧迁移的作用具有浓度依赖性，外泌体浓度越高，诱导迁移的能力越强。进一

步分析发现与细胞迁移密切相关的金属基质蛋白酶的活性以及该酶的基因表达也显著增高。结论　过敏

性哮喘中，肥大细胞活化分泌的外泌体能够促进间充质干细胞向炎症部位迁移，协助间充质干细胞在过

敏性哮喘中的治疗作用。

犘犗１００

中药制剂鼻康胶囊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杨军１，２，３周芸１，２，３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

２．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３．中西医结合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目的　观察中药制剂鼻康胶囊治疗过敏性鼻炎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按照 《耳鼻喉科诊断学》的

诊断标准，选择经确诊的过敏性鼻炎患者２８例，男１１例，女１７例，年龄２３～４２岁。观察患者应用鼻

康胶囊后，临床症状和体征的变化，计算有效率。疗效判定标准：过敏性鼻炎疗效评定，治愈：鼻粘膜

色泽、鼻甲形态均正常，鼻分泌物涂片无嗜酸性粒细胞，无过敏性鼻炎症状和体征；显效：部分症状和

体征明显减轻或好转，鼻分泌物涂片嗜酸细胞少量存在；无效：症状、体征无改善，嗜酸性粒细胞大量

存在。结果　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局部体征，以及治疗有效率的计算，对鼻康胶囊的治疗作用进行综

合分析，判定鼻康胶囊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疗效。鼻康胶囊临床疗效的有效率治愈２例，显效１８例，无

效８例，总有效率７１．４％。结论　过敏性鼻炎属Ｉ型变态反应，是临床耳鼻咽喉科的常见多发病，中医

属于 “鼻鼽”，是以突然和反复发作的鼻痒、喷嚏、流清涕、鼻塞等为主要症状。引起本病多由感受外

邪，侵袭鼻道，肺卫不固，抗邪力弱，风寒之邪留恋于鼻。又因外感表证未解，邪毒郁久化热，邪热犯

肺，肺气失和，气道受损而致，故见鼻塞、鼻痒、流涕等症状。所以治以清热解毒、通鼻窍为主。西医

多采用局部使用激素及对症处理，症状控制迅速，但需要长期服用，停药后易复发，有一定的副作用；

脱敏治疗效果显著，但治疗周期长，且有一定风险。鼻康胶囊选用中药辛夷、苍耳子、白芷、葛根、酒

黄芩、连翘六味中药加工制成，具有宣肺通窍、清热利湿、清利头目的功效。方中辛夷，苍耳子解毒祛

风，宣通鼻窍，抗过敏扶正气；葛根解肌于表，黄芩、连翘清热于里，兼有解毒之功。合用有宣肺通

窍、清热利湿、清利头目的功效。通过鼻康胶囊对过敏性鼻炎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该药对过敏性鼻炎

的有效率达７１．４％，未发现有明显毒副作用。中药制剂鼻康胶囊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过敏性鼻炎的治疗

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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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１０１

变应性鼻炎子代不同时期免疫状态及调节性犜细胞的改变

谭路 许昱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咽喉头颈外科４３００６０

目的　变应性鼻炎 （ＡＲ）发病呈现低龄化趋势。相关研究证明母代患病导致子代ＡＲ易感性增加、

发病率上升，但其机制尚不清楚。近来发现，表观遗传学在变应性疾病中存在重要作用，母代表观遗传

学改变是否能遗传给子代及遗传的稳定性尚属未知。本实验通过小鼠变应性鼻炎模型，探究ＡＲ子代不

同时期免疫状态以及调节性Ｔ细胞 （Ｔｒｅｇ）的表观遗传学改变在该机制中的作用。方法　６～８周雌性

ＢＡＬＢ／ｃ小鼠，于第１、７天用１μｇ屋尘螨第一变应原组分 （Ｄｅｒｐ１）＋４ｍｇ氢氧化铝的ＰＢＳ混悬液

４００μＬ进行腹腔注射基础致敏，第２１天用２０μＬ的Ｄｅｒｐ１ＰＢＳ溶液 （０．１μｇ／μＬ）双侧鼻腔交替滴药进

行局部激发，每天１次，连续７天；对照组用等量生理盐水刺激。造模完成后，按雌雄２∶１比例与正

常雄鼠合笼，完成交配。产下子代不给予任何刺激，于出生后３周 （２０天）、５周 （３６天）、８周 （５６

天）取材进行检测。分别使用ＥＬＩＳＡ法检测血清相关细胞因子，流式细胞术检测脾脏Ｔｒｅｇ数目，亚硫

酸氢盐修饰后测序法检测脾脏细胞Ｆｏｘｐ３基因甲基化。结果　出生后３周、５周，对比生理盐水刺激组

子代 （ＮＮ组），Ｄｅｒｐ１刺激母鼠的子代 （ＡＮ组）血清ＩＬ４水平明显升高，ＩＬ１０水平下降；同时，

Ｔｒｅｇ占脾脏ＣＤ４＋细胞数目百分比在３周、５周ＡＮ组中较同期对照组减少；进一步分析脾脏细胞甲

基化结果发现，３周及５周ＡＮ组在Ｆｏｘｐ３基因启动子区５２，４９，３４表现为高甲基化，而对照组为

低甲基化。然而，当小鼠周龄达８周时，上述所有指标ＮＮ和ＡＮ组间均无明显差异。结论　在母代

变应性鼻炎的影响下，子代小鼠在幼年期即存在免疫状态的异常，表现为ＩＬ４分泌增加、ＩＬ１０分泌下

降，同时伴有脾脏Ｔｒｅｇ细胞数目减少，因此存在对ＡＲ等变应性疾病的潜在易感性；然而，在不受变

应原刺激的前提下，随着生长发育，早期存在的免疫状态异常将逐渐恢复。作为Ｔｒｅｇ的特异性转录因

子，Ｆｏｘｐ３基因在ＡＲ子代中早期启动子区高甲基化及成年后可逆性恢复，可能是上述免疫改变的重要

原因。

犘犗１０２

婴儿型双歧杆菌防治小鼠过敏性哮喘

刘梦昀 黄建琼 张娟 魏春 孙新 郑跃杰

深圳市儿童医院５１８０２６

目的　研究婴儿型双歧杆菌对过敏性哮喘和食物过敏小鼠的防治作用及相关免疫机制。方法　分别

使用卵清蛋白 （ＯＶＡ）和β乳球蛋白 （ＢＬＧ）作为过敏原致敏和激发，建立过敏性哮喘和食物过敏小

鼠模型。然后将小鼠随机分为４组：正常对照组、过敏组、婴儿型双歧杆菌预防组和婴儿型双歧杆菌治

疗组。预防组和治疗组分别在过敏原致敏阶段和激发阶段灌胃干预。观察指标包括血清和肺泡灌洗液

ＢＡＬＦ细胞计数，肠道和肺组织 ＨＥ染色，ＥＬＩＳＡ法检测ＯＶＡ特异性ＩｇＥ、ＩｇＧ１、ＩＦＮγ、ＩＬ４、ＩＬ

５、ＩＬ１３和ＩＬ１０的水平。结果　 （１）ＯＶＡ过敏性哮喘和ＢＬＧ食物过敏小鼠均出现Ｔｈ２细胞因子

ＩＬ４、ＩＬ１３增多，Ｔｒｅｇ细胞因子ＩＬ１０减少，出现Ｔｈ２／Ｔｒｅｇ免疫失衡。（２）ＯＶＡ和ＢＬＧ致敏后给

予婴儿型双歧杆菌利于减轻过敏症状，早期预防及致敏后治疗均有效。（３）口服婴儿型双歧杆菌可以减

轻过敏小鼠的气道和消化道炎症，降低ＩｇＥ和ＩｇＧ１水平。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Ｔｈ２细胞因子ＩＬ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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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ＩＬ１３的分泌，促进Ｔｒｅｇ细胞因子ＩＬ１０的分泌来调节机体的免疫平衡。（４）口服婴儿型双歧杆菌

可以减轻食物过敏小鼠空肠炎症，降低血清总ＩｇＥ水平，维持肠粘膜结构正常。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

Ｔｈ２细胞因子ＩＬ４和ＩＬ１３的分泌来调节免疫平衡，而对调节性Ｔ细胞相关细胞因子ＩＬ１０作用不明

显。结论　婴儿型双歧杆菌能够通过抑制Ｔｈ２细胞因子ＩＬ４和ＩＬ１３的分泌来调节免疫平衡，减少

ＩｇＥ的产生，明显减轻气道和食物过敏小鼠的表现及病变。

犘犗１０３

慢性鼻鼻窦炎患者中犐犐型固有免疫淋巴细胞的表达

孟繤 林瀚青 张涛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０００

目的　探索ＩＩ型固有免疫细胞 （Ｔｙｐｅ２ｉｎｎａｔｅ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ｃｅｌｌｓ，ＩＬＣ２）在慢性鼻鼻窦炎病人外周血

中表达水平的改变及其与临床症状的关系。方法　从我科变应性鼻炎门诊选取慢性鼻鼻窦炎患者６例，

健康志愿者５例。收集入组对象的ＳＮＯＴ２０，ＶＡＳ评分以及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水平。抽取外周血，分离

外周血细胞，流式细胞仪计数ＬｉｎＣＲＴＨ２＋ＣＤ１２７＋ＩＬＣ２细胞。分离外周血血清，用ＥＬＩＳＡ法测定

血清中ＩＬ５和ＩＬ１０的水平。结果　比较入组病人外周血中ＩＬＣ２比例 （ＩＬＣ２细胞数／１１０^６外周血细

胞％）。慢性鼻鼻窦炎患者 （０．９５８±０．６２０９）相比于健康志愿者 （０．４８３１±０．０５６４）外周血中ＩＬＣ２

细胞明显增多 （犘＜０．０５），其血清中ＩＬ５和ＩＬ１０的水平明显增高 （犘＜０．０５），且患者的ＳＮＯＴ２０

和ＶＡＳ评分与外周血中ＩＬＣ２细胞数、血清中ＩＬ５和ＩＬ１０的水平均呈正相关关系。结论　ＩＬＣ２细胞

在外周血中比例与上气道变应性反应及炎症反应的患者症状有一定相关性，ＩＩ型固有免疫在慢性鼻鼻

窦炎的病程发展中发挥一定作用。在上气道以嗜酸性粒细胞升高为特征的炎症反应中，外周血中ＩＬＣ２

细胞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靶向细胞，对于ＩＬＣ２细胞的检测有利于我们评估患者病情发展。

犘犗１０４

呼吸道变应性疾病患者家居尘螨浓度分布特征

郭嘉浚 李诗敏 罗嘉莹 孙宝清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背景　近年来呼吸道变应性疾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临床研究证实尘螨是室内的主要致敏原．而屋

尘螨 （Ｄ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ａｇｉｄｅｓｐｔｅｒｏｎｙｓｓｉｎｕｓ，ＤｅｒＰ）和粉尘螨 （Ｄ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ａｇｉｄｅｓｆａｒｉｎａｅ，ＤｅｒＦ）是其中能

引起过敏性哮喘和鼻炎的最重要的两种尘螨。而家居环境能影响尘螨的浓度。目的　了解广州地区呼吸

道变应性疾病患者家庭环境内尘螨浓度的分布特征及家居环境对其影响，为临床指导尘螨环境控制提供

理论基础。方法　选取４０位呼吸道变应性疾病的患者 （其中支气管哮喘患者７例，过敏性鼻炎患者１２

例，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２１例；男性１５例，女性２３例），填写ＩＳＳＡＣ和瑞典ＤＢＨ的问卷，收集患者

家庭中空气、寝具上及静置１个月的尘样。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分析 （ＥＬＩＳＡ）测定以上尘样本中Ｄｅｒｐ

和Ｄｅｒｆ１的含量，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资料的录入和分析，计量资料用描述性统计，症状与微

生物浓度的关联性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结果　⒈寝具上尘样ｄｅｒｐ１和ｄｅｒｆ１含量分别为０．０６０ （０．０１３～０．４１２）μｇ／ｇ和０．１８４ （０．１３５

～０．２９８）μｇ／ｇ，空气中尘样ｄｅｒｐ１和ｄｅｒｆ１含量分别为０．０２６ （０．０１３～０．０２８）μｇ／ｇ和０．０１９

（０．０１３～０．０２０）μｇ／ｇ，静置尘样中ｄｅｒｐ１和ｄｅｒｆ１含量分别为０．０５４ （０．０２４～０．０５９）μｇ／ｇ和０．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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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５～０．０４９）μｇ／ｇ；２．空气中的Ｄｅｒｐ１浓度与住所及工作或幼儿园在２００米内有交通干线或高速公

路均呈正相关；但与在卧室发现发霉现象，在卧室发现潮湿现象呈负相关。３．床上尘样中Ｄｅｒｐ１浓度

与住在城市成正相关，与住在郊区呈负相关，另外与是否曾对住所进行过装修成正相关。４．静置的尘

样Ｄｅｒｐ１与一个月打扫一次卧室，半年晒一次被子呈负相关。而与居住在多户公寓住宅，春天发现卧

室潮湿呈正相关。Ｄｅｒｆ１浓度与春天发现卧室潮湿呈正相关。结论　呼吸道变应性疾患室内变应原浓度

在寝具中含量最高，尘螨浓度和家居环境密切相关。

犘犗１０５

山西省运城市气传花粉和真菌的检测及临床意义

郭芳 杨改娥 王新 樊娟丽 张淑云 白吉英 郭志萍 郭忻梅

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０４４０００

目的　调查运城市气传花粉、真菌的种类、含量和季节飘散规律，为本地区过敏性疾病的诊断和防

治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叶氏重力沉降法，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每日进行气传

花粉、真菌曝片，计数每日花粉和真菌的种类和数量。结果　 （１）全年监测到花粉种类１７种，共

６６３５粒，其中以桑科花粉最多，占全年花粉总数的１９．６７％，其次依次为悬铃木属、草属、蒿属、松

属、豚草等，分别占全年花粉总数的１７．１５％、１１．９７％、１１．３１％、９．１７％、６．９５％等；全年出现春季

３５月和夏秋季８１０月２个花粉分布高峰期，春季花粉以树类花粉如桑科、柏科、松属、悬铃木属等木

本植物花粉为主，秋季花粉以草本植物花粉如蒿草、草、矮豚草等花粉为主。（２）全年监测到真菌种

类１８种，共１５７９８粒，其中以芽枝菌最多，占全年真菌总数的２４．６％，其次依次为黑粉菌、链格孢、

假格孢、小球腔菌等，分别占全年真菌总数的１９．０４％、１７．５％、１５．３％、８．９４％；全年均有气传真菌

飘散，高峰期在春季３５月和夏秋季８１０月。结论　１．桑科花粉、悬铃木属、草属、蒿属、松属是

运城市主要优势致敏花粉。２．芽枝菌、黑粉菌、链格孢、假格孢菌等是运城市主要优势致敏真菌。３．

运城市花粉、真菌分布呈明显的季节性，存在春季和秋季两个高峰期，这与我院过敏性疾病患者就诊数

量表现为春秋两季高峰相吻合，与患者主诉症状在春秋季加重情况也吻合。４．本研究为我市气喘花粉

和真菌相关的过敏性疾病的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犘犗１０６

变应性鼻炎小鼠模型的构建及其免疫功能、
鼻粘膜病理改变的实验研究

张璐瑶 郑国玺 李泽峰 张亚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病院７１０００４

目的　建立变应性鼻炎小鼠模型，观察并评估其行为学表现及变应性鼻炎症状，研究其免疫功能变

化及鼻粘膜病理学改变，为全面了解变应性鼻炎的症状体征、发病过程及病理变化提供实验依据。方法

　３０只ＳＰＦ级６周龄Ｂａｌｂ／ｃ雌性小鼠，随机分为变应性鼻炎模型组和对照组，每组１５只。以卵清蛋

白 （ＯＶＡ）作为变应原，氢氧化铝作为佐剂，腹腔注射联合鼻腔给药制备变应性鼻炎模型，观察并评

估其行为学表现及及变应性鼻炎症状，ＥＬＩＳＡ法检测血清ＩｇＥ、ＩＬ４、ＩＦＮγ的浓度，鼻粘膜组织行

ＨＥ染色及甲苯胺蓝染色，并制备电镜标本进行扫描电镜及透射电镜观察。结果　小鼠鼻部症状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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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包括喷嚏、抓鼻、摩擦面部、流涕等。随着激发次数的增加，模型组小鼠上述症状逐渐加重。最后

一次激发后２４小时评分，模型组小鼠变应性鼻炎症状评分均大于５分，全部造模成功。造模期间模型

组小鼠逐渐出现反应迟钝和精神不振，体重明显低于对照组 （犘＜０．０１），症状发生次数及评分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１）。血清中ＩＬ４、ＩｇＥ含量均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而ＩＦＮ含量低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小鼠鼻中隔粘膜ＨＥ染色后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可见对照组小鼠鼻粘膜复层纤毛柱状上皮

结构完整，纤毛排列整齐，光滑无断裂，仅少量炎细胞的浸润；模型组小鼠鼻黏膜上皮肿胀，结构不完

整，上皮细胞变性、坏死甚至脱落，纤毛倒伏或者缺失，腺体增生、胖胀，血管扩张充血或伴组织间隙

出血，黏膜层炎细胞浸润明显。甲苯胺蓝染色可见模型组粘膜下肥大细胞浸润较对照组明显增多。电镜

结果可观察到模型组鼻粘膜组织重塑，扫描电镜显示：对照组鼻中隔粘膜纤毛轮廓清晰，呈直立状，纤

毛表面未见分泌物；模型组鼻中隔粘膜纤毛部分脱落、稀疏排列紊乱，呈束状或团状，纤毛表面可看到

分泌颗粒。透射电镜显示：对照组纤毛排列规律整齐，杯状细胞无分泌亢进表现，偶见嗜酸性粒细胞浸

润，肥大细胞胞浆内充满大量高电子密度颗粒，模型组纤毛稀疏、倒伏，杯状细胞增多，粘液分泌亢

进，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明显，有些穿透基底膜进入粘膜层，结论　成功建立变应性鼻炎小鼠模型，免疫

状态符合变态反应性疾病特点及Ｔｈ１／Ｔｈ２失衡，模型组小鼠鼻粘膜存在组织重塑，逆转鼻粘膜组织重

塑可能成为治疗变应性鼻炎新的切入点。

犘犗１０７

拟穴青蟹过敏原精氨酸激酶抗原表位的定位分析

杨阳 毛海燕 曹敏杰 蔡秋凤 苏文金 刘光明

集美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３６１０２１

目的　精氨酸激酶 （Ａｒｇｉｎｉｎｅｋｉｎａｓｅ，ＡＫ）在生物能的代谢、贮存和利用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

用，研究表明ＡＫ也是存在于甲壳类水产品中的泛过敏原，本文旨在定位分析拟穴青蟹精氨酸激酶的抗

原表位并解析其构效关系。方法　以纯化的拟穴青蟹精氨酸激酶为抗原，免疫新西兰大白兔并纯化得到

兔抗青蟹ＡＫＩｇＧ抗体，利用该抗体对噬菌体随机十二肽库进行亲和淘选，借助表位分析软件ＬｏｃａＰｅｐ

分析阳性克隆，确定ＡＫ的构象表位及关键氨基酸，采用重叠肽方法结合ＲＢＬ２Ｈ３肥大细胞模型定位

ＡＫ的线性表位。利用甲壳类过敏患者血清对变性处理后ＡＫ免疫活性以对其构效关系进行解析。结果

　通过对噬菌体展示技术淘选的阳性克隆分析确定了 ＡＫ 的４个构象表位依次为 Ｄ３Ａ４Ｋ４３Ｍ１

Ａ５Ｔ４９Ｔ４４Ｉ７，Ｌ３１Ｋ３３Ｖ３５Ｔ３２Ｅ１１Ｅ１８Ｆ１４Ｓ３４Ｄ３７，Ｖ１７７Ｇ１７２Ｍ１７３Ｄ１７６Ｑ１７８Ｔ１７４Ｌ１８１Ｋ１７５Ｌ１８７ 和

Ｒ２０２Ｌ１７０Ｙ２０３Ｅ１９０Ｐ２０５Ｗ２０４Ｌ１８７Ｔ２０６Ｙ１４５，以及４个构象表位的关键氨基酸分别为 Ｄ３，Ｋ３３，

Ｔ１７４和 Ｗ２０４；与此同时，采用重叠肽技术确定了甲壳类过敏患者血清ＩｇＥ特异性识别的６个活性的

肽段，即ＡＡ１１３１２７，１２７１４１，１４１１５５，２０４２１８，２１１２２５，３１６３３０。进一步通过肥大细胞 （ＲＢＬ

２Ｈ３）的脱颗粒实验验证得到４个线性表位 （ＡＡ：１１３１２７、１２７１４１、１４１１５５和２０４２１８）。利用甲壳

类过敏患者血清对变性处理后ＡＫ免疫活性的测定结果表明，ＡＫ的致敏性依赖于其空间构象的完整

性，存在于分子内部的二硫键Ｃｙｓ２０１Ｃｙｓ２７１对于维持ＡＫ的空间构象具有关键作用，是影响ＡＫ致敏

性的关键位点。结论　本实验通过噬菌体展示及软件分析、重叠肽技术结合细胞模型定位分析了ＡＫ的

抗原表位，并对其构效关系做出解析，为低致敏性水产食品的开发及抗过敏药物的研制提供了理论依

据。

—７９１—



犘犗１０８

犜犖犉α对哮喘小鼠肺组织中犆狔狊犔犜犚１表达的影响

宋晓丹 欧维琳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５４１００１

目的　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α，ＴＮＦα）作为一种前细胞炎性因子，诱导细胞产

生一系列细胞因子，趋化嗜酸性粒细胞释放ＣｙｓＬＴｓ等炎性介质，引起上皮细胞脱落，促进气道慢性炎

症的产生。在炎性介质中，ＣｙｓＬＴｓ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ＣｙｓＬＴｓ能促进炎性细胞游走渗出并参与

气道重塑等，但ＣｙｓＬＴｓ的生物活性均需与半胱氨酰白三烯受体１ （Ｃｙｓｔｅｉｎｙｌｌｅｕｋｏｔｒｉｅ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１，

ＣｙｓＬＴＲ１）结合而完成。本实验观察ＴＮＦα对哮喘小鼠肺组织ＣｙｓＬＴＲ１表达的影响，探讨ＴＮＦα是

否上调细胞表达ＣｙｓＬＴＲ１，从而加剧ＣｙｓＬＴｓ在哮喘气道炎症以及气道重塑等方面的作用。方法　将

３２只健康雌性Ｂａｌｂ／ｃ小鼠，随机分为４组：正常组 （Ａ组）８只，哮喘模型组 （Ｂ组）８只，哮喘＋

ＴＮＦα低剂量腹腔注射给药组８只 （Ｃ１组，０．１μｇ／ｋｇ），哮喘＋ＴＮＦα高剂量腹腔注射给药组８只

（Ｃ２组，０．４μｇ／ｋｇ，），建立哮喘动物模型，在末次激发后处死小鼠，取肺组织，分别采用免疫组织化

学法 （ＩＨＣ）、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ＲＴＰＣＲ）法和蛋白质免疫印迹法 （ＷＢ）检测肺组织中ＣｙｓＬ

ＴＲ１的表达情况。结果　 （１）ＩＨＣ各组ＣｙｓＬＴＲ１阳性细胞表达计数分别为：２２．８９９±１．２３６、２６．３３３

±３．２４０、３３．２２２±４．５８５、５１．８８８±６．９８８。其中Ｂ组和Ｃ１组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性，其余任意两组

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２）ＲＴＰＣＲ法检测各组的ＣｙｓＬＴＲ１ｍＲＮＡ／βａｃｔｉｎ相对密度分

别为０．２１８±０．０５０、０．３２３±０．０８４、０．４５８±０．０８３、０．４８８±０．０８９，其中任意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犘＜０．０５）。（３）ＷＢ法检测各组的ＣｙｓＬＴＲ１蛋白相对密度分别为０．７９７±０．０８１、１．４２２±０．９７、

１．７８４±０．２１０、２．４４８±０．０９６，其中Ｂ组和Ｃ１组之间差异没有统计性，其余任意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在ＴＮＦα可直接促进炎性细胞释放ＣｙｓＬＴｓ的同时，对肺组织ＣｙｓＬＴＲ１

表达也呈上调作用，此现象部分解释了ＴＮＦα在参与哮喘发病机理中的作用，为哮喘患者的抗炎治疗

寻找新的靶点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验室依据。

犘犗１０９

丙酸氟替卡松对鼻腔成纤维细胞生长影响的实验研究

孙臻峰 陈霞芳 苏甜甜 董频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２０００８０

目的　观察丙酸氟替卡松对体外培养的鼻中隔成纤维细胞生长及凋亡的影响，探讨激素局部应用对

鼻腔结构的影响。方法　取１０例鼻息肉患者的鼻中隔粘膜组织进行传代培养后获得鼻中隔的成纤维细

胞，观察不同浓度 （４０、８０、１６０μｌ／ｍＬ）丙酸氟替卡松作用４８、７２、９６和１２０ｈ对两组成纤维细胞活

力的影响，流式细胞仪和Ｈｏｅｃｈｅｓｔ染色观察８０μｌ／ｍＬ丙酸氟替卡松作用４８、７２、９６和１２０ｈ对两组

成纤维细胞凋亡的影响，并与空白对照组进行对比。结果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当丙酸氟替卡松的浓度

＞８０μｌ／ｍＬ时能显著抑制成纤维细胞的生长 （犘＜０．０５）；流式细胞仪和 Ｈｏｅｃｈｅｓｔ染色结果表明，当丙

酸氟替卡松浓度大于８０μｌ／ｍＬ能导致成纤维细胞凋亡，与空白对照组对比差异显著 （犘＜０．０５）。结论

　丙酸氟替卡松超过一定浓度时体外能抑制鼻腔成纤维细胞的生长并诱导其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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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１１０

青岛地区近１０年间过敏性疾病患者过敏原谱的变迁

林航 林荣军 李娜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２６６００３

目的　回顾性分析青岛地区近１０年来过敏性疾病患者的过敏原变化，为过敏性疾病的防治提供临

床参考依据。方法　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间，对４５１５例因过敏性疾病来诊患者，采用皮肤点刺

试验 （ｓｋｉｎｐｒｉｃｋｔｅｓｔ，ＳＰＴ）进行过敏原检测，然后分析各种变应原的致敏阳性率，以及致敏患者在不

同年份、年龄、性别等方面的差异。结果　 ①青岛地区吸入性变应原以屋尘螨、粉尘螨和霉菌为主，

食入性变应原以蚌类、海虾、鲤鱼为主。②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４年１２年间，每年吸入性变应原最高均为屋

尘螨、粉尘螨和霉菌，每年食入性变应原最高均为蚌类、海虾、鲤鱼。除霉菌以外，以上变应原阳性率

均呈逐年递增趋势。③男女两组吸入性变应原均以粉尘螨、屋尘螨、霉菌为主，男女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犘＞０．０５）。食物性变应原男女均以蚌类、海虾、鲤鱼为主，男女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④学龄前儿童 （０６岁）、未成年患者 （６１７岁）、成年患者 （≥１８岁）的吸入性变应原均以

粉尘螨、屋尘螨、霉菌为主，食入性变应原以蚌类、海虾、鲤鱼为主。粉尘螨阳性率三组间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其余五种三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⑤对单一过敏原过敏的

患者只占２．７％，大部分患者表现为多重过敏。结论　青岛地区十多年来过敏性疾病患者变应原检查屋

尘螨、粉尘螨，蚌类、海虾、鲤鱼分别是主要的吸入与食入类过敏原，且阳性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大部

分患者表现为对两种及两种以上的过敏原过敏，年龄和性别不是阳性率的影响因素。

犘犗１１１

犐犔１８犅犘在湿疹患者嗜碱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的表达
及其在皮损局部炎症反应中的作用研究

张晓文 张慧云 郑文娇 胡雅琳 湛萌萌 何韶衡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变态反应与临床免疫中心１２１００１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ＩＬ１８ＢＰ、ＩＬ１８和ＩＬ１８Ｒ在湿疹中的关系，及其在肥大细胞募集中的作

用。方法　流式细胞术检测人外周血细胞ＩＬ１８ＢＰ，ＩＬ１８Ｒ和ＩＬ１８的表达及鼠外周血细胞和皮肤组织

中ＩＬ１８ＢＰ和ＩＬ１８Ｒ的表达，ＥＬＩＳＡ法检测血浆ＩＬ１８ＢＰ和ＩＬ１８的水平。结果　湿疹患者血浆ＩＬ

１８ＢＰ和ＩＬ１８水平升高，且二者关系密切。过敏原可诱导湿疹患者嗜碱性粒细胞内ＩＬ１８ＢＰ表达增加。

鼠湿疹模型研究发现，湿疹鼠皮损部位肥大细胞数量明显增加。ＩＬ１８可诱导健康鼠外周血嗜碱性粒细

胞和单核细胞表达ＩＬ１８Ｒ。此外，ＩＬ１８还可诱导健康鼠单核细胞表达ＩＬ１８ＢＰ，增强湿疹鼠皮损部位

肥大细胞ＩＬ１８ＢＰ和ＩＬ１８Ｒ的表达。结论　湿疹患者血浆ＩＬ１８ＢＰ和ＩＬ１８之间的相关性表明二者之

间关系密切，可考虑研发抗ＩＬ１８或中和ＩＬ１８的药物治疗湿疹。ＩＬ１８可能通过增强肥大细胞ＩＬ１８Ｒ

的表达参与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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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１１２

犐犔３３诱导的过敏原非依赖性哮喘样小鼠模型
肺组织免疫细胞及亚群的改变

袁琳洁１陈诗皓１安高１黄琼１易达委１李艳１吕?１王晶晶２黄克武３王炜１孙英１

１．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北京，１０００６９；２．首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部，北京，１０００６９

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北京呼吸疾病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２０

目的　ＩＬ３３属于ＩＬ１家族成员，在气道上皮细胞遭受内、外源损伤时作为一种内源性危险信号向

免疫系统释放，因此被认为是一种警报素。其受体ＳＴ２在多种免疫细胞及气道结构细胞上表达，ＩＬ

３３／ＳＴ２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调节免疫应答介导哮喘发生。本研究旨在观察ＩＬ３３诱导的过敏原非依赖性

哮喘样模型小鼠肺组织中Ｔ、Ｂ淋巴细胞，ＮＫＴ细胞和固有淋巴样２型细胞 （ＩＬＣ２）数目和比例的变

化，以期了解ＩＬ３３在哮喘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生物学作用。方法　采用ＩＬ３３滴鼻法制备小鼠哮喘模

型，以生理盐水 （ＮＳ）滴鼻作为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小鼠肺组织中Ｔ、Ｂ细胞亚群，ＮＫＴ细

胞和ＩＬＣ２细胞数量及比例变化。结果　与ＮＳ组相比，小鼠鼻腔给予ＩＬ３３刺激可引起以Ｔｈ２型免疫

应答为主的哮喘样气道炎症反应；肺组织 Ｔｈ２细胞出现优势分化，Ｔｈ１／Ｔｈ２细胞比例下降 （ＣＤ３＋

ＣＤ８ＩＦＮγ＋／ＣＤ３＋ＣＤ８ＩＬ４＋，犘＜０．０１）；Ｔ细胞 （ＣＤ３＋Ｔ）及其亚群 （ＣＤ３＋ＣＤ８Ｔｈ和ＣＤ３＋

ＣＤ８＋Ｔｃ），Ｂ细胞 （ＣＤ１９＋Ｂ）及其亚群 （Ｂ１ａ：ＣＤ１９＋ＣＤ２３ＣＤ５＋ＣＤ１１ｂ＋，Ｂ１ｂ：ＣＤ１９＋ＣＤ２３

ＣＤ５ＣＤ１１ｂ＋和Ｂ２：ＣＤ１９＋ＣＤ２３＋Ｂ２２０＋）以及ＩＬＣ２细胞 （ｌｉｎｅａｇｅＩＣＯＳ＋ＳＴ２＋）数目出现明显

增加 （犘＜０．０１）；ＮＫＴ细胞 （ＣＤ３＋ＣＤ８ＣＤ４９ｂ＋）比例无明显改变 （犘＞０．０５）。结论　ＩＬ３３可能

通过直接或间接作用造成肺组织Ｔ、Ｂ淋巴细胞亚群和ＩＬＣ２细胞的数量及比例改变，打破局部免疫系

统平衡，引发哮喘炎症反应。

犘犗１１３

犜犺２型启动因子犐犔２５／犐犔３３在固有淋巴样
２型细胞定向趋化中的作用研究

李艳１，２吕?２王晶晶３池亚菲３黄萍２ＣｈｒｉｓＪ．Ｃｏｒｒｉｇａｎ
４黄克武１王炜２孙英２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２．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

３．首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部；４．英国卫生部哮喘研究中心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哮喘、过敏与呼吸科学系

目的　固有淋巴样２型细胞 （ｉｎｎａｔｅ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ｃｅｌｌｓｔｙｐｅ２，ＩＬＣ２）是一类非Ｔ非Ｂ、表达ＣＤ１２７

（ＩＬ７Ｒα）、ＩＬ１７ＢＲ和Ｔ１／ＳＴ２的固有淋巴样细胞。活化的ＩＬＣ２分泌ＩＬ５、ＩＬ９和ＩＬ１３等细胞因子

参与过敏性疾病和宿主寄生虫防御过程。课题组研究发现ＩＬ２５和ＩＬ３３诱导的过敏原非依赖性哮喘模

型小鼠中ＩＬＣ２在肺内聚集，但是，ＩＬＣ２向肺内聚集的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比较在上述模型小

鼠中，不同组织或器官ＩＬＣ２的聚集情况，并对其机制进行探讨。方法　以滴鼻法建立ＯＶＡ诱导的经

典慢性哮喘小鼠模型作为阳性对照组，生理盐水作为阴性对照组，ＩＬ２５或ＩＬ３３单独滴鼻暴露给同系

小鼠作为实验组。在实验急性期、亚急性期、慢性期和恢复期，采用流式细胞术分别检测各组小鼠骨

髓、脾脏、胸腺、肠系膜淋巴结、纵膈淋巴结、肺组织和肺泡灌洗液中ＩＬＣ２的分布和数量；流式细胞

术分选并培养肺组织中ＩＬＣ２，观察不同剂量ＩＬ２５和ＩＬ３３对ＩＬＣ２趋化的影响；采用小动物活体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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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一步验证ＩＬ３３对ＩＬＣ２的趋化作用。结果　与生理盐水组相比，ＩＬ２５或ＩＬ３３单独滴鼻均可诱

导小鼠ＩＬＣ２向纵膈淋巴结、肺组织和肺泡灌洗液内定向聚集。时相上，ＩＬ２５诱导ＩＬＣ２聚集的高峰期

早于ＩＬ３３组小鼠。数量上，ＩＬ３３诱导的ＩＬＣ２明显高于ＩＬ２５组小鼠。体外趋化实验显示ＩＬ３３可直

接引起ＩＬＣ２趋化，而ＩＬ２５对该类细胞无明显趋化作用；小动物活体成像进一步证实小鼠单独滴鼻ＩＬ

３３一次即可诱导尾静脉注射的ＩＬＣ２向肺内聚集。结论　本研究提示，慢性呼吸道暴露ＩＬ２５或ＩＬ３３

均可诱导ＩＬＣ２向气道和肺部聚集，且ＩＬ３３对ＩＬＣ２有直接趋化作用。鉴于ＩＬＣ２可能是参与哮喘发病

机制的重要环节，因此ＩＬ３３可能是哮喘干预策略的新靶点。

犘犗１１４

维生素犇受体 （犞犇犚）基因多态性
与中国人群过敏性鼻炎相关性研究

阮宇１，２，３张媛１，２，３张旭１，２，３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２．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３．鼻病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维生素Ｄ受体 （ＶＤＲ）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中国人群变应性鼻炎及其临床表型之间

的关系。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和当场询问的方式询问每例患者的病史资料，包括家族史、吸烟史、母孕

期有无致敏及用药史、出生时是否早产、生活环境、是否养宠物等，建立详尽的病史资料档案。共招募

变应性鼻炎患者３９４例，正常对照３７８例，ＶＤＲ 基因中共有８个 ＳＮＰ （ｒｓ７５７３４３、ｒｓ７９７５１２８、

ｒｓ２２３９１８２、ｒｓ２１０７３０１、ｒｓ２１８９４８０、ｒｓ６５８０６４２、ｒｓ１１１６８２７５、ｒｓ２２５４２１０）使用时间飞行质谱技术进行

基因分型，并对各ＳＮＰ和单倍型与变应性鼻炎及其表型进行了分析。结果　变应性鼻炎组ｒｓ７５７３４３位

点ＡＡ基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Ａ的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基因型频率的相对风险分析发现，ＡＡ基因型

患变应性鼻炎的风险是ＧＧ型的３．９５倍 （９５％可信区间为１．０１５～１．９４６），有Ａ等位基因者患变应性

鼻炎的危险性增加了１．８４５倍 （９５％可信区间为０．９１９～１．７０２），提示ｒｓ７５７３４３位点等位基因Ａ可能

是中国汉族人群变应性鼻炎的易感基因。ｒｓ７９７５１２８、ｒｓ２２３９１８２等７个位点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

在变应性鼻炎组和对照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７个位点在变应性鼻炎中不起关键性作用。结论

　ＶＤＲ基因ｒｓ７５７３４３位点可能是影响变应性鼻炎的候选基因。

犘犗１１５

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者血清可溶性血管内皮钙
黏蛋白水平的检查与意义

陈涛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慢性自发性荨麻疹具体发病机制目前仍不完全清楚。血管内皮钙黏蛋白是一种血管内皮细胞

间的紧密连接蛋白，在维持血管细胞通透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研究调查ＣＳＵ患者血清可溶性

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的水平变化，并调查组胺诱导皮肤微血管内皮细胞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释放的作用与机制。方法

　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调查ＣＳＵ、特应性皮炎及健康对照组血清可溶性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的水平，评价抗

组胺治疗前后ＣＳＵ患者血清可溶性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的水平变化，血清可溶性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水平与ＣＳＵ疾

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培养皮肤微血管内皮细胞 ＨＭＥＣ１细胞，使用组胺处理细胞，酶联免疫吸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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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检测不同时间点细胞培养上清可溶性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的水平。观察不同抗组胺处理对组胺诱导 ＨＭＥＣ１

细胞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水解的影响。使用免疫印记调查不同处理组 ＨＭＥＣ１细胞磷酸化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表达。

结果　ＣＳＵ患者血清可溶性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的水平较ＡＤ组及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ＣＳＵ患者血清可溶

性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的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评分呈正相关。给与 Ｈ１受体阻断剂西替利嗪／非索非那定等处

理，ＣＳＵ患者治疗后血清可溶性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的水平较之前明显降低。组胺刺激 ＨＭＥＣ１细胞可导致

细胞通透性增加，可溶性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水平明显升高，处理２０分钟时达高峰。Ｈ１受体阻断剂能明显抑

制组胺诱导的 ＨＭＥＣ１细胞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水解 （西替利嗪及非索非那定略强于氯雷他定），Ｈ２受体阻

断剂亦有轻微效果，Ｈ１受体阻断剂联合Ｈ２受体阻断剂几乎完全阻断组胺诱导的 ＨＭＥＣ１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水解。免疫印记结果显示组胺明显上调 ＨＭＥＣ１细胞磷酸化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表达，Ｈ１受体阻断剂明显，

Ｈ２受体阻断剂轻微抑制组胺诱导的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磷酸化。结论　本研究首次调查ＣＳＵ患者血清可溶性

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的水平变化，显示ＣＳＵ患者血清可溶性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的水平明显升高，与疾病病情密切相

关，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分解可能参与ＣＳＵ发病。体外研究提示组胺可诱导 ＨＭＥＣ１细胞 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磷酸

化，促进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分解释放；其作用受 Ｈ１及 Ｈ２受体共同介导。

犘犗１１６

特应性皮炎动物模型新进展

单雨婷 路永红 王珊珊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特应性皮炎 （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Ｄ）是一种常见的以顽固性皮肤瘙痒和自发性皮炎为主要临床特

征的慢性复发性皮肤病，ＡＤ的病因复杂，为研究其发病机制并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建立了多种动物模

型。主要分为１．被动致敏模型２．突变小鼠模型３．转基因小鼠模型４．自发ＡＤ动物模型，其中被动致

敏模型又有注射半抗原和上皮接触致敏模型，突变小鼠模型主要有鳞尾鼠、ＮＯＡ小鼠，转基因小鼠有

载脂蛋白Ｃ１的转基因小鼠、ＳＣＣＥ转基因小鼠、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 （ＴＳＬＰ）转基因小鼠、Ｋ１４

ＩＬ４Ｔｇ／ＳＫＨ１转基因小鼠、ＩＬ类转基因小鼠、ＲｅｌＢ基因敲除小鼠、ｃａｔｈｅｐｓｉｎＥ缺乏小鼠及ＣＡＳＰ１

转基因小鼠。自发ＡＤ动物模型主要是ＮＣ／Ｎｇａ小鼠。被动致敏模型建立方法通过静脉注射或表皮刺

激来获得。突变小鼠模型则是基因突变小鼠可表现出ＡＤ患者皮肤炎症情况故可用于ＡＤ的发病及治疗

研究。转基因小鼠模型是通过敲除或添加某些基因从而使小鼠出现ＡＤ患者的症状或体征，从而服务于

科研工作，如人载脂蛋白Ｃ１转基因 （ＡＰＯＣ１Ｔｇ）小鼠模型过度表达的ＡＰＯＣ１破坏了皮肤屏障功能中

的脂质从而引起皮肤炎症反应，表现为表皮增生角化，炎症细胞浸润以及皮肤瘙痒症状。ＳＣＣＥ转基因

小鼠角质细胞过度表达ＳＣＣＥ基因，使得小鼠在７８周龄开始表现出ＡＤ样皮损，可产生ＡＤ样皮损表

现为皮肤表皮厚度增加，角化过度和严重瘙痒。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 （ＴＳＬＰ）转基因小鼠２周龄

时皮损表现为轻度红斑，随后逐渐发展为湿疹样的改变如干燥、瘙痒等。血清中ＩｇＥ和ＩｇＧ１水平也升

高。自发ＡＤ动物模型ＮＣ／Ｎｇａ小鼠在一般环境下就可产生ＡＤ样皮损表现，皮损处表皮增生，肥大细

胞脱颗粒及炎症细胞的募集，ＣＤ４＋ Ｔ细胞和肥大细胞产生ＩＬ４，Ｔｈ２细胞的特定的化学因子也大量

产生。ＡＤ的发病机制及临床表现十分复杂，治疗难度较大，目前尚无完全根治的方法，因此合适的动

物模型对于研究ＡＤ至关重要，只有选择合适的动物模型才能使研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也只有

在研究中才能不断寻找出新的更合适的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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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１１７

不同抗组胺治疗对组胺诱导的皮肤微血管内皮
细胞通透性改变的作用研究

付丽新 周培媚 陈涛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本研究目的比较不同抗组胺治疗方案对组胺诱导的皮肤微血管内皮细胞 （ＨＤＭＥＣｓ）通透

性改变的作用；有望明确何种抗组胺治疗方案更能有效阻断组胺对 ＨＤＭＥＣｓ通透性的改变。方法　

ＨＤＭＥＣｓ置于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小室的上室培养。单层 ＨＤＭＥＣｓ分别予以下不同抗组胺方案处理细胞：１）

盐酸非索非那定组；２）氯雷他定组；３）苯海拉明组；４）雷尼替丁；５）盐酸非索非那定２倍剂量组；

６）盐酸非索非那定加氯雷他定组；７）盐酸非索非那定加苯海拉明组；同时设立只加组胺组及空白对照

组；再加入１０μＭ组胺刺激细胞３０ｍｉｎ，处理完成后，上室加入荧光标记物ＦＩＴＣｄｅｘｔｒａｎ（１ｍｇ／ｍｌ），

不同时间点，取下室上清分光光度计法检测荧光强度。结果　Ｈ１受体阻断剂作用后，可有效减轻组胺

诱导的ＨＤＭＥＣｓ通透性改变，与Ｈ２受体阻断剂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５）；但单独 Ｈ１受体阻

断剂时，盐酸非索非那定起效最快，且在４０ｍｉｎ后，作用效果仍显著高于氯雷他定和苯海拉明；当盐

酸非索非那定增至２倍剂量或者联合其他抗组胺药后，均能够更有效的改善 ＨＤＭＥＣｓ通透性的改变，

且作用效果均强于单独使用的抗组胺药；但其中盐酸非索非那定２倍剂量组的作用效果显著高于其他联

合用药组 （犘＜０．０５）。结论　组胺诱导ＨＤＭＥＣｓ通透性改变是由Ｈ１受体介导的；单独使用抗组胺药

时，盐酸非索非那定起效最快，作用持久；盐酸非索非那定２倍剂量，可有效阻断组胺对 ＨＤＭＥＣｓ通

透性的改变，并且其作用效果强于联合其他抗组胺药。

犘犗１１８

大气颗粒物犘犕２５对人鼻黏膜炎性因子分泌的影响

青卉１王向东１，２张亮２郑凯莉１张涛１李颖２

１．北京同仁医院；２．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目的　通过研究大气颗粒物ＰＭ２．５对人鼻黏膜的炎性因子表达的作用，探讨ＰＭ２．５对鼻黏膜炎症

反应的影响。方法　１．在北京地区随机选择符合研究条件的２０名健康人为研究对象，采用时间队列研

究设计，分为晴天组和雾霾组两个时间段，分析大气环境中颗粒物ＰＭ２．５污染状况对人鼻腔分泌物的

炎性因子差异表达。２．通过收集慢性鼻窦炎患者术中鼻息肉组织 （１９例），予以不同浓度ＰＭ２．５ （０、

５、１０、２０ｕｇ／ｍｌ）刺激，体外培养２４ｈ、４８ｈ，制备组织匀浆，检测组织中的炎性因子，进行相关性分

析和组件比较。结果　１．大气颗粒物ＰＭ２．５自然暴露研究发现炎性因子ＩＬ５、ＩＬ６、ＩＬ８、ＴＮＦａ的水

平在雾霾组较晴天组升高，其中ＩＬ５与ＴＮＦａ呈正相关关系，ＩＬ８与ＩＬ５、ＩＬ８、ＴＮＦａ呈正相关关系。

２．鼻息肉组织体外ＰＭ２．５刺激培养研究发现，２４ｈ时中高剂量的ＰＭ２．５可诱导炎性因子ＩＦＮｒ、ＩＬ１、

ＴＮＦａ的增高，４８ｈ时高剂量的ＰＭ２．５可诱导ＩＦＮｒ、ＩＬ１的增高，其中ＩＬ１与ＴＮＦａ呈正相关关系。

结论　１．通过个体自然暴露于以颗粒物ＰＭ２．５为主要污染物的区域环境，发现人鼻黏膜分泌的炎性因子

ＩＬ５、ＩＬ６、ＩＬ８、ＴＮＦａ的改变可能与ＰＭ２．５污染有关。２．通过鼻息肉组织体外培养，发现ＰＭ２．５可

增加人鼻黏膜组织的炎性因子ＩＦＮｒ、ＩＬ１、ＴＮＦａ的分泌而促进鼻部炎症反应的发生。

—３０２—



犘犗１１９

哮喘易感基因犗犚犕犇犔３在哮喘气道重塑中
对支气管上皮转分化的影响

程琪 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１１０００４

目的　ＯＲＭＤＬ３与儿童哮喘密切相关，目前研究表明ＯＲＭＤＬ３参与哮喘气道重塑的发生，本研

究目的是观察ＯＲＭＤＬ３在哮喘气道重塑过程中表达，探讨ＯＲＭＤＬ３的过表达对支气管上皮细胞的影

响，进一步阐明哮喘发病机制，为哮喘治疗开发新型药物提供依据。方法　使用ＯＶＡ致敏及激发建立

哮喘气道重塑模型，将４８只ＳＰＦ级雌性ＢＡＬＢ／ｃ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 （２４只）及哮喘组 （２４只）；根

据ＯＶＡ激发不同时间点３天，７天，１４天每组随机抽取８只小鼠取材；通过测量小鼠肺功能测量气道

阻力，ＨＥ染色、Ｍａｓｓｏｎ染色及电镜扫描观察肺组织病理学改变，评价气道重塑程度；通过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及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定量分析检测ＯＲＭＤＬ３，Ｅｃａｄ，ＦＳＰ１，Ｖｉｍｅｎｔｉｎ蛋白水平及ｍＲＮＡ水平表达情

况；体外培养支气管上皮细胞系１６ＨＢＥ，使ＯＲＭＤＬ３过表达质粒转染入细胞内，观察细胞形态学改

变，通过免疫荧光观察转染前后Ｅｃａｄ，ＦＳＰ１蛋白荧光变化，通过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及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定量

分析检测ＯＲＭＤＬ３，Ｅｃａｄ，ＦＳＰ１，Ｖｉｍｅｎｔｉｎ蛋白水平及 ｍＲＮＡ水平表达情况；结果　１．ＯＲＭＤＬ３

在哮喘气道上皮区域出现表达，随着ＯＶＡ激发时间延长，气道阻力增加，上皮细胞表达标志物Ｅｃａｄ

表达减少，间质细胞表达标志物ＦＳＰ１及Ｖｉｍｅｎｔｉｎ表达增多，支气管上皮转分化发生，而随着支气管

上皮转分化的进展肺组织中ＯＲＭＤＬ３蛋白及ｍＲＮＡ表达表达逐渐增多，呈正相关。２．ＯＲＭＤＬ３过表

达质粒转染后，过多的ＯＲＭＤＬ３表达使１６ＨＢＥ４ｏ细胞由出现形态从多边形变成梭形，并出现伪足，

而且侵袭能力增强，无论从免疫荧光镜下观察，还是从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及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定量分析，ＥＭＴ

相关指标ＥＣａｄ表达减少，Ｖｉｍｅｎｔｉｎ及ＦＳＰ１表达增多。结论　ＯＲＭＤＬ３与哮喘气道重塑呈正相关，

ＯＲＭＤＬ３的过表达可使支气管上皮细胞出现ＥＭＴ的改变。也就是说，ＯＲＭＤＬ３可能是导致哮喘支气

管ＥＭＴ的原因之一。

犘犗１２０

姜黄素对哮喘小鼠及小鼠巨噬细胞犚犃犠２６４７
细胞系犖狉犳２及犎犗１表达的影响

刘立云 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１１０００４

目的　体外建立姜黄素干预哮喘Ｂａｌｂ／ｃ小鼠模型，体内建立姜黄素干预小鼠巨噬细胞ＲＡＷ２６４．７

模型，检测姜黄素能否激活哮喘小鼠肺组织及ＲＡＷ２６４．７细胞的Ｎｒｆ２及 ＨＯ１的表达与含量，以及测

定Ｎｒｆ２与ＡＲＥ的结合活性。方法　建立姜黄素干预哮喘小鼠模型及姜黄素干预ＲＡＷ２６４．７模型，应

用免疫荧光方法测定哮喘小鼠肺组织的Ｎｒｆ２及 ＨＯ１的表达；应用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检测肺组织核内

Ｎｒｆ２及ＨＯ１的蛋白含量；应用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检测随着姜黄素浓度与接触姜黄素时间的干预后不同

组细胞核内Ｎｒｆ２及ＨＯ１的蛋白含量；应用ＥＭＳＡ方法检测各组肺组织Ｎｒｆ２与ＡＲＥ的结合活力。结

果　 （１）、免疫荧光染色显示哮喘组小鼠肺组织较正常对照组Ｎｒｆ２及 ＨＯ１的表达均增高，哮喘＋姜

黄素组Ｎｒｆ２及ＨＯ１的表达较哮喘组明显增高。（２）、哮喘＋姜黄素组小鼠肺组织的Ｎｒｆ２ＡＲＥ的结合

—４０２—



活力明显高于哮喘组，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３）、在相同的时间下，随着姜黄素浓度的增加，小

鼠巨噬细胞ＲＡＷ２６４．７的核内Ｎｒｆ２及 ＨＯ１的蛋白含量逐渐增加，呈浓度依赖性。在相同的浓度下，

随着姜黄素干预时间的增加，ＲＡＷ２６４．７的核内 Ｎｒｆ２及 ＨＯ１的蛋白含量逐渐增加，呈时间依赖性。

结论　姜黄素可以激活哮喘小鼠肺组织及小鼠巨噬细胞ＲＡＷ２６４．７的Ｎｒｆ２／ＨＯ１通路。

犘犗１２１

钾离子通道犓狏１３与哮喘中犜犎１７细胞相关气道炎症的相关研究

周倩兰 王天癑 李淼 王植嘉 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１１０００４

目的　研究离子通道电压依赖性钾通道 （ｖｏｌｔａｇ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ｃｈａｎｎｅｌ，Ｋｖ１．３）在嗜酸性

粒细胞哮喘小鼠及中性粒细胞性哮喘小鼠模型中的表达。方法　选用３０只ＢＡＬＢ／ｃ小鼠依据随机分组

原则分成五组，分别是单纯嗜酸性粒细胞哮喘组、嗜酸性粒细胞哮喘 Ｋｖ１．３拮抗剂ＰＡＰ１ （５（（４

Ｐｈｅｎｏｘｙｂｕｔｏｘｙ）ｐｓｏｒａｌｅｎ）治疗组、单纯中性粒细胞哮喘组、中性粒细胞哮喘 Ｋｖ１．３拮抗剂ＰＡＰ１

（５（（４Ｐｈｅｎｏｘｙｂｕｔｏｘｙ）ｐｓｏｒａｌｅｎ）治疗组、空白对照组，每组６只。分别用卵蛋白或用卵蛋白及内

毒素致敏，卵蛋白气道激发２周，激发结束后用肺组织免疫化学染色检测肺组织ＫＶ１．３蛋白表达分布；

全细胞膜片钳技术检测各组肺泡灌洗液淋巴细胞电压依赖性钾通道 （ｖｏｌｔａｇ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ｃｈａｎ

ｎｅｌ，Ｋｖ）电流密度变化；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技术及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技术检测各组及肺组织 Ｋｖ１．３ｍＲ

ＮＡ和蛋白表达水平；同时比较五组气道组织病理改变；结果　小鼠肺组织免疫组化观察示ＫＶ１．３通

道蛋白在嗜酸性粒细胞哮喘及中性粒细胞哮喘肺泡上皮中表达水平均增高；嗜酸性粒细胞哮喘及中性粒

细胞哮喘肺泡灌洗液中淋巴细胞Ｋｖ峰值电流密度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 （犘＜０．０５）；与空白对照相比，

嗜酸性粒细胞哮喘及中性粒细胞哮喘肺组织Ｋｖ１．３ｍＲＮＡ表达增多 （犘＜０．０５）；嗜酸性粒细胞哮喘及

中性粒细胞哮喘肺组织细胞Ｋｖ１．３蛋白表达水平高于空白对照组 （犘＜０．０５）嗜酸性粒细胞哮喘及中性

粒细胞哮喘小鼠经ＰＡＰ１治疗后气道组织病理改变减轻；结论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小鼠嗜酸性粒细胞

哮喘及中性粒细胞哮喘模型肺组织中有更多功能性Ｋｖ１．３通道，其拮抗剂ＰＡＰ１可改善嗜酸性粒细胞

哮喘及中性粒细胞哮喘气道组织病理改变，Ｋｖ１．３通道可能与两组哮喘炎症反应有关，为哮喘治疗提供

新靶点。

犘犗１２２

γδ犜细胞／犜狉犲犵细胞在小鼠变应性鼻炎和免疫治疗中表达的研究

王玮豪 杨钦泰 黄雪琨 邓慧仪 张革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６１３０００

目的　初步探讨γδＴ细胞／Ｔｒｅｇ细胞在小鼠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和特异性免疫治

疗 （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ＩＴ）中的表达情况。方法：建立卵清蛋白诱导和脱敏的小鼠

ＡＲ和ＳＩＴ模型。症状学、鼻部ＨＥ染色观察鼻腔局部炎症情况；聚合酶链式反应法 （ＰＣＲ）检测鼻黏

膜中Ｔｂｅｔ，ＧＡＴＡ３，ｆｏｘｐ３，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１３，ＩＦＮγ等核转录因子和炎症因子的基因相对表达

量；酶联免疫吸附法 （ＥＬＩＳＡ）检测小鼠血清ＯＶＡｓＩｇＥ，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１３，ＩＦＮγ的表达水平；流

式细胞术对小鼠外周血、胸腺、脾脏等组织的ＣＤ３、ＴＣＲγδ、Ｖγ１、Ｖγ４、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进行标

记，观察正常组、ＡＲ组、ＳＩＴ组的γδＴ细胞和Ｔｒｅｇ细胞的比率变化情况。结果　与正常组相比，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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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小鼠鼻黏膜存在组织重塑病理改变，ＳＩＴ组小鼠鼻黏膜组织重塑比ＡＲ组改善，但两组间嗜酸性粒细

胞数无差 （犘＞０．０５）。ＳＩＴ组鼻黏膜 ＧＡＴＡ３，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１３的 ｍＲＮＡ相对表达水平比 ＡＲ组

低，而Ｔｂｅｔ，ｆｏｘｐ３，ＩＦＮγ的ｍＲＮＡ相对表达水平比ＡＲ组高。小鼠血清ＯＶＡｓＩｇＥ在正常组、ＡＲ

组和ＳＩＴ组的水平分别为０．７２±０．１９ｎｇ／ｍｌ，１４．３８±３．３３ｎｇ／ｍｌ，４．０２±０．３８ｎｇ／ｍｌ，各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ＡＲ组血清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１３水平比正常组和ＳＩＴ组高，而ＳＩＴ组的ＩＦＮγ水

平比ＡＲ组高 （犘＜０．０５）。流式结果示ｇｄＴ细胞亚群Ｖγ１细胞比率ＡＲ组高于正常组和ＳＩＴ组，Ｖγ４

细胞比率ＳＩＴ组与 ＡＲ组无差异。γδＴ细胞比率 ＡＲ组高于正常组，但与ＳＩＴ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Ｔｒｅｇ细胞比率正常组和ＳＩＴ组高于ＡＲ组，γδＴ细胞／Ｔｒｅｇ细胞比例ＡＲ组高于ＳＩＴ组。结论　γδＴ

细胞及其功能亚群细胞可能在小鼠ＡＲ和ＳＩＴ过程中发挥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可能与γδＴ细胞／Ｔｒｅｇ

细胞平衡失调有关。

犘犗１２３

钾离子通道犓狏１３与中性粒细胞哮喘中
犜犎１７细胞相关气道炎症的相关研究

周倩兰 王天癑 李淼 王植嘉 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１１０００４

目的　研究离子通道电压依赖性钾通道 （ｖｏｌｔａｇ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ｃｈａｎｎｅｌ，Ｋｖ１．３）与中性粒

细胞哮喘小鼠ＴＨ１７细胞相关气道炎症的相关性。方法　选用３０只ＢＡＬＢ／ｃ小鼠依据随机分组原则分

成五组，分别是单纯中性粒细胞哮喘组、中性粒细胞哮喘 Ｋｖ１．３拮抗剂ＰＡＰ１ （５（（４Ｐｈｅｎｏｘｙｂｕ

ｔｏｘｙ）ｐｓｏｒａｌｅｎ）治疗组、中性粒细胞哮喘地塞米松治疗组、中性粒细胞哮喘地塞米松＋ＰＡＰ１治疗组

和空白对照组，每组６只。用卵蛋白及内毒素致敏，卵蛋白气道激发２周，激发结束后比较五组气道组

织病理改变，肺组织免疫化学染色检测肺组织 ＫＶ１．３蛋白表达分布，用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肺泡灌洗液

ＩＬ１７水平，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检测各组ＲＯＲγｔ蛋白水平。结果　小鼠肺组织免疫组化观察示 ＫＶ１．３

通道蛋白在中性粒细胞哮喘肺组织中表达水平增高；ＰＡＰ１治疗组气道组织病理改变较单纯中性粒细

胞哮喘组减轻，地塞米松＋ＰＡＰ１治疗组气道病理改变优于单纯地塞米松治疗组；肺泡灌洗液中ＬＩ１７

水平依次降低，且任意两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５）；肺组织中ＲＯＲγｔ蛋白水平水平依次降低，

且任意两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５）。结论　ｋｖ１．３钾离子通道在小鼠中性粒细胞哮喘模型肺组织

中表达增高，其拮抗剂ＰＡＰ１可改善中性粒细胞哮喘气道组织病理改变，尤其在联合应用地塞米松后

其对气道组织病理改善优于单纯地塞米松治疗组。其机制可能与ＴＨ１７细胞调控有关。

犘犗１２４

葡萄籽原青花素对哮喘小鼠气道炎症及犜狉犲犵／犜犺１７平衡的影响

王天癑 周倩兰 尚云晓 张晗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１１０００４

目的　探讨葡萄籽原青花素 （ＧＳＰＥ）对卵蛋白 （ＯＶＡ）诱导的哮喘小鼠气道炎症及气道高反应性

的影响，同时探讨在此过程中其对哮喘小鼠Ｔｒｅｇ／Ｔｈ１７免疫失衡的调节作用。方法　选择４０只Ｂａｌｂ／ｃ

小鼠，随机分成４组：正常对照组、哮喘模型组、ＧＳＰＥ低剂量治疗组 （４０ｍｇ／ｋｇ）和ＧＳＰＥ高剂量治

—６０２—



疗组 （８０ｍｇ／ｋｇ）。应用ＯＶＡ建立急性哮喘模型，无创肺功能仪测定小鼠气道反应性、肺组织苏木精

伊红 （ＨＥ）染色观察肺部炎症改变、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ＢＡＬＦ）

中Ｔｒｅｇ／Ｔｈ１７相关细胞因子水平、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 法检测肺组织中叉状头／翅膀状螺旋转录因子

（Ｆｏｘｐ３）ｍＲＮＡ 及维甲酸受体相关孤儿受体 （ＲＯＲγｔ）ｍＲＮＡ 表达。结果　与哮喘模型组相比，

ＧＳＰＥ治疗组小鼠气道反应性下降 （犘＜０．０５）；病理组织学检查示ＧＳＰＥ可抑制ＯＶＡ诱导的气道炎

症；ＧＳＰＥ可降低哮喘小鼠ＢＡＬＦ中ＩＬ１７Ａ水平 （犘＜０．０５），升高ＩＬ１０水平 （犘＜０．０５）。哮喘模型

组小鼠肺组织中ＲＯＲγｔｍＲＮＡ表达水平较正常对照组升高 （犘＜０．０５），Ｆｏｘｐ３ｍＲＮＡ表达水平较正

常对照组降低 （犘＜０．０５）；ＧＳＰＥ治疗组小鼠肺组织中ＲＯＲγｔｍＲＮＡ表达水平较哮喘模型组降低 （犘

＜０．０５），Ｆｏｘｐ３ｍＲＮＡ表达水平较哮喘模型组升高 （犘＜０．０５）。结论　ＧＳＰＥ通过在细胞因子水平提

高ＩＬ１０含量、降低ＩＬ１７Ａ含量，以及在转录水平增加Ｆｏｘｐ３ｍＲＮＡ表达、抑制ＲＯＲγｔｍＲＮＡ表达，

改善Ｔｒｅｇ／Ｔｈ１７失衡，发挥治疗哮喘的作用。

犘犗１２５

犆犇３９／犃犜犘轴通过犖犔犚犘３炎性小体参与调控哮喘
小鼠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的研究

陈毅斐 李平 胡家豪 何绍俊 高亚东 杨炯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呼吸内科４３００７１

目的　观察胞外核苷酸水解酶ＣＤ３９／三磷酸腺苷ＡＴＰ轴对哮喘小鼠肺组织ＮＬＲＰ３炎性小体的表

达与调控机制，及其在哮喘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中的作用。方法　选择６８周龄雌性Ｃ５７ＢＬ／６小

鼠，采用卵清蛋白致敏和激发模式建立 Ｔｈ２优势的急性哮喘模型，于激发前分别给予不同处理，即

ＣＤ３９抑制剂 （ＡＲＬ６７１５６）、ＡＴＰ水解酶 （Ａｐｙｒａｓｅ）＋ＡＲＬ６７１５６和ＰＢＳ，并以同背景正常小鼠作为

对照。末次激发４８小时后，采用小动物体描仪检测各组小鼠的气道阻力和动态顺应性；ＨＥ和ＰＡＳ染

色分别观察小鼠肺组织炎症细胞浸润和杯状细胞增生情况；流式细胞术检测肺单个核细胞中Ｔｈ细胞亚

群比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ＢＡＬＦ）细胞经瑞氏吉姆萨染色后进行分类计数；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分别检测小鼠肺组织中ＣＤ３９、ＮＬＲＰ３、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ｍＲＮＡ和蛋白的表达水平；ＥＬＩＳＡ法

检测ＢＡＬＦ中ＡＴＰ、ＩＬ１β、ＩＬ１８、Ｔｈ１ （ＩＦＮγ）、Ｔｈ２ （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１３）和Ｔｈ１７ （ＩＬ１７Ａ）细

胞相关因子含量。结果　 （１）与正常小鼠相比，哮喘小鼠气道阻力增加、动态顺应性降低，肺组织炎

性细胞浸润加重、杯状细胞明显增生，肺单个核细胞中Ｔｈ２和Ｔｈ１７比例增加、Ｔｒｅｇ比例降低，肺组

织ＣＤ３９ｍＲＮＡ和蛋白表达均降低，而ＮＬＲＰ３、Ｃａｓｐａｓｅ１表达增加，ＢＡＬＦ中细胞总数和嗜酸性粒细

胞比例增加，ＡＴＰ、ＩＬ１β、ＩＬ１８、Ｔｈ２和Ｔｈ１７细胞因子含量升高；（２）ＡＲＬ６７１５６增加哮喘小鼠气

道高反应性，加重上述气道炎症特征，且肺组织中ＮＬＲＰ３、Ｃａｓｐａｓｅ１表达增多，ＢＡＬＦ中ＡＴＰ、ＩＬ

１β和ＩＬ１８含量增加；（３）Ａｐｙｒａｓｅ部分逆转ＡＲＬ６７１５６加重的哮喘气道炎症特征，同时部分降低肺组

织ＮＬＲＰ３、Ｃａｓｐａｓｅ１的表达水平和ＢＡＬＦ中ＡＴＰ、ＩＬ１β和ＩＬ１８含量。结论　ＣＤ３９表达不足加剧

哮喘小鼠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其可能的机制是ＣＤ３９水解功能受限导致胞外ＡＴＰ含量增加，激

活ＮＬＲＰ３炎性小体并大量释放ＩＬ１β、ＩＬ１８等促炎因子，加剧Ｔｈ２和Ｔｈ１７细胞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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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１２６

姜黄素通过犖狉犳２／犎犗１信号通路在犔犘犛诱导
犚犃犠２６４７的促炎性因子的作用

刘立云 韩晓华 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１１０００４

目的　验证Ｎｒｆ２／ＨＯ１通路在姜黄素对ＬＰＳ诱导ＲＡＷ２６４．７的促炎性因子ＴＮＦα、ＩＬ１β及ＩＬ６

的作用。方法　应用Ｅｌｉｓａ方法测定姜黄素对ＬＰＳ诱导的ＲＡＷ２６４．７的促炎性因子ＴＮＦα、ＩＬ１β及

ＩＬ６的影响。应用ＬＩＰＯ２０００转染Ｎｒｆ２ｓｉＲＮＡ及 ＨＯ１ｓｉＲＮＡ，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及ＲＴＰＣＲ方

法验证Ｎｒｆ２及 ＨＯ１的转染效果。应用 Ｅｌｉｓａ方法测定姜黄素对 ＬＰＳ诱导的 ＲＡＷ２６４．７及经过

Ｎｒｆ２ｓｉＲＮＡ及 ＨＯ１ｓｉＲＮＡ转染的促炎性因子ＴＮＦα、ＩＬ１β及ＩＬ６的影响。结果　 （１）在未被ＬＰＳ

处理后的ＲＡＷ２６４．７细胞中，存在着一定水平的ＴＮＦα，ＩＬ１β及ＩＬ６。（２）经过ＬＰＳ处理后的促炎

症因子ＴＮＦα，ＩＬ１β及ＩＬ６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有显著增高，（犘＜０．０１）。（３）经过姜黄素处理后，显

著地降低了 ＬＰＳ所引起的 ＲＡＷ２６４．７各个促炎症因子 ＴＮＦα （５０μＭ，犘＜０．０１），ＩＬ１β （２５μＭ，

５０μＭ，犘＜０．０１）及ＩＬ６ （２５μＭ，５０μＭ，犘＜０．０１）的水平。 （４）经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及ＲＴＰＣＲ

方法炎症Ｎｒｆ２ｓｉＲＮＡ及ＨＯ１ｓｉＲＮＡ转染成功。（５）经过成功转染Ｎｒｆ２ｓｉＲＮＡ及 ＨＯ１ｓｉＲＮＡ后，姜

黄素降低经ＬＰＳ诱导细胞促炎症因子ＴＮＦα，ＩＬ１β及ＩＬ６含量的作用被逆转 （犘＜０．０１）。结论　

（１）姜黄素可以通过 Ｎｒｆ２／ＨＯ１通路逆转经ＬＰＳ诱导的ＲＡＷ２６４．７的促炎性因子ＴＮＦα，ＩＬ１β及

ＩＬ６的增高。（２）姜黄素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治疗哮喘的有效药物。

犘犗１２７

姜黄素在哮喘小鼠及小鼠巨噬细胞犚犃犠２６４７
细胞系犖狉犳２及犎犗１表达中的作用

刘立云 韩晓华 尚云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１１０００４

目的　体外建立姜黄素干预哮喘Ｂａｌｂ／ｃ小鼠模型，体内建立姜黄素干预小鼠巨噬细胞ＲＡＷ２６４．７

模型，检测姜黄素能否激活哮喘小鼠肺组织及ＲＡＷ２６４．７细胞的Ｎｒｆ２及 ＨＯ１的表达与含量，以及测

定Ｎｒｆ２与ＡＲＥ的结合活性。方法　建立姜黄素干预哮喘小鼠模型及姜黄素干预ＲＡＷ２６４．７模型，应

用免疫荧光方法测定哮喘小鼠肺组织的Ｎｒｆ２及 ＨＯ１的表达；应用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检测肺组织核内

Ｎｒｆ２及ＨＯ１的蛋白含量；应用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检测随着姜黄素浓度与接触姜黄素时间的干预后不同

组细胞核内Ｎｒｆ２及ＨＯ１的蛋白含量；应用ＥＭＳＡ方法检测各组肺组织Ｎｒｆ２与ＡＲＥ的结合活力。结

果　 （１）免疫荧光染色显示哮喘组小鼠肺组织较正常对照组Ｎｒｆ２及 ＨＯ１的表达均增高，哮喘＋姜黄

素组Ｎｒｆ２及ＨＯ１的表达较哮喘组明显增高。（２）哮喘＋姜黄素组小鼠肺组织的Ｎｒｆ２ＡＲＥ的结合活

力明显高于哮喘组，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３）在相同的时间下，随着姜黄素浓度的增加，小鼠

巨噬细胞ＲＡＷ２６４．７的核内Ｎｒｆ２及ＨＯ１的蛋白含量逐渐增加，呈浓度依赖性。在相同的浓度下，随

着姜黄素干预时间的增加，ＲＡＷ２６４．７的核内Ｎｒｆ２及 ＨＯ１的蛋白含量逐渐增加，呈时间依赖性。结

论　哮喘小鼠肺组织及小鼠巨噬细胞ＲＡＷ２６４．７的Ｎｒｆ２／ＨＯ１通路可以被姜黄素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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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１２８

犘犐３犓泛特异性抑制剂对犐犔２５诱导的小鼠哮喘模型的抑制作用研究

黄萍１李艳２吕?１王晶晶３张倩４姚秀娟４ＣｈｒｉｓＪ．Ｃｏｒｒｉｇａｎ
５黄克武２王炜１孙英１

１．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２．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３．首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部；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呼吸科

５．英国卫生部哮喘研究中心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哮喘、过敏与呼吸科学系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动物模型证实ＰＩ３Ｋ抑制剂对ＩＬ２５诱导的哮喘样症状的抑制作用，进一步

探讨ＩＬ２５在哮喘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和ＰＩ３Ｋ抑制剂在哮喘干预治疗中的潜在应用。方法　以滴鼻法建

立ＩＬ２５诱导的小鼠哮喘模型作为阳性对照组，实验组在使用ＩＬ２５之前２小时滴鼻给予ＬＹ２９４００２，

以含溶剂 （ＤＭＳＯ，二甲基亚砜）的生理盐水作为阴性对照组。在实验的急性期、亚急性期、慢性期和

恢复期分别使用有创小鼠肺功能仪对小鼠进行肺功能呼吸参数检测；收集小鼠肺泡灌洗液，计数细胞总

数和细胞分类计数；采用ＥＬＩＳＡ和ＣＢＡ方法检测小鼠肺组织匀浆中Ｔｈ２型细胞因子ＩＬ５、ＩＬ１３，促

炎症因子ＩＬ１β、ＩＬ６、趋化因子Ｅｏｔａｘｉｎ和ＫＣ以及生长因子ＶＥＧＦ和ＴＧＦβ等的表达水平；取小鼠

肺组织常规石蜡包埋切片，以苏木精伊红染色 （ＨＥ）染色、刚果红染色观察气道炎症改变，以马松染

色和过碘酸雪夫氏 （ＰＡＳ）染色、αＳＭＡ和ＣＤ３１免疫组化染色，观察胶原纤维沉积、黏液分泌、平

滑肌增生和新生血管形成等气道重塑指标的变化。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ＬＹ２９４００２可缓解小鼠的气道

高反应性；显著降低肺泡灌洗液中炎症细胞总数特别是嗜酸性粒细胞数量；并降低趋化因子、Ｔｈ２型细

胞因子、促炎症因子和生长因子的表达水平。ＨＥ染色和刚果红染色显示ＬＹ２９４００２组肺组织及气道周

围炎症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和气道上皮损伤明显减轻。另外，马松染色显示ＬＹ２９４００２可明显降低

ＩＬ２５诱导的小鼠肺组织总胶原含量、支气管管壁及其伴行动脉周围胶原纤维沉积，ＰＡＳ染色显示显著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能减少ＩＬ２５诱导的气道粘液分泌和杯状细胞增生。免疫组化染色显示ＬＹ２９４００２能明显减

少ＩＬ２５诱导的气道平滑肌增生及新生血管生成。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ＰＩ３Ｋ 泛特异性抑制剂

ＬＹ２９４００２不仅有效抑制ＩＬ２５诱导的哮喘样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性，并且对气道重塑有显著抑制，

提示ＰＩ３Ｋ可能是ＩＬ２５的下游信号分子，为哮喘的发病机制研究及ＰＩ３Ｋ泛特异性抑制剂在慢性哮喘

中的可能性应用提供了实验依据。

犘犗１２９

雷公藤红素对肥胖型哮喘气道高反应的影响

曾泽宇１张维溪１

１．温州医科大学；２．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了解雷公藤红素 （ｃｅｌａｓｔｒｏｌ）对肥胖型哮喘小鼠气道高反应的影响。方法　雄性Ｃ５７ＢＬ／６小

鼠１５只，随机分为３组，肥胖型哮喘组和雷公藤红素干预的肥胖型哮喘组 （简称干预组）予以高脂饲

料 （ＨＦＤ）喂养，于第１３周起第一天和第１３天腹腔注射卵清蛋白 （ＯＶＡ）／ＡＬ （ＯＨ）３，第２５天起

雾化吸入ＯＶＡ激发，干预组在雾化吸入前３０ｍｉｎ，给予口服ｃｅｌａｓｔｒｏｌ（１０ｍｇ／ｋｇ）。正常组予以普通饲

料喂养，并以生理盐水代替ＯＶＡ。运用小鼠肺功能仪检测小鼠呼吸气道阻力 （Ｒｎ），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肥胖型哮喘组Ｒｎ显著高于正常组，干预组Ｒｎ显著低于肥胖型哮喘组 （Ｐ均＜０．０１），而干预组

Ｒｎ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雷公藤红素显著减轻肥胖型哮喘小鼠呼吸气

道阻力，缓解气道高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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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１３０

Ⅱ型犐犔４受体在嗜酸性粒细胞性鼻息肉中介导 犕犝犆５犃犆表达上调

张宇１王向东２，３范尔钟３李颖３宋西成１张罗２，３

１．青岛大学附属烟台毓璜顶医院；２．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３．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目的　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是一类以伴有黏蛋白异常高分泌为特征的鼻黏膜炎症性疾病，本研究探

讨了Ⅱ型ＩＬ４受体 （Ｔｙｐｅ２ＩＬ４Ｒ）在嗜酸性粒细胞性鼻息肉 （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中调节黏蛋白分泌的

作用机制。方法　分别选取１７例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１３例非嗜酸性粒细胞性鼻息肉 （ｎｏｎ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

及１０例正常对照组织，ＥＬＩＳＡ检测比较组织匀浆中ＩＬ１３含量；应用免疫组化染色和ＲＴＰＣＲ检测分

别比较Ⅱ型ＩＬ４Ｒ（ＩＬ４Ｒα和ＩＬ１３Ｒα１）和黏蛋白５ＡＣ （ＭＵＣ５ＡＣ）的蛋白和基因表达量，同时免疫

组化染色定位ＩＬ４Ｒα及ＩＬ１３Ｒα１在鼻黏膜上皮的表达部位；在ＩＬ１３诱导气液界面培养的鼻息肉黏膜

上皮炎症模型中加入ＩＬ４Ｒα及ＩＬ１３Ｒα１阻滞剂，观察ＩＬ４Ｒα及ＩＬ１３Ｒα１在鼻息肉黏膜上皮中对

ＭＵＣ５ＡＣ分泌的影响。结果　ＥＬＩＳＡ检测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组中ＩＬ１３含量显著高于ｎｏｎ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

组及正常对照组，ｎｏｎ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组与正常对照组无显著差别；免疫组化染色和ＲＴＰＣＲ结果显示

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组中ＩＬ４Ｒα、ＩＬ１３Ｒα１和 ＭＵＣ５ＡＣ的蛋白及基因表达显著高于ｎｏｎ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组及

正常对照组，同时ＩＬ４Ｒα和ＩＬ１３Ｒα１广泛表达于鼻息肉上皮细胞及炎症细胞中，并可与 ＭＵＣ５ＡＣ共

表达于杯状细胞。在ＩＬ１３诱导的气液界面培养的鼻息肉黏膜上皮中，ＩＬ４Ｒα及ＩＬ１３Ｒα１阻滞剂可分

别显著抑制ＩＬ１３诱导的 ＭＵＣ５ＡＣ高分泌。结论　在嗜酸性粒细胞性鼻息肉中，ＩＬ１３通过Ⅱ型ＩＬ４Ｒ

直接参与调节 ＭＵＣ５ＡＣ的高表达。

犘犗１３１

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结果信息管理系统的简介

曾丹 周维康 夏莘 薛浙南 朱叶庆

重庆市人民医院４０００１４

目的　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 （ＳＰＴ）是诊断变态反应性疾病病因中的一种常用检测特异性ＩｇＥ的方

法，属于体内特异性诊断方法，因其安全、易操作、重复性强、与临床相关性好的优点，近年来在国内

外得到广泛应用，欧洲变态反应和临床免疫学协会 （ＥＡＡＣＩ）推荐其为最佳体内诊断方法。方法　目

前国内外皮肤点刺试验结果均为眼睛目测或直尺测量红斑、风团的面积，虽然能够得出一定的临床结

果，但人为取图、测量、计算，准确性差，耗时长，在检测部位用笔勾勒红斑、风团面积时容易人为感

染，报告为手写纸质报告，不能电子储存，不易查询，不规范，主观因素大、不能形成诊断规范。因

此，我们开发了 “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结果信息管理系统”（简称 “点刺系统”），该系统采用专业成像

设备取图，当患者做完点刺，１５～２０分钟后待看结果时，只需要将做点刺的手臂放入系统中，系统成

像设备自动提取红斑、风团，系统软件分析图像并计算出红斑、风团面积，自动储存结果，形成图文报

告并可打印。点刺系统出具的报告准确性高，计算出来的红斑、风团面积真实、可靠，节约人力、时

间，避免检查部位人为污染，且便于患者数据的保存、管理、统计与分析，更为积累大数据奠定基础。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大数据判断红斑、风团之间的关系，了解不同临床过敏症状与皮肤点刺试验的关系，

同时将血清学结果与点刺试验结果进行横向比较。该系统不仅满足了临床的诊断需要，更为科研工作打

下基础，目前已取得著作权。

—０１２—



犘犗１３２

犮犿狔犮和犮狔犮犾犻狀犇１在大鼠哮喘气道重塑中的作用及其调控

贾宵宵 张维溪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婴儿童医院３２５０００

目的　通过检测ｃｍｙｃ和ｃｙｃｌｉｎＤ１在哮喘气道重塑大鼠和正常大鼠中表达的差异性，并且对比幼

年大鼠和老年大鼠间气道重塑组和正常组各自ｃｍｙｃ表达的差异性，探讨ｃｍｙｃ在哮喘气道重塑中的作

用。方法　选取无特定病原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ｆｒｅｅ，ＳＰＦ）级健康雄性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 （ＳＤ）大鼠

３２只，年龄为８周，体重为１８０２００ｇ，将其中１６只随机分成哮喘气道重塑组和正常对照组两组进行实

验。剩余１６只大鼠饲养至１６周后再按上述方法分成两组进行实验。哮喘气道重塑组大鼠用鸡卵清白蛋

白 （ｏｖａｌｂｕｍｉｎ，ＯＶＡ）作为致敏物，通过致敏、激发共１０周建立大鼠哮喘气道重塑模型，正常对照

组大鼠相应采用生理盐水进行处理。末次激发后处死大鼠取支气管，提取气管平滑肌细胞并培养，传代

至３５代时进行实验。免疫组化法鉴定细胞为气管平滑肌细胞，，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法测定细胞中ｃｍｙｃ和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的表达。结果　ｃｍｙｃ在哮喘组表达较正常组上升，在幼年组和老年组大鼠间表达无差异。ｃｙ

ｃｌｉｎＤ１表达量和细胞代数相关，在第３代细胞中表达明显较第５代细胞中增多。结论　ｃＭｙｃ在哮喘气

道重塑大鼠中表达增高，表明其参与哮喘气道重塑的形成过程，并且与平滑肌细胞的调控相关。ｃｙ

ｃｌｉｎＤ１在哮喘组平滑肌细胞中表达未见明显增加，其参与气道重塑的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犘犗１３３

凝血酶在变应性鼻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崔娜 朱冬冬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１３００３１

目的　探讨凝血酶在变应性鼻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　选取３７例中重度持续性变应性鼻炎患

者为试验组和１７例正常鼻腔对照组进行试验。应用ＥＬＡＳＡ方法检测鼻腔分泌物中的凝血酶的表达情

况。建立１５只变应性鼻炎动物模型小鼠，应用凝血酶和凝血酶抑制物的滴鼻剂刺激小鼠的鼻粘膜上皮，

记录小鼠鼻分泌物黏蛋白分泌物情况。结果　变应性鼻炎患者的鼻腔分泌物中凝血酶较对照组的浓度显

著升高 （犘＜０．０５）。变应性鼻炎小鼠动物模型中，应用凝血酶滴鼻后鼻腔分泌物的黏蛋白明显增加，

而应用凝血酶抑制物组的黏蛋白分泌物明显减少 （犘＜０．０５）。结论　凝血酶及凝血系统的激活在变应

性鼻炎发病和调节中起着关键作用，促进呼吸道粘蛋白生产。

犘犗１３４

过敏性结膜炎的临床特征、诊断与治疗

胡健 王丽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１００８５３

目的　综述过敏性结膜炎临床特征、诊断及治疗进展，为临床提供参考。方法　根据 ＭＥＳＨ 词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ｉｔｉｓ，ａｌｌｅｒｇｉｃ”在ＰＵＢＭＥＤ检索，主要根据５年内文献、２０１３年美国眼科学会临床实践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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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和２０１１年日本过敏性结膜病指南对过敏性结膜炎进行综述。最新进展：许多安全有效的新型药物

（如阿卡他定、ｍａｐｒａｃｏｒａｔ、他克莫司）和治疗方式 （如睑板上注射糖皮质激素）为重度过敏性结膜炎

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总结　过敏性结膜炎患病率高，现有的治疗措施可缓解几乎所有症状，但是重

度病例需要慎重对待。

犘犗１３５

犆犇６３、犆犇２０３犮和犉犮ε犚犐α在犃犚患者外周血嗜碱性
粒细胞表面的表达变化

汪? 郑文娇 张丹阳 王维 臧艳艳 何韶衡 张慧云

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１２１００１

目的　研究过敏性鼻炎 （ＡＲ）患者外周血中嗜碱性粒细胞上ＣＤ６３、ＣＤ２０３ｃ和ＦｃεＲＩα的表达变

化。方法　对健康人和可疑ＡＲ患者进行皮肤点刺试验和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并用特异性过敏原体外

激发ＡＲ患者外周血，流式细胞术检测 ＣＣＲ３＋ ＣＤ１２３＋ ＨＬＡＤＲ（嗜碱性粒）细胞表面 ＣＤ６３、

ＣＤ２０３ｃ、ＦｃεＲＩα的表达变化。结果　静息状态下，与健康人相比，ＡＲ患者外周血的嗜碱性粒细胞上

的ＣＤ６３、ＣＤ２０３ｃ和ＦｃεＲＩα的平均荧光强度均显著增强。与静息状态相比，特异性过敏原体外激发

ＡＲ患者外周血可以剂量依赖性方式诱导ＣＤ６３、ＣＤ２０３ｃ和ＦｃεＲＩα表达。结论　ＡＲ患者外周血嗜碱性

粒细胞表面ＣＤ６３、ＣＤ２０３ｃ和ＦｃεＲＩα表达高于正常对照组；经体外特异性过敏原激发后，其表达呈剂

量依赖性上调。暗示嗜碱性粒细胞的ＣＤ６３、ＣＤ２０３ｃ和ＦｃεＲＩα可能参与ＡＲ的病理过程。

犘犗１３６

犘犔犌犃犘犈犌＋狉犃犿犫犪１纳米疫苗特异性
免疫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研究

肖小军 刘晓宇 刘志刚

深圳大学医学院过敏反应与免疫学研究所５１８０６０

目的　探讨以聚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 （ＰＬＧＡＰＥＧ）为佐剂的豚草花粉过敏原Ａｍｂａ１纳米疫苗

对小鼠过敏性结膜炎的预防治疗效果及作用机理。方法　建立一个豚草花粉过敏性结膜炎小鼠模型，用

纳米聚合物ＰＬＧＡＰＥＧ包载豚草花粉主要过敏原Ａｍｂａ１蛋白制备成过敏原纳米疫苗，并用此疫苗治

疗小鼠，然后检测小鼠血清中过敏原特异性抗体水平及细胞因子 （ＩＬ４、ＩＬ１３ＩＮＦγ）生成水平；并对

眼结膜中 ＭＣＰ１的表达情况进行观察。结果　ＰＬＧＡＰＥＧ＋ｒＡｍｂａ１纳米疫苗能很好减轻小鼠眼结膜

过敏症状，同时治疗后血清特异性抗体ＩｇＧ１和ＩｇＥ显著降低，ＩｇＧ２ａ明显升高；Ｔｈ２细胞因子ＩＬ４和

ＩＬ１３分泌水平明显降低，而Ｔｈ１细胞因子ＩＦＮγ水平显著升高；结膜组织中 ＭＣＰ１的表达量显著增

多。结论　ＰＬＧＡＰＥＧ＋ｒＡｍｂａ１纳米疫苗改善了小鼠的结膜过敏症状，调节Ｔｈ１反应向Ｔｈ２反应转

变，表明ＰＬＧＡＰＥＧ＋ｒＡｍｂａ１过敏原疫苗有望成为治疗变态反应性疾病的一种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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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１３７

粉尘螨犇犲狉犳８蛋白通过调节犇犆细胞表达犜犐犕４促进犜犺２的极化

肖小军 刘晓宇 刘志刚

深圳大学医学院过敏反应与免疫学研究所５１８０６０

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讨粉尘螨Ｄｅｒｆ８蛋白引起过敏性哮喘疾病的致敏机理。方法　通过分子生物

学技术制备大量高纯度粉尘螨Ｄｅｒｆ８蛋白，临床皮肤点刺实验检测粉尘螨Ｄｅｒｆ８蛋白的过敏原性；通

过体外细胞水平实验中，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ＲＴＰＣＲ方法检测粉尘螨Ｄｅｒｆ８蛋白刺激成熟后ＤＣ细胞表

面分子ＴＩＭ４的表达水平，将过敏原刺激成熟后的ＤＣ细胞与脾细胞共培养，经流式细胞仪检测共培养

ＣＤ４＋ Ｔ细胞的分化情况。结果　成功制备大量高纯度粉尘螨Ｄｅｒｆ８蛋白；经临床皮肤点刺实验结果

显示粉尘螨Ｄｅｒｆ８蛋白的阳性率为２７．９１％；粉尘螨Ｄｅｒｆ８蛋白刺激的ＤＣ细胞大量表达ＴＩＭ４；与脾

细胞共培养后，ＩＬ４＋ Ｔ细胞比例与ＰＢＳ组相比显著增高，而ＩＦＮγ＋ Ｔ细胞则相反。结论　本研究

证明了粉尘螨Ｄｅｒｆ８蛋白能够通过刺激ＤＣ细胞高表达ＴＩＭ４促进机体Ｔｈ２型过敏反应，说明粉尘螨

Ｄｅｒｆ８蛋白在过敏性哮喘的发病机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过敏性疾病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靶向治

疗提供了理论基础。

犘犗１３８

变态反应 （过敏性）疾病改善恢复免疫功能可以根治

吴合 张贵生 许静

陕西省友谊医院 变态反应科７０００６８

目的　过敏性疾病患者，常在各大小医院反复检查、接受消极的临时有效抗过敏治疗，花很多钱，

多年不能根治。我科强调加用改善、恢复免疫功能的治疗，疗效非常满意，可以根治。方法　过敏性即

变态反应性疾病是免疫功能变态而犯的病．既然这类病病因的关键是免疫功能异常，恢复患者免疫功能

并维持正常，患者不犯病了也就是根治了。过敏性疾病、关键的问题是免疫功能不恢复，病还要反复发

作。目前国内外滥用肾上腺皮质激素类也非常严重，尤其对哮喘等过敏性疾病、不但不能根治，由于激

素降低免疫功能反而使病情越来越重，造成激素依赖和严重副作用。颈淋巴结核是多发常见病，在免疫

功能低的复发性感染及过敏性疾病中多被漏诊。结核感染进一步降低机体免疫功能，所以必须同时抗结

核治疗，免疫功能才容易恢复。误诊原因是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结核活动症状盗汗、瘦、乏、咳、食

欲差等病史询问不详，未仔细检查颈部二侧成串淋巴结，尤其在肺部尚无肺门淋巴或肺结核时胸透阴

性、结核菌素试验在免疫功能差时为阴性。我科治疗特点强调加用综合性改善免疫功能。我们的经验：

较长时间同时多用几种改善免疫功能治疗，疗效才能更快更好，尽量选用价廉效高、容易被接受坚持的

方法。我们选用左旋咪唑、肌苷、西米替丁、维生素Ｅ、Ｃ、女贞子、黄芪、何首乌、大枣、枸杞、灵

芝、冬虫夏草、胸腺肽、转移因子等，中药过敏煎黄芪、五味子、防风、柴胡、蝉蜕、乌梅、甘草、大

枣等。可在改善、恢复免疫功能治疗的同时，需要时加临时有效非激素类抗过敏药，以求临时有效。降

低免疫功能的肾上腺皮质激素不是抢救不要用，如已激素依赖，则加用改善免疫功能治疗及非激素临时

有效抗过敏药物、以便逐渐顺利减少以至停用激素。戒除降低免疫功能的烟酒，避免过劳、情绪不好、

创伤、病毒细菌感染。学者预言：在２１世纪调节免疫功能的药物，将成为一类重要的药物而取代其他

药。结果　过敏性即变态反应性疾病是免疫功能变态而犯的病．既然这类病病因的关键是免疫功能异

常，恢复患者免疫功能并维持正常，患者不犯病了也就是根治了。结论　过敏反应疾病改善恢复免疫治

疗可以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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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１３９

标准化尘螨疫苗对变应性鼻炎和哮喘的２年疗效观察

郅莉莉１，２史丽２屠燕怡２赵莉２金鹏２訾晓雪２李昂２

１．山东省淄博市中心医院；２．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屋尘螨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致敏原，可引起多种变态反应性疾病，如变应性鼻炎、变应性

哮喘和特应性皮炎等。本研究旨在通过使用标准化尘螨疫苗进行２年皮下免疫治疗，探讨皮下免疫治疗

对变应性鼻炎及变应性哮喘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纳入５８例对屋尘螨过敏的变应性鼻炎伴／不伴哮喘

患者，其中单一过敏组３５例，多重过敏组２３例。对治疗前与治疗后６、１２、２４个月的鼻部及哮喘症状

评分、视觉模拟量表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进行对比分析，并观察记录局部及全身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结

果　与治疗前相比，鼻部和哮喘的症状评分在治疗６个月后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并在２年治疗期内呈持续性下降。哮喘症状在２年后基本消失，但鼻部症状仍然存在。皮下免

疫治疗治疗６、１２、２４个月后，生活质量也出现显著改善 （犘＜０．０５）。治疗后，多重过敏组和单一过

敏组间的症状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治疗期内未出现严重全身不良反应。结论　皮下免疫

治疗是一种治疗尘螨引起的变应性鼻炎的安全、有效的方法，对于合并哮喘的变应性鼻炎患者，也能取

得显著的疗效。

犘犗１４０

舌下特异性免疫疗法治疗尘螨致敏的特应性皮炎患者的临床观察

曾小丽 周维康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４０００１４

目的　特异性免疫治疗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由ＩｇＥ介导的过敏反应性疾病进程的方法。特应性皮炎

患者含有致敏成分，然而特异性免疫治疗在其中的治疗效果尚未达成共识，本研究旨在评价舌下特异性

免疫疗法治疗尘螨所致的特应性皮炎患者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对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我院门

诊收治的特应性皮炎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１８例患者采用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联合药物治疗 （Ａ

组），同期选取１８例仅采用同等方案药物治疗的患者 （Ｂ组）作为对照。以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２４周

为观察终点，对两组治疗前、后患者进行ＳＣＯＲＡＤ评分，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并观察其用药的安

全性。结果　两组在年龄、性别方面无统计学差异。治疗前后ＳＣＯＲＡＤ评分改变的平均值Ａ组较Ｂ组

显著有效 （９．４±２．５ＶＳ３．５±１．６，犘＜０．０５）。安全性方面，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组患者有２例出现

舌下肿胀，口腔发麻等局部反应，无１例患者出现全身不良反应。结论　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能显著地

改善特应性皮炎患者的治疗效果，同时临床应用的安全性较好。

犘犗１４１

不同年龄变应性鼻炎患者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

张悦 韩亮 李志 尤权杰 叶凡 尹倩 刘继丽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３２５０００

目的　评估标准化粉尘螨滴剂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ＬＩＴ）在不同年龄变应性鼻炎 （ＡＲ）患者

（伴或不伴哮喘）的疗效差异。方法　回顾性分析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自２０１２年以来用标准化粉

尘螨滴剂进行ＳＬＩＴ的ＡＲ患者的临床资料，共２２９例对粉尘螨过敏的ＡＲ患者完成２年或２年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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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ＬＩＴ，按年龄分为：青春期前组 （３岁１２岁）１０７例，青春期组 （１３岁１８岁）５３例，成人期组 （大

于１８岁）６９例，观察患者治疗期间出现的不良反应，同时以治疗前为基线水平，组间和组内比较治疗

满３月、１年、２年时疗效评估指标 （视觉模拟量表 （ＶＡＳ）评分、鼻炎症状评分、用药评分）的变化

量差异的变化。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数据分析。回顾性分析２２９例对粉尘螨过敏的ＡＲ患者完成

２年或２年以上的ＳＬＩＴ，按年龄分为：青春期前组 （３岁１２岁）１０７例，青春期组 （１３岁１８岁）５３

例，成人期组 （大于１８岁）６９例，组间和组内比较治疗满３月、１年、２年时疗效评估指标 （ＶＡＳ评

分、鼻炎症状评分、用药评分）的变化量差异的变化。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与

治疗前相比，ＳＬＩＴ治疗３月、１年、２年时，所有变应性鼻炎患者 ＶＡＳ评分 （△＝８．８７±０．３２２，

１６．４０±０．４３１，１８．０９±０．４５９），鼻炎症状评分 （△＝３．７０±０．１６８，５．１３±０．１９８，４．７７０±０．２３０），药

物评分 （△＝２．３１±０．０７９，２．８３±０．０７７，２．７２±０．０８１）均显著降低；三个年龄组间ＡＲ患者在治疗

３月、１年、２年时的鼻炎症状评分 （Ｈ＝０．８４４、４．１５３、２．６６９，Ｐ均＞０．０５）、ＶＡＳ评分 （Ｈ＝

１．３５６、３．７２０、０．３１３，Ｐ均＞０．０５）、用药评分 （Ｈ＝１．０４４、５．８４１、３．３９９，Ｐ均＞０．０５）整体上均

无统计学差异；治疗２年与１年的疗效比较仅在ＶＡＳ评分上有显著差异 （Ｚ＝１．６３５，犘＝０．０１），而鼻

炎症状评分和药物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 （Ｚ＝１．０２８，０．６７９，Ｐ均＞０．０５）。结论　标准化粉尘螨滴剂

ＳＬＩＴ对ＡＲ患者有良好疗效和安全性；且ＳＬＩＴ疗效无年龄差异。可能ＳＬＩＴ治疗至少１年才可获得最

大临床效益。ＶＡＳ评分似乎对评估ＳＬＩＴ疗效更敏感。

犘犗１４２

载抗犐犔１β抗体的微球制备及局部滴鼻治疗豚鼠过敏性鼻炎的应用

刘涛 张涛 谢慧芬 陈帅君 江刚 李永贺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５１０２８２

目的　制备载抗ＩＬ１β抗体的微球药物，并探讨载抗白介素１ｂｅｔａ（ＩＬ１β）抗体的微球药物局部治

疗豚鼠过敏性鼻炎的作用及机制。方法　通过沉淀聚合法及静电吸附作用制备聚甲基丙烯酸 （ＰＭＡＡ）

载体载抗ＩＬ１β抗体的微球药物，对ＰＭＡＡ载体及微球药物进行表征，并行体外释药实验，应用卵清

白蛋白 （ＯＶＡ）建立豚鼠过敏性鼻炎模型；随机分阴性对照组 （Ｎ组），模型过敏组 （Ａ组），０．１％抗

ＩＬ１β抗体滴鼻治疗组 （Ｔ１组）、载０．１％抗ＩＬ１β抗体微球药物滴鼻治疗组 （Ｔ２组）；治疗结束后２、

４、８ｈ收集鼻灌洗液 （ＮＬＦ）观察炎症细胞变化，以及鼻粘膜组织 ＨＥ染色和免疫组化ＩＬ１β表达。结

果　微球药物制备成功，具有良好的体外缓释药物性能，动物实验显示与Ａ组相比，Ｔ１组和Ｔ２组仅

见少量嗜酸性细胞浸润且鼻粘膜病理损伤减轻，但在８ｈ，Ｔ１组嗜酸性细胞有升高趋势。在ＮＬＦ中Ｔ１

组和Ｔ２组嗜酸性粒细胞也显著减少 （Ｐ均＜０．０５），但在８ｈ，Ｔ１组嗜酸性粒细胞有升高趋势。Ｔ１组

和Ｔ２组鼻粘膜ＩＬ１β表达均明显减弱。结论　ＰＭＡＡ载体能够有效的携载抗ＩＬ１β抗体，制备的微球

药物滴鼻局部治疗能够显著减轻豚鼠过敏性炎症病理反应，具有良好的缓释治疗效应

犘犗１４３

变应性鼻炎冲击免疫治疗血清学相关因素变化分析

朱新华 黄芸 刘月辉 刘轲 黄泉龙 彭海森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３３０００６

目的　初步研究变应性鼻炎冲击免疫治疗血清学相关因素变化，并分析其相关作用机制及安全性。

方法　分析在我院确诊单纯尘螨过敏且自愿接受并完成冲击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患者７３例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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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剂量累加阶段冲击免疫治疗开始前一天及结束后第一天分析治疗前后患者症状 （ＴＮＳＳ）评分、体征

评分以及视觉模拟评分 （ＶＡＳ），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变化；血清总ＩｇＥ和ＩｇＧ、ＩＦＮγ、ＩＬ１２、ＩＬ

１０、ＩｇＧ１、ＩｇＧ４浓度变化。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ｘ±ｓ）表示，使用配对ｔ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结果　１、患者完成冲击免疫治疗后ＴＮＳＳ评分，症状评分及 ＶＡＳ评分降低，犘＜００５。

２、外周血中嗜酸性粒细胞计数降低，治疗前０．６６２±０．０６２，治疗后０．４５５±０．０４，犘＜００５。３、血清

总ＩｇＥ、ＩｇＧ治疗后均升高：总ＩｇＥ （Ｉｕ／ｍｌ）治疗前３５５．１±５０．３５２，治疗后４０４．０３３±６２，犘＞０．０５，

变化无统计学意义。ＩｇＧ （ｇ／Ｌ）治疗前１０．９４６±０．４０３，治疗后１１．５４３±０．４７４；犘＜０．０５。４、血清

ＩＦＮγ、ＩＬ１２、ＩＬ１０ （ｐｇ／ｍｌ）治疗后均升高：ＩＦＮγ治疗前３７．６５±２．３３５，治疗后４６．１２±１．６３２；

ＩＬ１２治疗前６１．７９５±６．８９９，治疗后８６．０１３±６．４１６；ＩＬ１０治疗前５１．６５９±３．５９６，治疗后７４．３３９±

６．３３；均犘＜０．０５。５、血清ＩｇＧ１、ＩｇＧ４治疗后均升高，ＩｇＧ１ （ｕｇ／ｍｌ）治疗前７．４０４±３．７９５，治疗

后３３．２９８±２１．８３５，ＩｇＧ１浓度虽升高，但犘＞０．０５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ＩｇＧ４ （ｎｇ／ｍｌ）治疗前

６５．４４２±２６．７６６，治疗后１０４．２９７±３３．５３６，犘＜０．０５。６、所有完成冲击免疫治疗患者仅５例出现轻度

全身反应，其余仅出现注射部位红斑、硬结、肿胀等局部不良反应。结论　１、冲击免疫治疗能快速有

效改善患者ＴＮＳＳ评分、体征评分、ＶＡＳ评分，可早期改善患者临床症状。２、冲击免疫治疗初始阶段

可通过增加ＩｇＧ抗体特别是ＩｇＧ４抗体而产生作用，亦可能通过血清ＩＦＮγ、ＩＬ１２、ＩＬ１０等变化进而

调整Ｔｈ１／Ｔｈ２的动态平衡起作用。３、适当选择病例，冲击免疫治疗快速、安全有效。

犘犗１４４

中国２８省市变应性鼻炎患者吸入性过敏原分析

娄鸿飞１马思远１赵岩２曹飞飞３贺飞２刘仲燕２王成硕１，２张罗１，２，３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２．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变态 （过敏）反应科

目的　调查中国大陆地区变应性鼻炎患者吸入过敏原的致敏率，分析年龄、性别及地区差异，为筛

查致敏人群确定最符合卫生经济学的过敏原谱。方法　采用２１种标准化过敏原，对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

年７月就诊于北京同仁医院变态反应中心的７１４８例患者进行皮肤点刺试验 （ｓｋｉｎｐｒｉｃｋｔｅｓｔ，ＳＰＴ）。研

究对象来自中国大陆地区２８省 （市），根据气候地理特征分为东北、西北、中部和南部四个地区。按照

年龄将研究对象分为≤１４岁、１５２９岁、３０４４岁、４４６０岁、＞６０岁五组。根据年龄、性别对不同地

区过敏原的致敏率进行标准化分析，并确定可以筛查９５％致敏人群的最少过敏原种类和数量。结果　

６３５０例患者 （８８．８％）至少１种过敏原ＳＰＴ阳性。最常见的过敏原是粉尘螨和屋尘螨，致敏率分别为

４７．２％和４１．４％，其致敏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１４岁儿童交链孢霉菌和新月弯孢菌的致敏率高于其

他年龄组。＞６０岁老年患者特异青霉的致敏率高于其他年龄，但其他吸入过敏原致敏率则显著降低。

除动物毛外，其他吸入过敏原的致敏率在男性均高于女性。在温暖潮湿的南部地区粉尘螨和屋尘螨的致

敏率最高，分别为６９．２％和６１．４％。而西北地区寒冷、干燥的沙漠草甸气候条件下，艾蒿、大豚草和

蒲公英是致敏率最高的三种过敏原，分别为５８．２％、４７．１％和４５．３％。尘螨和德国小蠊致敏率与变应

性鼻炎亚型无关，但户外过敏原的致敏率在中重度变应性鼻炎患者显著高于轻度变应性鼻炎患者，在持

续性变应性鼻炎患者显著高于间歇性变应性鼻炎患者。中国大陆地区应用粉尘螨、艾蒿、德国小蠊、树

木花粉、藜、特异青霉、动物毛和屋尘螨８种过敏原可以筛查９５％的致敏人群。结论　尘螨是中国大陆

地区最常见的过敏原。吸入过敏原致敏率在不同的年龄、性别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应用８种吸入过敏

原可以筛查大多数致敏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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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１４５

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儿童变应性鼻炎患者
血清人犅防御素２的影响观察

郑博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３２５０００

目的　探讨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ＩＴ）对儿童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

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患者血清人Ｂ防御素２ （ｈｕｍａｎｂｅｔａｄｅｆｅｎｓｉｎ２，ＨＢＤ２）的影响。方法　３０例接受

ＳＩＴ的变应性鼻炎患儿入治疗组，健康儿童２０例入对照组，检测正常对照组血清 ＨＢＤ２浓度及治疗组

ＳＩＴ治疗前、治疗后半年、治疗后１年血清ＨＢＤ２浓度，并记录各时间点患儿鼻炎症状评分 （ｔｏｔａｌｎａ

ｓ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ｓ，ＴＮＳＳ）及药物评分。结果　治疗组治疗前、治疗后半年、治疗后１年血清ＨＢＤ２

浓度分别为３．７４ ［３．３７；４．６１］ｎｇ／ｍｌ（以中位数 ［２５分位数；７５分位数］表示），４．６２ ［４．１３；

５．５４］ｎｇ／ｍｌ，４．７９ ［４．４５；６．１９］ｎｇ／ｍｌ，组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正常组血清 ＨＢＤ２浓

度为４．６２ ［４．０８；４．８７］ｎｇ／ｍｌ，与治疗组治疗前、治疗后１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均＜０．０１），与

治疗组治疗后半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前、治疗后半年、治疗后１年ＴＮＳＳ分

别为：７．４３±２．１５，４．１７±２．１６，４．２０±１．９２，组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治疗组治疗前、

治疗后半年、治疗后１年药物评分分别为：１．２５ ［０．７５；１．３８］，０．２５ ［０；０．７５］，０．２５ ［０；０．７５］，

组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治疗组治疗前、治疗后半年、治疗后１年血清 ＨＢＤ２浓度与对应

时间点的ＴＮＳＳ评分及药物评分无明显相关 （Ｐ均＞０．０５）。结论　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Ｂ防御素２浓

度较正常人低，特异性免疫治疗上调了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Ｂ防御素２水平。

犘犗１４６

标准化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对过敏性鼻炎患者的临床疗效评估

林霞１魏欣１黄秋菊１

１．海南省人民医院；２．海南省人民医院；３．海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评估标准化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治疗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接受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ｕｂ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ＬＩＴ）１年以上的

１２８例变应性鼻炎患者，计算分析入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半年、１年的鼻部症状评分 （ｔｏｔａｌｎａｓａｌｓｙｍｐ

ｔｏｍｓｓｃｏｒｅ，ＴＮＳＳ）和视觉模拟评分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的变化。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ＡＲ

患者的ＴＮＳＳ和ＶＡＳ评分在治疗半年和１年后均显著降低 （Ｐ均＜０．０１）；与治疗半年相比，治疗１年

后患者的ＴＮＳＳ和ＶＡＳ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ｑ分别为２．４０、２．５３、４．２０、４．８９，Ｐ均＜０．０５）。

结论　标准化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对变应性鼻炎患者具有显著的疗效，且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疗效越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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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１４７

１８０例过敏性紫癜患儿食物不耐受特异性犐犵犌水平及临床意义

曾华松 任琪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探讨血清中１４种食物特异性ＩｇＧ抗体的水平对儿童过敏性紫癜 （ＨＳＰ）的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我院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收治的１８０例 ＨＳＰ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１０６例，女７４例，

年龄２～１２岁，平均５．６岁．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检测 ＨＳＰ患儿血清中１４种食物特异

性ＩｇＧ抗体水平，包括分析各过敏原在研究对象中的分布及与 ＨＳＰ的相关性．结果　１８０例 ＨＳＰ患儿

进行食物不耐受特异性ＩｇＧ检测，其中１５５例结果阳性，阳性率达８６．１％．１种食物特异性ＩｇＧ升高者

５４例 （３０％），２种食物特异性ＩｇＧ 升高者３５例 （１９．４％），３种食物特异性ＩｇＧ 升高者７１例

（３９．４％），４种及以上食物特异性ＩｇＧ升高者２０例 （１１．１％）．食物特异性ＩｇＧ升高以鸡蛋，（蛋白／

蛋黄）阳性率最高 （６８．４％），其次为牛奶 （５３．１％）．鸡蛋和牛奶ＩｇＧ阳性率在各年龄组间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男性患儿ＩｇＧ阳性率高于女性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食物不耐受特异性ＩｇＧ水平检测可积极寻找儿童过敏性紫癜的病因和诱因，从而有针对性地指导患

儿的饮食，预防ＨＳＰ的反复发作或加重．

犘犗１４８

尘螨变应性鼻炎患者皮下免疫与舌下免疫疗效比较

廖然超 余咏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６５００３２

目的　比较标准化尘螨变应原疫苗皮下免疫 （ＳＣＩＴ）和舌下免疫 （ＳＬＩＴ）治疗变应性鼻炎 （ＡＲ）

的疗效、安全性及对患者生存质量的改善程度。方法　回顾性选取１５０例尘螨过敏的中—重的持续性

ＡＲ患者，患者均对粉尘螨和 （或）户尘螨过敏，经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ＩＴ）

满２年。其中皮下注射组７３例，男性３２例，女性４１例，年龄８５６岁，平均年龄 （２３．７±１８．５）岁；

舌下免疫组７７例，男性３５例，女性４２例，年龄６５８岁，平均年龄 （１７．１±１５．９）岁；比较两组患者

治疗前后鼻部症状ＶＡＳ评分、鼻部症状积分法评分、用药评分以及疾病专用量表鼻结膜炎生存质量调

查问卷 （Ｒｈｉｎｏ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ｉｔｉ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ＲＱＬＱ）的生活质量评分，同时分析两组免

疫治疗的局部和全身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１）经治疗２年后ＳＣＩＴ组和ＳＬＩＴ组的鼻部症状ＶＡＳ

评分、鼻部症状积分法评分、药物用量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犘＜０．０５）；两组患者ＲＱＬＱ评分治

疗后均有下降，在鼻部症状、实际问题及睡眠三方面下降最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改善程度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２）在整个疗程中，ＳＣＩＴ组局部不良反应在不

同患者中出现，占注射总次数的５．２％，主要为注射局部皮肤轻度瘙痒、红晕、肿胀，全身不良反应患

者有５例 （占皮下组总人数６．８５％）共３３例次 （占总注射次数０．４７％），主要是鼻炎症状加重、轻度

胸闷、呼吸不畅、荨麻疹等。均为非致命性严重全身反应；ＳＬＩＴ组局部不良反应有７例 （占舌下组总

人数９．０９％），主要为口唇局部或舌下肿胀、发麻，轻度瘙痒不适或干燥；全身不良反应有５例 （占

６．４９％），主要包括胃肠道不适，腹胀、腹泻，鼻炎症状加重及局部荨麻疹，所有出现不良反应的病例

经保守观察或对症药物治疗、调整变应原疫苗剂量后，症状均迅速缓解。结论　皮下注射免疫和舌下含

—８１２—



服免疫对尘螨过敏的中重度持续性ＡＲ患者均有良好疗效及安全性，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均有所改善，

两组治疗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无明显差异。

犘犗１４９

屋尘螨、蟑螂、虾以及其交叉反应蛋白 （原肌球蛋白）
在呼吸道变应性疾病患者中的流行病学特征和特异性犐犵犈水平分析

陈希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呼吸疾病国家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探讨屋尘螨、蟑螂、虾以及其交叉反应蛋白 （原肌球蛋白）在呼吸道变应性疾病患者中的流

行病学分布情况，以及不同致敏模式下原肌球蛋白特异性ＩｇＥ水平分析方法　收集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就诊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疑似呼吸道变应性疾病患者１４３１例，分别进行屋尘螨、蟑螂和虾特异性

ＩｇＥ检测，分析不同条件下三种过敏原阳性率分布差异。根据上述检测结果，对多重致敏患者 （两种以

上过敏原阳性）进行相关原肌球蛋白 （屋尘螨Ｄｅｒｐ１０组分和虾Ｐｅｎａ１组分）特异性ＩｇＥ检测，分析

不同致敏模式下原肌球蛋白特异性ＩｇＥ水平的差异，以及两种原肌球蛋白特异性ＩｇＥ水平之间的相关

性。结果　１４３１例患者中，屋尘螨阳性率最高４１．１６％ （５８９／１４３１），其次是蟑螂２５．７２％ （３６８／１４３１）

和虾２３．３４％ （５８９／１４３１）。其中，男性患者三种过敏原的阳性率均比女性高 （犘＜０．００１）；成人组蟑

螂、虾的阳性率比儿童组高 （犘＜０．００１），而屋尘螨则相反 （犘＜０．００１）。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患者屋

尘螨阳性率比单纯过敏性鼻炎或哮喘患者高 （６２．０５％ｖｓ５６．０７％，６２．０５％ｖｓ４０．９５％；犘＜０．００１）。

对３３５例多重致敏患者进行屋尘螨Ｄｅｒｐ１０和Ｐｅｎａ１ｓＩｇＥ检测，阳性率分别是１１．６４％ （３９／３３５）和

９．８５％ （３３／３３５），两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ｒ＝０．９６０，犘＜０．００１）。３３５例多重致敏患者中，三种过敏

原同时阳性时其Ｄｅｒｐ１０和Ｐｅｎａ１ｓＩｇＥ平均水平 （０．０３ＫＵ／Ｌ（０．０１０．０７）和０．１４ＫＵ／Ｌ （０．０２

１．８３））比两种过敏原阳性时高 （犘＜０．００１）。结论　在屋尘螨、蟑螂、虾三种常见的过敏原中，男性

患者阳性率比女性高，而儿童患者屋尘螨阳性率比成人高。在呼吸道过敏性疾病患者中，过敏性鼻炎合

并哮喘患者屋尘螨阳性率比单纯过敏性鼻炎或哮喘患者高。两种原肌球蛋白的ｓＩｇＥ水平具有较强的相

关性，且三种过敏原同时致敏患者原肌球蛋白的阳性率更高，为原肌球蛋白的高度同源性和作为一种交

叉反应蛋白提供良好的依据。

犘犗１５０

上海地区变应性鼻炎患者皮肤过敏原检测分析

刘琢扶 胡俐 王德辉 王晶晶 刘全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１０１５６１１９

目的　分析上海地区变应性鼻炎患者的主要过敏原种类及与鼻部症状的关系方法　收集门诊有鼻

塞、打喷嚏、清水涕及鼻痒等症状的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都行皮肤过敏原点刺检测，点刺检测种

类包括粉尘满、屋尘螨、梧桐、豚草、桦树、柳树、猫毛、狗毛等共１８种变应原，记录统计患者的个

人资料、变应性鼻炎相关症状ＶＡＳ评分，生活质量评分等，统计分析患者的过敏原特征与病情严重程

度及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　共有４６２例患者纳入研究，女性２５６例，男性２０７例，平均年龄

２６．０岁 （最大６４岁，最小４岁，标准差１１．９）。点刺结果阴性的患者１０２例，阳性的患者３６１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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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屋尘螨过敏２９２例，粉尘螨过敏的患者２６９例。屋尘螨及粉尘螨占变应性鼻炎患者的比例为８５％。

患者鼻塞的的ＶＡＳ评分平均为４．９分，鼻痒的ＶＡＳ评分平均为４．２分，喷嚏的ＶＡＳ评分为５．５分，

鼻部清涕的ＶＡＳ评分为６．３分。相关性分析显示患者的上述鼻炎症状评分和屋尘螨粉尘螨皮肤点刺风

团大小间无显著相关性。结论　在上海地区门诊有典型的鼻塞、打喷嚏、清水涕及鼻痒的患者中皮肤过

敏原阳性的比例为７７．９％，有约２０％的患者可能为血管运动性鼻炎。皮肤点刺检测确诊的变应性鼻炎

患者中其中对屋尘螨和粉尘螨过敏的比例最高。变应性鼻炎患者的鼻部症状严重程度与皮肤点刺风团大

小无明显相关性。

犘犗１５１

珠三角地区人群五年吸入和食物变应原谱分析及动态观察

朱振潮 邱前辉

广东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５１０１００

目的　调查分析珠三角地区人群５年内吸入和食物变应原分布及动态变化情况，为ＡＲ的临床防治

提供参考。方法　珠三角地区９家医院针对２０１２年９月年～２０１６年４月间有疑似ＡＲ临床症状和体征

的患者进行血清特异性Ｉｇ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ｇＥ，ｓＩｇＥ）检测，以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其检测结果及患者的性

别、年龄、随季节及年份的动态变化等方面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３０００３例患者血清中尘螨、屋尘、

花粉、艾蒿、霉菌、动物皮屑ｓＩｇＥ阳性率分别为３９．３％、２６．１％、１６．９％、７．７％、９％、６％；尘螨

为主要变应原；２２７４８例患者血清中鸡蛋、牛奶、鱼类、海鲜、肉类、水果类、坚果类ｓＩｇＥ阳性率分

别为１３．５％、１４．５％、１０．３％、１５．８％、１０．９％、１５．４％、５．１％；海鲜、水果类为主要变应原；本地

区尘螨、屋尘、鸡蛋、牛奶及海鲜ｓＩｇＥ阳性率中男性患者较女性患者高，女性患者动物皮屑ｓＩｇＥ阳性

率较男性高 （犘＜０．０５），余变应原ｓＩｇＥ阳性率男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均＞０．０５）；未成年组各变应

原ｓＩｇＥ阳性率均明显高于成年组，两个年龄组均以尘螨、屋尘为主要吸入变应原，未成年、成年组分

别以牛奶、海鲜为主要食物变应原，年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尘螨、霉菌、动物皮屑、

鸡蛋、鱼类过敏集中高发于春季，花粉、艾蒿、屋尘、牛奶、海鲜、肉类、水果类、坚果类过敏集中高

发于夏季，变应原的季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均＜０．０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完整三年间尘螨ｓＩｇＥ阳性率呈逐

年上升趋势，屋尘、艾蒿、霉菌、鸡蛋、牛奶ｓＩｇＥ阳性率则呈下降趋势，余变应原ｓＩｇＥ阳性率变化呈波

动变化，变应原年份变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结论　珠三角地区人群以尘螨、屋尘、海鲜及

水果类为主要变应原，应作为本地区变应性鼻炎患者重点防治对象；临床上应重视未成年ＡＲ患者及季节

性重点变应原的防治；变应原随年份的变化及地区饮食习惯对ＡＲ防治意义也不容忽视。

犘犗１５２

犈犪狉犾狔犻狀狋犲狉狏犲狀狋犻狅狀犻犿狆狉狅狏犲犱犮犾犻狀犻犮犪犾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狊狋狅犱狌狊狋犿犻狋犲

犻犿犿狌狀狅狋犺犲狉犪狆狔犻狀犪犾犾犲狉犵犻犮狉犺犻狀犻狋犻狊狆犪狋犻犲狀狋狊

祁姗姗 陈浩 黄南 李文静 刘光辉 祝戎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４３００３０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ＩＴｉ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犕犲狋犺狅犱狊　Ｔｈｉｓｉｓ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ｏｎ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ｏｐｅｎｓｔｕｄｙｉｎｗｈｉｃｈ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２８４Ａ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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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ｈａ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ＩＴ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ＡＩＴ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ｒｗａｓｄｅｆｉｎｅｄｗｈｅｎａＶ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ｂｏｖｅ３０％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ｑｕａｌｏｒ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ＩＴ．

犚犲狊狌犾狋狊　Ｔｈｉｒｔｙｔｈｒｅ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ｒｏｐｐｅｄｏｕｔ，２５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１７５（６９．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ｒｓ．Ｔｈｉｓ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ａｈｉｇｈｅｒ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ｔｈａｎＡＩＴｎ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ｐ（７．５ｖｓ６．９）

．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ＡＩＴ．Ｌｏｃ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ＡＩＴｈａｄ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Ｅａｒｌ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ＩＴ

ｈｅｌｐ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Ａ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ＬＲｓｍｉｇｈ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ＡＩＴ．Ｈｉｇｈｌ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Ａ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ｕｌｄｇｅ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ＡＩＴ．

犘犗１５３

广州地区鼻炎患者特征及变应原谱的变化趋势———１０年回顾分析

杨钦泰 黄雪琨 王玮豪 邓慧仪 常利红 陈玉莲 张革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５１０６３０

目的　了解广州地区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及非变应性鼻炎 （Ｎｏ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ＮＡＲ）患者特征及常见吸入性变应原谱的分布和１０年变化趋势。方法　选取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４年１０年间，

鼻高反应性疾病患者５，４８６例 （男性２，９９７例，女性２，４８９例）。同期进行吸入性变应原血清特异性

ＩｇＥ （ｓＩｇＥ）检测，分析检测结果，将ｓＩｇＥ阳性者诊断为 ＡＲ，阴性者诊断为 ＮＡＲ。根据性别分成男

性组和女性组，根据年龄分成为１～９岁组，１０～１９岁组，２０～２９岁组，３０～３９岁组，４０～４９岁组，

５０～５９岁，≥６０岁组，比较各组间ＡＲ阳性率、ＮＡＲ排除率及变应原阳性率的差异及分析１０年的变

化趋势。结果　５，４８６例拟诊为ＡＲ的患者中，４，０８５例ｓＩｇＥ阳性，阳性率７４．５％，确诊为ＡＲ，ＡＲ

阳性率男性高于女性 （犘＜０．０５）。１４０１例ｓＩｇＥ阴性，诊断为ＮＡＲ，ＮＡＲ排除率为２５．５％，ＮＡＲ排

除率女性高于男性 （犘＜０．０５）。夏季ＡＲ阳性率最高。ＡＲ阳性率随年龄增加而下降，每增加１０岁ＡＲ

阳性率下降５．１３％ （９５％ＣＩ＝－７．２８ｔｏ２．９８，犘＜０．０１），ＡＲ阳性率及ＮＡＲ排除率１０年变化未见

明显趋势。常见吸入性变应原阳性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户尘螨８４．３％，动物皮屑２３％，蟑螂２１％，霉

菌组合９％，树木花粉组合７．６％，草本花粉５．９％。１０年间动物皮屑阳性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平均每

年增加１．２％ （９５％ＣＩ＝０．８１．５，犘＜０．０５）。变应原阳性率在年龄组和季节组中分布有差异。６２．６％

的ＡＲ患者以单一变应原过敏为主，其中主要的变应原是户尘螨 （狀＝２０５６，８０．４％）。２７．２％的ＡＲ以

２种变应原同时过敏，１０．２％的ＡＲ为至少３变应原同时过敏。３种以上变应原阳性率随年龄增长而上

升。结论　广州地区鼻炎患者以ＡＲ患者为主，ＡＲ／ＮＡＲ为３／１。ＡＲ男性多于女性，随年龄增长阳性

率下降。ＮＡＲ女性多于男性，随年龄增长排除率上升。广州地区ＡＲ吸入性变应原主要为尘螨，动物

皮屑阳性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犘犗１５４

中国变应性鼻炎及哮喘患者尘螨变应原地域分布图的研制和分析

杨钦泰 黄雪琨 王玮豪 邓慧仪 陈玉莲 陈壮桂 张革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５１０６３０

目的　探讨中国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及支气管哮喘 （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ｓｔｈｍａ，ＢＡ）患

者尘螨变应原区域分布情况并制作和分析尘螨变应原区域分布图。方法　检索中国核心期刊发表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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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ＡＲ及ＢＡ患者屋尘螨及粉尘螨变应原阳性分布规律的文献，分析文献数据并绘制区域分布

图，最后将尘螨变应原区域分布图与中国地形图、气候图、温湿分布图、中国人口分布图、中国城市汽

车拥有量图和中国ＰＭ２．５浓度图对比研究。结果　入选文章总数１４６篇，尘螨阳性的ＡＲ及ＢＡ患者总

人数８９７７９人，涉及中国七大区域，分布于２９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ＡＲ患者屋尘螨变应原阳性率

为６７．４４％，粉尘螨变应原阳性率为６７．２４％，二者阳性率无明显差异 （犘＞０．０５），各区域屋尘螨和粉

尘螨变应原阳性分布情况基本一致，整体分布呈东南、中部地区高于北部、西藏高原地区的趋势。尘螨

变应原阳性的ＢＡ患者屋尘螨变应原阳性率为６８．８７％，粉尘螨变应原阳性率为６８．５９％，二者阳性率

无明显差异 （犘＞０．０５），各区域屋尘螨和粉尘螨变应原阳性分布情况基本一致，整体分布呈东南沿海

地区向西北内陆地区递减趋势。ＡＲ及ＢＡ患者尘螨变应原区域分布情况总体大同小异，与中国地形

图、气候图、温湿分布图相吻合，也与中国人口分布稠密区、汽车数量高拥区和空气高污染区相重合。

结论　中国ＡＲ及ＢＡ患者屋尘螨与粉尘螨变应原阳性分布情况基本一致，整体呈由南向北、由东向西

递减趋势，这种分布规律可能与屋尘螨和粉尘螨变应原蛋白的同源性相关，也与中国复杂的地理及人文

环境和大气污染等因素密切相关。

犘犗１５５

犆犺犪狀犵犲狊犻狀犇犲狉狆犐犵犌４，犆犇４＋犆犇２５＋犉狅狓犘３＋犜狉犲犵犮犲犾犾狊犪狀犱犮狔狋狅犽犻狀犲狊
犫犲狋狑犲犲狀狊狌犫犾犻狀犵狌犪犾犪狀犱狊狌犫犮狌狋犪狀犲狅狌狊犻犿犿狌狀狅狋犺犲狉犪狆狔狑犻狋犺

犺狅狌狊犲犱狌狊狋犿犻狋犲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狆犪狋犻犲狀狋狊狑犻狋犺犪犾犾犲狉犵犻犮狉犺犻狀犻狋犻狊

ＸｉａｎＭｏ，ＬｉＪｉｎｇ，ＦｅｎｇＭｕｌｉｎ，ＤｏｎｇＹａｎ，ＦｕＳｈｉｙａｎ，ＷｅｉＮｉｌｉ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５１０１２０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狊　Ｔｈｅａｉｍｏｆｏｕｒ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ＬＩＴａｎｄＳＣＩＴＨＤＭｉｎ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ｓｔｈｍ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ｙｅａｒｏｆ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犕犲狋犺狅犱狊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６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ｇｅｄ５ｔｏ５５ｗｉｔｈ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ｅｖｅｒｅＨＤＭ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ｓｔｈｍａ． 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２：２：１）ｉｎ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ＳＬＩＴ，狀＝２７；

ＳＣＩＴ，狀＝２６；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ｏｒ／ａｎｄａｓｔｈｍａ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狀＝１４，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ｃｈｅｄ

ｕｌｅａｓＳＬＩ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ｎｄａｓｔｈｍ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ＲＲＳ，ＴＲＲＳ，ＴＲＭＳ，

ＴＡＳ，ＴＡＳＳ，ＴＡＭＳ）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ｄｉａｒｙｃａｒｄｓ（ｆｒｏｍ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ｔｏ１ｙｅａｒ）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ｏｒｅ（ＶＡＳ）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ｓｋｉｎｐｒｉｃｋｔｅｓｔｓ，ＩｇＥｗｅｒｅｐｅｒ

ｆｏｒｍｅｄａｔ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１２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ｒｐＩｇＧ４，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Ｔｒｅｇ

ｃｅｌｌｓ，ＩＬ５，ＩＬ１０，ＩＮＦγａｎｄＴＮＦα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Ｄａｔａ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ｕｓｉｎｇＳＰＳＳ１６．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犚犲狊狌犾狋狊　ＢｏｔｈＳＬＩＴａｎｄＳＣＩ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ＲＳａｎｄＶ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ａｆｔｅｒ１ｙｅａ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犘＜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ｆｏｕｎｄｉｎＳＣＩＴ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ｔｒｅｎｄｔｏｗａｒｄ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 Ｔｒｅｇｃｅｌｌｓ

ｆｒｏｍ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ｔｏ１ｙｅａｒｉｎＳＬＩ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ＲＭＳ （犘＝０．０１４）ａｎｄ

ＴＲＳ （犘＝０．０２４），ｗｈｉｌｅｎｏ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ＳＣＩ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ｈｅＤｅｒｐＩｇＧ４ｓｈｏｗｅ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ｂｏｔｈＳＬＩＴａｎｄＳＣＩ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ｓ（犘＜０．０５），ｗｈｉｃｈｈａｄｎ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ｈａｎｇｅｏｆ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ｕｓａｇｅ（犘＞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ＤｅｒｐＩｇＧ４ｏｆｗａｓａｌｍｏｓｔｔｈｉｒｔｙｔｉｍｅｓｉｎＳＣＩＴ

ｔｈａｎＳＬＩ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１ｙｅａｒ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犘＜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１ａｎｄ６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ｌｙＩＮＦ

γ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ＳＣＩ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ｗｈｉｌｅｎｏ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ｆｏｒＩＬ５，ＩＬ

１０，ａｎｄＴＮＦαａｍｏｎｇ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ＳＬＩＴｈａｄａｓｉｍｉｌａｒ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ｗｉｔｈＳＣＩ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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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ｅｖｅｒｅＨＤＭ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ｆｔｅｒｏｎｅｙｅａｒ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ｕ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ｌｍｏｓｔｅｑｕａｌ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ｒｐＩｇＧ４ｌｅｖｅｌｃａｎｂ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ｉｎｂｏｔｈＳＬＩＴａｎｄＳＣＩＴ，ｂｕ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ｓ．ＩＮＦ

γｃａｎｂ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ＳＣＩＴ，ａｎｄ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

Ｔｒｅｇｃｅｌｌｓｈａ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ＬＩＴ．

犘犗１５６

健康成人血清总犐犵犈和变应原特异性犐犵犈检测及意义

袁源１吴中飞１程雷１巢长江２陆美萍１田慧琴１

１．江苏省人民医院；２．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健康成人血清总ＩｇＥ和变应原特异性ＩｇＥ，分析测定值在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人群

中的分布情况，探讨其科学意义及应用价值。方法　接受健康体检的志愿者５３６例，男３４７例，女１８９

例，年龄１９岁～６０岁 （中位数３８岁），均无变态反应性疾病和全身性疾病的症状及病史。血清总ＩｇＥ

检测采用酶联免疫捕获法，总ＩｇＥ水平≤１００ｋＵ／Ｌ为阴性，＞１００ｋＵ／Ｌ阳性。特异性ＩｇＥ检测采用

荧光免疫法，以吸入性变应原过筛试验 （Ｐｈａｄｉａｔｏｐ）为测定指标，Ｐｈａｄｉａｔｏｐ０级为阴性，≥１级为阳

性。结果　健康成人的血清总ＩｇＥ水平为１．１４～１７０３．７０ （中位数３７．１８）ｋＵ／Ｌ，男性显著高于女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０１）。血清总ＩｇＥ阴性占７２．５２％，阳性占２７．４８％。健康成人的Ｐｈａｄｉａｔｏｐ

测定值为０．０１～５９．５０ （中位数０．０５）ｋＵ／Ｌ，男性与女性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１５４）。

Ｐｈａｄｉａｔｏｐ阴性占８２．０９％，阳性占１７．９１％。各年龄组之间血清总ＩｇＥ水平、特异性ＩｇＥ水平进行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１１９；犘＝０．２２５）。血清总ＩｇＥ水平与特异性ＩｇＥ水平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

相关系数为０．６８３ （正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００）。血清总ＩｇＥ阴性３８８例中，Ｐｈａｄｉａｔｏｐ阴

性３６８例 （９４．８５％），阳性２０例 （５．１５％）；血清总ＩｇＥ 阳性１４７例者中，Ｐｈａｄｉａｔｏｐ阳性７５例

（５１．０２％），阴性７２例 （占４８．９８％）。结论　在该健康成年人群中超过１／４者血清总ＩｇＥ水平高于１００

ｋＵ／Ｌ，而对吸入性变应原致敏者不到１／５。血清总ＩｇＥ与特异性ＩｇＥ二者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血清

总ＩｇＥ水平低于１００ｋＵ／Ｌ对筛查排除变应原致敏有较大价值，但总ＩｇＥ水平高于１００ｋＵ／Ｌ时无法明

确机体是否为致敏状态，需结合病史及临床表现进行合理评价。

犘犗１５７

皮下注射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疫苗治疗支气管哮喘
和 （或）变应性鼻炎的速发不良反应

李靖 曾雪妮 符始艳 骆华莲 鲜墨 时旭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变态反应科，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２３０

背景　皮下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ＣＩＴ）可能发生严重不良反应，我国关于应用标准化屋尘螨

提取液免疫治疗不良反应的报道并不少见。目的　分析应用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对变应性哮喘和 （或）

变应性鼻炎进行ＳＣＩＴ的速发不良反应。方法　回顾性记录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

所变态反应科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对屋尘螨过敏的哮喘和 （或）变应性鼻炎患者接受ＳＣＩＴ过

程中出现的速发不良反应，并分析速发不良反应与注射剂量、患者年龄、性别、患病种类和过敏程度的

关系。结果　研究共纳入６４２例完成免疫治疗的患者，其中６２８例 （９７．８％）出现速发局部不良反应，

２１２例 （３３．１％）出现速发全身不良反应；所有患者共接受２１７４０针次皮下注射，其中１１８４９针次

（５４．５％）出现速发局部不良反应，５４４针次 （２．５％）出现速发全身不良反应。速发局部不良反应发生

率随剂量增加而增高，而速发全身不良反应主要分布在剂量上升阶段 （２０００～８００００ＳＱＵ）。单纯哮喘

及哮喘合并变应性鼻炎速发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高于单纯变应性鼻炎 （犘＜０．０１）。儿童速发局部不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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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发生率高于成人 （犘＜０．００１）。儿童患者中，男性速发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女性 （犘＜０．０１）；而在成

人患者中，女性速发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男性 （犘＜０．０１）。速发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随着屋尘螨特异性

ＩｇＥ级别的增高而升高 （犘＜０．００１）；在皮下注射过程中出现速发全身不良反应者治疗前总ＩｇＥ与未发

生速发全身不良反应者治疗前总Ｉｇ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４８）。对速发严重不良反应的病

例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没有出现严重的后遗症，并进行了剂量调整和终止治疗的处理。结论　对屋尘

螨过敏的哮喘和 （或）变应性鼻炎患者进行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的ＳＣＩＴ时，速发局部不良反应常见，

而速发全身不良反应少见，哮喘和鼻炎合并哮喘、少年男性、成年女性及屋尘螨特异性ＩｇＥ和总ＩｇＥ水

平较高时，速发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增高，且随注射变应原剂量递增而存在增高趋势，剂量快速上升阶段

应警惕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并做好及时处理严重不良反应的有效预防和准备。

犘犗１５８

变应性鼻炎特异性免疫治疗不同阶段患者唾液
免疫球蛋白水平与疗效相关性分析

刘燕１邢志敏１袁晓培１王１王俊阁１耿聪俐１

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２．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

目的　观察变应性鼻炎患者皮下脱敏治疗唾液免疫球蛋白变化及其与症状的相关性。方法　研究对

象均为单一粉尘螨过敏的变应性鼻炎患者。试验组为皮下脱敏患者５９例，其中递增阶段患者２８例，维

持治疗阶段患者３１例；对照组３０例单纯药物治疗；空白对照为正常人，１５例。收集唾液标本，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唾液粉尘螨特异性ＩｇＥ，ＩｇＧ４，ＩｇＡ含量，同时对患者症状，用药情况和生活质量分别进

行评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各组唾液特异性抗体的差异，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分析各组患者唾液

粉尘螨ＩｇＥ，ＩｇＧ４，ＩｇＡ与症状评分，用药评分和ＲＱＬＱ的相关性。结果　①与单纯药物治疗组相比，

递增阶段组唾液粉尘螨特异性ＩｇＥ，ＩｇＧ４，ＩｇＡ含量均有升高 （犘＜０．０５）；②与递增阶段组相比，维持

阶段组唾液粉尘螨特异性ＩｇＧ４，ＩｇＡ含量均有升高，（犘＜０．０５），而特异性ＩｇＥ含量递增阶段组与维持

阶段组无统计学差异。③单纯药物治疗组唾液特异性ＩｇＥ与症状评分呈正相关 （ｒ＝０．４４４，犘＝

０．０１４），唾液特异性ＩｇＡ与ＲＱＬＱ评分呈正相关 （ｒ＝０．５６０，犘＝０．００１）④皮下脱敏剂量递增组及维

持组唾液免疫球蛋白与各临床评分均无相关性。结论　唾液特异性ＩｇＡ，ＩｇＥ可以反应变应性鼻炎患者

的症状严重程度；特异性免疫治疗过程中唾液特异性ＩｇＧ４，ＩｇＡ水平显著升高，适合作为评价免疫治

疗情况的客观指标。但免疫治疗过程中唾液特异性免疫球蛋白不能作为疗效评价的标准。

犘犗１５９

犛狋狌犱狔狅犳狊犻犱犲犲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犻狕犲犱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犿犻狋犲犪犾犾犲狉犵犲狀

犻犿犿狌狀狅狋犺犲狉犪狆狔狋狅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犻狀犛犺犲狀狕犺犲狀犆犺犾犻犱狉犲狀′狊犎狅狊狆犻狋犪犾

ＭａＺｈｕｏｙａ，ＺｈｅｎｇＹｕｅｊｉｅ，ＬｉｕＸｉａｏｌｉ，ＹａｎＷｅｉｙｕａｎ，ＴｉａｎＱｉｔａｎｇ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５１８０２６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ｉｔｅ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

ｐｙ，ａｎｄｔｏｆｉｎｄｉｔ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ｕｌｅ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ｔｉｍｅ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ｓ．犕犲狋犺狅犱狊　８４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ｄｏｓｅｓ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ｉｔｅａｌｌｅｒ

ｇｅｎ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ａｎｄｌａｔｅＳＥｓａｆｔｅｒｅａｃｈ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犚犲狊狌犾狋狊

　１００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３４５３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９５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２．７５％）ｉｎ３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７１ｅａｒ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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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ｓｗｅｒ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ｉｎ３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２．０５％ ），２４ｌａｔｅＳＥ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ｉｎ１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０．７０％）；６２ｌｏ

ｃ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１．８０％）ａｎｄ３３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ＳＥｓ（０．９５％）ｗｅｒｅ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Ｌｏｃ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

ｅｄ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ｄｎｅｓｓａｒｏｕｎｄ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ＳＥｓｗｅ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ｉｔｃｈｉｎｇ，ｈｉｖｅｓ，ｖｏｍ

ｉｔｉｎｇ．Ｎｏｎｅｈａｄａｎａｎａ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ｓｈｏｃｋ．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ｕｐｄｏｓ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ｐｈａｓｅｓ

ｗａｓ４６ａｎｄ４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Ｔｈｅ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ｉｔｅ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ｉｍｍｕｎ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ｃｃｕｒ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ｓｉｄ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３０ｍｉｎｕｔｅｓａｆｔｅ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ｕｐｄｏｓｉｎｇａｎｄｄｏｓ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ｐｈａｓｅｓｉｎ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ｓ．

犘犗１６０

中国北方地区桦树花粉症及合并食物过敏特点

徐迎阳 尹佳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分析我国北方地区桦树花粉症及合并食物过敏临床特点，明确桦树花粉及其相关食物变应原

谱。方法　本研究对１１８例桦树花粉症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及花粉相关食物过敏问卷调查，花

粉及食物血清特异性ＩｇＥ通过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过敏原检测系统检测。结果　７６．３％的桦树花粉症患者仅表

现为过敏性鼻炎，５．１％为哮喘，１５．３％为鼻炎合并哮喘。桦树花粉变应原阳性检测率分别为ｒＢｅｔｖ１

７７．１％，ｒＢｅｔｖ２３９．６％，ｒＢｅｔｖ４５．３％，ｒＢｅｔｖ６０％。６２．７％的桦树花粉症患者合并花粉相关食物过

敏，其中７２．９％的食物过敏仅表现为口腔变态反应综合征；８．１％为严重过敏反应；５．４％为哮喘；

１．３％为皮肤症状，剩余１２．１％的患者在进食过敏食物时可表现为口腔变态反应综合征或严重过敏反

应。最常合并的过敏食物是桃 （４１例），其次为苹果 （３５例）、榛子 （２３例）、梨 （１５例）、樱桃 （１４

例）等，均为Ｂｅｔｖ１相关的植物性食物。合并食物过敏的桦树花粉症患者其花粉症发病年龄明显高于

非食物过敏者 （３１．０±１４．９岁 ｖｓ２５．３±１４．１２岁，犘＜０．０５），其ｒＢｅｔｖ１明显较高 （３１．４３±

３２．４９ｋＵＡ／ｌｖｓ１８．８５±２９．６４ｋＵＡ／ｌ，犘＜０．０５），且合并食物过敏组中女性患者及伴有特应性疾病家

族史患者均明显多于非食物过敏组。结论　桦树花粉症以过敏性鼻炎症状为主，女性及伴有特应性疾病

家族史的桦树花粉症患者更常合并花粉相关食物过敏。

犘犗１６１

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患者脱落原因的分析

王丰 王婷 周成勇

２８２７９８：王丰，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１０００４８

目的　通过电话随访的方式，访问变应性鼻炎患者的粉尘螨滴剂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情况，对患者

脱落原因进行分析，并对以后的治疗和随访方案进行调整。方法　电话随访１４２例接受粉尘螨滴剂舌下

特异性免疫治疗的变应性鼻炎患者，统计治疗１年内患者的脱落情况，并对脱落原因进行分析。结果　

随访１４２例患者中，脱落患者７６例 （５３．５２％）。其中，因号码改变联系不上患者的１９例 （２５．００％）；

认为治疗效果不明显自行停药的患者１８例 （２３．６８％）；疗程长难以坚持的患者１４例 （１８．４２％）；用药

后认为症状好转而停药的患者１０例 （１３．１６％）；担心用药有副作用和对治疗信心不足的患者各为３例

（３．９５％）；因出国等其他原因停药患者９例 （１１．７４％）。结论　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患者１年内的脱落

率高，导致患者脱落的主要因素是因号码改变联系不上患者、自认为疗效不佳和疗程长难以坚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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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要因素可以通过多渠道联系如患者和家属的多个号码、微信、邮件等避免，第二、三个因素可通过

在开始治疗时和随访中充分告知、让患者理解免疫治疗的意义、起效规律等避免。另外，随访间隔严格

控制在１个月，并及时解答患者遇到的问题也是避免治疗脱落的有效方法。

犘犗１６２

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对不同年龄和不同类型
变应原变应性鼻炎患者的疗效评估

王丰 李癑 周成勇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１０００４８

目的　通过对不同过敏原类型、用药人群、用药时间疗效的分析，评估舌下标准化粉尘螨滴剂对变

应性鼻炎的治疗效果。方法　随访研究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的变应性鼻炎患者，共１３２例，年龄６～６５

岁，平均年龄 （２６．４±１５．４）岁。按以下分组比较：单一尘螨过敏组与多重过敏原组；未成年组与成年

组；按脱敏时间分为１年以内组、１到２年组及２年以上组，并对各组行治疗前与治疗后的鼻部症状评

分 （ｔｏｔａｌｎａｓ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ｓｃｏｒｅ，ＴＮＳＳ）、视觉模拟量表评分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药物评

分 （ｔｏ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ｓＴＭＳ）、脱敏疗程结束后停用抗过敏药的患者比例、脱敏结束起到再次出现

症状的药效持续时间对比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分析数据。结果　标准化粉尘螨滴剂对单一尘螨过

敏和多重过敏的患者在治疗效果ＴＮＳＳ改变程度 （△ＴＮＳＳ）（犣＝－０．３３５，犘＞０．０５）和ＶＡＳ改变程

（△ＶＡＳ）（犣＝－０．４９５，犘＞０．０５）均无统计学差异。未成年组与成年组的治疗前后△ＴＮＳＳ差异无统

计学差异 （犣＝－１．１４６，犘＞０．０５），△ＶＡＳ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犣＝－０．２９６，犘＞０．０５）。脱敏１

年以内组、１到２年组及２年以上组在治疗前后△ＴＮＳＳ、△ＶＡ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２＝８．３６２，χ

２

＝１６．４１６，犘值均＜０．０５）。组内两两比较１年以内组与１到２年组无统计学差异 （犣＝－１．０９３，犣＝

－２．５７５，犘值均＞０．０５），１到２年组与２年以上组无统计学差异 （犣＝－１．７１３，犣＝－１．３８４，犘值均

＞０．０５），１年以内组与２年以上组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犣＝－２．８３５，犣＝－３．９４３，犘 值均＜

０．０５）。不同脱敏时间组治疗前用抗过敏药物的概率分别为１３．６％、２３．０％、３２．６％，脱敏结束后继续

用抗过敏药物的概率分别为９．０％、７．６％、８．１％，各组脱敏结束到症状再起的药效持续时间分别为

（１．４１±１．１０）年、（１．４８±１．３３）年、（１．７８±１．３５）年。结论　舌下含服标准化粉尘螨滴剂对单一尘

螨过敏和多重过敏原过敏的患者疗效相当。未成年组和成人组的疗效相当。大于２年以上的舌下免疫治

疗效果上会更明显，疗效更持久。

犘犗１６３

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与抗过敏药物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效果对比

王丰 李癑 周成勇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１０００４８

目的　评估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药物标准化粉尘螨滴剂与单纯抗过敏药物治疗变应性鼻炎 （ＡＲ）

的临床疗效差异。方法　随访研究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加抗过敏药物治疗２年以上的变应性鼻炎患者，

共４９例，年８～６５岁，平均年龄 （２７．１±１７．３）岁。同期就诊未采用舌下脱敏、只选择抗过敏药物

（皮质类激素、抗组胺、抗白三烯药物的一种或几种）治疗２年以上的变应性鼻炎患者８１例，年龄７～

６２岁，平均年龄 （３２．０±１４．４）岁。对比脱敏治疗组与抗过敏药物组在治疗前与治疗后鼻部症状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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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ｔａｌｎａｓ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ｓｃｏｒｅ，ＴＮＳＳ）、视觉模拟量表评分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药物评分

（ｔｏ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ｓ，ＴＭＳ）的改变程度、治疗后各组的停用药率。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进

行分析。结果　脱敏治疗组与抗过敏药物治疗组在治疗前后鼻部各项症状评分、ＴＮＳＳ、ＶＡＳ、ＴＭＳ改变

上均有统计学差异 （Ｐ均＜０．０１）。脱敏治疗组治疗前后△ＴＮＳＳ （８．００ ［８．００；９．００］，２．００ ［０．００；

４．００］）改变程度大于药物组 （６．００ ［４．００；８．００］，３．００ ［１．００；４．００］），脱敏组前后 △ＶＡＳ （４．００

［４．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０］）改变程度也大于药物组 （３．００ ［３．００；４．００］，２．００ ［１．００；３．００］）。

脱敏组治疗后停抗过敏药１年以上的患者占９３％，抗过敏药物治疗组停药１年以上的患者占５８％。结论　

舌下含服标准化粉尘螨滴剂治疗变应性鼻炎效果比抗过敏药物的治疗效果好，疗效更持久。

犘犗１６４

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机制

何韶衡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变态反应与临床免疫研究中心１２１００１

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 （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俗称脱敏疗法 （ｄ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是指

在确定过敏性疾病患者的过敏原后，将该过敏原制成过敏原疫苗，经皮下注射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ｍｍｕｎ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或舌下 （ｓｕｂ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给药途径使患者由小剂量到大剂量反复接触，逐渐诱导

患者耐受该过敏原而不发生过敏反应的疗法。１９９８年 ＷＨＯ颁布的一项指导性文件指出：脱敏治疗是

可能影响过敏性疾病自然进程的唯一治疗方法，可以合理使用。然而，目前人们对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

疗抑制过敏反应的机制还不清楚，下述的几种观点是对此机制的一些合理解释，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１抑制初级效应细胞 （ｐｒｉｍａ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ｃｅｌｌｓ）的功能：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是过敏反应的初始效应

细胞。只有激活效应细胞，才会发生过敏性疾病。因此，基本可以肯定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最终结

果是抑制了初级效应细胞的功能，使患者再接触同一过敏原时不发生脱颗粒效应。因此，理论上讲过敏

原特异性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激发试验是监测特异性免疫治疗疗效的最基本试验；２近十余年来，

调节性Ｔ细胞 （Ｔｒｅｇｓ）与过敏性疾病的发病关系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有人认为过敏性疾病发生的最重

要环节之一是调节性Ｔ细胞功能缺失或受到抑制而导致机体对过敏原的免疫耐受力降低，从而使幼稚

型ＣＤ４＋ Ｔ细胞向Ｔｈ２类细胞分化。特异性免疫治疗的主要机制之一就是少量、多次接触过敏原诱导

机体产生过敏原特异性Ｔｒｅｇｓ，进而抑制Ｔｈ２类细胞的功能或诱导其凋亡；３少量、多次接触过敏原可

诱导Ｂ细胞由ＩｇＥ分泌型向ＩｇＧ４或ＩｇＡ分泌型转化；４少量、多次接触过敏原可诱导机体产生调节性

树突状细胞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ｓ），从而在致敏阶段抑制过敏反应。

犘犗１６５

奥马珠单抗联合脱敏治疗方式治疗变应性疾病过程中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犿犲狋犪分析

王萌 曹志伟

辽宁省沈阳市盛京医院１１００００

目的　评价奥马珠单抗联合脱敏疗法在治疗变应性疾病过程中发生不良反应的情况，为临床治疗方

案的确定提供依据。方法　检索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Ｅｍｂａｓｅ数据库，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图书馆、Ｃｏｃｈｒａｎｅ临床试

验数据库 （ＣＥＮＴＲＡＬ），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所有数据库检索时间均为建库开始至

２０１６年６月。获得联合治疗变应性疾病的随机对照试验。依据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５．１风险偏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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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对纳入文献的质量进行评估。应用Ｒｅｖｍａｎ５．３．３软件进行Ｍｅｔａ分析，根据异质性结果选择相应的

效应模型。结果　６篇随机对照研究纳入 Ｍｅｔａ分析。文献偏倚评价显示文献总体质量较高。治疗变应

性疾病应用联合治疗方式的过程中不会提高不良反应的发生 ［ＯＲ＝０．７６，９５％ＣＩ（０．５７，１．０１），犘＝

０．０６］，但能够明显降低呼吸系统不良反应 ［ＯＲ＝０．５３，９５％ＣＩ（０．３４，０．８３），犘＝０．００６］及全身皮

肤不良反应的发生 ［ＯＲ＝０．５３，９５％ＣＩ（０．３３，０．８６），犘＝０．００９］。除此之外，联合治疗方式不会升

高循环系统、神经系统 ［ＯＲ＝１．０２，９５％ＣＩ（０．７０，１．４９），犘＝０．９２］、消化系统 ［ＯＲ＝１．３９，９５％

ＣＩ（０．９１，２．１２），犘＝０．１３］及注射部位局部的不良反应 ［ＯＲ＝１．１４，９５％ＣＩ（０．８３，１．５６），犘＝

０．４３］。结论　奥马珠单抗与脱敏治疗联合疗法既不能升高，也不能降低所有不良反应的发生，但能够

明显降低呼吸系统及全身皮肤的不良反应，能够降低脱敏治疗高风险人群的治疗风险。

犘犗１６６

多聚抗原肽抑制嗜碱性粒细胞在过敏性气道炎症中的作用研究

苏雯 夏振炜 邵洁 俞善昌 李云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２０００２５

目的　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利用卵白蛋白 （Ｏｖａｌｂｕｍｉｎ，ＯＶＡ）中含主要 Ｔ 细胞表位的

ＯＶＡ３２３３３９肽段构建的多聚抗原肽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ＡＰ）在小鼠哮喘模型中可显著减轻

小鼠气道炎症，伴随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ｒｅｇ数量的增加及功能的增强；新近发现嗜碱性粒细胞不仅作为效

应细胞参与哮喘发病，还可启动Ｔｈ２反应，强化免疫记忆应答，导致炎症迁延不愈。故本项目拟通过

动物模型观察利用ＯＶＡ３２３３３９ＭＡＰ进行肽段免疫治疗 （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ｉｍｍｎｕ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ＩＴ）对嗜碱性粒

细胞数量、活性及抗原递呈功能的影响。方法　６８周雌性Ｂａｌｂ／Ｃ小鼠被随机分为三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组，

ＯＶＡ组，ＯＶＡ＋ＯＶＡ３２３３３９ＭＡＰ组），利用ＯＶＡ致敏、激发构建过敏性气道炎症小鼠模型，造模

过程中选用生理盐水，ＯＶＡ３２３３３９ＭＡＰ分别皮下注射ＯＶＡ致敏小鼠，Ｃｏｎｔｒｏｌ组在致敏阶段注射Ａｌ

（ＯＨ）３，激发阶段以生理盐水替代ＯＶＡ滴鼻。检测ＯＶＡ３２３３３９ＭＡＰ干预对外周血，纵隔淋巴结及

肺组织中嗜碱性粒细胞数量、活性、抗原递呈功能的影响。结果　 （１）ＯＶＡ致敏、激发后，小鼠外周

血、纵隔淋巴结及肺组织嗜碱性粒细胞数量增加，活性增强，而 ＭＡＰＯＶＡ３２３３３９干预可下调其数量

并抑制其活性；（２）ＯＶＡ致敏、激发后，小鼠外周血、纵隔淋巴结及肺组织嗜碱性粒细胞对抗原的摄

取能力增强，而 ＭＡＰＯＶＡ３２３３３９干预可减弱其摄取抗原的功能；（３）ＯＶＡ致敏、激发后，小鼠淋

巴结中嗜碱性粒细胞表民细胞 ＭＨＣＩＩ类分子及共刺激分子ＣＤ４０及ＣＤ８６的表达增加，而ＣＤ８０改变

不明显；ＭＡＰＯＶＡ３２３３３９干预后，ＭＨＣＩＩ类分子及ＣＤ４０、ＣＤ８６表达下调，而对ＣＤ８０影响不大。

结论　ＭＡＰＯＶＡ３２３３３９可通过减少嗜碱性粒细胞的数量、抑制其活性和抗原摄取能力、下调共刺激

分子及 ＭＨＣＩＩ类分子的表达，影响其对体液免疫应答的调节，发挥拮抗气道炎症，抑制Ｔｈ２免疫应

答的作用。

犘犗１６７

集群免疫治疗不同年龄段变应性鼻炎患者疗效及安全性比较

万浪 李彬 彭聪

黄石市中心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４３５０００

目的　评估和比较标准化尘螨变应原的集群免疫治疗对屋尘螨过敏的不同年龄段变应性鼻炎 （ａｌ

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患者间的疗效及安全性差异。方法　接受安脱达屋尘螨疫苗行集群免疫治疗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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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持续性螨过敏ＡＲ患者７０例，分为２组，其中５～１８岁的患者为儿童及青少年组 （３２例），１９～５８

岁的患者为成人组 （２８例）。通过比较两组在治疗前、治疗６周、６月和１年后的鼻部症状评分及临床

疗效，同时观察记录治疗１年过程中２组患者局部不良反应和全身不良反应事件。结果　２组ＡＲ患者

在治疗前、治疗后６周、６个月以及１年的鼻部症状评分呈递减趋势，其中儿童及青少年组评分分别为

（８．４３±１．２１、５．８９±１．１４、１．５４±１．０１、０．８３±０．７８），成人组评分分别为 （８．６８±１．３２、６．１２±

１．３５、２．６８±１．３８、１．３８±０．９２）。２组ＡＲ患者在６周、６个月以及１年的的症状评分与治疗前症状评

分的组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其中在治疗６个月以及１年时儿童及青少年组鼻部症

状评分及临床有效率 （９０．６３％，９６．８８％）均优于同期成人组 （６７．８６％，７８．５７％），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犘＜０．０５），在治疗的１年中２组患者均未发生重度不良反应事件，但是发生９例轻度不良反应

事件，其中儿童及青少年组发生８人 （８／３０）高于成人组发生１人 （１／２８），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 （犘

＜０．０５）。结论　集群免疫治疗对于不同年龄段 ＡＲ患者均有可靠的疗效和安全性，儿童及青少年较成

人疗效更佳。

犘犗１６８

氟哌噻吨美利曲辛联合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变应性
鼻炎伴焦虑及抑郁患者临床疗效观察

万浪 李彬 罗志红 彭聪

黄石市中心医院变态反应科４３５０００

目的　探讨氟哌噻吨美利曲辛联合特异性免疫治疗治疗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的疗

效。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收治的６２例中重度持续ＡＲ伴焦虑及抑郁患者，随机分成

２组，其中对照组 （３１例）予特异性免疫治疗，联合组 （３１例）在此基础上再予氟哌噻吨美利曲辛口

服 （１片／天），观察治疗前、治疗６月后的鼻部症状评分、鼻结膜炎生活质量问卷 （ｒｈｉｎｏ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

ｖｉｔｉ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ＲＯＬＱ）、焦虑状态量表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ａｌｅ，ＳＡＳ）、抑郁状态

量表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ＳＤＳ）评分及临床疗效。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６月后对照组与

观察组鼻部症状评分、ＲＯＬＱ各项评分、ＳＡＳ及ＳＤＳ积分均降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

；与对照组比较，在治疗６月后联合组鼻部症状评分、ＲＯＬＱ各项评分、ＳＡＳ和ＳＤＳ积分均较低 （犘＜

０．０５）；联合组总有效率为８７．１％，对照组为８０．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治疗过程中，

共出现７例轻度不良反应，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事件，联合组５例 （１６．１３％）和对照组３例

（９．６８％）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氟哌噻吨美利曲辛联合特异性免疫治疗明显改

善ＡＲ患者鼻部症状和生活质量、焦虑及抑郁状态。

犘犗１６９

浅谈阿罗格点刺的临床应用

赖蓉 尹洁 张利 吴秀蓉 曹可

四川省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６１００４１

目的　皮肤点刺 （ＳＰＴ）是过敏性疾病诊断的重要依据，也是目前全球公认的最经济、简便、快速

的过敏原检测方法。本研究旨在探讨过敏性疾病与吸入性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结果的相关性。为四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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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过敏性疾病的诊断和防治提供依据。方法　应用德国默克集团Ａｌｌｅｒｇｏｐｈａｍａ公司１０种吸入性变应原

点刺液对３００例过敏性疾病患者进行变应原检测。检测变应原包括：屋尘螨、粉尘螨、动物毛、花 （菊

科）、禾本科、杂草 （夏秋花粉、蒿）、霉菌Ｉ、霉菌ＩＩ、树Ｉ（早春花粉）、树ＩＩ（晚春花粉）。结果　本

组病例中，变应原检出率较高的是：粉尘螨、屋尘螨、霉菌Ｉ、杂草 （夏秋花粉、蒿）、动物毛。其中

粉尘螨及屋尘螨检出率尤高，分别为９４％和８８％。结论　螨为四川地区过敏性疾病最重要的变应原。

犘犗１７０

藜草花粉主要变应原基因犆犺犲犪１克隆表达、纯化和免疫学鉴定

刘昀１马玉娟１孙秀珍１陶爱林２王贵佐１绉泽红２

１．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２．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克隆、表达和纯化藜草花粉主要变应原基因Ｃｈｅａ１。方法　通过文献获得藜草花粉主要变

应原信息，在ＮＣＢＩ上查询该主要变应原基因Ｃｈｅａ１的基因序列，通过软件ＤＮＡＳｔａｒ对基因序列进行

密码子优化，合成全基因，将目的基因片段和表达载体ｐＥＴ４４ａ连接后，转化入表达宿主大肠杆菌

Ｒｏｓｅｔｔａ，优化表达条件并进行亲和层析纯化及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简单。结果　构建了藜草花粉主要变应原

Ｃｈｅａ１基因的原核表达体系，对藜草花粉主要的变应原Ｃｈｅａ１进行了表达，获得了藜草花粉主要变应

原重组蛋白Ｃｈｅａ１，并对其进行了纯化，利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对纯化后的蛋白进行免疫学鉴定，证实该

蛋白具有一定的抗原性。结论　首次使用密码子优化的方法获得了更适于原核表达系统的藜草花粉主要

变应原Ｃｈｅａ１基因的优化序列，并通过原核表达系统得到了融合ＳｔｒｅｐＴａｇＩＩ标签的藜草花粉主要变应

原重组蛋白Ｃｈｅａ１，为重组低致敏性变应原疫苗的制备，以及藜草花粉过敏患者更为安全的特异性诊

断及免疫治疗奠定了基础。

犘犗１７１

犕犪犼狅狉犵狉犪狊狊狆狅犾犾犲狀犪犾犾犲狉犵犲狀狊犪狀犱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犱犲狋犲犮狋犲犱犻狀犪狊狅狌狋犺犲狉狀
犆犺犻狀犲狊犲犮狅犺狅狉狋狅犳狆犪狋犻犲狀狋狊狑犻狋犺犪犾犾犲狉犵犻犮狉犺犻狀犻狋犻狊犪狀犱／狅狉犪狊狋犺犿犪

ＬｕｏＷｅｎｔｉｎｇ，ＳｕｎＢａｏｑ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５１０１２０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Ｔｈｅｒｅｉｓｓｏｆａｒａｐａｕｃｉｔｙｏｆｄａｔａａｂｏｕｔ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ｇｒａｓｓｐｏｌｌｅｎ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ｏｔｈｏｓｅｆｒｏｍ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

ｖｅｎｉｎｔｈｉ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ｌｌｅｒｇｉｅｓｔｏｇｒａｓｓｐｏｌｌｅｎ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ｖａｓｔｓｏｕｔｈａｒｅ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ｄｅ

ｓｃｒｉｂｅｄ．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ａｉｍ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ｉｎｇｇｒａｓｓｐｏｌｌｅｎｓｉ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ｃｉｔｙ

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犕犲狋犺狅犱狊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ｅｒｅ２５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ｖｉｎｇ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ｗｉｔｈ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８８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１００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ｏｒ

ｓＩｇＥｔｏＢｅｒｍｕｄａ，Ｔｉｍｏｔｈｙ，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ｈｏｐ．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ｈｏｔｅｓｔ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ｗｅｒ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ｆｏｒ

ｓＩｇＥｔｏＢｅｒｍｕｄａａｎｔｉｇｅｎＣｙｎｄ１，ＴｉｍｏｔｈｙａｎｔｉｇｅｎｓＰｈｌｐ１／４／５／６／７／１１／１２，ａｎｄＣＣ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ｏｆｇｒａｓｓｐｏｌｌｅｎａｌｌｅｒｇｙｔｏ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ａｓｓｅｓｓｅｄ．犚犲狊狌犾狋狊　２２．５％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ｎｄ／ｏｒａｓｔｈｍａｗ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ｏｒＢｅｒｍｕｄａｓＩｇＥ，１３．６％ｆｏｒＴｉｍｏｔｈｙｓＩｇＥ，ａｎｄ

７．０％ｆｏｒ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ｈｏｐｓＩｇＥ．Ｔｈｅ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ｂ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犘＜０．００１）．ＯｆｔｈｅＢｅｒｍｕｄａｓＩｇ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５３．４％ ｗｅｒｅＣｙｎｄ１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６０．３％ ｗｅｒｅ

ＴｉｍｏｔｈｙｓＩｇ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ｏｔｈ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１００％ ｗ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ｏｒＰｈｌｐ４，１７．１％ ｗｅ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ｏｒＰｈｌｐ１ａｎｄ８．６％ｔｅｓｔ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ｏｒＰｈｌｐ５／６／７／１１／１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ＢｅｒｍｕｄａｓＩｇＥ

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ｂ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ｏｒｏｔｈｅｒｇｒａｓｓｅｓ．Ｉｎ４１．４％ｏｆＢｅｒｍｕｄａｇｒａｓ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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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ＤｓＩｇＥｗａｓａｌｓｏ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ｈｌｐ４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ＣＤ（ｒｓ＝０．９２８）

．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Ｉｎｓｕｍｍａｒｙ，ｗ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ｎｄ／ｏｒ

ａｓｔｈｍａｔｅｓｔ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ｏｒＢｅｒｍｕｄａ，Ｔｉｍｏｔｈｙ，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ｈｏｐｓＩｇＥ．ＡｈｉｇｈＢｅｒｍｕｄａｓＩｇＥｌｅｖｅｌｍａ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ｔｈｅｒｇｒａｓｓｅ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ＣＤａｎｄｇｒａｓｓｐｏｌｌｅｎａｌｌｅｒ

ｇｅｎ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ａ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ｏｆｃｒｏｓｓ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ｖｉｔｒｏ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ａｓｓａｙｓａｒ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ｏ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犘犗１７２

健康教育在患者接受皮下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中的作用分析

陈秀峰１叶菁２皮鹰１张勇辉１刘青林１

１．新余市中医院耳鼻咽喉科；２．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目的　评价健康教育在患者接受皮下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ＣＩＴ）中的作用，总结经验，提出

健康教育要点，优化实施方案。方法　随机选取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５月在我科门诊就诊，年龄５～５０岁，

参照 《变应性鼻炎诊断与治疗指南２０１５年，天津》诊断为变应性鼻炎 （ＡＲ），具有ＳＣＩＴ治疗指征，

且无禁忌症的患者２００例。对照组：１００例，采用常规就诊交流模式：告知患者和／或患者父母其所患

疾病，建议首选ＳＣＩＴ，ＳＣＩＴ的治疗疗程及所需费用，简介延误治疗可能造成的后果，医患面对面接

触总时间约３ｍｉｎ；研究组：１００例，在采用常规就诊交流模式的基础上，要求患者关注我科微信订阅

号并阅读ＡＲ的相关知识，首次医患面对面接触时间约３ｍｉｎ；每２５名患者和／或患者父母集中开展一

次健康教育，并当面解答所提问题，二次医患面对面接触时间约４０ｍｉｎ。１月后比较两组患者接受

ＳＣＩＴ治疗的比例、患者满意度、患者面对面接触耗时、微信订阅号在健康教育中的重要性指标。结果

　共２００例患者纳入研究，回访率１００％，研究组：患者和／或患者父母满意者１００人 （占１００％），接

受ＳＣＩＴ治疗患者５６人 （占５６％），门诊再次咨询人数０人，医患接触总耗时约：４６０ｍｉｎ，每位病人平

均总耗时约４．６０ｍｉｎ；认为利用微信订阅号宣教重要者８６人 （占８６％），不重要者９人 （占９％），不

需要者５人 （占５％）。对照组：患者和／或患者父母满意者１２人 （占１２％），一般者１６人 （占１６％），

不满意者６６人 （占６６％），非常不满意者６人 （占６％），接受ＳＣＩＴ治疗患者１２人 （占１２％，其中９

人满意，３人一般），门诊再次咨询人次４３人，人均耗时３ｍｉｎ，医患接触总耗时约：４２９ｍｉｎ，１００位病

人平均总耗时约４．２９ｍｉｎ。除患者人均耗时差异的Ｐ值大于０．０５，其余指标Ｐ值均小于０．０１。结论　

患者是否接受ＳＣＩＴ治疗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健康教育显著提高了患者的遵循程度及满意程度，微信订

阅号是健康教育的重要平台，优化的健康教育实施流程并未显著增加医务人员负担。

犘犗１７３

舌下免疫对儿童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疗效
及安全性随机对照试验的 犕犲狋犪分析

李邦亮 陈波蓓 冯博孩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咽喉科３２５０２７

目的　过敏性鼻炎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影响着很大一部分人群的正常生活，尤其是儿

童。舌下脱敏疗法已经被广泛用于儿童过敏性鼻炎患者，但是它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经常遭到质疑。在这

篇文章中，我们使用ｍｅｔａ分析的方法，对儿童过敏性鼻炎患者的舌下脱敏进行了全面的评估。方法　

我们从 ＭＥＤＬＩＮＥ、Ｅｍｂａｓｅ及考克兰图书馆数据库里检索有关舌下脱敏对儿童过敏性鼻炎治疗的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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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实验，时间截止到２０１６年１月。然后提取数据，评估其疗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使用网状 Ｍｅｔａ

分析比较儿童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两种不同方案舌下脱敏的疗效，所有的数据是从论文中或者是联系作者

后得到的。结果　一共有２６项研究纳入此ｍｅｔａ分析，其中２６项包含有鼻部症状评分，１８项有鼻部治

疗药物评分的结局指标。舌下免疫疗法组与对照组相比较，鼻部症状评分 （ＳＭＤ＝－０．６２；９５％ＣＩ，

０．９４到０．３０；犘＝０．０００１，Ｉ２＝９１％），鼻部治疗药物评分 （标准差＝－０．６２；９５％可信区间，０．９１

到０．３３；犘＝０．０００１，Ｉ２＝８３％）均有统计学差异。网状 Ｍｅｔａ分析显示两种不同方案舌下脱敏对于儿

童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患者，在鼻部症状评分及鼻部治疗药物评分均没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我们的分析

结果表明舌下免疫疗法对症状的缓解以及减少鼻部药物使用方面有重要意义。虽然在我们的分析中发现

了显著性差异，但是我们的研究异质性较高，舌下脱敏的疗效及安全性仍需要有大样本，统一评分及多

中心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进一步验证。

犘犗１７４

海南地区过敏性鼻炎患者血清特异性犐犵犈检测过敏原分析

魏欣１，２黄秋菊１，２林霞１，２郑红娟１，２粘家斌１，２杨杰１，２

１．海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２．海南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目的　了解海南地区过敏性鼻炎患者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过敏原特点。方法　对１２４７例有鼻痒、

打喷嚏、流清涕等临床症状怀疑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进行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统计分析检测结果。结果

　在１２４７例怀疑过敏性鼻炎患者中，所有检测项目均未达到１．０级别的２５２例，总阳性率７９．８％。１９

种过敏原检测项目中，阳性率超过１０％的有１１种，分别是户尘螨 （５４．８％）、粉尘螨 （４９．２％）、热带

无爪螨 （４８．６％）、蟹 （１８．２％）、狗毛 （１７．７％）、虾 （１７．６％）、腰果 （１４．７％）、蟑螂 （１３．７％）、芒

果 （１１．６％）、屋尘 （１０．８％）、牛肉 （１０．５％）。合并过敏原数量分析中，最少为１种，最多为合并１６

种，排前６ 位的分别是 ３ 种 （２０．７％）、４ 种 （１５．８％）、１ 种 （１４．７％）、２ 种 （１４．６％）、５ 种

（１１．３％）和６种 （９％）。结论　螨虫是海南地区过敏性鼻炎患者最主要的过敏原种类，合并３种过敏

原是海南地区过敏性鼻炎最常见的合并过敏原数量。

犘犗１７５

依从性对过敏性鼻炎患儿舌下脱敏治疗效果的影响

黄秋菊１，２魏欣１，２林霞１，２粘家斌１，２

１．海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２．海南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院

目的　研究依从性对过敏性鼻炎患儿舌下脱敏治疗效果的影响。方法　选取诊断过敏性鼻炎并进行

舌下脱敏的患儿３１５例，坚持１年以上无脱落为依从性好，１年内脱落的为依从性差，按年龄分组统计

治疗效果。结果　３１５例患儿中有１８４例坚持治疗１年以上，其中４６岁２２例，７～１０岁１１９例，１１１５

岁４３例；１３１例在１年内脱落，其中４６岁１７例，７～１０岁２０例，１１１５岁９４例，不同年龄段患儿依

从性有显著差异 （χ２＝８３．５８，犘＜０．０１）。依从性好的患儿治疗有效率为７８．１９％，依从性差的患儿治

疗有效率为５３．４４％，依从性好坏对免疫治疗效果有明显影响 （χ２＝２３．７７，犘＜０．０１）。结论　过敏性

鼻炎患儿的依从性存在年龄差异，依从性好坏对舌下脱敏治疗的效果有明显影响，应采取措施积极干

预，提高患儿依从性，从而提高舌下脱敏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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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１７６

药物斑贴试验在药物过敏筛查中的应用

尹洁 赖蓉 杨黎鸿 梁丹 林波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６１００１６

目的　探讨药物斑贴试验对药物过敏筛查的价值，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对我院２０１６

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５例药物过敏患者及有药物过敏史患者，进行药物斑贴试验，试验分为速发反应

和迟缓反应两个阶段，速发反应３０分钟观察结果，迟缓反应分别４８小时，７２小时，一周观察结果，

药物过敏的种类来自医院药物不良反应监控中心的过敏药物，主要包括抗生素，镇静，解热镇痛，中成

药四大类二十余种药物。结果　速发反应３０分钟与迟缓反应４８小时，７２小时，一周中的可疑过敏项

比例，其中抗生素类药物分别为５．７％，８．６％，５．７％，２．８％，镇静类药物分别为２２．８％，２０．０％，

１４．３％，８．６％，解热镇痛类药物分别为１１．４％，８．６％，５．７％，０，中成药类药物分别为５１．４％，

４５．７％，４０．０％，２５．７％。结论　中成药与镇静类药物在药物斑贴试验中的可疑过敏项比例较高，与患

者的药物过敏史基本相符，抗生素类药物与解热镇痛类药物在药物斑贴试验中的可疑过敏项比例偏低，

但阳性药物与患者的药物过敏史也基本一致，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所以在药物过敏方面采用药物斑

贴试验筛查方面有优势，且检测过程方便、安全、无痛苦，不良反应少。

犘犗１７７

山东地区６１４８例变应性鼻炎患者吸入性变应原临床分析

杨燕２史丽１赵莉１訾晓雪１李昂１李涛１郅莉莉１，２

１．山东大学第二医院；２．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探讨分析山东地区变应性鼻炎患者主要吸入性变应原谱分布情况及变化规律。方法　选

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之间就诊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耳鼻喉科门诊的６１４８例变应性鼻炎患

者进行皮肤点刺试验，得到３８８４例患者的阳性皮肤点刺结果。统计该部分患者的性别、年龄、病

史、变应原阳性率及阳性种类数。并进一步将患者分为儿童组 （≤１４岁），青年组 （１５～３５岁），中

年组 （３６～５５岁）和老年组 （≥５６岁），分析检测结果。结果　山东地区主要阳性吸入性变应原为

粉尘螨和户尘螨，变应原阳性率分别为７６．３４％ （２９６５／３８８４）和７３．５６％ （２８５７／３８８４）。前十位变

应原依次为蟑螂３５．４３％ （１３７６／３８８４），大豚草２３．６９％ （９２０／３８８４）、杂草２２．６３％ （８７９／３８８４）、

艾蒿１９．９０％ （７７３／３８８４），其后依次为刺槐１９．０２％、法国梧桐１８．０２％、树Ｉ１５．６０％、霉菌Ｉ

１３．５７％。６１４８例患者中，皮肤点刺试验总体阳性率为６３．１８％。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５年间，各年的点刺

阳性率依次为８２．３０％、５９．４５％、５９．８２％、６２．７４％、６７．５１％，除２０１１年点刺阳性率较高外，其

余四年间点刺阳性率之间差异无显著性 （犘＝０．１５４）。不同季节的变应性鼻炎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犘＝０．００２），秋季和春季阳性率较高，分别为６９．３０％、６４．８９％。青年组的整体阳性率最高

（４３．６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蟑螂在儿童组阳性率最低而霉菌Ⅰ 在儿童组阳性率最高 （犘＜

０．０００１），其他三组之间没有差异。霉菌Ⅱ在青年组低于儿童组和老年组。青霉菌在青年组低于中年

组和老年组。猫上皮在儿童组阳性率高于老年组。粉尘螨与户尘螨在儿童组的阳性率最高，随着年

龄增加逐渐降低。儿童组的混合变应原阳性率 （９５．５５％）高于其他三组 （犘＜０．０００１）。结论　山

东地区变应性鼻炎患者的阳性变应原受该地区季节变换波动的影响。粉尘螨和户尘螨是导致山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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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变应性鼻炎的最主要变应原。变应性鼻炎患者主要集中在１５～３５岁年龄层，不同年龄段患者的主

要变应原不同。儿童更易受多种变应原致敏发生混合过敏。

犘犗１７８

慢性荨麻疹５４８例变应原检测及脱敏治疗分析

吴凌颖 陈红丽 杜小晶

山西省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０３７００８

目的　探讨慢性荨麻疹的病因、发病机制及脱敏治疗效果，揭示慢性荨麻疹的发生与环境之间的内

在联系。方法　分别对５４８例典型慢性荨麻疹患者进行体外血清ｓＩｇＥ检测 （欧蒙印迹法），包括１０种

吸入物变应原和１０种食入物变应原；同时对每例患者进行２２种吸入物变应原皮内实验 （北京新华联试

剂）；并对２３２例皮内实验阳性患者进行常规脱敏治疗。结果　体外血清ｓＩｇＥ检测阳性率为８９．４％，

其中吸入物变应原中阳性率由高至低依次为艾蒿 （３４．１％）、普通豚草 （２３．１％）、树组合 （柳树／杨树／

榆树）（２２．８％）、蟑螂 （１７．５％）、尘螨组合 （屋尘螨／粉尘螨）（１１．１％）、猫毛 （９．９％）、点青霉／分

支孢霉／烟曲霉／交链孢霉 （９．１％）、狗上皮 （８．２％）、屋尘 （６．８％）、草 （６．４％）；食入物变应原中

由高到低依次为花生 （４３．２％）、海鱼组合 （鳕鱼／龙虾／扇贝） （１９．９％）、蟹 （１４．１％）、淡水鱼组合

（鲈鱼／鲤鱼／桂鱼） （１２．２％）、虾 （７．１％）、蛋清 （５．７％）、黄豆 （４．４％）、牛肉 （４．０％）、牛奶

（２．６％）、羊肉 （２．０％）。皮试吸入物阳性率为４２．３％，由高至低依次为艾蒿 （４１．２％）、夏秋花粉

（３５．４％）、春季花粉Ｉ（３０．３％）、尘螨 （２５．３％）、多价霉菌Ⅱ （２３．２％）、春季花粉Ⅱ （２０．２％）、春

季花粉 Ⅲ （１７．２％）、室内尘土 （１５．３％）、多 价霉 菌 Ｉ （１４．１％）、豚草 （１３．５％）、多 价 昆 虫

（１１．３％）、桑蚕丝 （９．３％）、蟑螂 （８．１％）、多价霉菌Ⅲ （７．３％）、棕麻 （６．４％）、猫毛 （５．１％）、多

价兽毛 （５．１％）、香烟烟雾 （３．１％）、狗上皮 （２．９％）、棉絮 （２．５％）、混合羽毛 （１．１％）、荞麦皮

（０．３％）。对皮内试验吸入物阳性者进行常规特异性脱敏治疗，总有效率７９．３％。结论　慢性荨麻疹病

因复杂，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查找过敏原，有针对性去除致敏原。特异性脱敏治疗效果明显，值得推

荐。

犘犗１７９

变应性鼻炎舌下免疫治疗联合对症治疗与否对患者依从性的影响

李泽晶 袁英 宋维娜 于学民 潘新良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青岛）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２６６６００

目的　分析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ｓ，ＡＲ）患者以标准化尘螨滴剂变应原疫苗进行舌下免疫

（ｓｕｂ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ＬＩＴ）治疗时，联合对症药物治疗与否对患者免疫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３６１例年龄在４６１岁的ＡＲ患者，有７例患者尚未到第一次随访时间，其余患者被

随机分为２组，其中免疫组１６５例仅予以ＳＬＩＴ治疗，而联合组１８９例均予以ＳＬＩＴ辅以对症药物治疗。

同时根据患者就诊时的鼻部症状评分 （ｔｏｔａｌｎａｓ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ｓｃｏｒｅ，ＴＮＳＳ）将２组患者在组内继续分

为轻度ＡＲ组和中重度ＡＲ组；根据变应原点刺试验结果在组内继续分为单一过敏组和多重过敏组。

我们对达到第一个治疗周期的患者进行随访，分别对２组患者在治疗中ＴＮＳＳ的改善以及对免疫治疗的

依从性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免疫组的患者中决

定终止免疫治疗的百分比 （以下称为 “失访率”）大于联合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而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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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比较中，中重度ＡＲ患者的失访率高于轻度ＡＲ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多重过敏患

者的失访率高于单一过敏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建议对于鼻炎症状评分为中重

度的ＡＲ患者，或者经变应原点刺试验为多重过敏者，在进行免疫治疗的同时宜辅助对症药物治疗，以

提高患者对特异性免疫治疗的耐受性和依从性，从而达到更满意的诊疗效果。

犘犗１８０

安脱达屋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过敏性哮喘
并鼻炎患儿不同疗程的疗效观察

陈实 王灵 曾霞 陈冰

海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哮喘防治中心５７０１０２

目的　评估不同疗程屋尘螨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ＩＴ）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１１０

例接受４年疗程的屋尘螨ＳＩＴ且随访资料完整的螨过敏哮喘并鼻炎患儿资料。治疗期间每３个月随访１

次，分别评估患者的哮喘日间症状积分 （ｄａｙｔｉｍｅａｓｔｈｍ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ｓｃｏｒｅｓ，ＤＡＳＳ）、哮喘夜间症状积分

（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ａｓｔｈｍ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ｓｃｏｒｅｓ，ＮＡＳＳ）、哮喘对症药物评分 （ｔｏｔａｌ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ｓ，

ＴＡＭＳ）、鼻炎症状积分 （ｔｏｔａｌｎａｓ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ｓｃｏｒｅｓ，ＴＮＳＳ）、鼻炎对症药物积分 （ｔｏｔａｌ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ｍｅｄ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ｓ，ＴＲＭＳ）、视觉模拟量表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ｓｃａｌｅ，ＶＡＳ）评分及肺功能水平的变化。以ＳＰＳＳ

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１）相比１年疗程，治疗２年后哮喘日间症状积分 （ＤＡＳＳ）、ｚ

＝４．３８３，犘＜０．０１）；哮喘夜间症状积分 （ＮＡＳＳ）ｚ＝３．８１１；犘＜０．０１）；哮喘对症药物评分

（ＴＡＭＳ）、ｚ＝８．９４４；犘＜０．０１）；鼻炎症状积分 （ＴＮＳＳ）ｚ＝７．０２１，犘＜０．０１）、鼻炎对症药物积分

（ＴＲＭＳ）ｚ＝８．８５５；犘＜０．０１）；ＶＡＳ评分 （３．００ ［２．００；４．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Ｚ＝４．４９４，犘

＜０．０１）均显著下降。（２）相比２年疗程，治疗３年后ＶＡＳ评分 （１．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ｚ＝３．６４５，犘＜０．０５）显著下降，其他指标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３）相比３年疗程，治疗４年

后各个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５）。结论　相比１年的疗程，过敏性哮喘合并鼻炎患儿进行３年

以上ＳＩＴ的疗效显著更佳，同时３年疗程的ＶＡＳ改善比２年疗程更显著，而３、４年疗程间的疗效比较

无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中患者进行屋尘螨ＳＩＴ的最佳疗程为３年。标准化屋尘满变应原制剂皮下注

射治疗儿童哮喘是安全的，出现的不良反应主要在高浓度的四号药，大部分都是局部反应，并且在半小

时内出现，进行应对治疗后患儿的症状缓解。极个别的全身反应需要严密观察必要时及时应用肾上腺素

犘犗１８１

犐犵犈易化的变应原结合试验：用于检测屋尘螨特异性
免疫治疗患者血清中阻断抗体的功能

冯木林 苏秋娟 李靖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建立和验证ＩｇＥＦＡＢ （Ｉｇ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ａｓｓａｙ）试验方法，用于检测屋尘螨特

异性免疫治疗后患者血清中阻断抗体的功能。方法　按照Ｉ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Ｈａｒｍｏｎｉ

ｓａｔｉｏｎ）的实验方法学考察ＩｇＥＦＡＢ条件依赖性、批内和批间差异、重复性、敏感度和稳健性，选取

２２例接受屋尘螨ＡＩＴ满１年的轻中度哮喘和／或鼻炎患者进行验证。结果　ＡＩＴ血清在变应原浓度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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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ｇ／ｍｌ时有最优的相对结合率１８．５±１２％。ＩｇＥＦＡＢ的批内和批间差异结果显示：阳性质控血清结合

率及阴性血清相对结合率的总变异系数分别为１０．２８％和１１．７０％。ＲＯＣ分析得到的阳性和阴性结果界

值为相对结合率４２．１％，此时临床灵敏度为９４．１％ （ＣＩ＝７２．６，９９．９），特异性为９２．１％ （ＣＩ＝７０．３，

９７．２）。结论　ＩｇＥＦＡＢ有良好的可重复性和稳定性，对ＡＩＴ临床疗效的判定有着良好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可能是监测屋尘螨ＡＩＴ临床疗效的有效参数。

犘犗１８２

屋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患者血清狊犐犵犌４、狊犐犵犈
与阻断抗体功能的变化与关系

冯木林 苏秋娟 李靖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观察过敏性鼻炎和／或哮喘患者经屋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ＩＴ）后，血清中屋尘螨特异性

ＩｇＧ４、特异性ＩｇＥ和阻断抗体功能的变化及关系。方法　标准化屋尘螨ＳＩＴ满１年的轻中度哮喘和／或

鼻炎患者３０例作为阳性组，只接受常规药物治疗的患者２５例作为对照组。收集患者０周和５２周血清，

检测血清中屋尘螨ｓＩｇＧ４、屋尘螨ｓＩｇＥ和阻断抗体功能的变化。结果　ＳＩＴ治疗５２周后，患者血清屋

尘螨ｓＩｇＧ４水平比治疗前显著升高 （０周＝２１０ＡＵ／ｍｌ，５２周＝６７００ＡＵ／ｍｌ，犘＜０．００１）。ＳＩＴ治疗５２

周后，患者血清屋尘螨ｓＩｇＥ水平与治疗前相比无显著差异 （０周＝９２．５±１７．８ｋＵ／ｌ，５２周＝１０５．７±

２０．４ｋＵ／ｌ，犘＞０．０５）。经ＳＩＴ治疗５２周后，患者血清屋尘螨ＩｇＥ复合物结合到Ｂ细胞上的相对结合

率比治疗前显著下降 （０周＝１０４±２４％，５２周＝３５±２２％，犘＜０．０１）。结论　过敏性鼻炎和／或哮喘患

者经ＳＩＴ治疗１年后，血清中屋尘螨ｓＩｇＧ４升高，ｓＩｇＥ无变化，阻断抗体功能增强；阻断抗体功能的

增强可能主要由ｓＩｇＧ４升高引起。

犘犗１８３

屋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的哮喘患者外周血犜狉犲犵和犜犺１／犜犺２的变化

冯木林 苏秋娟 李靖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观察屋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ＩＴ）患者外周血调节性Ｔ细胞 （Ｔｒｅｇ）以及辅助性Ｔ细胞

（Ｔｈ１／Ｔｈ２）的变化。方法　２０例经屋尘螨变应原ＳＩＴ的哮喘和／或鼻炎患者为ＳＩＴ组，另２０例仅药物

治疗的患者为对照组。于第０周、４周、１２周、１６周、５２周提取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予屋尘螨提取液

刺激培养，检测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Ｔ细胞以及ＣＤ４＋ＩＦＮγ＋Ｔ／ＣＤ４＋ＩＬ４＋Ｔ细胞占ＣＤ４＋Ｔ细

胞的比例；同时检测血清中的总ＩｇＥ、屋尘螨ｓＩｇＥ和粉尘螨ｓＩｇＥ。结果　经ＳＩＴ治疗５２周后，患者血

清粉尘螨ｓＩｇＥ水平与治疗前相比无显著差异 （０周＝６８．２±１５．６ｋＵ／ｌ，５２周＝４２．６±７．６ｋＵ／ｌ，犘

＞０．０５）。与０周相比，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Ｔ细胞在４周、１２周、１６周、５２周无显著差异 （犘＞

０．０５）；相对对照组，ＳＩＴ组Ｔｈ２／Ｔｒｅｇ比值于第５２周显著降 （犘＞０．０５），而Ｔｈ１／Ｔｒｅｇ比值无显著变

化 （犘＞０．０５）。结论　屋尘螨ＳＩＴ可下调Ｔｈ２的反应，Ｔｒｅｇ在ＳＩＴ中的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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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１８４

尘螨变应性鼻炎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疗效预测指标探讨

周文成 袁源 程雷

江苏省人民医院２１００２９

目的　观察变应性鼻炎 （ＡＲ）患者接受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１年后血清总ＩｇＥ （ｔＩｇＥ）和特异

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水平的变化，探讨皮下免疫治疗 （ＳＣＩＴ）和舌下免疫治疗 （ＳＬＩＴ）的疗效预测指标。

方法　尘螨致敏的中重度持续性ＡＲ患者完成免疫治疗１年的病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患者自评的方

式对治疗效果进行主观评价，比较治疗前后血清ｔＩｇＥ、屋尘螨 （Ｄｐ）和粉尘螨 （Ｄｆ）ｓＩｇＥ水平的变

化，并依据治疗有效与否进行分层分析。对免疫治疗前患者的基线血清ＩｇＥ抗体水平与治疗效果的关系

进行分析，应用ＲＯＣ曲线获得具有最佳预测效果的血清指标及其最佳临界值 （ｃｕｔｏｆｆ值）。结果　完成

１年免疫治疗的ＳＣＩＴ组 （５０例）和ＳＬＩＴ组 （５８例）患者中，有效率分别为６４．０％和６５．５％，两组

治疗效果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免疫治疗１年后与治疗前相比较，两组血清ｔＩｇＥ、ＤｐｓＩｇＥ

和ＤｆｓＩｇＥ水平的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仅ＳＣＩＴ组有效患者血清ＤｐｓＩｇＥ水平的下降有统

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基线血清ＤｐｓＩｇＥ／ｔＩｇＥ比值对ＳＣＩＴ疗效具有较好预测性，其最佳ｃｕｔｏｆｆ值为

１１．９５％，敏感性为７１．９％，特异性为８３．３％。而基线血清ＤｆｓＩｇＥ水平对ＳＬＩＴ疗效具有较好预测性，

其最佳ｃｕｔｏｆｆ值为２７．９５ＩＵ／ｍｌ（４级），敏感性为５２．６％，特异性为８５．０％。结论　免疫治疗前患者

的血清ｓＩｇＥ水平可在一定程度上对治疗效果进行预测，ｓＩｇＥ水平较高或ｓＩｇＥ／ｔＩｇＥ比值较大的患者更

容易取得满意疗效。

犘犗１８５

欧博克过敏原特异性犐犵犈抗体检测在过敏性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张利 黄龙 尹洁 林波 吴秀蓉 赖蓉 梁丹 杨黎鸿 曹可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６１００４１

目的　采用酶联免疫法，快速试纸条技术，检测血清中的总ＩｇＥ和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抗体。探讨四

川省过敏反应性疾病患者对１４种过敏原的过敏情况。方法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９月，在成都

市第一人民医院过敏科门诊的过敏性皮炎、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患者３０４７例，采用欧博克，浩欧

博公司生产的产品，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抗体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法）（综合１４项），检测 血清中的

总ＩｇＥ和常见的变应原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ｓＩｇＥ）抗体。结果　总ＩｇＥ＞２００阳性占７４％，１４种变应原

ｓＩｇＥ阳性率为 ；屋尘螨／粉尘螨５０．７％，屋尘２２．４％，柏树／榆树／梧桐／杨柳／杨树２７．３％，苦蒿／艾蒿／

豚草１４．５％，点青霉／分枝孢霉１６．３％，猫毛皮屑／狗毛皮屑１２．０％，蛋清／蛋黄３．８％，牛奶８．２％，鳕鱼

／鲑鱼／鲈鱼４．３％，虾、蟹／扇贝８．５％，牛肉／羊肉６．５％，芒果／菠萝／苹果／桃子／草莓１．４％，花生／开心

果／腰果／榛子，３．５％．结论　四川省过敏性疾病患者常见的吸入性变应原以尘螨为主，占５０．７％，其次

为柏树／榆树／梧桐／杨柳／杨树花粉占２７．３％，食入性变应原以虾为主，占８．９％，其次为牛奶占８．２％。

近年来过敏人群日益增多，引起变态反应疾病的过敏原，大多来自自然界环境中，如：花粉、动物皮毛、

尘螨、昆虫、牛奶、鸡蛋、鱼、虾等。变态反应的特点，是过敏原与特异性免疫球蛋白Ｅ相结合、采用欧

博克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抗体检测试剂盒 （酶联免疫法）（综合１４项），可以直观检测人血清中总ＩｇＥ抗体和

过敏原特异性抗体，操作简单，灵敏度高，特异性强，适宜在基层医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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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１８６

尿素 ［１３犆］呼气试验在慢性荨麻疹患者诊断中的应用

张利 吴秀蓉 杨黎鸿 尹洁 赖蓉 黄龙 梁丹 曹可 林波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６１００４１

目的　探讨尿素 ［１３Ｃ］呼气试验在慢性荨麻疹患者诊断中的应用方法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５

月，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过敏科门诊的慢性荨麻疹患者９４０例，其中男性２６２例，女性６７８例，最小年

龄１１岁，最大年龄８３岁，采用广州华友明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碳１３呼气检测仪 ＨＹ—ＩＲＥＸＢ，

北京勃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尿素、呼气试验诊断试剂盒，诊断胃幽门螺杆菌感染。结果　９４０例慢性

荨麻疹患者中有３４１例胃幽门螺杆菌结果呈阳性，占３６．２８％。结论　我国是幽门螺杆菌感染高发国家

之一，与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有关的幽门螺杆菌是重要的过敏原，可以引发过敏反应，出现荨麻疹等

过敏性疾病。久治不愈的慢性荨麻疹患者，可以再检测过敏原的同时，检测胃内是否有幽门螺杆菌寄

生，通过治疗幽门螺杆菌，慢性荨麻疹患者可以治愈。尿素 ［１３Ｃ］呼气试验，方法简便、无创、无辐

射、准确率高，无须做胃镜，不需要抽血，无感染、无痛苦，无损伤，操作方便，准确、特异、灵敏和

安全，适合个年龄段人群检测幽门螺杆菌。是检测幽门螺杆菌的最佳方法，病因不明的慢性荨麻疹患

者，必要时可检测幽门螺旋杆菌。人血清中总ＩｇＥ抗体和过敏原特异性抗体，操作简单，灵敏度高，特

异性强，适宜在基层医院开展。

犘犗１８７

犃犚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犇犻犪犵狀狅狊狋犻犮犞犪犾狌犲狅犳犉狉犪犮狋犻狅狀狅犳犈狓犺犪犾犲犱犖犻狋狉犻犮

犗狓犻犱犲犪狀犱犐狋狊犐犿狆犪犮狋犉犪犮狋狅狉狊犻狀犘犪狋犻犲狀狋狊狑犻狋犺犃狊狋犺犿犪

ＨｅＬｉｘｉｕ，ＬｕｏＪｉａｎ，Ｄｕ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ａｎｏｌｉｎ，ＬｉｕＣｈｕｎｔａｏ

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６１００４１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ＦｅＮＯ）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ａｓｔｈｍａｒｅｍａｉｎｓ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Ｗｅａｉｍｅｄ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ｏｆＦｅＮＯ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ｂ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ｓ．犕犲狋犺狅犱狊　Ｆｒｏｍ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ｔｏ２０１５，ｃｏｎｓｅｃｕ

ｔｉｖｅ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ｆｏｒａｓｔｈｍａ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ａｎｄＦｅＮＯａｎｄ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ｐｒｏｖｏｃａ

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ＢＰＴ）ｏｒｂｒｏｎｃｈｏｄｉｌａｔｏｒｔｅｓｔ（ＢＤＴ）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ａｎ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Ｃ）ｃｕｒ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ＡＵＣ）ｗｅ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ｏｅ

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ＦｅＮＯ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ａｓｔｈｍａ．犚犲狊狌犾狋狊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４０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ａｎｄ

２６５（６６．３％）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ｓｗｅ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Ｍｏｒｅａｌｌｅｒｇｙ（６１．９％ ｖｓ．２８．９％，犘＜０．００１）ａｎｄ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６０．７％ｖｓ．４１．８％，犘＝０．０３１）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ｍａ．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ｄｅｒ（狉

＝０．１３８，犘＝０．００５），ａｌｌｅｒｇｙ（狉＝０．５９８，犘＜０．００１）ａｎｄｒｈｉｎｉｔｉｓ（狉＝０．４８５，犘＜０．００１）ｂｕｔａ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ｅ（狉＝－０．２２０，犘＜０．００１）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ａｃｈｏｌｉｎｅｄｏｓａｇｅｗｉｔｈａ２０％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ＦＥＶ１（ＰＤ２０）（狉＝－０．１９７，犘＜０．００１）ｗｉｔｈＦｅＮＯ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ＡＵＣｏｆＦｅＮＯｉｎ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ｎｄ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ｗａｓ０．７２８（９５％ＣＩ０．６７５０．７８１，犘＜０．００１）ａｎｄ０．７５２（９５％ＣＩ

０．６４００．８６５，犘＜０．００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ｃｕｔｏｆｆｓｏｆ２３．５ｐｕｂａｎｄ４４．５ｐｐｂｒｅｎｄｅｒｅｄ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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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ＰＰＶａｎｄＮＰＶｏｆ７９．９％ａｎｄ７８．７％，５４．７％ａｎｄ６７．９％，７７．９％ａｎｄ８９．２％，ａｎｄ５８．１％

ａｎｄ４８．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ＵＣｏｆＦｅＮＯ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ｉｌｄ（ＦＥＶ１％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７０％）ａｎｄｍｏｄｅｒ

ａｔｅｔｏｓｅｖｅｒｅ（ＦＥＶ１％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 ７０％）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ｉｒｆｌｏｗ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０．８０１ （９５％ＣＩ０．７３８

０．８６３，犘＜０．００１）ａｎｄ０．６２８（９５％ＣＩ０．５４３０．７１４，犘＝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ｔｏｆｆｓｏｆＦｅＮＯｏｆ２３．５ｐｐｂ

ａｎｄ４５．５ｐｕｂ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８０．９％ａｎｄ４４．１％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６５．８％ａｎｄ７８．９％．Ａｄｅ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ｏｆＦｅＮＯ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ＦｅＮＯ９０ｗｉｔｈａｆｉｘ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ａｂｏｕｔ１２ｐｐｂｗａｓａｌｓｏ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ｎ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ａｇｅ．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ＦｅＮＯｖａｒｉｅｓｉｎｓｕｂ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ｅＮＯｈａｓａｈｉｇｈｅｓ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ｉｌｄ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ｉｒｆｌｏｗ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ｒｗｉｔｈ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ｎｄ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ｎｄａｃｕｔｏｆｆｐｏｉｎｔｏｆＦｅＮＯ

ｗｉｔｈ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９０％ｃｏｕｌ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犘犗１８８

变应性鼻炎尘螨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与血清特异性犐犵犈相关性分析

史丽１赵莉１杨燕２訾晓雪１李昂１金义炫１李涛１

１．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科；２．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耳鼻喉科

目的　探讨分析皮肤点刺试验 （ｓｋｉｎｐｒｉｃｋｔｅｓｔ，ＳＰＴ）与荧光酶联免疫吸附法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血清特

异性ＩｇＥ检测系统在变应性鼻炎 （ＡＲ）诊断中的相关性。方法　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１５年４

月就诊于我院ＡＲ患者，采用ＳＰＴ方法检测粉尘螨和户尘螨变应原的阳性反应程度以及荧光酶联免疫

吸附法检测血清中ｓＩｇＥ抗体水平，并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分析其与ＳＰＴ的关联性。血清学检测结果分级状

况分别与ＳＰＴ结果分级状况进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性分析。结果　１９３例ＡＲ患者中，男性患者１０８

例，女性８５例，平均年龄１８．２２岁。荧光酶联免疫吸附法结果与ＳＰＴ结果的准确率在粉尘螨和户尘螨

分别为９４．３０％ 和９５．８５％，在统计学上没有差异。荧光酶联免疫吸附法与皮肤点刺法的灵敏度在粉尘

螨和户尘螨分别为９８．３８％ 和９７．８８％，在统计学上没有差异。荧光酶联免疫吸附法结果的分级状况与

ＳＰＴ结果分级在粉尘螨变应原 （ｒ＝０．３１７，犘＝０．０００１）和户尘螨 （ｒ＝０．２９１，犘＝０．０００１）中呈正相

关。结论　荧光酶联免疫吸附法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结果与ＳＰＴ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和

灵敏度。

犘犗１８９

变应性鼻炎患者舌下含服免疫治疗依从性分析

陈德华 林志斌 徐睿 陈冬 李春炜 文卫平 李添应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５１００８０

目的　探讨影响患者舌下含服免疫治疗的因素。方法　针对我院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完成舌下含服的

患者进行分析，治疗后每年随访，排除不耐受的患者，完成处方量８０％以上用药的患者定义为依从性

好，剩余病人按照年龄及完成的处方量分组并完成一份自我评估表。患者脱落的原因进行记录。结果　

约２／３的患者基本按时按量完成免疫治疗，儿童依从性最后，青少年依从性最差，治疗脱落的最常见原

因为遗忘。依从性相关因素为年龄，随访频率，药物减量。结论　青少年变应性鼻炎患者免疫治疗中应

得到更多关注，加强健康教育与随访可能有利于提高其免疫治疗依从性。

—９３２—



犘犗１９０

尘螨变应原皮试阳性临床分析

荣光生 朱代峰 钱晓君 张雪 赵世光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２３００２２

目的　了解尘螨变应原的致病状况。方法　应用阿罗格点刺试液，采用皮肤点刺方法进行皮肤试

验。结果　５９０例尘螨皮试阳性者，其中粉尘螨皮试阳性５４１例，屋尘螨皮试阳性５５３例，粉尘螨和屋

尘螨皮试均阳性５０４例。粉尘螨皮试强阳性 （＋＋＋＋）３３２例，屋尘螨皮试强阳性３６５例。呼吸道过

敏病与其他过敏病尘螨皮试强阳性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 （χ２＝１０１．３２３，犘＝０．０００），儿童组与成年组

尘螨皮试强阳性比较亦具有显著性差异 （χ２＝２９．２５６，犘＝０．０００）。结论　尘螨变应原是变态反应病的

重要致敏原，通常引起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等呼吸道过敏病，儿童的致病率常常高于成人。

犘犗１９１

犃犆犜评分在支气管哮喘规范化治疗中的应用

尹洁 梁丹 杨黎鸿 林波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过敏反应科６１００１６

目的　评价ＡＣＴ评分对于支气管哮喘 （简称哮喘）规范化治疗的作用，以帮助病人和医生更好的

了解病人目前哮喘控制现状。方法　研究对象为成都市一人民医院过敏反应科诊断为哮喘的患者１１３

例，患者正在接受或者未接受规范化哮喘治疗。所有患者完成ＡＣＴ评分，肺功能检查及ＦｅＮｏ检查。

分析ＡＣＴ评分与哮喘患者接受规范化治疗及肺功能检查的相关性。研究中将ＡＣＴ≥２０定义为哮喘良

好控制，ＡＣＴ≤１９分定义为哮喘未控制。结果　在８５例未规范化使用哮喘治疗方案的患者中ＡＣＴ≤

１９分的患者占８６．７％，而２８例规范化使用哮喘治疗方案的患者中仅１７％的患者ＡＣＴ≤１９分，且ＡＣＴ

评分与肺功能及ＦｅＮｏ检查结果具有一致性。结论　我院门诊哮喘患者治疗及控制现状不容乐观，如何

实现科学的长期哮喘管理，提高哮喘患者控制现状是哮喘专科医师的重要任务，ＡＣＴ评分能够快速、

简单、经济的帮助患者及时了解哮喘控制水平。

犘犗１９２

重组屋尘螨犇犲狉狆１变应原蛋白活性体内测定

胡秋蓉 朱政 李靖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通过皮肤点刺试验比较重组屋尘螨Ｄｅｒｐ１变应原蛋白 （ｒＤｅｒｐ１）溶液与标准化屋尘螨变应

原溶液活性。方法　对明确诊断的变应性鼻炎或合并哮喘患者 （主要或至少对屋尘螨敏感）进行重组屋

尘螨Ｄｅｒｐ１变应原蛋白与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蛋白皮肤点刺试验，通过皮肤硬结反应比较其变应原活

性。结果　共纳入２５例受试者，其主要对螨类敏感，其他常见敏感变应原分别为蟑螂、猫毛、狗毛、

大籽蒿等。使用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与重组屋尘螨Ｄｅｒｐ１变应原 （ｒＤｅｒｐ１）点刺试验引起皮肤硬结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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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分别为：６．０９±２．５４４，３．４６±１．４１４ｍｍ，犘＜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使用两种变应原

溶液对变应性鼻炎或合并哮喘患者进行鼻激发试验比较，４例患者随机交叉顺序完成两种变应原鼻激

发，标准变应原蛋白有３／４例阳性，重组变应原１／４例阳性反应。皮肤点刺及鼻激发试验均未见明显不

良反应。结论　变应原皮肤滴定试验可以作为重组或新变应原试剂活性体内测试的方法。其结果与变应

原鼻激发试验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犘犗１９３

采用免疫印迹法和荧光酶联免疫法检测
血清中过敏原狊犐犵犈的比对分析

陈希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采用免疫印迹法 （ＡｌｌｅｒｇｙＱ检测系统）与荧光酶联免疫法 （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检测系统）对血

清总ＩｇＥ水平和多种常见过敏原ｓＩｇＥ进行检测，并对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分析，从而评价

ＡｌｌｅｒｇｙＱ检测系统作为过敏原ｓＩｇＥ半定量试验的诊断性能和临床实用性。方法　分别用两种检测系统

对２４４例过敏性疾病患者血清进行总ＩｇＥ水平和过敏原ｓＩｇＥ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分析。本研

究主要分析１５种常见过敏原。、、、结果　两种方法比较显示，大部分过敏原定性结果一致性较好 （ｋ＞

０．６，犘＜０．００１），其中一致性最高的为粉尘螨 （犽＝０．８８７）。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显示两种方法定量

结果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其中相关性最高的为屋尘螨 （犚＝０．８７５）。除了百慕达草和多主枝孢霉

菌，其余过敏原线性回归方程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０１）。ＲＯＣ曲线显示ＡｌｌｅｒｇｙＱ检测系统具有较

理想的诊断功效 （ＡＵＣ＝０．８５１０．９９６，犘＜０．０５）。结论　对大部分常见过敏原，ＡｌｌｅｒｇｙＱ检测系统

具有较理想的诊断功效，可用于多过敏原筛查，是安全、方便、经济、准确高效的一种检测方法，在一

些无法开展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检测的基层医院，是一种不错的过敏原半定量检测方法。

犘犗１９４

特异性免疫治疗对特异性皮炎小鼠犜犺１／犜犺２细胞因子的调控作用

毕田田

天津市儿童医院３０００７４

目的　探讨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小鼠特异性皮炎模型组织中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的调控作用。方法　

通过卵清蛋白经皮致敏诱发ＢＡＬＢ／ｃ小鼠ＡＤ动物模型。采用ＥＬＬＳＡ法，检测特异性免疫治疗对ＡＤ

小鼠血清中ＩＬ４、ＩＬ１０、ＩＦＮｒ的影响，采用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ＲＴＰＣＲ法，观察特异性免疫治疗对ＡＤ小鼠

脾脏组织中ＩＬ４ｍＲＮＡ、ＩＬ１０ｍＲＮＡ、ＩＦＮｒｍＲＮＡ表达的影响。结果　经阿罗格脱敏试剂 （尘螨）

脱敏治疗后ＡＤ小鼠血清中ＩＬ４、ＩＬ１０水平较治疗前降低，ＩＦＮｒ水平升高 （犘均＜０．０１）；ＡＤ小鼠

脾脏组织中ＩＬ４ｍＲＮＡ、ＩＬ１０ｍＲＮＡ表达较治疗前下调，ＩＦＮｒｍＲＮＡ表达上调 （犘均＜０．０１）。结

论　特异性免疫治疗能够调控特应性皮炎小鼠的细胞因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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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１９５

水体污染与居民支气管哮喘发病关系调查研究

冯臖 冯明礼

仁济门诊部４１００１５

目的　在排除工业废气影响因素前提下，对饮用石油化工废水污染饮水的居民进行支气管发病情况

的调查．方法１：不受工业废气因素影响的淄博市临淄区淄河沿岸的２个自然村为调查区，对照区选在

远离淄河污染区且各方面条件 （如生活、习惯、卫生、自然、劳动、人口构成等）与污染区基本相同的

２个自然村。方法２：水质分析按全江标准检测方法进行并采用 “色一质联用仪”对石油化工废水及地

下水中有机物质进行定性成分测定。方法３：人群调查方法：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污染区２个自然村

和对照区２个自然村共１７０１人进行调查，参加调查人员首先统一标准．方法４：支气管哮喘诊断标准：

按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２００８年指定的标准。结果　１、区域污染情况、污染区水质监测结果表明，石

油类的检出范围为２．２６一１６．８ｍｇ／Ｌ挥发性酚为０．７９２一１．１７０ｍｇ／Ｌ，硫化物为０．４５一０．８９ｍｇ／Ｌ．

其沿岸深层地下水中石油类的检出范围为０．０７８一０．５００ｍｇ／Ｌ，挥发性酚为０．００１一０．００３ｍｇ／Ｌ硫化

物为０．０５９一０．４５１ｍｇ／Ｌ；用 “色一质联用仪测定，深层水中亦含有芳烃类、烷烃类、烯烃类及各种

酚、酸、醛、酮、脂等有机物质２０余种，其中多为石油类裂解物质或带有各种功能团的烃类衍生物。

２、居民哮喘发病情况：无明显差异 （犘＞０．０５），而污染区两个自然村的哮喘发病明显高于对照区 （犘

＜０．０５）经费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在平衡了婚姻、经济状况、外出工作、吸烟和饮酒等因素后，污染

区居民患哮喘的危险是对照区的１倍左右。讨论：透水性强对污水的净化作用较差；下游主要含水层以

上基岩为砂质粘土或粘土，河床基岩为含砾中粗砂，污染物主要随污水沿河深入地下，对沿岸地下水造

成污染，由于某石化总公司位于淄河冲洪积扇上游，对淄河环境卫生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对长期居住在

淄河沿岸的居民健康构成了潜在危害，２变态反应临床表现与环境有密切的关系。３、目前对石油化工

污染饮用水与居民支气管哮喘发病关系报道不多但经本次调查已初步显示出长期饮用被石油化工污染饮

用水的居民支气管哮喘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对照区 （犘＜０．０５）初步显示两者之间存在这暴露一效应关

系，其效应水平与污染程度与年限有关。

犘犗１９６

屋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哮喘患儿病程及肺功能的影响

沈照波 李奕 朱淑萍 汤昱 周银红 杨丽娟 贺晓梅

郑州市儿童医院４５００５３

目的　动态观察屋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ＩＴ）对儿童哮喘患者肺功能及

病程的影响。方法　选取屋尘螨过敏轻中度哮喘患儿５６例，其中男性３５例，女性２１例，年龄５１３岁，

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各２８例。ＳＩＴ治疗组吸入糖皮质激素同时加用屋尘螨变应原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

对照组仅予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平均治疗时间２８个月。观察治疗前、治疗后１２月及２４月哮喘发作

次数，检测治疗前、治疗后６月、１２月、１８月、２４月、３０月肺通气功能，检测治疗前、治疗后２４月

血清总ＩｇＥ、屋尘螨特异性ＩｇＥ、屋尘螨特异性ＩｇＧ４变化。结果　治疗组患儿哮喘疗效临床评分显效率

及好转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治疗后６月治疗组患儿肺功能参数ＦＥＶ１％、ＰＥＦ较治疗前有

所提升，但无组间差异 （犘＞０．０５）；治疗后１２月ＳＩＴ治疗组患儿ＦＥＶ１％、ＰＥＦ优于对照组 （犘＜

０．０１），治疗后１８月ＳＩＴ治疗组患儿ＦＥＶ１％、ＰＥＦ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治疗后２４月ＳＩＴ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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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ＦＥＶ１％、ＰＥＦ仍优于对照组，但不具有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治疗后３０月两组患儿肺功能各

项参数均正常且不具有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治疗后血清总ＩｇＥ及屋尘螨特异性ＩｇＥ与治疗前比较，

不具有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ＳＩＴ治疗组治疗２４月后血清屋尘螨特异性ＩｇＧ４水平显著高于治疗前

（犘＜０．００１）。结论　屋尘螨变应原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可显著改变屋尘螨过敏的轻中度哮喘患儿病程

及肺功能，明显减轻症状使其得到长期缓解或治愈。屋尘螨特异性ＩｇＧ４水平增高，提示发生对屋尘螨

过敏原特异性免疫耐受。

犘犗１９７

哮喘儿童屋尘螨变应原集群免疫治疗
与常规免疫治疗起始阶段临床安全性分析

孙月眉 刘丽萍 贺宁 田凤英 丁娟 唐宁波

烟台毓璜顶医院变态反应科２６４０００

目的　观察哮喘儿童应用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制剂，进行常规免疫治疗与集群免疫治疗的不良反

应，并对两种免疫治疗方法的安全性进行比较。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观察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在烟台毓

璜顶医院变态反应科使用常规免疫治疗 （５５例）和集群免疫治疗 （２９例）的哮喘儿童，观察不同治疗

方式、不同注射浓度的局部不良反应 （ＬＲｓ）、全身不良反应 （ＳＲｓ）发生率、症状、体征、发生时间、

不良反应处理方法及变应原制剂调整等，分析可能的危险因素及预防措施。结果　５５例常规免疫治疗

共注射８６７针次，ＬＲｓ发生５６针次 （占总注射针刺６．４９％），累及２３人 （４１．８２％）；ＳＲｓ发生９针

（占总注射针次的１．０４％），累及３人 （５．４５％）；２９例集群免疫治疗共注射４８０针次，ＬＲｓ发生４４针

次 （占总注射９．１７％），累及１３人 （４４．８３％）；ＳＲｓ发生２０针 （占总注射次数的４．１７％），累及４人

（１３．７９％）。两种免疫治疗方法，无论是迟发反应还是速发反应，无论是局部反应还是全身反应发生率

均无明显差异 （犘＞０．０５）。结论　对儿童哮喘患者采用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制剂进行集群免疫治疗和

常规免疫治疗具有较好且相同的安全性。

犘犗１９８

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咳嗽变异性哮喘的疗效分析

刘晓娟 张中平

河北省儿童医院０５００３１

目的　探讨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咳嗽变异性哮喘的疗效。方法　将皮肤点刺实验尘螨阳性的咳嗽

变异性哮喘患儿６０例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３０例，对照组给予丙酸氟替卡松气雾剂１２５ｕｇ经储雾罐吸

入２／日，联合治疗组在丙酸氟替卡松的基础上加用粉尘螨滴剂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随访１年，记录

肺功能指标及咳嗽变异性哮喘的控制水平，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结果　联合用药组哮喘良好控制

率为９６．６７％，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７６．６７％，两组患儿临床疗效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且两组患儿治疗后第１秒用力呼气量 （ＦＥＶ１）、用力肺活量 （ＦＶＣ）、最大呼气流速 （ＰＥＦ）均较治疗

前有改善 （犘＜０．０５），且联合用药组治疗后ＦＶＣ、ＦＥＶ１、ＰＥＦ水平明显高于同期对照组，经统计学

分析，差异具有显著地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采用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联合治疗哮喘可有效

提高临床疗效，改善肺功能，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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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１９９

中国桦树花粉症患者犅犲狋狏１犃狆犻犵１
嵌合体犐犵犈及犐犵犌４杂合反应谱分析

徐迎阳 尹佳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应用Ｂｅｔｖ１Ａｐｉｇ１嵌合体在４２例中国桦树花粉致敏或花粉症患者中定位Ｂｅｔｖ１分子表面

ＩｇＥ和ＩｇＧ４的结合位点。方法　将Ｂｅｔｖ１．０１０１分子表面４个特定区域移植到其低变应原性同源物Ａｐｉｇ

１．０１０１，以构建４种Ｂｅｔｖ１Ａｐｉｇ１嵌合体。ＥＬＩＳＡ检测４２例Ｂｅｔｖ１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检测阳性的桦树花粉致

敏或花粉症患者血清中ＩｇＥ和ＩｇＧ４对这４种嵌合体的结合情况，以分析Ｂｅｔｖ１．０１０１分子表面ＩｇＥ和ＩｇＧ４

结合位点。结果　８８％的患者血清可以同时Ｂｅｔｖ１分子表面２个或２个以上区域，且不同患者对４种嵌合

体ＡｐｉＢｅｔ１、ＡｐｉＢｅｔ２、ＡｐｉＢｅｔ３和ＡｐｉＢｅｔ４的ＩｇＥ和ＩｇＧ４反应谱具有个体化差异。Ｂｅｔｖ１．０１０１、Ａｐｉ

ｇ１．０１０１、ＡｐｉＢｅｔ１、ＡｐｉＢｅｔ２、ＡｐｉＢｅｔ３和ＡｐｉＢｅｔ４的血清ＩｇＥ反应阳性率分别为８８．０％、５２．３％、

５７．１％、８３．３％、８８．０％和４７．６％，其中Ｐｌｏｏｐ基序对侧表面区域以及Ｃ末端区域是ＩｇＥ和ＩｇＧ４阳性结合

率最高的区域；而Ｐｌｏｏｐ基序在我国患者血清中ＩｇＥ和ＩｇＧ４反应性较低，且几乎不能增强抗体对Ａｐｉｇ

１．０１０１的识别能力。结论　血清Ｂｅｔｖ１特异性ＩｇＥ和ＩｇＧ４与其表面区域的结合具有多克隆性及个体差异。

犘犗２００

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疫苗特异性免疫治疗 （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犻犿犿狌狀狅狋犺犲狉犪狆狔，犛犐犜）
变应性鼻炎对血清狊犐犵犈和狊犐犵犌４的影响

胡松群 张洁 尤易文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２２６００１

目的　探讨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疫苗特异性免疫治疗对血清ｓＩｇＥ和ｓＩｇＧ４的影响。方法　观察

ＳＩＴ组和药物治疗组治疗前和治疗１年后血清ｓＩｇＥ和ｓＩｇＧ４水平变化情况。结果　ＳＩＴ组及药物治疗

组ＡＲ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ｓＩｇＥ水平比较均为犘＞０．０５，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ＳＩＴ 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ｓＩｇＧ４较治疗前明显升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药物治疗组治疗前后ｓＩｇＧ４无明显变化 （犘

＞０．０５）。结论　ＳＩＴ组和药物治疗组ＡＲ患者治疗一年前后ｓＩｇＥ水平均无明显变化，而ＳＩＴ治疗后血

清 “保护性抗体”ｓＩｇＧ４水平升高。

犘犗２０１

个旧市变应性鼻炎变应原检测４９５例结果分析

杨乐１余咏梅２黄锐１宁永红１李白云１

１．云南省昆明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个旧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２．云南省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个旧及周边地区主要过敏原。方法　选择我院耳鼻喉科门诊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４

期间）就诊的变应性鼻炎患者，共４９５例，采取变应原皮内点刺试验及变应原体外抽血检测，进行结果

分析。结果　变应原皮内点刺试验个旧市区与个旧郊区粉尘螨检测阳性率分别为４９．１６％'４７．４７％；

无明显差异。螨虫过敏青少年阳性率居高。变应原体外检测结果分析显示：户尘螨阳性率为５０．８４％，

远高于其他常见组。结论　个旧市空气温暖、潮湿，比较适宜于尘螨滋生有关。检查结果分析符合个旧

市区及郊区主要为螨虫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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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２０２

重庆地区３８９２例过敏性疾病患者皮肤点刺试验结果分析

曾丹 周维康 傅远瑜 曾小丽 李双 夏莘 毛玉珠 田静 余春屏 薛浙南

重庆市人民医院４０００１４

目的　了解重庆地区过敏性疾病患者常见过敏原种类情况，探讨有效避免过敏原的方法。方法　分

析重庆地区３８９２例过敏性疾病患者的常见变应原，采用北京新华联药业提供的点刺试剂，检测重庆地

区３８９２例过敏性疾病患者的常见过敏原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３８９２例患者中阳性患者３１８５例，

总阳性率为８１．８３％；吸入性过敏原中，阳性率前５位分别为户尘螨 （６３．４４％）、粉尘螨 （６１．３２％）、

狗上皮 （２２．９％）、蒿草 （１２．９％）、香烟 （１１．６％）；食物过敏原中阳性率前 ５ 位分别为海虾

（１１．３％）、海蟹 （８．８％）、鸡蛋 （４．４％）、带鱼 （３．７％）、花生 （３．６％）。结论　粉尘螨和户尘螨是重

庆地区过敏性疾病患者的常见致敏原，点刺试验是检测过敏原的重要手段。

犘犗２０３

变应性鼻炎特异性免疫冲击疗法的疗效和安全性分析

曾亮 叶菁 涂翔 刘远华 江红群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３３０００６

目的　分析特异性免疫冲击疗法在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免疫治疗中的疗效及安全

性。方法　选取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确诊为ＡＲ，并自愿

接受标准化变应原疫苗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患者８０例，其中２０例患者选择特异性免疫冲击治疗作为冲击

组，６０例选择特异性免疫标准治疗作为标准组。两组均采用安脱达屋尘螨变应原疫苗＋药物治疗。采用症

状视觉模拟量表评分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用药评分、变应性鼻炎症状分级计分及不良反应记录

表进行疗效评定及评估安全性，随访观察１年后进行上述分值对比，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冲击组和

标准组ＡＲ患者经免疫治疗后ＶＡＳ评分、用药评分及症状分级计分较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有较明显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冲击组和标准组之间上述评分进行统计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良反应进行比

较，冲击组较标准组略高，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免疫冲击疗法及标准疗法对于改善ＡＲ患者症状

均有较好疗效，两者之间无明显差异，冲击疗法在缩短首程的同时仍保证了其安全性。

犘犗２０４

药物斑贴试验在药物过敏筛查中的临床应用

尹洁 赖蓉 杨黎鸿 梁丹 林波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６１００１６

目的　探讨药物斑贴试验对药物过敏筛查的价值，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对我院２０１６

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１例口周皮炎患者，进行药物斑贴试验，试验分为速发反应和迟缓反应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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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反应３０分钟观察结果，迟缓反应分别４８小时，７２小时，一周观察结果，药物过敏的种类来自医

院药物不良反应监控中心的过敏药物，主要包括抗生素，镇静，解热镇痛，中成药四大类二十余种药

物。结果　速发反应３０分钟与迟缓反应４８小时，７２小时，一周中的可疑过敏项比例，其中抗生素类

药物分别为５．７％，８．６％，５．７％，２．８％，镇静类药物分别为２２．８％，２０．０％，１４．３％，８．６％，解热

镇痛类药物分别为 １１．４％，８．６％，５．７％，０，中成药类药物分别为 ５１．４％，４５．７％，４０．０％，

２５．７％。结论　中成药与镇静类药物在药物斑贴试验中的可疑过敏项比例较高，与患者的药物过敏史基

本相符，抗生素类药物与解热镇痛类药物在药物斑贴试验中的可疑过敏项比例偏低，但阳性药物与患者

的药物过敏史也基本一致，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所以在药物过敏方面采用药物斑贴试验筛查方面有

优势，且检测过程方便、安全、无痛苦，不良反应少。

犘犗２０５

哮喘犃犐犜最新研究进展

谢华

沈阳军区总医院１１００１５

目前世界范围内哮喘抗原免疫治疗 （Ａｌｌｅｒｇｙ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ＩＴ）应用严重不足，而其是唯一

可以改变过敏性疾病进程的方法。最新相关国内指南提出中重度过敏性鼻炎合并轻度哮喘的患者推荐

使用ＡＩＴ；部分控制或即使得到正规治疗而第１秒用力呼气量＜７０％的哮喘患者禁用ＡＩＴ。ＡＩＴ与单

纯对症治疗相比节省费用，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其安全性好。哮喘 ＡＩＴ可以选择皮下和舌下免疫治疗，

但与传统的皮下免疫治疗相比，多种变应原的舌下免疫治疗无效。ＡＩＴ还可以选择经淋巴结免疫治疗，

但主要针对草花粉过敏导致的鼻结膜炎患者。哮喘治疗需要重视ＡＩＴ。

犘犗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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狅犳犺狅狊狆犻狋犪犾犻狕犲犱犪狊狋犺犿犪狋犻犮狆犪狋犻犲狀狋狊

Ｘｉｅｈ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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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Ｖ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犕犲狋犺狅犱狊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ｉｅｓ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９

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犚犲狊狌犾狋狊　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３２７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Ｏｆｔｈｅｍ，８８ （６．６％）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Ｖ，４５ｏｆｔｈｅ８８（５１．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ｏｎ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ＭＶ（ＮＩＭＶ），ａｎｄ

４３ｏｆｔｈｅ８８（４９．９％）ｗｅｒｅ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ＭＶ （ＩＭ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ｌｄｅｒａｇｅ，ｌｏｎｇｅｒｓｔａｙｉｎＩＣＵ，ｏｒ

ｈａｖｅｔｙｐｅＩＩ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ｅｅｍｅｄｍｏｒｅｌｉｋｅｌｙｈａｖｅＭＶ．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６ｄｅａｔｈｓａｍｏｎｇ１３２７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ｚｅｄ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１．２％ｏｆａｌｌａｓｔｈｍ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ｄｅａｔｈ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ｍａｗｅｒｅａｇｅ（＞６５ｙｅａｒｓｏｆａｇｅ），ＭＶ，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ｔａｙｉｎＩＣＵ，ＴｙｐｅＩＩ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ｆａｉｌｕｒｅ，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ｒｅｎａｌ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犆狅狀

犮犾狌狊犻狅狀　Ａｇｅａｎｄ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ｉｅｓｗｅｒｅｍａｉｎ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ＭＶ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ａｓｔｈ

ｍａ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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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２０７

屋尘螨过敏的变应性鼻炎患者鼻炎严重程度
与变应原诊断试验的相关性

王万钧 胡秋蓉 鲜墨 谢燕清 韦妮莉 李靖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探讨过敏性鼻炎患者鼻炎严重程度与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 （ｓｋｉｎｐｒｉｃｋｔｅｓｔＳＰＴ）、变应原血

清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变应原鼻粘膜激发试验 （ｎａｓａｌ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ｗｉｔｈＮＰＴ）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屋尘螨过敏的变应性鼻炎患者５０例，对照组５２例 （正常组３７例和特异质组１５例），分析屋尘螨

ＮＰＴ与ＳＰＴ、ｓＩｇＥ的相关性以及患者鼻炎严重程度分别与屋尘螨 ＮＰＴ、ＳＰＴ、ｓＩｇＥ的相关性。结果

　变应性鼻炎患者的屋尘螨ＮＰＴ阳性率、阳性时的总鼻阻力、鼻部症状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受试者屋尘螨ＮＰＴ激发剂量与ＳＰＴ风团直径及血清ｓＩｇＥ存在相关 （狀＝

１０２，ｒ分别＝０．７８９和０．８５４，犘＜０．００１）；鼻炎患者的鼻炎严重程度增加伴随着屋尘螨ＮＰＴ激发剂量

减少 （χ２＝２８．６６，犘＝０．０１８），ＳＰＴ、ｓＩｇＥ与鼻炎严重程度均无相关。结论　ＮＰＴ既能明确过敏性鼻

炎的致敏原，又能反映鼻炎的严重程度，而ＳＰＴ、血清ｓＩｇＥ均不能反映鼻炎的严重程度。

犘犗２０８

奥马珠单抗治疗中国中重度过敏性哮喘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李靖１康健２王长征３杨静４ＬｉｎｄａＷａｎｇ
５ＩｏａｎｎｉｓＫｏｔｔａｋｉｓ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ｕｍｐｈｒｉｅｓ

５钟南山１

１．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

３．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４．Ｎｏｖａｒｔｉｓ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ＵＫＬｔｄ，Ｈｏｒｓｈａｍ

５．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ｖａｒｔｉｓ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ｔ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６．ＮｏｖａｒｔｉｓＰｈａｒｍａＡＧ，Ｂａｓｅｌ，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研究目的　奥马珠单抗是中重度过敏性哮喘患者的首选附加治疗药物，且在各种族人群中都被证实

具有良好的疗效及安全性。该研究旨在评估奥马珠单抗在中国中重度持续性过敏性哮喘患者中的有效性

及安全性。研究方法　这是一项随机、双盲、平行组、安慰剂对照的ＩＩＩ期临床研究，评估奥马珠单抗

用于中国患者 （１８７５岁）治疗２４周后的肺功能、生命质量、哮喘控制状况以及安全性。患者纳入标

准为：在筛选期已确诊为中重度持续性过敏性哮喘≥１年，血清中总ＩｇＥ３０７００ＩＵ／ｍＬ，对≥１种长期

吸入性过敏原敏感，在过去１２或２４个月内发生≥２次或≥３次急性发作，第１秒用力呼气量 （ＦＥＶ１）

为正常预计值的４０％８０％，且给予支气管扩张剂后ＦＥＶ１可逆性≥１２％。研究主要终点为治疗２４周晨

间呼气峰流量 （ｍＰＥＦ，Ｌ／ｍｉｎ）自基线的平均变化。研究结果　奥马珠单抗组与安慰剂组 ｍＰＥＦ治疗

差异的最小均方 （ＬＳＭＴＤ）在第８周、第１２周、第１６周及第２０周时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符

合方案集分析表明，自第８周开始到２４周治疗结束，奥马珠单抗组较安慰剂组均可显著改善平均

ｍＰＥＦ，２４周时的组间ＬＳＭＴＤ为１１．５３Ｌ／ｍｉｎ （犘＝０．０２２） （如图Ａ所示）。根据次要终点，全分析

的结果显示，在８～２４周的治疗期间，奥马珠单抗组较安慰剂组可显著改善ＦＥＶ１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治疗２４周：ＬＳＭＴＤ＝４．１２％；犘＝０．００１）（如图Ｂ所示）。２４周时，奥马珠单抗组在标准化哮喘生

命质量问卷 （ＡＱＬＱ）评分方面具有临床意义改善的患者比例显著高于安慰剂组 （５８．２％ｖｓ３９．３％；

ＬＳＭ＝０．５１ｖｓ０．１０；犘＜０．００１）；在哮喘控制问卷 （ＡＣＱ）评分方面具有临床意义改善的患者比例也

更高。奥马珠单抗组的整体及夜间症状评分较安慰剂组显著降低。１６周时，根据研究者和患者ＧＥ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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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效果的总体评价）评估，奥马珠单抗组有效者的比例显著高于安慰剂组。虽然该研究并未证实哮

喘急性发作率在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但与安慰剂组相比，奥马珠单抗组的冬季哮喘急性发作频率更

低。奥马珠单抗组与安慰剂组的不良反应以及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均相当。研究结论　奥马珠单抗用于

中国中重度过敏性哮喘患者可改善肺功能、生活质量及哮喘的控制情况，且安全性良好。因此，对于我

国中重度过敏性哮喘患者来说，奥马珠单抗可推荐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附加治疗药物。

犘犗２０９

原发性不动纤毛综合征１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王思勤 杨志刚 朱敏 李英 马希涛

河南省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４５０００３

目的　总结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 （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ｉｌｉａｒｙｄｙｓｋｉｎｅｓｉａ，ＰＣＤ）的临床特点及文献复习，以提

高ＰＣＤ的诊治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２０１５年６月临床诊断为ＰＣＤ的患者，分析病史、症状、体

征、肺部影像学、鼻窦ＣＴ、肺功能等特点，以及鼻腔一氧化氮 （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ＮＯ）、治疗情况等。结

果　男性患者，４６岁，反复咳嗽４０余年，胸闷、气短１５年，加重１年。曾误诊为肺炎、支气管炎、

间质性肺炎、支气管扩张。患者有自幼反复发生的慢性鼻一鼻窦炎。婚后长期不育。家族中无类似病

史。父母亲为非近亲结婚。肥胖，口唇无发绀，肺部可闻及干湿性罗音。心脏听诊正常。腹部正常。无

杵状指。肺功能提示：Ｐａ０２为５９ｍｍＨｇ，ＰＣ０２为４８ｍｍＨｇ。肺功能检查结果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

碍伴弥散功能障碍，ＦＥＶ１／ＦＶＣ为４５．１４％，ＦＥＶｌ为１．２８Ｌ，ＦＥＶ１占预计值％为３７％，肺总量为

４．７Ｌ，肺总量占预计值％为７４．５２％，弥散量占预计值％为７７．６％。支气管镜下可见气管和各级支气

管黏膜充血，管腔内有较多黄白色脓性分泌物。肺泡灌洗培养未发现病原体，未发现肿瘤细胞。痰培养

及涂片未发现细菌。胸部ＣＴ示：双肺可见粟粒状及片状阴影，支气管不同程度扩张，右肺中、下叶

重，有囊状影，纵膈、肺门淋巴结无肿大。副鼻窦ＣＴ片示全组副鼻窦炎。患者鼻腔ＮＯ降低。给予抗

感染、扩张支气管、祛痰、平喘等治疗，症状好转。结论　ＰＣＤ临床少见，易漏诊和误诊。对于患者有

幼年长期慢性鼻窦炎、支气管扩张，鼻腔ＮＯ降低，结合有不育史，应高度疑诊ＰＣＤ，及时给予最终

诊断。

犘犗２１０

犘犕２５促进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

郭东瑾１张焕萍２

１．山西医科大学；２．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太原市区大气ＰＭ２．５浓度对来自太原市的住院及门诊支气管哮喘病人的影响。方法　

１、ＰＭ２．５数据获取：太原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统计２０１５年夏季 （６８月份）及春秋季节 （２５月份、

９１０月份）的日平均ＰＭ２．５浓度 （ｕｇ／ｍ３）及空气中的首要污染物。２、研究对象：①选取太原市

２０１５年夏季及春秋季节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住院部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患者１０１例，其中

春秋季节组５０例，夏季组５１例；②统计太原市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０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门诊支

气管哮喘患者就诊人数。３、研究方法：①住院患者比较两组一般资料 （年龄、性别）、相关医学指标

（肺功能：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ＦＥＶ１、用力肺活量ＦＶＣ、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与用力肺活量的比值

ＦＥＶ１／ＦＶＣ；动脉血气分析：ＰＨ、ＰａＯ２、ＰａＣＯ２），急性加重天数、住院日、住院花费等临床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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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②根据太原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提供的同期首要污染物为ＰＭ２．５的当日及滞后３天门诊哮喘患者

就诊人数与当日ＰＭ２．５日均浓度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１、春秋季日平均ＰＭ２．５浓度高于夏季 （犘

＜０．０５）。太原市２１０月份空气质量分析结果：优：３５天；良：１６７天；轻度污染：６３天；中度污染：

８天。春秋季节大气中首要污染物比例依次为ＰＭ１０、ＰＭ２．５、ＳＯ２、Ｏ３、ＮＯ２；夏季大气中首要污染

物比例依次为ＰＭ１０、Ｏ３、ＰＭ２．５、ＮＯ２、ＳＯ２。２、两组哮喘患者的性别及年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犘＞０．０５）。３、春秋季哮喘患者的病重率、急性加重日数、ＦＥＶ１及ＰａＯ２结果均高于夏季哮喘患

者 （犘＜０．０５）。两组患者的住院日、费用、ＦＶＣ、ＦＥＶ１／ＦＶＣ、ＰＨ 及ＰａＣＯ２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犘＞０．０５）。４、随ＰＭ２．５日均浓度的升高，门诊当天及滞后３天哮喘患者就诊人数均有上升趋势，

呈正相关 （ｒ＝０．６６９，犘＜０．０１；ｒ＝０．６４９，犘＜０．０１）。结论　因不同季节大气中ＰＭ２．５日均浓度不

同，导致各季节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住院患者的就诊率、急性加重天数、动脉血氧分压及第一秒用力呼

气容积存在差异；ＰＭ２．５日均浓度与门诊当日及滞后３天哮喘患者就诊人数呈正相关。

犘犗２１１

一体化管理模式对儿童哮喘控制水平的影响

于艳艳 施庆喜 张玉红 王宜芬 钱前 李伟

扬州大学附属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２２２０００

目的　探讨多科联合诊疗及院内外一体化管理模式对儿童哮喘控制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择扬州大

学附属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哮喘科门诊就诊的支气管哮喘患儿２４４例，随机分为两组，Ａ组：实施

一体化管理模式，共１２６例。Ｂ组：未实施一体化诊疗服务模式，单纯哮喘门诊治疗，共１１８例。两组

在性别、年龄、病史长短、初诊肺功能、呼出气一氧化氮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ｈａｌｅｄ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ＦｅＮＯ）以

及就诊前１年内急性发作次数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随访一年即２０１４年０６月～２０１５年０６

月，比较一年后两组患儿哮喘急性发作次数、控制率、肺功能、ＦｅＮＯ、依从率、失访率。结果　Ａ组

与Ｂ组相比，除肺功能指标 （ＭＥＦ５０、ＭＥＦ２５）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外 （犘＞０．０５），在急性发作次

数、完全控制率、、ＦｅＮＯ、依从率、失访率等方面，Ａ组均明显优于Ｂ组 （犘＜０．０１），Ａ组肺功能指

标 （ＦＥＶ１％ 、ＰＥＦ）普遍优于Ｂ组 （犘＜０．０５）。结论　一体化管理模式对儿童哮喘控制水平的影响，

明显优于传统的管理方案，值得推广。

犘犗２１２

北京市某三甲医院门诊支气管哮喘患者控制水平影响因素研究

杨明１迟春花１，２

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２．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目的　了解北京市某三甲医院门诊成人支气管哮喘 （简称哮喘）控制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改善哮

喘控制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内科门诊就诊并确

诊的１３０例支气管哮喘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并测定肺功能。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哮喘患者人口社会学资料、

临床资料、控制水平评估 （哮喘控制测试评分ＡＣＴ、急性加重风险评估及肺功能）、哮喘控制可能影响

因素 （疾病认知、规律用药、规律监测、自我管理、健康教育等）。结果　最终资料齐全者共１２４例，

其中哮喘完全控制者占１１％ （１３／１２４），良好控制者占４４％ （５５／１２４），未控制者占４５％ （５６／１２４）；

过去１年中７％ （８／１２４）患者因哮喘加重住院，人均年住院次数０．１２次／年，１９％ （２４／１２４）患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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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加重而急诊就诊，人均年急诊就诊次数为０．３１次／年。单因素分析显示是否规律使用治疗支气管哮

喘药物 （Χ２＝１１．４６，犘＜０．０１），是否规律门诊随访 （Χ２＝６．６４，犘＝０．０１）和是否规律复查肺功能

（Χ２＝１７．６４，犘＜０．０１）影响哮喘控制水平；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规律用药 （ＯＲ３．３８，９５％

ＣＩ１．３９８．２１），定期监测肺功能 （ＯＲ５．７２，９５％ ＣＩ２．２１１４．７７）是支气管哮喘良好控制的独立保护

因素 （犘＜０．０１），年龄 （ＯＲ０．４１，９５％ＣＩ０．２３０．７３）是支气管哮喘控制不佳的独立危险因素 （犘＜

０．０５）。结论　该三甲医院门诊成人支气管哮喘控制率尚不满意，规律用药和监测肺功能有利于改善哮

喘控制水平。

犘犗２１３

儿童支原体肺炎患者的免疫功能变化分析

田野

上海新华医院儿童呼吸科２０００９２

目的　支原体感染是儿童肺炎的常见病原体之一，多见于学龄前儿童。重症支原体肺炎常存在肺部

实变或／和胸腔积液，常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阿奇霉素等）耐药，需予以大剂量丙种球蛋白冲击、激

素静滴，甚至支气管镜肺泡灌洗。目前已知，机体感染支原体后会出现一系列免疫反应，本文旨在分析

儿童肺炎患者中支原体感染和非支原体感染、以及儿童支原体肺炎患者中存在肺部实变和无肺部实变之

间的体液及细胞免疫功能是否存在差异。方法　本文将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７月于上海新华医院儿童呼吸内

科住院治疗的７６例儿童肺炎患者的体液及细胞免疫功能进行了统计分析，包括５２例支原体肺炎患者和

２４例非支原体患者之间、以及５２例支原体肺炎患者中２５例存在肺部实变患者和２７例无肺部实变患者

之间的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Ｅ、ＩｇＭ、ＣＤ３％、ＣＤ４ ％、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３绝对值、ＣＤ４绝对值、

ＣＤ８绝对值之间的差异。结果　 （１）５２例支原体肺炎患者和２４例非支原体患者进行比较：ＩｇＧ、

ＩｇＡ、ＩｇＥ、ＣＤ８％均升高，而ＣＤ３绝对值则降低。（２）５２例支原体肺炎患者中２５例存在肺部实变患

者和２７例无肺部实变患者进行比较：各项免疫功能指标均无差异。结论　儿童支原体肺炎和非支原体

肺炎患者之间的免疫学指标存在差异，在治疗支原体肺炎患者时，不仅需要抗感染治疗，还需注意机体

免疫功能变化。儿童重症支原体患者需要应用大剂量丙球和／或激素等免疫治疗，早期辨识、及时治疗

可以缩短病程，但本文发现存在肺部实变和无肺部实变患者之间的各项免疫功能指标均无差异。

犘犗２１４

哮喘急性发作期儿童血清维生素犇水平与免疫调节相关性分析

杨芬 包军 鲍一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２０００９２

目的　旨在进一步探讨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儿童血清２５羟维生素Ｄ３ （２５．ｏＨ．Ｄ３）水平，及其

与免疫球蛋白ＩｇＥ及细胞免疫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４０名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儿童和２０名

非哮喘儿童，并进行年龄、性别和季节匹配，用酶联免疫法检测血清２５．ＯＨ．Ｄ３浓度；化学发光法测

定ＩｇＥ，流式细胞术测定细胞免疫。一般信息及描述性数据采用ｔ检验及卡方检验；数据以中位数和四

分位问距表示。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法分析哮喘儿童２５．ＯＨ．Ｄ３水平与哮喘发病风险的关系，多元线性

回归法比较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儿童的血清２５．ＯＨ．Ｄ３水平与各免疫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支

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儿童血清２５．ＯＨ．Ｄ３的平均浓度２８．３７±８．５８ｎｍｏｌ／Ｌ，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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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７２±１３．３８ｎｍｏｌ／Ｌ （犘＜０．０５）；４９．４％的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儿童血清２５．ＯＨ．Ｄ３小于３０ｎｍｏｌ／

Ｌ；哮喘急性发作期儿童２５．ＯＨ．Ｄ３水平与前一年哮喘发作次数、年龄呈现负相关，而与ＣＤ４，ＣＤ８

呈现正相关，与外周血ＩｇＥ无明显相关性。结论　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儿童维生素Ｄ水平较低，维生

素Ｄ水平与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相关，提高维生素Ｄ水平可降低哮喘发生的风险。

犘犗２１５

电话、短信随访对哮喘儿童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依从性及疗效的影响

林荣军 刘小梅 闫静静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２６６０００

目的　观察电话及短信不同的处理方法对哮喘患儿吸入激素治疗依从性及疗效的影响。方法　选取

于我院儿童哮喘门诊就诊的中度支气管哮喘儿童１２０例，随机分为电话和短信组：该组患儿自初诊日期

开始发送短信，提示其吸入药物，同时于第１周、４周、１２周电话通知其复诊。短信组：自初诊日期开

始发送短信，提示其及时吸入药物，并于每次就诊时告知其复诊时间。对照组：该组患儿仅在初诊及复

诊时给予常规指导，告知其复诊的时间。３组患儿给予干粉装置吸入药物，进行为期１２周的观察，并

行哮喘控制水平评估，同时行肺功能测定。比较３组患儿吸入药物治疗的依从性，治疗后哮喘控制水平

及肺功能测定结果。结果　 （１）依从性：电话和短信组３７例患儿依从率为８６．４９％，与短信组、对照

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短信组３２例患儿依从率５６．２５％，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犘＜０．０１）。对照组患儿依从率较低。（２）临床控制：患儿治疗１２周后，电话和短信组总有效

率为９４．５９％，与短信组、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短信组总有效率为７５％，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３）肺功能测定：① 吸入激素治疗１２周后，３组患儿肺功能指标均较治疗

前有所好转，其中电话和短信组、短信组好转明显，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对照组

患儿肺功能指标虽有改善，但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②３组哮喘患儿治疗后肺功能

指标比较，电话和短信组明显好于对照组 （犘＜０．０１），电话和短信组好于短信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犘＞０．０５），短信组好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③３组患儿治疗后反应小气道的

肺功能指标比较，电话和短信组好于短信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短信组好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结论　通过电话、短信不同的干预方式可以提高哮喘儿童吸入

激素治疗的依从性，哮喘控制水平，改善肺功能指标，为更好的防治哮喘提供临床经验。

犘犗２１６

昆布多糖对哮喘小鼠气道重塑相关因子水平的影响

林荣军 管仁政 亓玉丽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２６６０００

目的　本研究旨在观察与气道重塑的相关因子白细胞介素２１ （ＩＬ２１）、胸腺基质淋巴生成素

（ＴＳＬＰ）、α平滑肌肌动蛋白 （αＳＭＡ）、Ｉ型胶原蛋白 （ＣｏｌＩ）在正常小鼠和哮喘小鼠肺组织中的差

异，探讨昆布多糖干预治疗后产生的效应，为其在哮喘治疗方面提供新的参考。方法　选取昆明系

ＢＡＬＢ／Ｃ雌性小鼠４０只，按统计学方法分为哮喘模型组、布地奈德治疗组、昆布多糖治疗组、正常对

照组４组，分别记为Ａ、Ｂ、Ｃ、Ｄ，采取腹腔注射卵清蛋白 （ＯＶＡ）致敏及雾化ＯＶＡ混悬液激发的方

式造模，Ｂ组每天加以布地奈德混悬液 （２００ｕｇ／只）处理，Ｃ组每天加以昆布多糖 （５０ｍｇ／ｋｇ）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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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组各过程的处理均用生理盐水取代。各组小鼠均于末次干预完成１２天内被解剖，分别留取小鼠肺泡

灌洗液 （ＢＡＬＦ）及其肺组织以完善相应检测。各组小鼠肺内结构病理变化用苏木素伊红 （ＨＥ）染色

评价，ＢＡＬＦ中ＩＬ２１、ＴＳＬＰ、αＳＭＡ、ＣｏｌＩ细胞因子水平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ＥＬＩＳＡ）测定，肺组

织中ＩＬ２１、ＴＳＬＰ、αＳＭＡ、ＣｏｌＩ蛋白表达水平用免疫组化法 （ＩＨＣ）检测。结果　４０只小鼠全部存

活，造模成功。Ｂ组与Ｃ组小鼠哮喘症状、肺组织 ＨＥ染色病理改变表现相似，均较 Ａ组有所缓解。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ＢＡＬＦ中ＩＬ２１、ＴＳＬＰ、αＳＭＡ、ＣｏｌＩ因子水平、ＩＨＣ结果显示的肺组织中ＩＬ２１、

ＴＳＬＰ、αＳＭＡ、ＣｏｌＩ表达情况均提示Ｂ组、Ｃ组小鼠表达低于Ａ组，但均比Ｄ组高，差异有显著性

（Ｐ均＜０．０５）；各细胞因子呈现情况在Ｂ组与Ｃ组小鼠之间无明显区别 （犘＞０．０５）。结论　 （１）ＩＬ

２１、ＴＳＬＰ、αＳＭＡ、ＣｏｌＩ在哮喘模型组小鼠更高水平的表达，可能会导致哮喘小鼠慢性炎症及气道重

塑的发生。（２）通过灌胃昆布多糖与雾化布地奈德干预治疗哮喘小鼠，两者均可使小鼠哮喘症状得到改

善，小鼠ＢＡＬＦ及肺组织中的ＩＬ２１、ＴＳＬＰ、αＳＭＡ、ＣｏｌＩ表达含量下降，对于防止或逆转气道重塑

的发生，两者疗效相当。（３）昆布多糖可应用于哮喘防治的前景中。

犘犗２１７

孟鲁司特钠、氯雷他定联合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
治疗过敏性鼻炎并腺样体肥大的疗效观察

林荣军 刘小梅 亓玉丽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２６６０００

目的　评估孟鲁司特钠、氯雷他定联合糠酸莫米松鼻喷剂治疗过敏性鼻炎 （ＡＲ）并轻、中度腺样

体肥大 （ＡＨ）患儿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就诊于我院门诊的患过敏性鼻炎并轻、中度ＡＨ儿童９０例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３组：其中Ａ组２７例予口服孟鲁司特钠及氯雷他定治疗，Ｂ组３１例予糠酸莫米松

鼻喷剂喷鼻治疗，Ｃ组３２例予孟鲁司特钠、氯雷他定联合糠酸莫米松鼻喷剂治疗。上述各组均予对症

治疗及按需使用抗生素。比较３组治疗前后鼻部症状评分、呼吸相关睡眠障碍症状指标评分、腺样体／

鼻咽比值 （Ａ／Ｎ比值）的变化及停药３个月的复发率。结果　３组治疗后鼻部症状评分、呼吸相关睡眠

障碍症状指标评分及Ａ／Ｎ比值较治疗前均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但Ｃ组的复发率

（２６．２％）显著低于Ａ、Ｂ组 （５２．３％、５１．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结论　单用孟鲁

司特钠、氯雷他定或糠酸莫米松鼻喷剂治疗过敏性鼻炎并轻、中度腺样体肥大患儿其疗效低于三者联合

用药，且复发率高。

犘犗２１８

青岛市两城区０～１４岁儿童哮喘流行病学调查对比分析

林荣军 刘小梅 闫静静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２６６０００

目的　调查青岛市崂山区、市南区０１４岁儿童哮喘的患病率、发病规律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取

整群抽样调查方法，分别抽取青岛市崂山区、市南区所需幼儿园、学校、街道办事处的全部０１４岁儿

童作为调查对象。向家长发放问卷筛查表，找出可疑病例，再由儿科专科医生对其进行询问病史及体检

以明确诊断。所得数据经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分析。结果　崂山区、市南区实际调查人数分别为１００８２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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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２１例，确诊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喘及可疑哮喘患儿分别为３７２例、３８５例，患病率分别为３．６９％、

３．５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患儿的性别、年龄、发病季节均与哮喘发病有关，呼吸道感

染是儿童哮喘最常见的诱因，两城区患儿发病先兆均以打喷嚏、流涕常见。在发病过程中崂山区、市南

区哮喘患儿按全球哮喘防治创议 （ＧＩＮＡ）规范化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比例分别为４６％、４８．３％。患

儿患病给家庭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学习情况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结论　青岛市崂山区、市

南区０１４岁儿童哮喘的患病率、发病规律及影响因素无明显不同，为两城区儿童哮喘的共同防治提供

依据。

犘犗２１９

哮喘小鼠肺组织氧化应激水平变化及抗氧化应激干预的影响

林荣军 管仁政 邹洋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２６６０００

目的　探讨哮喘小鼠肺组织氧化应激、抗氧化应激水平变化及抗氧化应激干预的影响。方法　４０

只Ｃ５７ＢＬ／６Ｊ雌性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 （Ａ组）、哮喘组 （Ｂ组）、布地奈德干预组 （Ｃ组）、Ｎ乙酰半

胱氨酸干预组 （Ｄ组），每组１０只。哮喘组通过腹腔注射及雾化吸入卵清蛋白 （ＯＶＡ）致敏和激发建

立哮喘小鼠模型，对照组予ＰＢＳ致敏激发，布地奈德干预组于每次雾化吸入ＯＶＡ前给予布地奈德雾化

吸入进行干预，Ｎ乙酰半胱氨酸干预组予Ｎ乙酰半胱氨酸灌胃。观察小鼠临床症状，８周后对小鼠支

气管肺泡灌洗液 （ＢＡＬＦ）进行细胞总数计数及分类，观察肺组织病理改变，检测小鼠肺组织氧化应激

指标ＲＯＳ和 ＭＤＡ，抗氧化应激能力指标 ＧＳＨ和ＧＳＨＰＸ。结果　Ｂ组小鼠出现典型哮喘症状，与Ａ

组相比，其ＢＡＬＦ中白细胞总数及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比例明显升高，肺组织病理有大量的炎

症细胞浸润及支气管壁和平滑肌增厚；Ｃ组、Ｄ组干预均有效，其中Ｃ组小鼠上述表现改善情况均优于

Ｄ组。Ｂ、Ｃ、Ｄ组小鼠肺组织氧化应激指标ＲＯＳ、ＭＤＡ较Ａ组均明显升高 （犘＜０．０５或犘＜０．０１），

抗氧化应激能力指标ＧＳＨ、ＧＳＨＰＸ均明显下降 （犘＜０．０５或犘＜０．０１），布地奈德和 Ｎ乙酰半胱氨

酸干预后都有所改善，但是在降低ＲＯＳ、ＭＤＡ，提高ＧＳＨ、ＧＳＨＰＸ方面，Ｎ乙酰半胱氨酸干预后

效果优于布地奈德。结论　哮喘小鼠肺组织氧化应激水平明显增高、抗氧化应激水平降低，布地奈德和

Ｎ乙酰半胱氨酸干预均有效，抗氧化药物Ｎ乙酰半胱氨酸在改善氧化应激水平方面明显优于传统吸入

激素布地奈德，可能会成为哮喘治疗的新方法。

犘犗２２０

２分钟潮气呼吸法乙酰甲胆碱支气管激发试验：
不同射流雾化器 （犈狀犵犾犻狊犺犠狉犻犵犺狋与犇犲犞犻犾犫犻狊狊６４６）的比较

朱政１王红玉１，２谢燕清１安嘉颖１ＰａｕｌＯ′Ｂｙｒｎｅ
２郑劲平１

１．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呼吸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２．Ｆｉｒｅｓｔｏｎ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Ｈｅａｌ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ｔ．Ｊｏｅ′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Ｓｔ．

Ｊｏｓｅｐｈ′ｓ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ｃＭａｓ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Ｃａｎａｄａ

背景　乙酰甲胆碱 （Ｍｃｈ）支气管激发试验 （ＭＣＴ）测试气道高反应性 （ＡＨＲ）广泛应用于哮喘

的临床诊断和研究。美国胸科协会的ＭＣＴ指南推荐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ｒｉｇｈｔ（ＥＷ）雾化器应用于２分钟潮气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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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法，其他品牌雾化器亦可使用，但需对其雾化特性作评估。ＤｅＶｉｌｂｉｓｓ６４６（ＤＶ６４６）雾化器常用于５

次呼吸定量吸入法。目的　比较应用ＥＷ和ＤＶ６４６雾化器进行２分钟潮气呼吸法 ＭＣＴ引起ＦＥＶ１下

降２０％时的 Ｍｃｈ浓度 （ＰＣ２０）。方法　本研究为开放、随机、交叉对照临床研究，患者来访４次。先

于一周内２次 （间隔２４ｈ）分别随机使用ＥＷ 或ＤＶ６４６雾化器进行２分钟潮气呼吸法 ＭＣＴ；一个月

后，重复以上两次 ＭＣＴ测试，但交换雾化器的顺序使用。结果　共１５例 （男／女：４／１１；年龄：３５．８

±１２．１岁；身高１６０．３±８．６ｃｍ；基线ＦＥＶ１％预计值：８４．６±８．９％）非吸烟、稳定期哮喘患者完成４

次激发试验。ＰＣ２０几何均数在前后两次使用ＥＷ 和ＤＶ６４６雾化器进行 ＭＣＴ中分别为２．０９（１８．１９）

ｍｇ／ｍｌ，０．７８（１．９４）ｍｇ／ｍｌ和２．８３（１０．０３）ｍｇ／ｍｌ，０．７７（１．４０）ｍｇ／ｍｌ，用各雾化器行两次ＭＣＴ测

得ＰＣ２０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用ＥＷ 的ＰＣ２０比用 ＤＶ６４６的结果高２倍 （Ｐ均＜

０．０５），但两者间有较好相关性 （ｒ值分别为０．７０５和０．７２７，Ｐ均 ＜０．０５）。结论　使用两种射流雾化

器进行２分钟潮气呼吸法 ＭＣＴ测气道高反应性结果的重复性均较好，且两者间具良好相关性，但用

ＤｅＶｉｌｂｉｓｓ６４６雾化器所测得的ＰＣ２０明显低于用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ｒｉｇｈｔ雾化器所得的结果。

犘犗２２１

中药二步序贯治疗对哮喘小鼠肺组织 犕犕犘９及犜犐犕犘１表达的影响

李美香 杨召川 曲政海 张梦雪 陈锂铭 郭沙沙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２６６００３

目的　探讨中药二步序贯治疗对哮喘小鼠肺组织 ＭＭＰ９及ＴＩＭＰ１表达的影响。方法　健康雌性

昆明系小鼠６０只随机分为气道炎症对照组 （Ａ组）、气道炎症模型组 （Ｂ组）、气道炎症治疗组 （Ｃ

组）、气道重塑对照组 （Ｄ组）、气道重塑模型组 （Ｅ组）、气道重塑治疗组 （Ｆ组），每组１０只。采用

卵清白蛋白致敏小鼠，建立气道炎症及气道重塑模型，并以中药二步序贯法进行干预治疗，观察哮喘小

鼠气道组织的病理改变及ＭＭＰ９、ＴＩＭＰ１含量的变化。结果　治疗组 （Ｃ组、Ｆ组）气道组织炎性改

变较模型组 （Ｂ组、Ｅ组）明显减轻，较对照组 （Ａ组、Ｄ组）明显加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

．０１）；Ｅ组与Ｂ组相比，ＴＩＭＰ１表达升高，ＭＭＰ９／ＴＩＭＰ１比值明显降低，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１）；与Ｂ组比较，Ａ组、Ｃ组 ＭＭＰ９及ＴＩＭＰ１的表达有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１）；与Ｅ组比

较，Ｄ组、Ｆ组 ＭＭＰ９及ＴＩＭＰ１的表达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结论　１．ＭＭＰ９／ＴＩＭＰ１比值

主要在哮喘气道炎症中升高，在气道重塑中降。２．人参五味子汤加小青龙汤可能通过调节 ＭＭＰ９、

ＴＩＭＰ１的表达从而控制哮喘小鼠气道炎症与气道重塑，对其治疗起重要作用。

犘犗２２２

哮喘儿童长期吸入糖皮质激素对身高的影响

贾宵宵 张维溪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婴儿童医院３２５０００

支气管哮喘是儿童最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吸入型糖皮质激素 （ＩＣＳ）是目前治疗哮喘最有效的

药物，但近来亦有报道长期使用仍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汇总近年来相关文献资料，ＩＣＳ长期使用可能

会轻度的减缓身高的增长速度，但这种抑制只出现在哮喘治疗的早期，并且不影响或仅轻度影响最终身

高。ＩＣＳ对身高的影响，亦与其使用的种类、剂量和吸入方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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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２２３

犜犺１７细胞的迁移在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打破口服免疫耐受中的作用

施天昀１何燕超１孙伟１吴宜１李玲２苏枭２揭志军１

１．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２．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目的　观察辅助性Ｔ淋巴细胞１７ （Ｔｈｌ７） （ＣＤ３＋ＣＤ４＋ＣＣＲ６＋ＩＬ１７Ａ＋）以及趋化因子受体６

（ＣＣＲ６）在呼吸道合胞病毒 （ＲＳＶ）感染免疫耐受小鼠后肺部、肺门淋巴结、肠道淋巴结中的变化，探

讨其在ＲＳＶ感染打破免疫耐受诱发类似哮喘反应中的作用。方法　３２只３～４周龄雌性ＢＡＬＢ／ｃ小鼠

分为对照组 （８只），哮喘组 （８只）口服耐受组 （８只）和ＲＳＶ感染耐受组 （８只）。给予８０ｕｌ浓度为

１×１０６ＰＦＵ的Ａ２型ＲＳＶ滴鼻感染小鼠。在第２８天处死小鼠，并留取肺泡灌洗液、血清、肺脏、肺门

淋巴结、肠道淋巴结。肺泡灌洗液进行细胞计数和吉姆萨染色分类；用ＥＬＩＳＡ测定血清ＯＶＡ 特异性

ＩｇＥ含量；用 ＨＥ染色观察 ＲＳＶ 感染后肺组织病理变化；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 测ＩＬ４、ＩＬ１３、ＩＬ１７Ａ、

ＣＣＲ６、ＣＣＬ２０等细胞因子ｍＲＮＡ的表达；流式细胞术检测小鼠肺、肺门淋巴结、肠道淋巴结中Ｔｈｌ７

细胞和ＣＣＲ６细胞水平。结果　免疫耐受小鼠感染ＲＳＶ后和耐受组相比，肺泡灌洗液中细胞总数增加；

ＩｇＥ水平无改变；肺组织病理炎症加重；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结果示ＩＬ１７Ａ及ＣＣＬ２０ｍＲＮＡ 的表达显著增

加 （犘＜０．０１）；流式结果显示ＣＣＲ６＋细胞总数在肺组织中 （２６．４１±１７．２４ （１０^６／ｍｌ）显著增加 （犘

＜０．０５）；在肺门淋巴结中 （４．１０±１．１６ （１０^６／ｍｌ）也是显著增加 （犘＜０．０１），而在肠系膜淋巴结中

（２．３０±１．１５ （１０^６／ｍｌ））却是显著减少 （犘＜０．０１）。而Ｔｈ１７细胞总数的变化与ＣＣＲ６＋细胞相似，

表现为在肺组织和肺门淋巴结中比例明显增加，但在肠系膜淋巴结中比例显著减少。结论　ＲＳＶ感染

耐受组小鼠可以使雾化激发时滞留在肠道的ＣＣＲ６迁移至肺部，结合ＣＣＬ２０后募集肠道中ＴＨ１７至肺

部，从而打破耐受，引起类似哮喘的急性炎症反应。

犘犗２２４

犕犪狊狋犮犲犾犾犲狓狅狊狅犿犲狊犮犪狀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犪犾犾犲狉犵犻犮

狉犲犪犮狋犻狅狀狊犫狔犫犻狀犱犻狀犵狋狅犐犵犈

ＸｉｅＧｕｏｇａｎｇ
１，ＬｉＬｉ１，杨海伟２，彭霞１，蔺丽慧１，王娟１，林１，崔泽林１，李佳１，肖辉１，梁玉婷１

１．上海第一人民医院；２．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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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ＩＦＮγｒａｉｓ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ＢＭＭＣｅｘｏｓｏｍｅｓ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ＨＲ，ａｉｒ

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ｉｒｗａｙ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Ｏｕ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ＢＭＭＣｅｘｏｓｏｍｅｓｈａ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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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２２５

辽阳地区变应性鼻炎／哮喘 过敏原体外检测结果及年龄分布特征分析

杨娜１魏庆宇２李婷婷１

１．辽宁省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２．解放军第２０２医院

目的　了解辽阳地区变应性鼻炎和哮喘常见过敏原种类及在各年龄组分布特征，为当地过敏性疾病

的防治提供依据。方法　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采用免疫印迹法检测的９５８例变应性鼻炎和哮喘患者血清中特

异性ＩｇＥ和总ＩｇＥ抗体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结果　总ＩｇＥ阳性率６２．０％，其中以鼻炎伴哮喘组阳性

率最高 （７３％）。吸入过敏原阳性前３位：尘螨、真菌、蒿／豚草。食入过敏原阳性前３位：牛奶、鸡

蛋、小麦。吸入过敏原阳性率 （６９．９％）明显高于食入过敏原 （２４．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Ｘ２＝

２４．１０３，犘＜０．０５）。在四个年龄组中，吸入过敏原阳性率有显著差异 （Ｘ２＝７．４８７，犘＜０．０５），其中

儿童组最高 （７９．１％），婴儿组最低 （５１．０％）。各年龄组中尘螨均系首位过敏原，成人组次要过敏原是

蒿／豚草，婴幼儿及儿童组次要过敏原是真菌。各年龄组食入过敏原阳性率有显著差异 （Ｘ２＝８．２８０，犘

＜０．０５），其中婴儿组阳性率最高 （３８．９％），儿童组最低 （１２．７％）。结论　尘螨是辽阳地区变应性鼻

炎和哮喘的首要过敏原，过敏原谱在不同年龄组有其不同特征，应针对不同年龄段采取相应避免措施。

随着年龄增长吸入过敏原逐渐取代食入性过敏原。同时根据检测结果进行特异性免疫治疗，防止过敏进

程的进一步发展。

犘犗２２６

呼出气一氧化氮对成人支气管哮喘上下气道炎症的评估价值

时旭 郑劲平 李靖 钟南山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探索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对成人支气管哮喘上下气道炎症的评估价值。方法　纳入２０１２年

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９月就诊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科的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的成人哮喘患者８５

例，其中男３３例 （３８．８２％），女５２例 （６１．１８％），年龄在１５６０周岁之间，病程均大于８周，平均哮

喘病程７．９１±８．３３年，中位时间为４．５年。测定患者ＦｅＮＯ水平、诱导痰嗜酸粒细胞比例、鼻灌洗嗜

酸粒细胞比例、血嗜酸粒细胞比例。结果　成人哮喘患者呼出气一氧化氮水平为ＬｏｇＦｅＮＯ （１．６９±

０．２９）ｐｐｂ，诱导痰嗜酸粒细胞比例为 （２１．４７±１８．３），鼻灌洗嗜酸粒细胞比例为 （４３．３±３２．３６），两

者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患者诱导痰嗜酸粒细胞比例和ＦｅＮＯ呈直线相关 （ｒ＝０．３８５，犘＜

０．０１）。ＦｅＮＯ与鼻灌洗嗜酸粒细胞比例无相关性 （犘＞０．０５）。结论　成人哮喘的ＦｅＮＯ可以反映下气

道嗜酸性炎症水平，可作为诊断成人哮喘的敏感特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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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２２７

硫酸镁雾化吸入治疗儿童中重度哮喘急性发作的疗效观察

宋振岭 赵京 李硕 罗雁青 宋欣 张艳涛 李月霞 娄晓尚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１０００２０

目的　硫酸镁雾化吸入对哮喘急性发作中重度儿童的肺功能及临床症状的影响及其安全性探讨。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哮喘门诊就诊的哮喘中重度急性

发作的５１８岁，且ＦＥＶ１％ｐｒｅｄ＜７０％或ＰＥＦ＜６０％的患儿９５例。将患儿随机分为３组：硫酸镁组、

沙丁胺醇组、硫酸镁加沙丁胺醇混合组 （简称混合组）；对患儿进行流速容量环的测定并根据哮喘发作

严重程度进行症状评分后，用空气压缩雾化泵分别雾化吸入２．５ｍｌ７．５％硫酸镁溶液 （ＭｇＳＯ４

１８７．５ｍｇ）＋２．５ｍｌ生理盐水、２．５ｍｌ吸入用硫酸沙丁胺醇溶液＋２．５ｍｌ生理盐水、２．５ｍｌ７．５％硫酸镁

溶液＋２．５ｍｌ吸入用硫酸沙丁胺醇溶液，雾化后１０分钟、３０分钟再次进行流速容量环的测定及对症状

进行评分。结果　在纳入９５例患儿中，中度发作６５例，重度发作３０例。男性患儿５６例，女性患儿３７

例。硫酸镁组３２例，沙丁胺醇组３１例，混合组３２例。三组间在用药前一般情况、肺功能及症状评分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①三组雾化后肺功能较前升高，症状评分较前降低，且均有统计学差

异 （犘＜０．０５）；但各组在第１０分钟、第３０分钟时两时间点比较肺功能及症状评分改善无显著统计学

差异 （犘＞０．０５）；②在肺功能上升的程度上，硫酸镁组小于沙丁胺醇组 （犘＜０．０５），沙丁胺醇组小于

混合组 （犘＜０．０５）。在症状评分下降的程度上，硫酸镁组小于沙丁胺醇组 （犘＜０．０５），但沙丁胺醇组

与混合组比较无差异 （犘＞０．０５）。③混合组在改善肺功能ＦＥＶ１的作用上与患儿的呼出气一氧化氮的

值、初始症状评分及肺功能阻塞严重程度呈中等强度相关。④不良反应：各组均无不良反应的发生。结

论　硫酸镁单独雾化吸入可以改善哮喘急性发作中重度患儿的肺功能及临床症状，但其作用小于沙丁

胺醇。硫酸镁与沙丁胺醇之间在改善肺功能作用方面存在一定的叠加作用，但在症状改善上却无协同作

用。呼出气一氧化氮的值越高、肺功能阻塞越重者，沙丁胺醇与硫酸镁混合吸入可能效果更佳。

犘犗２２８

哮喘患儿螨过敏及特异性免疫治疗后对呼出气一氧化氮水平的影响

尹文艳 韩芳 王菲 苏守硕 靳蓉

贵阳市儿童医院儿科５５０００３

目的　探讨支气管哮喘儿童尘螨过敏及特异性免疫治疗后对呼出气一氧化氮 （ＦｅＮＯ）水平的影

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于我院哮喘门诊确诊的支气管哮喘患儿１４９例，所有患儿

均行过敏原、一氧化氮及肺功能检测，根据过敏原结果将１４９例患儿分为尘螨过敏组９１例和非尘螨过

敏组５８例，所有患儿均给予糖皮质激素吸入对症治疗，９１例尘螨过敏患儿其中有６０例在吸入激素基

础上联合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所有患儿观察疗程均为１年。结果　尘螨过敏组ＦｅＮＯ值为 （３８．１７±

２１．８９）ｐｐｂ，非尘螨过敏组ＦｅＮＯ值为 （１２．４８±９．０９）ｐｐｂ，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

所有患儿经治疗后ＦｅＮＯ值均有不同程度降低，尘螨过敏组治疗前后ＦｅＮＯ值分别为 （３８．１７±２１．８９）

ｐｐｂ、（２０．９３±１５．１０）ｐｐｂ，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尘螨过敏组中经激素＋特异性

免疫治疗后ＦｅＮＯ值 （１６．４８±９．３８）ｐｐｂ与单纯激素治疗后ＦｅＮＯ值 （２９．５５±１９．８７）ｐｐｂ相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结论　尘螨过敏可使哮喘患儿ＦｅＮＯ水平升高，提示ＦｅＮＯ与尘螨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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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紧密联系，经治疗后ＦｅＮＯ值均有不同程度降低，而糖皮质激素联合特异性免疫治疗螨过敏哮喘患

儿能使ＦｅＮＯ水平显著下降。

犘犗２２９

儿童激素不敏感型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研究

郝创利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２１５００３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符合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 （ＲＭＰＰ）诊断标准的住院患儿的病例资料，比

较患儿对激素治疗反应的差别，探讨激素不敏感型ＲＭＰＰ的临床特征以及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为

ＲＭＰＰ的治疗提供一定的帮助。方法　回顾性分析１８３例符合ＲＭＰＰ诊断标准，并静脉给予２ｍｇ／ｋｇ．ｄ

甲泼尼龙治疗的患儿。根据对２ｍｇ／ｋｇ．ｄ甲泼尼龙治疗的反应，分为 “敏感组”（加用激素后，７２小时

内热峰下降或发热间隔延长）和 “不敏感组”（加激素后，７２小时内热峰下降不明显 （＜１℃）、发热间

隔无延长）。比较其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指标等资料。结果　共收集ＲＭＰＰ病例１８３名，激素

敏感组１４７例；激素不敏感组３６例。激素不敏感组与激素敏感组相比：其住院天数明显长于激素敏感

组；肺部出现气促、肺部湿音的比例高，且总热程长，并以超高热为主；外周血 ＷＢＣ、Ｎ％、ＬＤＨ、

ＣＲＰ均明显升高，Ｌ％明显降低 （犘＜０．０５）；ＣＤ３＋、ＣＤ３＋ＣＤ４＋明显降低，而ＣＤ３ＣＤ１９＋、ＣＤ１９

＋ＣＤ２３＋均升高 （犘＜０．０５）；胸腔积液、皮肤损害出现的比例高；且入院一周左右复查胸片无明显吸

收的比例高；行支气管镜检查及灌洗的次数高；治疗上，其联合一种非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时间长；

且激素总疗程长，另外，激素不敏感组中２１ （５８．３％）例患儿体温在第４～５天逐渐下降，另１５

（４１．７％）例３天后改为４ｍｇ／ｋｇ．ｄ，其中７例在２４～４８ｈ热峰逐渐下降且病情无进展，７例４８ｈ内无下

降趋势，加丙种球蛋白 （４００ｍｇ／ｋｇ．ｄ，连用２天）后２４～４８ｈ内体温逐渐平稳，１例４ｍｇ／ｋｇ．ｄ甲泼尼

龙治疗３天后改为６ｍｇ／ｋｇ．ｄ，体温亦在２４ｈ内渐退。经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当热程≥１１ｄ，血Ｌ％≤

３２％，ＣＲＰ≥４８．７３ｍｇ／Ｌ，血清ＬＤＨ≥５４５．７Ｕ／Ｌ时，提示为激素不敏感ＲＭＰＰ的独立危险因素。结

论　激素不敏感型ＲＭＰＰ患儿临床表现较激素敏感型更为严重；当热程≥１１ｄ，血Ｌ％≤３２％，ＣＲＰ≥

４８．７３ｍｇ／Ｌ，血清ＬＤＨ≥５４５．７Ｕ／Ｌ时，提示为激素不敏感型ＲＭＰＰ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激素不敏

感ＲＭＰＰ患儿，加大激素剂量、延长疗程或联合丙种球蛋白治疗有效。

犘犗２３０

哮喘易感基因犗犚犕犇犔３在婴幼儿喘息中的多态性研究

王金荣１滑超１，２侯沛君１，２陈星１郭春艳１孙立锋１刘奉琴１

１．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２．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目的　探讨哮喘易感基因血清类黏 蛋白１样蛋白质３ （ＯＲＭＤＬ３）在婴幼儿喘息中的多态性，为

早期诊断哮喘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收集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在山东省立医院小儿呼吸科门诊

和住院的喘息患儿６８例，分为ＡＰＩ阳性组 （３３例，男２８例、女５例，年龄 （２２．８３±９．３１）月）和

ＡＰＩ阴性组 （３５例，男２６例、女９例，年龄 （２２．３７±１１．４９）月）。通过ＴａｑＭａｎ探针法对ＯＲＭＤＬ３

ＳＮＰ位点ｒｓ４７９４８２０、ｒｓ７２１６３８９进行基因型分析；ＦＥＮＯ浓度测定选用尚沃纳库仑一氧化氮分析仪；

潮气肺功能检测采用耶格肺功能仪，主要参数：达峰时间比、达峰容积比。比较ｒｓ４７９４８２０与

ｒｓ７２１６３８９基因多态性位点在ＡＰＩ阳性组和阴性组间的分布差异，并与潮气肺功能、ＦＥＮＯ进行相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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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　１．ＯＲＭＤＬ３多态性位点ｒｓ４７９４８２０在ＡＰＩ阳性组以ＡＧ基因型分布最高，ＡＰＩ阴性组以ＧＧ

基因型分布最高；ｒｓ７２１６３８９在 ＡＰＩ阳性组与阴性组均以 ＴＴ基因型分布最高，其次是 ＴＣ基因型；

２．ＡＰＩ阳性组患儿的达峰时间比、达峰容积比均低于ＡＰＩ阴性组 （ｔ＝４．２１，犘＝０．０００１；ｔ＝６．２６，犘

＝０．０００）；在ＡＰＩ阳性组中，同时表达ＡＧ／ＴＣ基因型患儿的达峰时间比低于同时表达ＧＧ／ＴＴ基因型

的患儿 （ｔ＝２．３１，犘＝０．０３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ＶＰＥＦ／ＶＥ无统计学差异 （ｔ＝２．００，犘＝０．０８

）；３．ＡＰＩ阳性组患儿ＦＥＮＯ浓度高于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５．３６，犘＝０．００００）；ＡＰＩ阳性

组ＦＥＮＯ浓度在同时表达ＡＧ／ＴＣ基因型与同时表达ＧＧ／ＴＴ基因型的患儿间无差异性 （ｔ＝０．５５７，犘

＝０．５８７）；４．达峰时间比与ＦＥＮＯ （ｒ＝－０．１０１，犘＝０．４６２）、达峰容积比与ＦＥＮＯ （ｒ＝－０．０２３，犘＝

０．８６７）无相关性。结论　１．ｒｓ４７９４８２０ＡＧ基因型为哮喘的易感基因型；ｒｓ４７９４８２０ＧＧ基因型、ｒｓ７２１６３８９

ＴＴ基因型是保护基因型；２．喘息患儿肺功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害，ＡＰＩ阳性组较ＡＰＩ阴性组明显；ＡＰＩ

阳性组同时表达ＡＧ／ＴＣ易感基因型的患儿较同时表达ＴＴ／ＧＧ保护基因型的患儿的肺功能损害重；３．ＡＰＩ

阳性患儿气道炎症水平高于ＡＰＩ阴性患儿；４．潮气肺功能与ＦＥＮＯ无相关性。

犘犗２３１

外周血犐犔１７检测在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诊断中的价值

方萍１欧灵１，２潘建丽１，２冷琳娟１，３吴媛媛１石婕１张德信１

１．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２．西安市儿童医院；３．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医院

目的　探讨外周血ＩＬ１７在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收集我科自２０１４年９月至

２０１６年４月间住院的难治性哮喘 （Ａｓｔｈｍａ）、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 （ＡＥＣＯＰＤ）以及哮喘慢阻肺

重叠综合征 （ＡＣＯＳ）患者血清、肺功能及临床资料８８例，检测外周血白细胞分类计数、血清中炎症

相关细胞因子水平、降钙素原 （ＰＣＴ）、超敏Ｃ反应蛋白 （ＣＲＰ）等指标，并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难

治性哮喘、ＡＣＯＳ以及ＡＥＣＯＰＤ患者外周血ＩＬ１７明显升高，并与外周血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炎症细

胞因子ＩＬ１β、ＩＬ２Ｒ、ＩＬ６、ＩＬ８、ＰＣＴ、ＣＲＰ以及保护性细胞因子ＩＬ１０呈正相关，与肺功能ＦＥＶ１

呈负相关，其中与ＩＬ６、ＩＬ８关系更为密切。结论　ＩＬ１７作为新型Ｔｈ１７细胞亚群分泌的主要细胞因

子，与中性粒细胞性气道炎症关系密切，在难治性哮喘、ＡＣＯＳ以及ＡＥＣＯＰＤ的诊断中具有较好的参

考价值。

犘犗２３２

儿童社区获得性支原体肺炎血清抗体滴度变化的研究

李美香１李荣香２曲政海１陈蕾１张梦雪１

１．青岛大学附属医院；２．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儿童社区获得性支原体肺炎血清支原体抗体滴度的变化规律，探讨其在支原体肺炎中的

诊断价值。方法　采用颗粒凝集法 （ＰＡ）对确诊的１３４例社区获得性支原体肺炎 （ＣＡＭＰＰ）患儿进

行血清支原体抗体滴度检测，回顾分析其在发病４～２１天血清支原体抗体滴度的变化规律，对结果进行

统计学分析。结果　１．病程在４～７天、８～１４天、１５～２１天，支原体抗体滴度≥１：１６０阳性率分别为

４１．７％、９１．６％、１００％。２．ＣＡＭＰＰ患儿在４２１ｄ内血清支原体抗体滴度与病程呈正相关关系 （ｒ＝

０．８３２，犘＝０．００＜０．０５）。３．８５例依靠双份血清 （间隔２周）确诊的 ＣＡＭＰＰ 患儿中，７５例

（８８．２４％）在间隔１周后复查的支原体抗体滴度较初诊时升高４倍或４倍以上，其中１６例升高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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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例升高８倍，４６例升高１６倍及１６倍以上。结论　１．ＣＡＭＰＰ患儿血清支原体抗体滴度变化与病程

密切相关，依靠单份血清支原体抗体滴度不足以支持ＭＰ感染，ＭＰ血清学诊断需结合病程。２．依靠双

份血清支原体抗体滴度变化诊断 ＭＰ感染时不必间隔２周，短期内 （间隔１周）复查有重要诊断价值。

犘犗２３３

新诊断哮喘患者的严重程度和规范治疗１２周的临床评估

何巧洁１杨培２

１．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２．大连市瓦房店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调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门诊就诊的新诊断哮喘患者的发病和治疗情况，以了解

新诊断哮喘患者的危险因素及严重程度，评估按照ＧＩＮＡ指南规范化治疗１２周的临床疗效，并与本院

２０１２年调查中的非规范化治疗的哮喘患者资料进行比较，为更好地开展哮喘防治工作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在本院门诊就诊的７０例新诊断的哮喘患者。１．入选标准：年

龄≥１８岁；３个月内新诊断且未用吸入激素治疗的哮喘患者。２．排除标准：过去的９０天内参加过其他

临床试验；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急性发作期的患者。３．入选时调查：基本资料及危险因素；

哮喘严重程度；哮喘控制水平。４．入选后患者按照ＧＩＮＡ指南进行规范化治疗，每４周复查１次，共

１２周。复查时调查：哮喘严重急性发作情况和哮喘控制水平。５．新诊断组和对照组的哮喘控制水平比

较。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１．哮喘危险因素和严

重程度：３０％的患者有吸烟史，３５．７％的患者有哮喘家族史，５５．７％的患者合并变应性鼻炎。常见诱因

有呼吸道感染、烟雾、气温改变、运动、尘螨和花粉过敏等。入选时中重度持续哮喘患者占９５．７％。

２．治疗依从性、哮喘严重急性发作和哮喘控制的情况： （１）入选患者中，５６例接受了１２周规范化治

疗，失访１４例。（２）规范化治疗的５６例患者调查期间内均无哮喘严重急性发作。（３）入选患者随着接

受规范化治疗时间的延长，达到哮喘控制的比例逐渐升高，至治疗１２周，按照ＧＩＮＡ指南标准，哮喘

临床控制比例达到了７８．６％，按照ＡＣＴ评分标准，哮喘良好控制以上的比例达到了９８．２％。３．新诊

断组和对照组的哮喘控制水平比较：按照ＧＩＮＡ指南标准和ＡＣＴ评分标准，新诊断组患者的哮喘临床

控制和良好控制以上比例分别为７８．６％和９８．２％，均优于对照组的２０．３％和４４．３％ （犘＜０．０１）。结论

　大多数新诊断哮喘患者的病情较重，但经过１２周的规范化治疗，７８．６％的患者可以达到哮喘临床控

制，达到临床控制的患者严重急性发作的几率大大降低。

犘犗２３４

支气管哮喘患者服用孟鲁司特后诱导痰嗜酸粒细胞
及呼出气一氧化氮的变化及其意义

时旭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探索支气管哮喘患者服用孟鲁司特治疗后嗜酸粒细胞炎症相关指标的变化及其意义。方法　

纳入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２月就诊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科的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的成人

哮喘患者２０例，其中男１１例 （５５％），女９例 （４５％），年龄在１５６０周岁之间，病程均大于８周，平

均哮喘病程８．３１±７．２３年，中位时间为３．９２年。测定患者ＦｅＮＯ水平、诱导痰嗜酸粒细胞比例、鼻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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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嗜酸粒细胞比例、血嗜酸粒细胞比例，并予孟鲁司特药物治疗２周。分别于治疗后１周、２周再次评

估患者呼出气一氧化氮、诱导痰嗜酸粒细胞比例等指标。结果　成人哮喘患者呼出气一氧化氮水平为

（５９．３５±３９．２４），诱导痰嗜酸粒细胞比例为 （１９．２１±１７．４１），经过２周治疗后患者呼出气一氧化氮水

平为 （６３．６±３４．４７），诱导痰嗜酸粒细胞比例为 （１７．４４±１９．２１），诱导痰嗜酸粒细胞较治疗前下降，

但呼出气一氧化氮未见明显变化，两者无统计学相关性 （犘＞０．０５）。结论　成人哮喘应用孟鲁司特短

期治疗，不同患者间疗效差别很大。短期应用孟鲁司特治疗可改善气道内嗜酸性炎症。

犘犗２３５

婴幼儿喘息患儿呼出气一氧化氮的临床研究

温志红 杨英杰 贺海兰 杨彩琼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５３００２１

目的　观察哮喘预测指数 （ＡＰＩ）阳性、ＡＰＩ阴性的婴幼儿喘息患儿治疗前后ＦｅＮＯ差异及变化特

点，评价动态监测ＦｅＮＯ在婴幼儿喘息性疾病中的临床作用。方法　根据 ＡＰＩ将婴幼儿喘息患儿分为

ＡＰＩ阳性组 （狀＝６２）和ＡＰＩ阴性组 （狀＝４３）。对照组为２０例健康婴幼儿。检测婴幼儿喘息患儿发作

期ＦｅＮＯ，并在其治疗后１、３、６个月进行专科随访。比较分析ＡＰＩ阳性组和ＡＰＩ阴性组两组喘息患

儿在喘息发作期及治疗后１、３、６个月ＦｅＮＯ水平的差异，并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　１．ＡＰＩ阳性

组、ＡＰＩ阴性组发作期ＦｅＮＯ水平 （分别为３２．２４±１５．０４ｐｐｂ，１６．１４±６．３５ｐｐｂ）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９．４５±３．１９ｐｐｂ，犘＜０．０１）；ＡＰＩ阳性组发作期及治疗后１月 （２１．２２±１１．４７ｐｐｂ）、３月 （１５．６１±

７．６６ｐｐｐｐｂ）、６月 （１２．９０±５．３８ｐｐｂ）ＦｅＮＯ水平均高于ＡＰＩ阴性组 （分别为１２．１０±４．５９ｐｐｂ，９．４０

±２．９２ｐｐｂ，９．００±２．７６ｐｐｂ，Ｐ均 ＜０．０５）。２．ＡＰＩ阳性组在治疗后１月、３月、６月ＦｅＮＯ水平仍显

著高于对照组 （Ｐ均＜０．０１）；ＡＰＩ阴性组治疗后１月ＦｅＮＯ水平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治疗后３月、

６月ＦｅＮＯ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均＞０．０５）。３．ＡＰＩ阳性组ＦｅＮＯ水平随治疗时

间的延长逐渐降低，治疗后１月、３月、６月ＦｅＮＯ水平与喘息发作期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均＜０．０５）；治疗后３月、６个月ＦｅＮＯ水平均低于治疗后１月 （Ｐ均 ＜０．０５）；治疗后第６月ＦｅＮＯ

水平低于治疗后第３月，但无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４．ＡＰＩ阴性组在治疗后１月、３月、６月ＦｅＮＯ

水平均低于喘息发作期 （Ｐ均＜０．０５）；治疗后３月、６月ＦｅＮＯ水平继续下降，低于治疗后１月 （Ｐ均

＜０．０５）；治疗后第３月ＡＰＩ阴性组已全部停用抗炎药物，但ＦｅＮＯ水平治疗后第６月与治疗后３月比

较无再次上升 （犘＞０．０５）。结论　１．ＦｅＮＯ可反映婴幼儿喘息患儿气道炎症的消长；２．ＦｅＮＯ对婴幼儿

喘息患儿抗炎药物使用有指导作用；３．ＦｅＮＯ有助于评估喘息患儿发生哮喘的危险性。

犘犗２３６

广州市学龄儿童食物过敏与哮喘、过敏性鼻炎相关性分析

鲜墨 李靖 冯木林 韦妮莉 符始艳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了解广州学龄儿童食物过敏与哮喘、过敏性鼻炎相互关系。方法　对广州５８８０名５～１６岁

儿童进行初筛问卷调查，将１８９例医生诊断食物过敏的儿童纳入病例组，２１３例性别与年龄相匹配的健

康儿童作为对照组，进行标准化问卷调查和病例对照分析，并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食物过敏与哮喘、

过敏性鼻炎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医生诊断的食物过敏患病率为４．０％。食物过敏儿童中５１．９％合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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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性鼻炎，１８．０％合并哮喘，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１９．８６１，犘＜０．００１；χ２＝１２．６６１，犘

＜０．００１）。食物过敏儿童尘螨ＳＰＴ、ｓＩｇＥ阳性率 （５１．３％，５７．１％）也高于对照组 （χ２＝１６．３６５，犘

＜０．００１；χ２＝２２．０６２，犘＜０．００１）。食物过敏及食物过敏原ＳＰＴ、ｓＩｇＥ阳性不是哮喘、过敏性鼻炎的

风险因素。而合并哮喘 （ＯＲ３．０１，９５％ＣＩ：１．３２～６．８９）、气传性过敏原ｓＩｇＥ阳性 （ＯＲ２．１６，９５％

ＣＩ：１．０１～４．６１）则是食物过敏的风险因素。结论　广州学龄儿童食物过敏与哮喘、过敏性鼻炎关系密

切，应注意疾病间的相互筛查。

犘犗２３７

２２例儿童肺炎支原体性肺炎伴肺不张临床分析

卓志强 苏德泉 李金藩

厦门市儿童医院３５１００５

目的　探讨肺炎支原体性肺炎伴肺不张的临床特征、治疗及预后。方法　对我院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

２０１６年０３月收治的肺炎支原体性肺炎伴肺不张２２例进行回顾性总结。所有病例均根据临床症状、肺

炎支原体ＩｇＭ抗体及影像学结果进行诊断。结果　２２例肺炎支原体性肺炎伴肺不张中，难治性肺炎支

原体感染占３例，纤维支气管镜冲洗治疗２２例，诊断明确后予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除２例难治性

肺炎支原体性肺炎效果欠佳，均好转出院，３４周的随访所有病例均恢复良好。结论　肺炎支原体性肺

炎伴肺不张最主要的临床特征是发热、刺激性干咳，目前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仍是首选，纤维支气管镜可

作为其辅助治疗。

犘犗２３８

石嘴山市气传花粉与花粉症患者就诊人次关系分析

张静虹 石君 高月玲 侯凤玲 马海燕

石嘴山市第一人民医院７５３２００

目的　分析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两年间花粉症患者就诊人次与石嘴山地区同期空气气传花粉浓度的关系。方

法　选择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两年间石嘴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过敏诊疗中心就诊１１４１例花粉症患者，并对空气监

测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花粉症的发病季节与石嘴山地区气传花粉高峰期基本吻合，花粉症患者的

就诊人次与致敏花粉总量为高相关。结论　秋季花粉仍为石嘴山地区的主要致敏花粉；患者发病与花粉

总量及致敏花粉的数量相关。

犘犗２３９

西安市城区花粉调查研究

吴媛媛 孙秀珍 刘昀 张永红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７１０００４

目的　明确西安市城区优势气传花粉的种类及飘逸规律，为当地变应性鼻炎、变应性哮喘等花粉变

应性疾病的防治提供依据。方法　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设置花粉取样点，采用Ｄｕｒｈａｍ

重量玻片法取样，然后对所收集的花粉粒进行统计；制作植物标本及标准花粉片，光学显微镜下鉴定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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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的种类。结果　花粉取样点２年来共收集花粉２７４６４粒，能鉴别至科的有４个、属有２２个、种有１

个，含量占花粉总量５％以上的有７种，即杨属、松属、悬铃木属、草属、藜草属、蒿草属；西安市

城区全年均有花粉飘逸，形成了３～５月和８～９月２个花粉飘逸高峰；植被调查发现西安市城区以杨

树、法桐、松树、柳树、柏树等木本植物为主，城郊以蒿草、草、藜草、禾本科等草本植物为主。结

论　本地区花粉飘逸规律与植被分布相一致，本研究将为本地区花粉症的防治和绿化种类的选择提供可

靠依据。

犘犗２４０

不同浓度乙酰甲胆碱对以胸闷为主诉的不典型支气管哮喘的诊断价值

吴媛媛 孙秀珍 刘昀 李芳霞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７１０００４

目的　探讨不同浓度乙酰甲胆碱对以胸闷为主诉的不典型支气管哮喘的诊断意义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

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我科门诊以胸闷为主诉就诊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中肺通气功能提示第１秒

最大呼气量 （ＦＥＶ１）≥７０％者，予以乙酰胆碱吸入行支气管激发试验。按照不同药物激发浓度出现气

道高反应性阳性，将患者分为５组：%０．２５ｍｇ／ｍｌ组、０．２５～０．５ｍｇ／ｍｌ组、０．５～１ｍｇ／ｍｌ组、１～

２．５ｍｇ／ｍｌ组、≥２．５ｍｇ／ｍｌ组 （支气管激发试验阴性）。患者均行标准支气管哮喘糖皮质激素吸入治

疗方案：信必可 （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粉吸入剂１６０ｕｇ：４．５ｕｇ，２次／ｄ，持续３个月）。分别于治疗前和

治疗后１月，对胸闷症状的控制和ＰＥＦ进行评价。结果　乙酰胆碱浓度≥１ｍｇ／ｍｌ支气管试验激发阳性

的患者，按支气管哮喘治疗前后 ＡＣＴ评分和ＰＥＦ值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乙酰胆碱浓度%

１ｍｇ／ｍｌ支气管试验激发阳性的患者，按支气管哮喘治疗前后 ＡＣＴ评分和ＰＥＦ值有统计学差异 （犘＜

０．０５）。结论　不同浓度的乙酰胆碱对以胸闷为主诉的不典型支气管哮喘具有重要诊断价值；支气管激

发试验阳性，但乙酰胆碱浓度≥１ｍｇ／ｍｌ的患者患有哮喘的可能性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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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ＫＩ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ｕｎｔｉｌＡｐｒｉｌ１７，２０１４．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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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２４３

皮肤过敏原点刺试验对犃犆犗犛的诊断意义

施丽泳 陈晓阳 高锦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３６２０００

目的　测定并比较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重叠综合征与合并过敏性鼻炎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及单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皮肤过敏原点刺试验阳性率，了解皮肤过敏原点刺试验对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支气管哮喘重叠综合征的诊断价值。方法　分析我院门诊２０１６年３月１日至今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

已确诊并控制良好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ＣＯＰＤ）患者６０例，结合临床、体征并进行肺功能及支气管

激发或舒张试验测定，确诊合并支气管哮喘和／或过敏性鼻炎患者３１例。其中同时合并支气管哮喘及过

敏性鼻炎患者８例，合并支气管哮喘 （即ＡＣＯＳ重叠综合征）无过敏性鼻炎患者１１例，合并过敏性鼻

炎无支气管哮喘患者１２例，单纯ＣＯＰＤ患者２９例，对以上四组患者进行皮肤过敏原点刺试验，观察

比较各组过敏原点刺试验的阳性率差异。结果　同时合并支气管哮喘及过敏性鼻炎组、ＡＣＯＳ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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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鼻炎ＣＯＰＤ及单纯ＣＯＰＤ组的阳性率分别为３４．５％、２６．７％、１２．３％、５．９％，差异均具有显著

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结论　合并支气管哮喘的ＡＣＯＳ重叠综合征患者或合并过敏性鼻炎的ＣＯＰＤ

患者皮肤过敏原点刺试验的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单纯ＣＯＰＤ患者，因此皮肤过敏原点刺试验对ＡＣＯＳ具

有一定的诊断意义，但以此作为诊断条件仍不足，有待进一步试验协助诊断。

犘犗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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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ｅｓｃｅｍａ．

犘犗２４５

短期雾霾刺激对健康成年人鼻腔炎症状态的影响

羡慕 王奎吉 王阳 王成硕 张罗

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探讨短时间空气污染物尤其是ＰＭ２．５刺激对于健康成年志愿者的鼻部症状、鼻阻力和鼻腔

炎症状态的影响。方法　３３位居住在北京市中心的大学生参与本项研究，分别于雾霾发生前和雾霾持

续五天后两次评估这３３位受试者的鼻部主观症状评分、鼻功能客观检查、上下呼吸道ＮＯ浓度、以及

鼻分泌物中的炎性因子和神经递质水平。结果　与第一次访视时相比，受试者在接受第二次访视时鼻部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鼻堵、鼻痒、鼻干或分泌物增多等不适症状，并造成鼻阻力增加，鼻腔容积及鼻腔最

小横截面积减小；上、下呼吸道一氧化氮水平升高；鼻分泌物中的ｅｏｔａｘｉｎ、ＩＬ５、ＣＣＬ１７、ＩＬ８、Ｐ物

质、神经生长因子和血管活性肠肽浓度显著升高，而ＩＦＮγ、ＩＬ１０、ＴＧＦα和神经肽浓度较基线明显

下降。结论　短期雾霾刺激会加重鼻腔炎症状态，导致鼻腔分泌物炎症介质倾向于ＴＨ２型分化。鼻黏

膜副交感神经兴奋度增高，交感神经兴奋度下降，感觉神经敏感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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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２４６

常见呼吸系统变应性疾病吸入性变应原谱分析
及特异性免疫治疗临床观察

吴秋歌 李健康 王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４５００５２

目的　了解河南省常见呼吸系统变应性疾病主要的吸入性变应原，从而对其流行病学研究及治疗和

预防提供重要依据；通过观察于我院变态反应室行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病例作一回顾性分析观察特异性免

疫性治疗的疗效。方法　应用点刺液进行皮肤点刺试验，对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１６７０例呼吸系统变

态反应疾病患者进行过敏原检测，并进一步收集接受特异性免疫治疗１年的过敏性鼻炎、变异性哮喘患

者的病历资料。结果　１．变应原谱结果：１．１　１６７０例患者中点刺试验阳性率为５４．０％；其中以户尘

螨 （３５．６％）、粉尘螨 （３３．６％）阳性率最高，其次为春季花粉 （２２．７％）、夏秋花粉 （１９．６％）。１．２　

只对１种过敏原呈阳性反应的有７３３例 （４３．９％），对２种过敏原呈阳性反应的有４００例 （２４．０％），对

３种以上过敏原呈阳性反应的有５３７例 （３２．１％）。２．特异性免疫治疗疗效观察 ：２．１　１１６例接受特异

性免疫治疗的患者有效例数为９８例，总有效率为８４．５％。２．２　单纯螨过敏患者免疫治疗１年时总有

效率８７．５％；多种过敏原过敏总有效率为８２．９％，两组间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２．４　

儿童组治疗１年后，总有效率为８８．２％；成人组有效率为８４．９％，两组间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结论　尘螨是河南省呼吸系统变应性疾病最常见的变应原；标准化疫苗免疫治疗对于尘螨及

其他过敏原引起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尤其是支气管哮喘患者，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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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ａ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ｓｔｈｍａｍｏｄｅ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ｏｆＲＡＧＥ，ＦＰＳＺＭ１ａｎｄＲＡＧＥ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

ｐｅｐｔｉｄｅ（ＲＡＰ），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ｏｆ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ＩＣＧ００１ａｎｄＸＡＶ９３９，ｗｅｒ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ｇｉｖｅｎｔｏｔｈｅｍｉｃｅｖｉａｉｎｔｒａ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犚犲狊狌犾狋狊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ＲＡＧ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ｉｔｓｌｉｇ

ａｎｄｓＨＭＧＢ１，Ｓ１００Ａ１２，Ｓ１００Ｂ，ＨＳＰ７０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ＤＩｅｘｐｏｓｅｄｌｕｎｇｓ，ａｎｄｗａｓｔｈｅ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ｂｙ

ＦＰＳＺＭ１／ＲＡＰ．Ｍｉｃ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ｉｔｈｅｒ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ｈｏｗ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ｌｕｎｔｅｄａｉｒｗａｙ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ｉｒ

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ｏｂｌｅｔｃｅｌｌｍｅｔａｐｌａｓｉａ，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２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ＴＤＩｅｘｐｏ

ｓｕｒ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ｌｅｖｅｌ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ｓＡｋｔ（Ｓｅｒ４７３），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ＧＳＫ３β（Ｓｅ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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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ｓ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ａｔＳｅｒ３３／３７／Ｔｈｒ４１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ｓ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ａｔＳｅｒ５５２，ｒａｉｓｅｓ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ａｎｄｎｕｃｌｅａｒｌｅｖｅｌｓｏｆ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ａｎｄ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ｉｔｓ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ＭＰ２，ＭＭＰ７，ＭＭＰ９，ＶＥＧＦ，ｃｙｃｌｉｎＤ１，ｆｉｂｒｏｎｅｃｔｉｎ），ａｌｌｏｆ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ｒｅｓｃｕｅｄｂｙＲＡＧ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ｅｉｔｈｅｒＸＡＶ９３９ｏｒＩＣＧ００１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

ｈｉｂｉｔｅ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ａｎｄ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ｍＲ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ｇｅｎｅｓｉｎＴＤＩａｓｔｈ

ｍａｔｉｃｍｉｃ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ｄｂｙ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ｄＴＤＩｉｎｄｕｃｅｄｈｙｐ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ａｉｒｗａ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ｄａｉｒｗａｙｇｏｂｌｅｔｃｅｌｌｍｅｔａ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２ｉｎｆｌａｍｍａ

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ｌ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ＧＦβ１，ＶＥＧＦａｎｄＨＭＧＢ１．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

ＲＡＧＥｐｌａｙｓａ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ｏｌｅｉｎＴＤＩ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ｉ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ｆｏｒ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ｉｎｇ

ＲＡＧＥ／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ａｘｉｓａｓａ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ａｓｔｈｍａ．

犘犗２４８

血红素加氧酶１抑制嗜碱性粒细胞功能减轻过敏性气道炎症

钟文伟１吴巾红１张彦洁１夏振炜２

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２．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嗜碱性粒细胞在过敏性气道炎症及Ｔｈ２免疫应答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关于其调控机制研究

较少。血红素加氧酶１ （ＨＯ１）是一种被认为是一种保护蛋白，可通过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调控免疫

应答。本研究探讨ＨＯ１对嗜碱性粒细胞功能的调控作用及其在调节过敏性气道炎症中的作用。方法　

通过ＯＶＡ致敏、激发Ｂａｌｂ／ｃ小鼠建立ＯＶＡ诱导的过敏性气道炎症动物模型；在ＯＶＡ致敏、激发过

程中分别予以Ｈｅｍｉｎ （ＨＯ１酶诱导剂）和Ｈｅｍｉｎ＋ＳｎＰＰ （ＨＯ１酶抑制剂）干预小鼠以调节 ＨＯ１活

性，通过流式细胞仪、ＥＬＩＳＡ分析ＨＯ１干预对肺组织嗜碱性粒细胞功能、Ｔｈ２免疫应答影响及气道

炎症影响。通过外源性回输ＨＯ１干预嗜碱性粒细胞至正常Ｂａｌｂ／ｃ小鼠，经ＯＶＡ气道激发后观察其对

小鼠Ｔｈ２免疫应答及气道炎症影响。结果　１、ＨＯ１活性增强后显著抑制肺组织嗜碱性粒细胞比例、

嗜碱性粒细胞表面活化标记ＣＤ２００Ｒ、共刺激分子ＣＤ８０、ＣＤ４０表达及其对ＤＱＯＶＡ的摄取；２、ＨＯ

１活性增强后显著降低血清ＩｇＥ、肺组织ＩＬ４水平，减少脾脏ＯＶＡ特异性Ｔｈ２细胞比例，减轻肺组织

过敏性气道炎症；３、回输ＨＯ１活性增强后嗜碱性粒细胞至正常Ｂａｌｂ／ｃ小鼠显著降低血清ＩｇＥ、肺组

织ＩＬ４水平，减少脾脏ＯＶＡ特异性Ｔｈ２细胞比例，减轻肺组织过敏性气道炎症；５、上述 ＨＯ１作用

可被 ＨＯ１活性抑制剂ＳｎＰＰ所逆转。结论　１、嗜碱性粒细胞在ＯＶＡ诱导的过敏性气道炎症中起着重

要作用；２、ＨＯ１在ＯＶＡ诱导的过敏性气道炎症中具有显著抗过敏性气道炎症作用；２、ＨＯ１对肺

组织嗜碱性粒细胞功能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我们研究表明，ＨＯ１对参与Ｔｈ２免疫反应和过敏性气道炎

症的重要免疫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具有抑制作用，从而起到抑制过敏性气道炎症的保护作用。

犘犗２４９

犚犃犖犓／犚犃犖犓犔／犗犘犌信号通路对小鼠树突状细胞功能的功能影响

李雅莉 杨侠 张洁 张秋红 张明 单虎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７１０００４

目的　利用ｒｍＧＭＣＳＦ和ｒｍＩＬ４联合干预诱导骨髓细胞分化为ＤＣｓ，分析活化ＲＡＮＫ／ＲＡＮＫＬ／

ＯＰＧ信号通路对ＤＣｓ功能的影响。方法　建立树突状细胞体系，ＬＰＳ刺激其诱导分化为成熟的Ｄ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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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镜下观察树突状细胞的形态，流式细胞术检测ＤＣｓ表面共刺激分子ＣＤ１１ｃ、ＣＤ４０、ＣＤ８６的表达情

况，台盼蓝染色观察各组树突状细胞存活情况。结果　１． 从第１天至第３天，细胞从贴壁逐渐呈半悬

浮生长，可见少量集落，体积增大，形态不规则，表面可见数个短小突起；培养至第５天，细胞形态开

始呈现典型不规则星状、树突状，细胞集落增多并且增大；ＬＰＳ刺激２４小时后，细胞树突明显加长，

胞体不规则，形态典型。２．ＬＰＳ刺激２４小时后ＤＣｓ表面共刺激分子ＣＤ４０、ＣＤ８６、ＣＤ１１ｃ均成高表

达。３．台盼蓝染色计活细胞数，实验发现空白对照组及ＯＰＧ组的ＤＣｓ从第１天开始就迅速减少，而

ＲＡＮＫＬ＋ＯＰＧ组存活细胞减少较慢，差异与其余两组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从第３天开始，

ＯＰＧ组存活细胞数开始明显减少，与ＲＡＮＫＬ＋ＯＰＧ组差异逐渐增加 （犘＜０．０５），与空白对照组无明

显差异 （犘＞０．０５）。结论　１．经ｒｍＧＭＣＳＦ及ｒｍＩＬ４联合诱导小鼠骨髓细胞，并通过ＬＰＳ刺激成熟

后可成功建立成熟树突状细胞体系，所培养的细胞具有典型的成熟ＤＣｓ形态特征及表型。２．ＯＰＧ可对

抗ＲＡＮＫＬ对树突状细胞的保护作用，从而减弱树突状细胞的功能。结合第一部分实验结论，推测树

突状细胞ＲＡＮＫ／ＲＡＮＫＬ／ＯＰＧ信号通路参与了支气管哮喘的发生发展，为支气管哮喘的治疗提供新

的思路。

犘犗２５０

可溶性犅７犎３ （狊犅７犎３）在支原体肺炎患儿中表达的临床意义

于乐香 严永东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２１５００３

目的　检测ｓＢ７Ｈ３在肺炎支原体肺炎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ＭＰＰ）患儿血浆中

的表达并与ＩＦＮγ及ＩＬ４作相关性分析，探讨其在ＭＰＰ发病中的作用及与病情轻重的关系。方法　收

集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的７８例ＭＰＰ患儿及４０例择期手术患

儿的外周血浆，采用ＥＬＩＳＡ的方法检测其中ｓＢ７Ｈ３、ＩＦＮγ及ＩＬ４的表达，并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法分析。结果　ＭＰＰ患儿急性期血浆ｓＢ７Ｈ３和ＩＦＮγ的表达都呈高水平 （犘＜０．００１），经治疗后均有

不同程度降低，但仍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重症 ＭＰＰ患儿急性期血浆ｓＢ７Ｈ３和ＩＦＮγ表达水平均

高于轻症患儿 （犘＜０．０５）；急性期ＩＬ４表达呈低水平 （犘＝０．０１４），治疗后升高不明显 （犘＝０．０６７），

且轻症组和重症组表达无明显差异；ｓＢ７Ｈ３和ＩＦＮγ的表达有一定的相关性。结论　ｓＢ７Ｈ３、ＩＦＮγ

及ＩＬ４均与 ＭＰＰ的发病有关，其中ｓＢ７Ｈ３及ＩＦＮγ与 ＭＰＰ病情轻重有关，重症患儿急性期表达水

平明显高于轻症患儿，有助于判断病情轻重；ｓＢ７Ｈ３与ＩＦＮγ表达水平呈正相关，提示ｓＢ７Ｈ３可能

通过促进Ｔｈ１型细胞免疫反应，促进ＩＦＮγ生成，从而对机体造成损伤。

犘犗２５１

血清 （１，３）犅犇葡聚糖检测对儿童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的诊断价值

靳秀红

郑州市儿童医院４５００５３

目的　探讨讨血清 （１３）一１３·Ｄ葡聚糖检测对儿童深部真菌感染患者的诊断价值及临床意义；

方法　应用 ＭＢ一８０微生物动态快速检测系统及ＧＫＴ一５ＭＳｅｔ动态真菌检测试剂盒定量检测血浆

（１３）一β—Ｄ一葡聚糖的含量。并与真菌培养法相比较；结果　６０例可疑深部真菌感染患者，经传统

培养方法诊断２８例阳性，３２例阴性，阳性率为４６．７％；经血清 （１３）βＤ葡聚检测３３例阳性，１２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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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疑感染，阳性率为５５．０％，２０例健康对照组均为阴性。说明血清 （１．３）βＤ一葡聚糖检测较传

统的真菌分离、培养与鉴定方法简便，快速，阳性率高，可用于深部真菌感染的早期诊断。

犘犗２５２

辣椒素激发试验在儿童哮喘、慢性咳嗽的临床应用

周秋梅 刘长山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３００２１１

目的　探讨辣椒素激发试验在儿童哮喘、慢性咳嗽的应用价值。方法　１．选择２０１５年８月一２０１６

年３月门诊治疗的哮喘临床缓解期患儿７３例；慢性咳嗽患儿１５３例，其中咳嗽变异性哮喘 （ＣＶＡ）３３

例、过敏性鼻炎 （ＡＲ）７５例，感染后咳嗽 （ＰＩＣ）２３例、过敏性咳嗽 （ＡＣ）２２例；正常对照组儿童

５０例。在就诊时分别记录咳嗽症状积分，并进行辣椒素激发试验，记录咳嗽２次及５次时辣椒素激发

溶液的浓度即Ｃ２和Ｃ５，以对数值ｌｇＣ２、ｌｇＣ５判断敏感性。并进行比较。２．随诊４８例慢性咳嗽患儿，

其中ＡＲ１５例、ＣＶＡ１０例、ＰＩＣ１３例及ＡＣ１０例，经治疗咳嗽缓解或消失后再次测定Ｃ２和Ｃ５．３．哮喘

儿童３５例，ＣＶＡ２０例，过敏性鼻炎２５例取血检测血清总ＩｇＥ （ＴＩｇＥ）含量，同时进行辣椒素激发试

验、呼出气一氧化氮 （ＦｅＮＯ）测定分析结果有无相关性。结果　１．正常对照组、哮喘临床缓解期及慢

性咳嗽儿童ｌｇＣ２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但ｌｇＣ５具有统计学差异。哮喘临床缓解期、ＣＶＡ、ＡＲ、ＰＩＣ、

ＡＣ之间咳嗽症状评分无明显差异，其中ＰＩＣｌｇＣ５均值明显低于其他组，ｌｇＣ５均值排序由高到低为正

常对照组＞哮喘临床缓解期＞ＡＲ＞ＣＶＡ＞ＡＣ＞ＰＩＣ。２．对照组ｌｇＣ５值多集中在数值３，哮喘临床缓

解期、ＣＶＡ及ＡＣ儿童ｌｇＣ５值虽然离散，但中位数多分布在数值３附近，ＰＩＣ、ＡＣｌｇＣ５值离散相似，

但中位数不相似。可能提示辣椒素激发试验检测的咳嗽敏感性在正常、哮喘临床缓解期、慢性咳嗽儿童

中均有重叠，故诊断意义不明确，但在了解咳嗽病情方面有着一定的作用。３．哮喘临床缓解期、ＡＲ、

ＣＶＡ儿童比较发现不同，ＴＩｇＥ水平ｌｇＣ２、ｌｇＣ５、ＦｅＮＯ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４．２７６例患儿进行辣椒

素激发试验前后ＦＥＶ１、ＰＥＦ、ＰＥＦ２５７５结果无明显降低，实验过程中仅１例出现恶心，但无明显出

现喘息、过敏、呼吸困难等严重情况出现。结论　辣椒素激发试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咳嗽的敏感程

度，在不同疾病之间辣椒素激发测定值有所重叠故诊断意义不明确，辣椒素激发试验在儿童中进行操作

具有安全性。

犘犗２５３

脉冲振荡检测、用力通气肺功能检测
在儿童支气管哮喘规范化管理中的应用

刘晓娟 张中平

河北省儿童医院０５００３１

目的　通过对比支气管哮喘患儿规范化管理前后脉冲振荡检测、用力通气肺功能检测指标的变化，

为儿童哮喘规范化管理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德国耶格肺功能测定系统对１５０例６１４岁哮喘儿童在急

性发作期、临床缓解期３个月、６个月及１年分别进行脉冲振荡检测、用力通气肺功能检测，比较各期

实测值以及异常比例的差异。结果　脉冲振荡检测中在急性发作期气道总阻力 （Ｒ５）增高、外周弹性

阻力 （Ｘ５）绝对值增大，部分患儿中心气道阻力 （Ｒ２０）增高，哮喘控制治疗与管理后相关指标逐渐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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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３个月时外周弹性阻力 （Ｘ５）、中心气道阻力 （Ｒ２０）基本恢复，６个月时气道总阻力 （Ｒ５）基本

恢复，１年时气道总阻力 （Ｒ５）、外周弹性阻力 （Ｘ５），中心气道阻力 （Ｒ２０）均恢复正常。用力通气肺

功能检测中在急性发作期用力肺活量 （ＦＶＣ）、１秒用力呼气量 （ＦＥＶ１）、呼气峰流速 （ＰＥＦ）及呼出

２５％、５０％、７５％肺活量时的呼气流速 （ＦＥＦ２５～７５）等实测值与预计值比较均下降，哮喘治疗与管理

后３个月开始相关指标逐渐恢复，６个月后肺活量 （ＦＶＣ）、１秒用力呼气量 （ＦＥＶ１）、呼气峰流速

（ＰＥＦ）及呼出２５％肺活量时的呼气流速 （ＦＥＦ２５）基本恢复。１年时呼出５０％、７５％肺活量时的呼气

流速 （ＦＥＦ５０～７５）基本恢复。结论　通过对支气管哮喘儿童进行脉冲振荡检测、用力通气肺功能检

测，可以动态观察患儿气道功能恢复情况。两种肺功能检测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在哮喘疗效评估等方面

具有良好的作用，可为儿童支气管哮喘规范化管理提供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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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ｔｈｍａ．

犘犗２５６

广州市学龄前儿童支气管哮喘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

陈永滔 陈钊 郭欣瑜 黎柳婷 罗嘉莹 孙宝清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分析广州市学龄前儿童支气管哮喘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随机整体抽样方法在广

州市内抽取不同地方的幼儿园的儿童家长完成一份统一的问卷。使用ｓｐｓｓ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问卷总数６９５份，废卷６２份，有效问卷６３４份，有效应答率９１％。结果　 （１）６３４份有效问卷中，男

３３５例，占５２．８％；女２９９例，占４７．２％，平均年龄 （４．４１．０）岁。儿童支气管哮喘的患病率为

３．８％。（２）使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法对儿童自身各类过敏史进行关联性的分析：支气管哮喘与眼部过

敏症、过敏性鼻炎相关的关联系数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３）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法可得，父亲

有过敏性皮炎史，母亲有过敏性鼻炎史、过敏性皮炎史，兄弟姐妹有支气管哮喘史，儿童患支气管哮喘

疾病的风险会增加 （犘＜０．０５）。（４）利用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得，家是否临近大马路 ［ＯＲ＝１．０２５

（０．２４３—４．３２８），犘＝０．９７３］、学校是否临近大马路 ［ＯＲ＝１．７７１ （０．３５５—８．８４７），犘＝０．４８６］、宠物

［Ｏ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犘＝０．９９８］、花草 ［ＯＲ＝０．５０２ （０．１１９—２．１１９），犘＝０．３４８］、毛绒或

泡沫玩具 ［ＯＲ＝１．９８５（０．８１４—４．８４１），犘＝０．１３２］、家中是否有人吸烟 ［ＯＲ＝１．０５７ （０．７６８—

１．４５６），犘＝０．７３４］、地板材料 ［ＯＲ＝１．０１７（０．７７７—１．３３０），犘＝０．９０２］、枕头材料 ［ＯＲ＝０．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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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００—１．２６３），犘＝０．２４５］、被子材料 ［ＯＲ＝０．１８５ （０．００６—５．３１１），犘＝０．３２５］均与儿童患病率

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广州市内，影响哮喘患病率的自身过敏因素与国外略有不同。家长或监护人应

该尽量减少小孩与毛绒或泡沫玩具接触的机会。

犘犗２５７

室内霉菌暴露与支气管哮喘的关系

郭嘉浚 袁艳 罗嘉莹 温晓茵 黄淑娟 李玉勤 孙宝清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霉菌存在于室内和室外环境，环境中霉菌暴露在支气管哮喘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我们

通过监测支气管哮喘患者及健康人群家中霉菌浓度，并结合其家居情况，研究家居霉菌暴露与支气管哮

喘之间的关系。方法　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诊的支气管哮喘患者中选取３４人 （４～４６岁）

及１５名正常人家中采用沉降法检测空气中霉菌浓度。哮喘组中儿童１７人，成人１７人，正常组中正常

儿童６人，成人９人。使用沉降法采集空气中浮游霉菌，通过观察菌落数量并通过公式换算后确定霉菌

浓度。并记录受试者家居情况，哮喘患者需填写 （哮喘控制测试 （ａｓｔｈｍ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ｓｔ，ＡＣＴ），儿童哮

喘控制测试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ｓｔｈｍ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ｓｔ，ＣＡＣＴ）。运用ＳＰＳＳ软件对受试者室内霉菌浓度与湿度进行

相关性分析，患者与正常人卧室霉菌浓度进行非参数秩和检验。结果　进行非参数秩和检验发现支气管

哮喘患者的室内霉菌浓度 （１８．２１±６．１１４ＣＦＵ／ｍ３）与正常人组 （１９．５６±３．５８１ＣＦＵ／ｍ３）比较没有显

著差异 （犘＝０．３５）。在哮喘组家中，其中１２名患者家中有肉眼可见的发霉现象和水损情况，但霉菌浓

度与室内湿度没有显著相关性 （犘＝０．３２６）。室内霉菌浓度与 ＡＣＴ评分有相关性 （犘＝０．０４４）。结论

　本研究没有发现支气管哮喘患者与正常人室内霉菌浓度之间存在差异，但哮喘患者对室内霉菌具有易

感性。

犘犗２５８

孟鲁司特钠与丙酸氟替卡松治疗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研究

陈建川１，２，３代继宏１，２，３

１．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一病房；２．儿童发育与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３．儿科学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孟鲁司特钠联合丙酸氟替卡松对治疗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 （ＣＶＡ）的临床疗效及安全

性。方法　收集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于我院哮喘科门诊明确诊断的ＣＶＡ患儿共２４０例，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平均分为３组，分别予以口服孟鲁司特钠＋吸入丙酸氟替卡松 （Ｍｏｎ＋Ｆｌｕ组）、单用吸入

丙酸氟替卡松 （Ｆｌｕ组）、单用口服孟鲁斯特钠 （Ｍｏｎ组）。观察用药８、１２周后３组患儿的咳嗽症状、

肺功能变化及不良反应情况，并于治疗结束后２４周随访患儿咳嗽症状的复发情况。结果　①治疗８周

后，Ｍｏｎ＋Ｆｌｕ组咳嗽评分 （１．１±０．７）明显低于Ｆｌｕ组 （１．７±０．８）、Ｍｏｎ组 （１．６±０．８）（ｔ值分别

为４．９７３，４．３５３，均犘＜０．０５），后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值为０．５６０，犘＞０．０５）；Ｍｏｎ＋Ｆｌｕ

组第１秒钟用力呼气量 （ＦＥＶ１）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９３．４±１５．８）明显高于Ｆｌｕ组 （８７．４±１１．０）和

Ｍｏｎ组 （８６．５±９．８）（ｔ值分别为２．８０４，３．３１５，犘＜０．０５），最大呼气流速 （ＰＥＦ）占预计值的百分

比 （８９．８±１５．４）明显高于Ｆｌｕ组 （８４．９±１３．４）和 Ｍｏｎ组 （８５．１±１２．３） （ｔ值分别为２．１２６，

２．１２４，犘＜０．０５），后两组间ＦＥＶ１％、ＰＥ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值分别为０．５２５，０．０８２，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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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②治疗１２周后，３组患儿咳嗽评分、ＦＥＶ１及ＰＥＦ占预计值的百分比差异均无统计学 （均犘＞

０．０５）。③３组患儿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１．０２６，犘＞０．０５）；④３组患儿复

发率不全相同 （χ２＝１０．４４５，犘＜０．０５），即 Ｍｏｎ＋Ｆｌｕ组 （３．８５％）和Ｆｌｕ组 （５．２６％）随访期间复

发率明显低于 Ｍｏｎ组 （１７．３３％）（χ２＝７．４２８，５．５０５，均犘＜０．０５），而前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①孟鲁司特钠联合丙酸氟替卡松治疗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８周时疗效优于单用，但

在用药１２周后联合用药不再具有优势。②联合用药与单用丙酸氟替卡松复发率相当，均低于单用孟鲁

司特钠。

犘犗２５９

云贵高原地区４２例犃犆犗犛患者临床特征研究

杜锡潮

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５５０００２

目的　观察云贵高原地区４２例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重叠综合征 （ａｓｔｈｍａ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ＣＯＳ）患者临床特征。方法　收集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４

月２０日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经肺功能检测确诊的４２例ＡＣＯＳ患者 （即ＡＣＯＳ组）和

４３例单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ＰＤ）患者 （即单纯慢阻肺组）

临床资料，比较两组ＦＥＶ１／ＦＶＣ比例、ＦＥＶ１／预计值比例、人均住院费用、人均住院天数的差异。结

果　ＡＣＯＳ组人均住院天数与单纯慢阻肺组无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ＡＣＯＳ组 ＦＥＶ１／ＦＶＣ比值、

ＦＥＶ１／预计值比例较单纯慢阻肺组明显降低 （犘＜０．０５）；ＡＣＯＳ组人均住院费用较单纯慢阻肺组显著

升高 （犘＜０．０５）。结论　云贵高原地区ＡＣＯＳ患者较单纯慢阻肺患者呼吸道气流受限更重，临床治疗

费用更高，ＡＣＯＳ成为制约云贵高原地区居民健康水平及经济水平的一种重要疾病。

犘犗２６０

空气净化器对室内空气颗粒物浓度和
呼吸道过敏性疾病患者症状的影响

梁楚琴 黄惠敏 罗嘉莹 孙宝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探讨空气净化器对空气颗粒物的浓度变化，及其对呼吸道过敏性疾病患者症状评分的影响。

方法　选取２０例呼吸道过敏性疾病患者，临床诊断包括鼻炎、哮喘或鼻炎合并哮喘，且屋尘螨ｓＩｇＥ≥

２级，平均年龄１０．５０ （７．２５，２８．７５）岁。分别测试使用空气净化器 （呼博士ＢＡ６０３０）前１个月和使

用空气净化器后１个月、２个月、３个月、４个月患者卧室内及阳台 （室外）ＰＭ２．５和ＰＭ１０的浓度，

同时对患者进行鼻结膜炎相关生活质量问卷 （ＲＱＬＱ）和哮喘控制测试问卷 （ＡＣＴ、ＣＡＣＴ）调查。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使用空气净化器后第３月、４月，室内ＰＭ２．５浓度

与室外ＰＭ２．５浓度 （室内／室外ＰＭ２．５）的比值从０．９６ （０．８０，１．０４）下降至０．７７ （０．６５，０．９３）、

０．７６ （０．６０，０．８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２５，０．０３７）。使用空气净化器前后，室内／室外ＰＭ１０

比值没有显著差异。使用空气净化器后第２个月，过敏性鼻炎患者ＲＱＬＱ问卷中实际问题困扰评分变

化与室内／室外ＰＭ２．５变化呈较强正相关 （ｒｓ＝０．８０５，犘＝０．０２９）。使用空气净化器后第２月、３月，

—３７２—



过敏性哮喘儿童 ＣＡＣＴ评分总分从２２．５０ （２１．００，２４．２５）上升至２５．５０ （２４．７５，２７．００）、２５．００

（２３．７５，２７．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４２，０．０４４）。结论　使用该型空气净化器能有效减低

ＰＭ２．５浓度，改善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生活，帮助过敏性哮喘儿童控制哮喘病情，为呼吸道过敏性疾病

患者进行环境干预治疗提供参考。

犘犗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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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ｅｄａｎ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Ｃ）ｃｕｒ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ＡＵＣ）ｗｅ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ＦｅＮＯ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ａｓｔｈｍａ．犚犲狊狌犾狋狊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４０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ａｎｄ２６５（６６．３％）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ｓｗｅ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ＢＰＴｏｒ

ＢＤ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ｏｒｏｎｅｍｏｎｔｈ．Ｈｉｇｈｅｒ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ｙ（６１．９％ｖｓ．２８．９％，

犘＜０．００１）ａｎｄ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６０．７％ｖｓ．４１．８％，犘＝０．０３１）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ｍａ．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ｄｅｒ（狉＝０．１３８，犘＝０．００５），ａｌｌｅｒｇｙ（狉＝０．５９８，犘＜０．００１）ａｎｄｒｈｉｎｉｔｉｓ（狉＝０．４８５，犘

＜０．００１）ｂｕｔ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ｅ（狉＝－０．２２０，犘＜０．００１）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ａｃｈｏｌｉｎｅ

ｄｏｓａｇｅｗｉｔｈａ２０％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ＦＥＶ１（ＰＤ２０）（狉＝－０．１９７，犘＜０．００１）ｗｉｔｈＦｅＮＯ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Ｈｏｗｅｖ

ｅｒ，ｗｅｄｉｄｎｏ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ｓｕｃｈ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ＦＥＶ１％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狉＝０．０８１，犘＝

０．３３６）．ＡＵＣｏｆＦｅＮＯｉｎ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０．７２８（９５％ＣＩ０．６７５０．７８１，犘＜０．００１）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ｔｏｆｆｏｆ

２３．５ｐｐｂｒｅｎｄｅｒｅｄ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ＰＰＶａｎｄＮＰＶｏｆ７９．９％，５４．７％，７７．９％，ａｎｄ５８．１％，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ＵＣｏｆＦｅＮＯ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ｎｄ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ｗａｓ０．７５２（９５％ＣＩ０．６４００．８６５，犘＜

０．００１）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ＰＰＶａｎｄＮＰＶａｔｃｕｔｏｆｆｏｆ４４．５ｐｐｂｗｅｒｅ７８．７％，６７．９％，

８９．２％，ａｎｄ４８．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ＵＣｏｆＦｅＮＯ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ｉｌｄ（ＦＥＶ１％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７０％）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ｏｓｅｖｅｒｅ（ＦＥＶ１％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７０％）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ｉｒｆｌｏｗ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０．８０１（９５％ＣＩ０．７３８

０．８６３，犘＜０．００１）ａｎｄ０．６２８（９５％ＣＩ０．５４３０．７１４，犘＝０．００５），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ｔｏｆｆｓｏｆ２３．５

ｐｐｂａｎｄ４５．５ｐｐｂ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８０．９％ａｎｄ４４．１％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６５．８％ａｎｄ７８．９％．

Ａ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ｏｆＦｅＮＯｗａｓａｌｓｏ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ａｇｅ．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ｃｕｔｏｆｆｏｆＦｅＮＯ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９０％ （ＦｅＮＯ９０）ｆｏｒ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ｎｄ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ｗｅｒｅ５９．５ｐｐｂａｎｄ

９０．５ｐｐｂ，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ｌｅｙ，ａｎｄａ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１２ｐｐｂｂｙ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ｗａ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ｏｒａｇｅ．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ＦｅＮＯｖａｒｉｅｓｉｎ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ｂ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ＦｅＮＯｈ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ｎｄ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ｃｕｔｏｆｆｐｏｉｎｔｏｆＦｅ

ＮＯｗｉｔｈ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９０％ｃｏｕｌ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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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２６２

肺炎支原体肺儿童呼出气一氧化氮及血嗜酸性
粒细胞水平及临床意义探讨

张奕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儿科３００２１１

目的　探讨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不同气道炎症反应水平的临床特点。方法　选取我院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因肺炎住院患儿３２４例，根据肺炎支原体抗体水平分为支原体肺炎组与对照组，对比两组血清ＩｇＥ水

平、呼出气一氧化氮、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及临床特点。结果　肺炎支原体肺炎组与对照组相比呼

出气一氧化氮水平及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升高，但血清ＩｇＥ水平无统计学差异。支原体肺炎患儿肺

功能ＰＥＦ占预计值％低于对照组，影像学检查更易出现肺部片状实片影，肺功能及影像学改变与呼出

气一氧化氮水平相关。结论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发病机制可能与嗜酸性粒细胞炎症反应相关，并影响

肺功能及影像学临床表现。

犘犗２６３

儿童气道过敏性疾病吸入过敏原致敏状态的分布差异

朱康 皇惠杰 侯晓玲 刘晓颖 任亦欣 向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１０００４５

目的　探讨儿童常见吸入过敏原在不同气道过敏性疾病中的分布情况，并比较不同气道过敏性疾病

中吸入过敏原分布有无差异。方法　选取２５６例气道过敏性疾病患儿，其中男女比例约１．７２；年龄３

１４岁。临床诊断变应性鼻炎３７例，支气管哮喘８２例，变应性鼻炎合并支气管哮喘１３７例，共三组病

例。应用ＵｎｉＣＡＰ２５０变应原定量ＩｇＥ检测系统检测９种常见吸入过敏原ｓＩｇＥ浓度。结果　各吸入过敏

原阳性检出率从高到低排序为链格孢 （ｍ６）４４．１４％ （中位数浓度１２．３５ＫＵＡ／Ｌ）、霉菌混合 （ｍｘ２）

４４．１４％ （中位数浓度８．６２ＫＵＡ／Ｌ）、粉尘螨 （ｄ２）３９．０６％ （中位浓度为１１．８ＫＵＡ／Ｌ，＞１００ＫＵＡ／Ｌ

所占比率为９．００％）、户尘螨 （ｄ１）３５．１６％ （中位浓度６．６０ＫＵＡ／Ｌ，＞１００ＫＵＡ／Ｌ 所占比率为

８．８９％）、春季树木花粉混合 （ｔｘ４）３０．０５％ （中位数浓度１．２８ＫＵＡ／Ｌ）、秋季杂草花粉混合 （ｗｘ５）

２３．４４％ （中位数浓度２．７３ＫＵＡ／Ｌ）、猫毛 （ｅ１）１３．２８％ （中位数浓度４．６６ＫＵＡ／Ｌ，＞１００ＫＵＡ／Ｌ

所占比率为５．８８％）、狗毛 （ｅ５）１１．３３％ （中位数浓度１．８４ＫＵＡ／Ｌ）、蟑螂 （ｉ６）７．４２％ （中位数浓

度０．７３ＫＵＡ／Ｌ）；三组病例最常见的前三位过敏原均依次为霉菌、尘螨、花粉；变应性鼻炎、支气管

哮喘、变应性鼻炎合并支气管哮喘三组病例中，ｍ６阳性检出率分别为５１．３５％、３２．９３％、４８．９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４５），ｍｘ２阳性检出率分别为５４．０５％、３０．４９％、４９．６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犘＝０．００９）。但变应性鼻炎和变应性鼻炎合并支气管哮喘 ｍ６、ｍｘ２分别进行比较，其阳性检出

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ｄ２阳性检出率分别为４０．５４％、２９．２７％、４４．５３％，ｄ１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３５．１４％、２５．６１％、４０．８８％；但ｄ２、ｄ１、ｔｘ４、ｗｘ５、ｅ１、ｅ５和ｉ６在三组病例中阳性检出率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结论 霉 菌、尘螨、花粉是儿童气道过敏性疾病最常见吸入过敏原；霉菌在不同气道过敏

性疾病的分布有差异，但在上气道 （鼻炎）及上下气道共同致敏的气道炎症中分布无差异。其它常见类

型的室内外吸入性过敏原在上下气道炎症分布中无类似差异性，提示过敏原致敏状态与临床气道炎症表

型可能存在相关性。

—５７２—



犘犗２６４

免疫印迹和荧光酶联免疫两种过敏原检测方法临床应用结果比对分析

朱康 皇惠杰 侯晓玲 刘晓颖 任亦欣 向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１０００４５

目的　了解 Ｍｅｄｉｗｉｓｓ敏筛免疫印迹法和 ＵｎｉＣＡＰ２５０系统荧光酶联免疫法对儿童吸入过敏原阳性

检出率的差异性。方法　选择４３例临床确诊变应性鼻炎和 （或）支气管哮喘患儿，男２８例，女１５例；

年龄４１２岁，平均年龄７．０９岁，同时采用免疫印迹法和荧光酶联免疫法进行吸入过敏原体外检测，其

中前者吸入过敏原种 （类）为户尘螨、粉尘螨、屋尘、猫毛、狗毛、蟑螂、链格孢、霉菌混合 （点青

霉、烟曲霉、白色念珠菌、交链孢菌）、春季树木花粉 （栎、榆、梧桐、柳、三角叶杨花粉）、秋季杂草

花粉 （矮豚草、艾蒿、雏菊、蒲公英、菊科植物、黄花），后者为户尘螨、屋尘、蟑螂、猫毛皮屑、狗

毛皮屑、霉菌混合 （点青、分枝、烟曲、黑曲、交链霉）、春季树木花粉 （柏、榆、柳、栎、桦、枫、

胡桃）、桑树、秋季杂草花粉 （矮豚草、蒿、草、藜），对二种方法的８种共同检测项目 （户尘螨、屋

尘、蟑螂、猫毛、狗毛、霉菌混合、春季树木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荧光酶联免疫法户尘螨、屋尘、蟑螂、春季树木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阳性检出率均高于免疫印迹法的

阳性检出率 （分别为５３．４９％，３０．２３％ ；５０％，１１．６３％；４．６５％，０；３５．１４％，６．９８％；２５．５８％，

１１．６３％），但户尘螨、屋尘、春季树木花粉的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２９；０；０．００２），

蟑螂和秋季杂草花粉的阳性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二种方法对猫毛的阳性检出率相同 （１１．６３％），

狗毛和霉菌混合的阳性检出率荧光酶联免疫法均低于免疫印迹法，但猫毛、狗毛和霉菌混合的阳性检出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二种方法对户尘螨、屋尘、蟑螂、猫毛、狗毛、霉菌混合、春季树木花粉、秋季

杂草花粉阳性检出率的一致性分别为７６．７４％、６３．８９％、９５．３５％、９０．７０％、８３．７２％、８８．３７％、

７０．２７％、８１．４０％。结论　免疫印迹法和免疫荧光法检测儿童吸入过敏原户尘螨、屋尘、春季树木花粉

的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所包被过敏原种类差异、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等有关，临床解读

过敏原结果报告应重视对检测方法的了解。

犘犗２６５

鼻咽冲洗治疗变应性鼻炎所致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蔺林 鲁倩 汤欣癑 戴飞 魏瑾瑾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２０００４０

背景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ＵＡＣＳ）是最常见的慢性咳嗽致病原因之一，变应性鼻炎 （ＡＲ）常导

致ＵＡＣＳ的发生，目前针对ＵＡＣＳ的治疗重点主要放在ＡＲ的诊断及对症治疗上，但是疗效欠佳。目

的　本课题旨在研究生理盐水鼻咽冲洗 （ＮＳＮＰＩ）和丙酸氟替卡松喷鼻 （ＦＰＮＳ）两种方法对ＡＲ诱发

的ＵＡＣＳ的治疗作用。方法　我科ＡＲ专病门诊招募符合ＵＡＣＳ诊断的患者，并对患者进行临床评估

和实验室评估。咳嗽方面，以咳嗽症状评分 （ＣＳＳ）和Ｌｅｉｃｅｓｔｅｒ咳嗽问卷 （ＬＣＱ）分别评估慢性咳嗽

程度和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并检测上呼吸道黏膜对辣椒素的敏感度；ＡＲ方面，以视觉模拟量

表 （ＶＡＳ）和迷你型Ｊｕｎｉｐｅｒ鼻结膜炎生活质量问卷 （ＭｉｎｉＲＱＬＱ）分别评估ＡＲ的鼻部症状严重程度

和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实验室评估方面，本研究对患者鼻腔冲洗液中的炎性介质组织胺

（Ｈｉｓ）、白三烯 （ＬＴ）Ｃ４、前列腺素 （ＰＧ）Ｄ２和主要碱性蛋白 （ＭＢＰ）进行了检测。而后，对患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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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进行ＮＳＮＰＩ治疗 （ＮＳＮＰＩ组）和ＦＰＮＳ治疗 （ＦＰＮＳ组），期限为３０天，治疗后对两组患者再次进

行上述临床评估和实验室评估。结果　共招募ＵＡＣＳ患者５０例，完成试验的有４５例。ＮＳＮＰＩ组患者

在完成治疗后，其ＣＳＳ和ＬＣＱ评分均有明显改善，上呼吸道黏膜对辣椒素的敏感阈值也有明显提高，

而ＦＰＮＳ组患者这些评分在治疗前后无统计学意义差异；ＭｉｎｉＲＱＬＱ评分和鼻腔冲洗液中的炎症介质

Ｈｉｓ、ＬＴＣ４也在ＮＳＮＰＩ治疗后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改变，而对ＦＰＮＳ治疗而言，ＶＡＳ和 ＭｉｎｉＲＱＬＱ

评分以及所有炎症介质包括 Ｈｉｓ、ＬＴＣ４、ＰＧＤ２和 ＭＢＰ均在该治疗后出现明显改变，而且ＶＡＳ和所

有炎症介质的降低在ＦＰＮＳ治疗后较ＮＳＮＰＩ更明显。结论　ＦＰＮＳ治疗虽然可以更好地改善ＡＲ症状，

但对ＵＡＣＳ的咳嗽症状疗效有限，而期限为３０天的ＮＳＮＰＩ治疗可以更好地缓解由ＡＲ导致的ＵＡＣＳ。

犘犗２６６

犜狌犫犪狊狋犪狋犻狀犃犎犮犾对急性支气管哮喘小鼠气道炎症的治疗作用

任媛 苏新明 李孟露 赵萱 康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１１０００１

目的　探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６抑制剂 （ＴｕｂａｓｔａｔｉｎＡ Ｈｃｌ）对急性哮喘小鼠气道炎症的治疗作

用。方法　ＢＡＬＢ／Ｃ小鼠分为正常组、哮喘组、地塞米松组和 ＴｕｂａｓｔａｔｉｎＡ Ｈｃｌ组。测定气道阻力，

ＢＡＬＦ细胞计数和分类计数，ＥＬＩＳＡ检测ＩＬ４、ＩＬ５、ＩＦＮγ和ＴＧＦβ１。ＨＥ染色观察气道炎症，ＡＢ

ＰＡＳ观察黏液分泌，Ｍａｓｓｏｎ染色观察胶原沉积。结果　与哮喘组比，ＴｕｂａｓｔａｔｉｎＡＨｃｌ治疗后气道阻

力降低，ＢＡＬＦ中ＩＬ４、ＩＬ５、ＴＧＦβ１表达下降，炎性细胞总数和ＥＯＳ减少，肺组织病理示气道周围

炎症减轻；杯状细胞化生降低；胶原面积减少，但地塞米松治疗效果明显优于ＴｕｂａｓｔａｔｉｎＡＨｃｌ。结论

　ＴｕｂａｓｔａｔｉｎＡＨｃｌ虽然能够有效缓解急性期哮喘气道炎症反应，但其抗炎作用是有限的，效果并不如

激素治疗。

犘犗２６７

不同雾化方法治疗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后慢性咳嗽的临床疗效

郑桂芬 乔晓红

上海市同济医院２０００６５

目的　探讨不同雾化吸入方法辅助治疗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后慢性咳嗽的疗效比较。方法　将诊断

为肺炎支原体感染后慢性咳嗽患儿１５０例随机分为３组，３组均给予口服阿奇霉素抗感染３天治疗，常

规组未予雾化治疗；布地奈德雾化组给予布地奈德雾化吸入；联合药物雾化组给予特布他林联合布地奈

德雾化吸入；雾化吸入每日２次，连续３天，３天后为每日一次，共吸入７天。期间对３组进行疗效及

睡眠质量观察。结果　布地奈德雾化组及联合药物雾化组与常规组比较显示，咳嗽及睡眠质量改善情况

在治疗后第３、５、７天均有显著性差异 （ｐ均＜０．０５），布地奈德雾化组与联合药物雾化组之间比较无

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５），布地奈德雾化组、联合药物雾化组、常规组总有效率分别为：９０％、９２％、

５０％。结论　雾化吸入辅助治疗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后慢性咳嗽，能较好改善咳嗽症状，同时改善睡眠

质量。单一布地奈德雾化吸入即可取得较好疗效，且不良反应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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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２６８

犐狀犺犻犫犻狋犻狅狀狅犳犜犚犘犃１狉犲犱狌犮犲狊犪犻狉狑犪狔犻狀犳犾犪犿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犪犻狉狑犪狔

犺狔狆犲狉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狏犲狀犲狊狊犻狀犪犿狌狉犻狀犲犿狅犱犲犾狅犳犪犾犾犲狉犵犻犮狉犺犻狀犻狋犻狊

ＸｉｅＪｉａｘｉｎｇ
１，２，Ｆ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ｆｕ

１，２，３，ＹＩｆａｎｇ
１，Ｌａｉｋｅｆａｎｇ

１，Ｚ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ｎｇ
１

１．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３．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犪狀犱狅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狊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ｋｙｒｉｎ１（ＴＲ

ＰＡ１）ｉ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ａｉｒｗａ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ＲＰＡ１ｉ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ｌｏｗｅｒａｉｒｗａｙｓｒｅｍａｉｎｕｎｃｌｅａｒ．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ａｉｍ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

ＴＲＰＡ１ｉｎａｉｒ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ｉｒｗａｙｈｙｐ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ＨＲ）ｉｎＡＲ ｍｏｄｅｌ．犕犲狋犺狅犱狊　

ＢＡＬＢ／ｃｍｉｃｅｗｅｒ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ｅｄｂｙｉｎｔｒａ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ｖａｌｂｕｍｉｎ（ＯＶＡ），ｔｈｅｎｉｎｔｒａｎａｓ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ｉｎａｗａｋｅｓｔａｔｕｓ．ＴＲＰＡ１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ＨＣ０３００３１）ｗａ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ｒａ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ｐｒｉｏｒｔｏＯＶＡ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ｎｏｓｅｓｃｒａｔｃｈ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ＨＲｔｏｍｅｔｈａｃｈｏｌｉｎｅｗｅｒｅｅｖａｌ

ｕａｔｅｄ．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ｎａｓａｌｃａｖｉｔｙａｎｄｌｕ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ｓｗｅ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ＰＡ１

ｉｎｂｏｔｈ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ａｉｒｗａｙ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犚犲狊狌犾狋狊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ｒａｎａｓ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ｃａｕ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ｎｏｓｅｓｃｒａｔｃｈ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ｓ，ｓｋｉｎ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ＨＲ（犘＜０．００１）．Ａｌｓｏｎｏｔｅｄｗｅｒｅ

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ＲＰＡ１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ｎａｒｅｓａｎｄｌｕｎｇ．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ｏｆＴＲ

ＰＡ１ｍａｒｋｅｄ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ｎｏｓｅｓｃｒａｔｃｈ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ｓ，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ｄｓｋｉｎ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ｂｏｌｉｓｈｅｄＡＨＲｔｏ

ｍｅｔｈａｃｈｏｌｉｎｅ（犘＜０．００１）．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ＴＲＰＡ１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ｄｒｉｖｉｎｇａｉｒ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ＡＨＲｉｎＡＲ．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ＴＲＰＡ１ｍａ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Ｒ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Ｒｉｎｔｏａｓｔｈｍａ．

犘犗２６９

儿童哮喘控制测试与小儿哮喘肺功能测定的相关性及其临床应用研究

杨一民 曾谷兰

福建中医药大学厦门市中医院儿科３６１００９

目的　探讨儿童哮喘控制测试 （ＣＡＣＴ）与哮喘儿童病情严重程度、控制水平、病情分区及肺功

能的变化的相关性，评价其应用于哮喘控制评估的可行性。方法　纳入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在

我院儿科哮喘专科门诊就诊的２０５例哮喘病儿为研究对象。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入选哮喘患儿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所有入选的哮喘患儿和家长，均在哮喘专科医生或护士的指导下，进行 ＣＡＣＴ问卷调查

评分；同时由哮喘专科医生评估哮喘患儿病情严重程度、哮喘控制水平及病情分区，并进行肺功能检

测，对比分析ＣＡＣＴ测定结果与各种临床指标变化之间的相关性。观察组坚持应用ＣＡＣＴ监测病情，

并指导治疗，对照组除首次入选时进行ＣＡＣＴ评分外，以后每月不再进行ＣＡＣＴ评分及指导治疗方

案调整，对两组患者一年后肺功能的改善情况进行评估。结果　１．ＣＡＣＴ量表的信度评估：整个样本

ＣＡＣＴ的各个项目克朗巴赫指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的ɑ值为０．８６７；ＣＡＣＴ评分与ＦＥＶ１％、ＰＥＦ％的

相关性分析ＣＡＣＴ评分与ＦＥＶ１％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为０．６８３；ＣＡＣＴ评分与ＰＥＦ％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系数为０．７１２。儿童哮喘不同病情严重程度、不同控制水平、不同病情分区与肺功能的变化 （ＦＥ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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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Ｆ％）和ＣＡＣＴ得分情况存在高度相关性，各级之间比较差别均有明显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２．

观察组定期进行ＣＡＣＴ评分测定并指导治疗方案调整者，其治疗后３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后的肺功

能ＦＥＶ１％、ＰＥＦ％的改善存在相关性，与对照组比较差别均有高度显著性 （犘＜０．０１）。结论　ＣＡＣＴ

量表有助于儿童哮喘临床病情分级、分区和控制水平的快速判断，且应用ＣＡＣＴ指导哮喘的治疗获得

良好的效果，可用于有效指导儿童哮喘的防治工作。

犘犗２７０

儿童哮喘不同时期气道炎症及相关细胞因子变化的研究

任少敏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０１００５０

目的　通过检测哮喘患儿不同时期诱导痰中炎性细胞及细胞因子含量的变化及对比分析，并与血

ＩｇＥ做相关性分析，以发现儿童哮喘气道炎症和相关细胞因子不同时间的变化规律，进一步探索导致哮

喘发病可能的其他途径。方法　应用实验研究策略，将１２０例研究对象分为：哮喘急性发作期、临床缓

解３个月、６个月、正常对照４个组，每组３０例；引入诱导痰液和ＥＬＩＳＡ技术，检测痰液沉渣涂片中

炎性细胞及４个细胞因子：ＩＬ１７、ＩＬ８、ＴＡＲＣ、ＭＭＰ９的含量并作对比分析。结果　１、诱导痰中，

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急性发作期均高于临床缓解３个月、６个月及正常对照组，且在临床缓解

３个月时仍维持较高水平，犘＜０．０５ （见表１）。２、ＩＬ１７、ＩＬ８、ＴＡＲＣ的含量，急性发作期均高于临

床缓解３个月、６个月及正常对照组，且临床缓解期３个月和６个月均高于正常对照组；至临床缓解６

个月与正常对照组间仍有差异，犘＜０．０５；而 ＭＭＰ９含量４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５ （见表

２）。结论　１、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ＩＬ１７、ＩＬ８、ＴＡＲＣ、ＩｇＥ均参与了哮喘的发病机制，２、

嗜酸性粒细胞、ＴＡＲＣ、ＩｇＥ与嗜酸细胞性哮喘相关，中性粒细胞、ＩＬ１７、ＩＬ８与非嗜酸细胞 （中性

粒细胞）性哮喘相关。

犘犗２７１

影响儿童哮喘控制因素的临床分析

陈晓媛 刘静 马金海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７５０００４

目的　了解我院门诊支气管哮喘 （简称哮喘）患儿哮喘控制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研究者与患儿

及其监护人面对面的问卷形式收集自２０１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于我院门诊就诊的２１６岁哮喘患儿相

关资料。结果　共完成问卷１４９例，男性患儿１０９例，女性患儿４０例，通过对２７条可能影响哮喘患儿

哮喘控制的因素使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得出，年龄、身高、医疗保险、过敏史及规律用药等１４条因素

可影响患儿哮喘控制情况 （犘＜０．０５），其中保护性因素 （６条）包括：身高、家庭年收入高、有医疗保

险、行过敏原检测、门诊复诊次数及用药规律；危险因素 （８条）包括：年龄、同住有吸烟者、感冒１０

天以上才好、急性发作次数、合并过敏性鼻炎、有其他过敏疾病史、亲属有过敏性疾病及就诊急诊次

数。结论　提高患儿就诊依从性，规范使用药物，积极寻找过敏源，避免接触过敏原，对合并过敏性鼻

炎者积极治疗鼻炎，建议同住家属戒烟等都有助于提高患儿哮喘控制情况，避免诱发哮喘急性发作，从

而减少哮喘发作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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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２７２

犎犇犃犆２的表达在烟雾暴露后致敏大鼠气道
犜犎１／犜犎２平衡中的作用研究

李毅 熊雪 杜永成

山西省人民医院０３０００１

目的　通过研究被动吸烟对致敏大鼠气道组蛋白去乙酰化酶２ （ｈｉｓｔｏｎｅｄｅａｃｅｔｙｌａｓｅ２，ＨＤＡＣ２）表

达的影响，探讨 ＨＤＡＣ２在ＴＨ１／ＴＨ２平衡中的作用。方法　健康雄性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５０只，随机分为对

照组、致敏组、吸烟＋致敏组、布地奈德＋致敏组、布地奈德＋吸烟＋致敏组，每组１０只。用１０％卵

白蛋白 （ｏｖａｌｂｕｍｉｎ，ＯＶＡ）溶液致敏，２％ＯＶＡ溶液雾化吸入激发，制备致敏大鼠模型；对照组：以

生理盐水代替ＯＶＡ溶液致敏及雾化吸入激发；吸烟＋致敏组：致敏及激发同致敏组大鼠，从雾化吸入

２％ＯＶＡ起给予被动吸烟。布地奈德＋致敏组：致敏同前，从雾化吸入２％ＯＶＡ溶液起，每次雾化激

发前雾化吸入布地奈德雾化液。布地奈德＋吸烟＋致敏组：前期制备过程同吸烟＋致敏组，从雾化吸入

２％ＯＶＡ溶液起，每次雾化激发吸入布地奈德雾化液。ＨＥ染色观察气道炎症情况，免疫组织化学法检

测各组大鼠气道 ＨＤＡＣ２蛋白的表达，应用ＥＬＩＳＡ法检测血浆和ＢＡＬＦ中ＩＦＮγ、ＩＬ４水平。结果　

①吸烟及致敏后大鼠气道 ＨＤＡＣ２蛋白表达量下降，吸入布地奈德后大鼠气道 ＨＤＡＣ２蛋白的表达增

加。②吸烟及致敏后大鼠血浆、ＢＡＬＦ中ＩＦＮγ表达均减少，ＩＬ４表达增加，吸入布地奈德后可逆转

上述过程。③相关性分析：肺组织 ＨＤＡＣ２蛋白的表达与血浆和ＢＡＬＦ中ＩＦＮγ／ＩＬ４比值呈正相关。

结论　香烟烟雾暴露可以下调哮喘大鼠模型肺组织ＨＤＡＣ２蛋白的表达，从而影响气道炎症、Ｔｈ１／Ｔｈ２

平衡以及布地奈德的治疗效果，这可能是吸烟加重和改变哮喘气道炎症的免疫学机制之一。

犘犗２７３

门诊支气管哮喘患者流行病学分析和管理

关继涛 许圣慧 阎锡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０５００００

目的　支气管哮喘仍不能根治，但进行有效管理，如定期复查、健康效能培养等，对可能导致疾病

发作的危险因素进行识别及预防，可明显减少哮喘急性发作的次数。本研究通过建立哮喘患者个人档

案，进行个体化的管理，加强对诱发因素的识别和预防，提高了哮喘健康水平，为实现哮喘长期治疗目

标打下坚实的基础。方法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科门诊首次就

诊的哮喘患者４００例。患者均符合中国哮喘防治指南 （２００８）诊断标准。由出诊医生填写哮喘个人档

案。１．患者基本情况；２．哮喘诊断和相关检查；３． 是否合并其他过敏性疾病等。４． 哮喘控制测试

（ＡＣＴ）评分。统计分析均由ＳＡＳ９．３和ｓｐｓｓ１９．０实现，以α＝０．０５为检验水准。结果　１．男女比例为

３１／４９；受教育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占５５％，高中占２８％，大学占１７％；农村地区占５９％，城市占

３７％，郊区占４％，以农村人数最多。２．典型哮喘占６８．７５％，ＣＶＡ占２４．５％，ＣＴＶＡ占６．７５％。通

过门诊就诊结合电话随访为期一年，分析３００份完整病历发现：ＣＶＡ用药时间较短。３． 哮喘合并过敏

性鼻炎患者占３８．５％；合并其他过敏病史占２３％；有遗传史的仅占１２．８％；４．哮喘发作常见诱发因素

依次为烟雾、气温变化、呼吸道感染、灰尘、气溶性化学物质、情绪变化、动物、运动、花粉、药物；

烟雾占５８％。５．分析肺通气功能相关性发现：对于初次就诊、生活郊区、没有合并慢阻肺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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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Ｖ１％、ＦＶＣ％、ＦＥＶ１／ＦＶＣ％越高 （犘＜０．０５）。６． 随着就诊次数增加，前三次随访中，ＰＥＦ和

ＰＥＦ％增高趋势 （犘＜０．０５）；而Ｖ４反而降低 （犘＞０．０５），在之后的随访中再次升高 （犘＜０．０５）。７．

首次就诊患者ＡＣＴ评分，２５分占３．７５％，２０～２４分占３５％ ，２０分以下占６１．２５％ 。在前三次随访

中，随着就诊次数增加，ＡＣＴ评分越高 （犘＜０．０５），但在第四次随访中 ＡＣＴ评分反而降低 （犘＞

０．０５），在之后的随访中ＡＣＴ评分再次升高 （犘＜０．０５）。结论　１．详细了解河北省哮喘患者的发病特

点，结合患者的自身情况实施个体化临床诊疗和自我管理方案，有利于疾病的控制。２．ＡＣＴ评分及呼

气峰流速仪的正确应用，对于哮喘患者病情变化是很可靠的监测工具。３．对哮喘发作的常见诱发因素

进行识别和管理，可减少哮喘发作次数。

犘犗２７４

环境因素对支气管哮喘的影响程度研究

张昭勇１于昊１王徐飞１龙松权１罗嘉莹２

１．广州医科大学；２．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与环境因素相关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近年来其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

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多环芳烃 （ＰＡＨｓ）是主要的大气污染物，目前很多的研究都提出了ＰＡＨｓ通过加

重体内的氧化应激损伤进而造成哮喘患者症状恶化的设想，但目前仍缺乏必要的实验验证。同时，关于

哪一种环境暴露是患者症状加重的主要原因也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确定。方法　选取临床上确诊为哮喘

的儿童患者１５例，排除患有先天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在获取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后开始入组实验。入

组后填写基本资料问卷以及居住工作环境评估问卷。收取受试者尿液进行 ＭＤＡ和１ＯＨＰ的测量。采

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资料的录入和分析，对１５名哮喘受试者的 ＭＤＡ和１ＯＨＰ进行线性回归分

析，同时将问卷中所得的资料如受试者本人或家属是否有吸烟史、居住或者工作周围是否存在大量尾气

污染以及是否经常出入人流密集的场所与每个受试者的１ＯＨＰ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犘＜０．０５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１）受试者的 ＭＤＡ水平为４．１７ （０．５６，８．９４）ｍｍｏｌ／Ｌ，相对应的１ＯＨＰ为

１９１．５７ （１７３．５２，２３２．５１）ｕｇ／Ｌ，两者线性相关 （犘＜０．０５）。２）受试者本人或家属是否有吸烟史及居

住或者工作周围是否存在大量尾气污染与１ＯＨＰ的水平相关 （犘＜０．０５）；是否经常出入人流密集的场

所与１ＯＨＰ的水平高低没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香烟烟雾以及汽车尾气暴露对于１ＯＨＰ

等的多环芳烃在人体的沉积具有相关性，１ＯＨＰ在人体内堆积，通过产生自由基的形式对人体产生氧

化损伤，从而使哮喘病情加重。

犘犗２７５

犞犪犾狌犲狊狅犳犳狉犪犮狋犻狅狀犪犾犲狓犺犪犾犲犱狀犻狋狉犻犮狅狓犻犱犲犻狀犱犻犪犵狀狅狊犻狊

犪狀犱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狅犳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狑犻狋犺犮犺狉狅狀犻犮犮狅狌犵犺

ＨａｏＣｈｕａｎｇｌｉ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Ｓｏｏｃｈｏ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１５００３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ｏｕｇｈ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ａｉｍｏｆ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ｉ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ｈａｌｅｄ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ＦｅＮＯ）ｌｅｖｅｌｆｏ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ｎｇ

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ｏｕｇｈ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犕犲狋犺狅犱狊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ａｃｏｕｇｈｏｆ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４ｗｅｅｋｓｗｅｒｅ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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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ＦｅＮ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ａ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ｏｕｇｈ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ｒｔｉｃｏｓｔｅｒｏｉｄｔｈｅｒａｐｙ．犚犲狊狌犾狋狊　Ｔｏ

ｔａｌｌｙ，６６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４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ｃｏｕｇｈｖａｒｉａｎｔａｓｔｈｍａ（ＣＶＡ，狀＝１３），

ＣＶＡ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ｕｐｐｅｒａｉｒｗａｙｃｏｕｇｈ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ＵＡＣＳ，狀＝１７），ＵＡＣＳ（狀＝２６），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ｃａｕｓｅｓ

ｇｒｏｕｐ（狀＝１０）．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ｏ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ＣＶＡ

ｆｒｏｍ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ｏｕｇｈ，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ＦｅＮＯｃｕｔｏｆｆｖａｌｕｅｗａｓ２５ｐｐｂ，ｗｉｔ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ｂｅｉｎｇ８４．０％，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

ｔｙｂｅｉｎｇ９７．１％，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ｂｅｉｎｇ９７．５％，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ｂｅｉｎｇ８１．４％．Ｆｅ

ＮＯ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ｓｈｏｗｎｔｏｈａ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ｓｐｕｔｕｍ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ｓ，ｃｏｕｇｈ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ｓ

（犘＜０．０５），ａｎｄｃｏｕｇｈｓｃｏｒｅ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ＦｅＮＯ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ｄｅ

ｇ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ｓｐｕｔｕｍ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ｓ．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ａｔＦｅＮ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ｉｇｈｔｂｅａｂｅｔ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ｎｇＣＶＡｆｒｏｍ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ｏｕｇｈ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ＦｅＮＯ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ｍｉｇｈｔｂｅ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ｓｐｕｔｕｍ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ｏｕｇｈ．

犘犗２７６

犕犲狋狉狀犾蛋白在支气管哮喘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闫小逸 贾? 蒋昕钰 姚欣

江苏省人民医院２１００２９

目的　研究分泌蛋白 Ｍｅｔｒｎｌ在支气管哮喘疾病中的作用及机制。方法　收集２０１５年０６月至２０１６

年支０５月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就诊的气管哮喘病人 （狀＝２２）及健康对照 （狀＝２１），建立ＯＶＡ致敏及激

发的急性哮喘小鼠模型 （狀＝３０），通过ＥＬＩＳＡ法检测支气管哮喘病人及健康对照血清及呼出气冷凝液

（ＥＢＣ）中以及气管哮喘造模小鼠肺泡灌洗液 （ＢＡＬＦ）及血清中 Ｍｅｔｒｎｌ水平；免疫组化检测小鼠肺组

织Ｍｅｔｒｎｌ蛋白表达；ＲＴＰＣＲ及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研究小鼠肺泡巨噬细胞 （ＭＨＳ）Ｍｅｔｒｎｌ表达的调控

机制及功能。结果　我们研究发现支气管哮喘病人血清 Ｍｅｔｒｎｌ水平较健康对照明显升高 （犘＜０．０１），

其升高水平和肺功能ＦＥＶ１呈负相关 （犘＜０．０５），和ＦＥＶ１％、ＦＶＣ、ＦＥＶ１／ＦＶＣ、ＰＥＦ、ＰＥＦ％、

ＢＭＩ、年龄、升高等无关 （犘＞０．０５）。支气管哮喘病人呼出气冷凝液 （ＥＢＣ）中 Ｍｅｔｒｎｌ水平较健康对

照组升高，但无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支气管哮喘模型小鼠肺泡灌洗液及血清 Ｍｅｔｒｎｌ均明显升高 （犘

＜０．０１）。支气管哮喘小鼠肺组织免疫组化染色显示 Ｍｅｔｒｎｌ主要表达在肺组织增多的巨噬细胞，支气管

上皮细胞及肺泡上皮细胞不表达。细胞水平进一步研究显示不同浓度重组ＩＬ４及ＩＬ１３刺激小鼠肺泡巨

噬细胞 （ＭＨＳ）可引起 Ｍｅｔｒｎｌ表达上调 （犘＜０．０５），和６ｈ及１２ｈ相比，此作用在２４ｈ最明显。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结果同样显示ＩＬ４及ＩＬ１３可以上调 ＭＨＳ细胞 Ｍｅｔｒｎｌ表达。不同浓度重组 Ｍｅｔｒｎｌ蛋白

刺激小鼠肺泡巨噬细胞 （ＭＨＳ）２４ｈ、４８ｈ、７２ｈ对细胞增殖无明显影响 （犘＞０．０５）；不同浓度重组

Ｍｅｔｒｎｌ蛋白刺激小鼠肺泡巨噬细胞２４ｈ可引起Ｅｏｔａｘｉｎ１ｍＲＮＡ表达明显上调 （犘＜０．０５），最高可达

８．７倍，而对Ｅｏｔａｘｉｎ２、Ｅｏｔａｘｉｎ３ｍＲＮＡ表达无明显作用 （犘＞０．０５）。结论　我们研究发现分泌蛋白

Ｍｅｔｒｎｌ在支气管哮喘中表达上调，其血清含量和肺功能ＦＥＶ１相关，其在肺组织中主要表达在活化的

巨噬细胞，其可能是通过引起巨噬细胞Ｅｏｔａｘｉｎ１表达升高，进而引起嗜酸性粒细胞聚集而发挥作用。

—２８２—



犘犗２７７

孟鲁司特钠联合咳喘三伏贴对哮喘患儿血清犐犔４、
犐犉犖γ水平的影响机制

邓跃林 吴华杰 柴华 张国成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儿科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探讨孟鲁司特钠联合咳喘三伏贴穴位贴敷对哮喘患儿血清ＩＬ４、ＩＦＮγ水平的影响及其机

制。方法　将６７例哮喘患儿按照治疗方法分为对照组 （狀＝３３）与观察组 （狀＝３４）。两组患儿均给予常

规治疗，包括抗感染、镇咳以及布地奈德吸入等常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给予孟鲁

司特钠，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穴位贴敷咳喘三伏贴进行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患儿治疗后相

关临床症状积分、患儿治疗前后各项免疫指标水平治疗前后血清ＩＬ４及ＩＦＮγ水平变化。结果　 （１）

经治疗，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为９４．１２％，显著高于对照组 （７５．７６％）（犘＜０．０５）；（２）观察组患儿哮

喘发作情况、易感冒、盗汗及鼻塞打喷嚏积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 （３）两组患儿治疗后

ＩｇＥ、ＣＤ８＋水平均显著小于治疗前 （犘＜０．０５～０．０１），两组患儿治疗后ＣＤ３＋、ＣＤ４＋及ＣＤ４＋／ＣＤ８

＋水平均显著大于治疗前 （犘＜０．０５～０．０１）；（４）两组治疗后血清ＩＬ４水平均显著低于治疗前 （犘＜

０．０５，犘＜０．０１），两组治疗后血清ＩＦＮγ水平均显著高于治疗前 （犘＜０．０５），且两组治疗后血清ＩＬ４

及ＩＦＮ水平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孟鲁司特钠联合哮喘三伏贴穴位贴敷能够显著

改善小儿哮喘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其发挥疗效的机制可能与改善患儿机体免疫功能及血清中相关炎性因

子 （ＩＬ４、ＩＦＮγ）水平相关，对患儿的临床症状加以改善，应在临床上进行推广。

犘犗２７８

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含量在支气管哮喘
及重叠综合征患者中的临床价值

赵丽１，２张湘燕１，２叶贤伟１，２姚红梅１，２

１．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２．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病研究所

目的　支气管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两种不同的疾病，当二者并存时，即所谓哮喘慢阻肺重叠

综合征 （ａｓｔｈｍａＣＯＰＤｏｖｅｒｌａｐ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ＣＯＳ）。ＡＣＯＳ临床常见，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含量在支气

管哮喘的含量对于判断气道炎症反应有一定临床价值，但是其在ＡＣＯＳ中少有研究。方法　Ａ组为单

纯ＣＯＰＤ患者组３０人；Ｂ组为单纯支气管哮喘组３０人；Ｃ组为ＡＣＯＳ患者组３０人；Ｄ组为健康对照

组。分别测定各组患者的诱导痰中嗜酸性粒细胞含量，吸入支气管扩张剂后饿ＦＥＶ１、ＦＶＣ进行统计

学分析。结果　Ｂ组及Ｃ组与Ａ组、Ｄ组对比，诱导痰中嗜酸性粒细胞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Ｂ组的

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水平整体高于Ｃ组，且Ｂ组与Ｃ组中以ＣＯＰＤ表现为主的患者之间诱导痰嗜酸性

粒细胞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含量对于临床判断支气管哮喘及ＡＣＯＳ有

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其在支气管哮喘及ＡＣＯＳ患者中含量增高，在支气管哮喘患者中增高最为显著。

—３８２—



犘犗２７９

支气管哮喘并支气管异物一例诊治体会

林志 白燕 温杰 张焕萍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０３０００１

患者，任，女，４８岁。主因间断喘息２月余，加重１月就诊于我呼吸门诊。

患者于就诊前两月开始出现喘息，１月后喘息加重，就诊于山西某地医院，给予对症抗感染治疗２

周，症状未见改善并渐加重，经扩张支气管改善心功能治疗效果差，遂来就诊。

查体：Ｒ３８次／分，Ｐ１１０次／分，呼吸浅速，双肺满部哮鸣音。

辅助检查：胸部ＣＴ：右侧中间段支气管内可疑痰栓？

初步诊断：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

治疗经过：立刻给予雾化布地奈德＋特布他林雾化治疗，雾化后患者喘息症状明显缓解。查体：双

肺哮鸣音较治疗前明显减少。

追问病史：３年前常出现打喷嚏流清水样涕，认为常 “感冒”。

建议去耳鼻咽喉科就诊，诊断为过敏性鼻炎。

后续治疗如下：布地奈德混悬液加特布他林雾化溶液高压泵雾化；孟鲁司特钠口服。治疗３天喘息

症状明显缓解，之后布地奈德混悬液渐减量共治疗２周 。查体：右肺可闻及呼气相局限性干鸣音。停

药，复查胸部ＣＴ，化验血过敏原和尘螨皮肤点刺。

结果：胸部ＣＴ：右侧中间段支气管内可疑痰栓？

两次胸部ＣＴ同一部位支气管内可疑痰栓，建议患者行气管镜检查。

镜下结果：左主气管及其所属所见支气管、右主支气管及右上叶支气管各分支支气管粘膜充血水

肿。右中间段支气管下段可见一白色物紧贴于右中间段支气管的内侧壁，纤维支气管镜无法穿过中间段

支气管，用异物钳钳夹出此白色物，可见异物半个杏仁，气道局部有肉芽肿形成。

肺功能检测：气道舒张试验阳性。

血过敏原检测结果：ＳＩｇＥ＞２００ＩＵ／ｍｌ

尘螨皮肤点刺：＋＋＋

最后诊断：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 中度；右中间段支气管异物；过敏性鼻炎

诊治体会：

１．对于成人哮喘的诊断，从典型的病史、症状、体征，同时除外其他疾病所引起的喘息、气急、

胸闷或咳嗽，可以诊断为哮喘。临床表现不典型者在除外其他疾病所引起的喘息、气急、胸闷或咳嗽基

础上，应有下列三项中至少一项阳性：①支气管激发试验或运动试验阳性；②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③

昼夜ＰＥＦ变异率≥２０％，可以诊断哮喘。基层医院未行肺功能检查，无法提示支气管的可逆性。２．询

问病史要注意到其他系统与过敏有关的疾病：如：鼻炎、荨麻疹、湿疹等。３．对哮喘的规范化诊治应

普及。４．哮喘症状控制程度和肺功能变化不完全一致。５．哮喘合并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应该注意，尤其

儿童哮喘患者。６．哮喘患者行纤维支气管镜操作前应对哮喘症状控制方可进行。

—４８２—



犘犗２８０

不完全川崎病模拟咽后壁脓肿：病例报道与文献复习

董春娟

天津市儿童医院呼吸科３００１３４

报道一例２岁女童，以发热、颈部肿痛伴活动受限为首发表现，颈部ＣＴ怀疑咽后壁脓肿，经抗感

染治疗后仍高热不退，炎性指标明显增高，予以丙种球蛋白 （ＩＶＩＧ）２ｇ／ｋｇ静点后体温降至正常，症

状及体征随之好转，后期出现手足指 （趾）膜状脱皮，进而证实不完全川崎病诊断。不完全川崎病可以

模拟咽后壁脓肿的临床表现，容易造成误诊和治疗延误，在咽后壁脓肿的鉴别诊断中，应包括川崎病或

不完全川崎病。

犘犗２８１

３０例塑形性支气管炎临床分析

李小乐 郭伟 董汉权 宁静 任立歆 徐勇胜 万莉雅 刘福军

天津市儿童医院呼吸科１０１８５９８３

目的　探讨儿童塑形性支气管炎 （ＰＢ）临床特点和病原。方法　收集我院２年来３０例ＰＢ患儿，

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表现、治疗和转归。结果　３０例患儿均以肺炎起病，发热咳嗽为主要表现，影像学

主要表现为肺实变、肺不张，病原主要为肺炎支原体。经支气管镜取出塑形样物，配合抗感染及激素治

疗，２１例行支气管镜术后４８小时复查胸部影像好转，所有患儿出院前临床表现显示好转。结论　及时

行纤维支气管镜取出塑形物，在抗感染的同时，给予激素治疗，有利于ＰＢ患儿预后。

犘犗２８２

鼻内镜下鼻后神经切断治疗高反应鼻病的效果观察

唐晓雪 马新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总结鼻内镜下鼻后神经切断治疗高反应鼻病的治疗效果。方法　将４０例高反应性鼻病患者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２０例，观察组采取鼻内镜下鼻后神经切断的治疗方案，对照组采取保守治

疗方案，观察比较２组患者术前、术后６个月、术后１ａ、３ａ时 鼻结膜炎生存质量评分 （ＲＱＬＱ）及视

觉模拟评分 （ＶＡＳ）情况。结果　２组患者术后６个月时ＲＱＬＱ评分及 ＶＡＳ评分明显下降 （犘＜０．

０５），但术后１ａ、３ａ时 ＶＡＳ评分又都回升。观察组患者术后６个月、术后１ａ、３ａ时 ＲＱＬＱ评分及

ＶＡＳ评分都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鼻内镜下鼻后神经切断术在持

续性变应性鼻炎治疗近期疗效肯定。

—５８２—



犘犗２８３

鼻腔冲洗护理在鼻内镜手术后的效果观察

张智贤 商淼 唐晓雪 马新宇

北京同仁医院南区７Ｂ过敏科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观察分析等渗液鼻腔冲洗在鼻内镜手术后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３７５例鼻内镜手术后患者随

机分为对照组 （１９１例）和观察组 （１８４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常规护理加鼻腔冲洗。

并比较两组患者术后鼻腔粘膜的恢复和鼻腔粘连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术后鼻腔粘膜的恢复时间

缩短，鼻腔粘连发生率明显降低。结论　鼻腔冲洗可使鼻粘膜恢复时间缩短，鼻腔粘连的发生率明显降

低，利于鼻内镜患者术后恢复。

犘犗２８４

支气管哮喘患者健康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袁丽荣 李淑花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０３０００１

目的　建立适合支气管哮喘患者的健康教育评价指标体系，为临床护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依据。方

法　采用文献回顾法、专家讨论法和Ｄｅｐｈｉ法初步确定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德尔菲法对备选指标进行２

轮专家函询。结果　经过２轮函询后确定了健康知识、健康信念、健康行为３个一级指标，８个二级指

标及３０个三级指标。结论　初步建立的支气管哮喘患者健康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基本能够合理的评价支

气管哮喘的健康教育水平。

犘犗２８５

鼻内镜下全组鼻窦开放术后护理对术后恢复的影响

商淼

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经鼻内镜下手术虽为微创手术，但因为全组鼻窦炎炎症累及范围较广，因此术中操作所损伤

的粘膜较多，术后术腔需要较长的恢复时间。本次研究希望通过术后由护士给予综合性护理，并引导患

者提高患者对术后护理重要性的认识，从而提高患者的恢复速度，减少术后不适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本研究中共收集１２０例患有慢性全组鼻窦炎的患者，其中男７８例，女４２例，年龄１８～６４岁，

平均４０．２岁，病程１～２０年，平均６．６年，术后随访至少６个月。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６０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所以患者均由同一名术者行全组鼻窦开放术，术后给予相同的临

床用药。术后护理方法：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①鼻腔保湿②饮食护理③术后镇痛④心

理辅导。出院后嘱患者定期找术者复查，观察两组患者术腔恢复情况。结果　对照组及实验组两组患者

在临床疗效上未见统计学差异。术后由术者复查术腔提示：实验组在鼻息肉、鼻腔狭窄、粘膜水肿、鼻

分泌物、鼻腔粘连均比对照组由明显减低，术腔上皮化明显优于对照组，且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患者

术后鼻堵、流涕、嗅觉减退等症状均较对照组改善，且有统计学意义。小结：因鼻腔的呼吸与嗅觉功能

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鼻部手术术后因为鼻腔填塞及术腔恢复均会给患者术后带来不适，尤其

是对于全组鼻窦炎的患者。所以手术只是整个治疗的一部分，手术恢复需要护士的辅助。术后给予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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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和鼻腔保湿，对减轻黏膜水肿和伤口愈合起到重要的作用，能促进患者早日康复和预防复发。本研

究中术后给予综合护理的实验组在术后随访中的术腔恢复及症状改善均优于对照组，事实证明术后护理

在患者康复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

犘犗２８６

改良换药方式在大面积换药中的应用

刘玉凤 陈蓉 王璐琦 周凡人

湖南省儿童医院４１０００７

目的　分析改良后换药方式在大面积换药中的应用效果，以寻找更为有效的换药方式，减少换药时

间、提高换药效果，提高护患满意度。方法　对我院皮肤科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收治的２００例需

要大面积涂药的患儿，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各１００例，对照组采取传统棉签涂擦方式换药，实验组

采取改良换药方式进行换药，比较２组患儿换药时间、住院时间、患者满意度及住院费用。结果　两组

患儿，除住院时间无明显变化外，在换药时间、患者满意度和住院费用上，实验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改良涂药方式在大面积换药中，能有效的减少护士换药时

间，还能减少药物的浪费，提高护患满意度，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和推广价值。

犘犗２８７

１例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上肢动脉栓塞患儿的护理及文献复习

张志勤 陈迎发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２１００１６

目的　探讨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上肢动脉栓塞的临床特点、护理措施及文献复习。方法　回顾性分

析１例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上肢动脉栓塞患儿的临床资料及护理。结果　患儿住院２２ｄ，患肢血供得到

改善，桡动脉搏动虽仍较正常弱，但手的活动和功能正常，肺部炎症吸收，病情好转出院。随访１０个

月，患肢血供良好，活动和功能正常。结论　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上肢动脉栓塞的护理重点是及时早期

发现血栓早期抗凝溶栓是关键，同时积极抗感染，加强患肢的体位和保暖护理，避免诱发和加重血栓形

成的因素，家长和患儿的心理护理等。

犘犗２８８

过敏性疾患者心理状态分析与结构性心理干预

赖蓉 尹洁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６１００４１

目的　探讨过敏性疾病患者的心理状态以及结构性心理干预对过敏性疾病患者的影响。方法　随机

选取我科过敏性疾病患者６０例，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ＳＣＩ９０）测试及访谈。结果　过敏性疾病患者大多

属于内倾性格。通过访谈发现，８０％患者在过敏性疾病发病和加重之 前，均有不良情绪反应。复发均与

情绪障碍、性情有关。通过结构性心理干预后ＳＣＬ９０得分 明显低于干预前。结论　不良情绪反应能使

过敏性疾病发生或加重，直接影响过敏性疾病的愈后。药物治疗结合心 理干预，能有效遏制过敏性疾

病的发生、发展，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过敏性疾病；心理分析；结构性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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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２８９

改良式冰敷方法在鼻科病人中的应用

徐惠清 王倩 彭峰 戚敏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６１３０００

目的　冰袋冰敷是临床工作中最常用的冷疗方式，主要用于减轻局部组织出血、疼痛和肿胀，控制

炎症扩散，降低体温等。传统冰敷方法常使用包布包裹冰袋，将冰袋放置在冰敷部位上，不易固定，冰

袋容易滑脱，或者需要患者及家属长时间手扶冰袋固定，导致使用极不方便。自２０１５年起，我们引入

户外爱好者经常使用的魔术头巾固定冰袋，本文主要探讨魔术头巾在鼻科病人中的应用。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２８例慢性鼻窦炎局麻术后患者，年龄１８岁～６０岁，男７１例，女５７例，随

机对照原则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传统冰敷模式，实验组采用魔术头巾固定冰袋模式。魔术头巾冰敷方

法：在冰袋外套布套，将冰袋放于头巾上，翻折头巾，将冰袋包裹于头巾内，患者取舒适体位，魔术头

巾套戴在所需冰敷部位，交代冰敷的注意事项，从病人的舒适度、活动度、疼痛评估、满意度等方面进

行对比研究。结果　结果显示两组间的指标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１），改良后冰敷模式明显优于传统

冰敷模式。通过对出院患者满意度调查发现：１００％患者非常满意魔术头巾应用于冰敷；９８％患者非常

满意冰敷效果。结论　使用魔术头巾固定冰袋，操作简便易行，头巾能稳妥地固定冰袋，患者在冰敷的

同时能取自由体位，活动自如，不受冰敷的干扰，极大方便了患者及家属，受到患者及家属的好评。魔

术头巾价格低廉，患者一人一条专用，出院时按医疗垃圾处理，不回收重复使用，杜绝了交叉感染的机

会。使用魔术头巾改良冰敷技术是我们护士继续深化优质护理的又一举措，护士通过日常生活经验所

得，把日常用物运用于临床，实用性及创新性强，头巾图案多样、色彩丰富，增加视觉享受。从细节中

关爱患者，患者就医感受好。医生对护士创新性、专业性给予充分的肯定，患者、家属、医护同行的认

可，提升了护士的职业价值。该改良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犘犗２９０

临床路径在鼻中隔偏曲患者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

胡丽丽 王倩 李红 梁娟梅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６１３０００

目的　临床路径是一个事先写好的标准化的工作流程，使患者得到最佳的服务，同时有利于服务质

量的持续改进，保证资源合理及有效的使用，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缩短住院时间。本文主要探讨临床

路径在鼻中隔偏曲患者围手术期护理中的应用与效果。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３１０月在本科室治疗的９０

例鼻中隔偏曲矫正术患者，病程６个月到十年，无其它基础病，随机分为路径组和对照组各４５例，两

组均采用相同的麻醉方式 （局部麻醉）和手术方式，分别应用临床路径护理和常规护理，采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将两组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医疗费用、住院天数及患者的

满意度进行比较，取犘＜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得出

犘＜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实施临床路径护理后患者的住院天数明显缩短，医疗费用降低，对疾病相关知

识的掌握情况及满意度均有较大提高。结论　对鼻中隔偏曲手术患者实施临床护理路径具有高质量、高

效能、低成本，培养了护士工作的自主、自律性，增强了成就感，使健康教育制度化、具体化，融洽了

护患关系，提高了患者对诊疗、护理的满意度等优点，临床路径是一种为患者提供高品质、高效率、低

成本的医疗健康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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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２９１

１例鼻前庭恶性肿瘤切除围手术期护理

徐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总结１例鼻前庭恶性肿瘤切除术的围手术期护理方法　归纳１例鼻前庭恶性肿瘤切除所采取

的护理措施、护理方法并总结经验结果　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效果较满意结论　鼻前庭恶性肿瘤切除术

后护理的不断提高护理措施从而有效粗患者的康复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和生存率

犘犗２９２

全程沟通在特异性免疫治疗护理中的作用

韩芳 尹文艳 刘燕 邬晓玲 吴静

贵州省妇幼保健院 贵阳市儿童医院５５０００３

目的　旨在了解全程沟通在特异性免疫治疗中的作用。方法　对２０１２年０９月１４日至２０１６年０５

月１３日于我院哮喘门诊确诊为哮喘并进行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患儿共６２例实施全程沟通，针对免疫治疗

患儿及家长的不同心理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结果　６２例中，５例已经圆满完成３年疗程且疗效满

意，９例脱落，沟通满意度达８５．５％。结论　通过对特异性免疫治疗的哮喘患儿及家长进行全程有效的

沟通，增强了其对治疗的信心及依从性，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从而使患儿得到安全有效的治疗。

犘犗２９３

皮肤过敏试验的结果对慢性鼻窦炎抗过敏治疗的疗效观察

陈意欣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４３００２２

目的　探讨慢性鼻窦炎的病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皮肤试验对慢性鼻窦炎抗过敏治疗对的疗效

观察。方法　选择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收治的１８５例慢性鼻窦炎患者，年龄１５６８岁。了解患者

有无家族过敏史、即往过敏史和与过敏反应有关的疾病。所有患者均进行皮肤过敏试验，如皮试阳性患

者采取免皮试的抗菌药物治疗，其他均以抗组胺药物治疗 （口服开瑞坦），局部糖皮质激素治疗 （内舒

拿、雷若考特鼻喷），全身性糖皮质激素治疗 （地塞米松、利君等静脉用药）及手术治疗。结果　１８５

例患者皮肤过敏试验阳性７３例占 （３９．４％），阳性患者的免皮试抗菌治疗效果慢于皮肤过敏试验阴性的

患者。所有患者均采用抗组胺药物治疗、局部糖皮质激素治疗和全身糖皮质激素治疗，患者中皮肤试验

阴性者得到显著改善。结论　皮肤过敏试验阴性患者配合口服抗组胺药物、局部和全身糖皮质激素联合

用药对鼻窦炎抗过敏治疗的效果更明显，术后恢复更快。值得临床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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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２９４

电话随访对过敏性鼻炎治疗效果的影响

陈甘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耳鼻喉科４３００２２

目的　研究临床路径式电话随访对过敏性鼻炎治疗效果的影响。方法　将拟行过敏性鼻炎治疗计划

的１２０例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６０例。对照组按普通流程进行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则依照临

床治疗计划，对患者各阶段治疗进行电话随访，包括询问是否按时用药、治疗效果、是否存在药物及副作

用、解决知识缺乏等护理问题、督促定期复查等。结果　观察组治疗计划完成率、健康教育知晓率优于对

照组。结论　将治疗临床路径与健康教育路径将结合，可有效提高过敏性鼻炎患者治疗的依从性。

犘犗２９５

健康教育在成人过敏性鼻炎患者居家自我护理中的应用

顾丽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耳鼻喉科４３００２２

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在成人过敏性鼻炎患者居家自我护理中的效果及作用。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一

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一年中我院耳鼻喉科门诊就诊的１０５例成人患者为观察对象，按照随机原则将患者分

为对照组５２人和观察组５３人。其中对照组护士不行健康教育，患者仅遵照医嘱用药及遵从医生交代的

注意事项。对照组护士通过健康教育对患者再次行健康教育给予患者心理，饮食，生活等指导。实施：

通过门诊护士健康教育，６个月后对患者进行调查，采用成人生活质量量表和居家自我护理行为调查问

卷评价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居家自我护理情况。结果　通过门诊护士健康教育后观察组生活质量和居家自

我护理行为显著高于对照组。

犘犗２９６

检测过敏源在儿童腺样体肥大手术前的应用

李俊萍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４３０００００

目的　探讨过敏源的检测在儿童腺样体肥大手术前的应用及临床意义。方法　回顾分析２０１５年４

月—２０１６年４月共收治５６０例腺样体肥大的患者，根据年龄分幼儿组 （２５）岁１９０例，儿童组 （５１０）

岁３２０例，少儿组≥１０岁５０例，将３组患儿随机分２组即；对照组和常规组。对照组的２８０例患儿术

前均进行过敏源检测，了解过敏源的种类和过敏源阳性率。结果　对照组患儿过敏源检测的阳性率达

４１．１％ （１３８人），螨虫、灰尘、花粉、皮屑分别占阳性率前３位。术后给予抗过敏治疗，对术后鼻塞

的症状比常规组提前得到明显缓解。结论　对照组患儿通过过敏源检测，术后联合抗过敏药物，缩短住

院天数，节约住院费，鼻塞症状得到充分改善优于常规组，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０９２—



犘犗２９７

护理干预在过敏性鼻炎中应用研究

罗峻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４３００００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过敏性鼻炎治疗效果的影响，减轻患者症状，总结护理经验。方法　将６６

例过敏性鼻炎随机分成观察组 （３３例）和对照组 （３３例），观察组采用护理干预，对照组采用传统发

放。干预６个月的评价效果。结果　干预后６个月内，患者症状明显减轻，满意度提高。结论　护理干

预６个月个月改善过敏性鼻炎患者的治疗症状，提高护理质量及满意度。

犘犗２９８

健康教育对控制过敏性鼻炎的影响

骆晶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耳鼻喉科４３００２２

目的　探讨通过加强完善健康教育措施对于过敏性鼻炎患者的依从性，控制病情发展及促进过敏性

鼻炎恢复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科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０１６年５月收治的过敏性鼻炎患者１５０例随机分为观察

组 （７０例）和对照组 （８０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从治疗的依从性，健康教育，及

心理护理等方面采取干预措施。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依从率为８９％，对照组依从率为６８％，加强护

理干预后患者能积极主动避免接触过敏源，增强机体免疫力，提高生活质量，并且提高了护理满意度。

结论　通过对过敏性鼻炎患者加强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等护理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患者的痛苦，

且提高了治疗的有效性，对患者的身心健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提高了在治疗过程中对护理的满意度。

犘犗２９９

犛犘犜用于安脱达特异性免疫治疗前的临床研究

尉迟咏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４３００２２

目的　探讨ＳＰＴ皮肤点刺用于安脱达特异性免疫治疗前的临床意义。方法　 本组患者中男性５２

例，女性７８例，无药物过敏史。１３０例例患者在进行安脱达特异性免疫治疗前均行ＳＰＴ皮肤点刺试

验。ＳＰＴ变应源均为德国公司提供标准化反应源试剂。结果　实验结果屋尘螨３９例 （３０％），粉尘螨２８

例 （２１．６％），棉絮７０例 （５３．１％），花粉５０例 （３９％），霉菌１３例 （１０％）。在安脱达治疗前行皮肤

过敏源点刺，了解患者过敏源的分布及阳性率，以及皮丘直径大小，结合ＳＰＴ点刺结果，可以系统、

安全、有效、合理的使用安脱达。结论　ＳＰＴ皮肤点刺是安脱达治疗前必须完善的检查之一，为安脱

达特异性免疫治疗起到评估的有利价值，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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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３００

鼻保健操治疗小儿过敏性鼻炎５０例临床观察

余晶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耳鼻喉科４３００３０

目的　观察鼻部保健操治疗小儿过敏性鼻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通过查鼻部过敏源ＩＧＥ抗体确

诊为过敏性鼻炎１０１例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５０例和对照组５１例，治疗组采用鼻部穴位保健按摩操，对

照组作为空白对照，２组在过敏期常规就诊，常规使用脱敏治疗，随访１年。结果　通过鼻部症状总评

分进行评价，治疗组有效率为８９．３％，对照组为６１．３％，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结论　鼻部穴位保健操课明显改善过敏性鼻炎患儿的临床症状，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犘犗３０１

电话随访对接受脱敏治疗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

张烨 陈庆 王淼 罗静 黄晓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４３００２２

目的　评价电话随访方式对过敏性鼻炎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方法　选取在我院接受脱敏治疗的

１４０例过敏性鼻炎患者分为对照组与电话随访组各７０例，两组患者在干预前后均填写焦虑自评量表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ＳＤＳ），记录联系方式，电话随访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行定期电话随访，

每月一次，记录患者心理状况、不良反应、待解决的问题、随访时间，随访时要体现人文关怀。结果　

两组患者在干预前后焦虑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电话随访简单方便，可有

效改善患者心理焦虑。

犘犗３０２

广东与云南两地区２７７８例过敏性疾病患者狊犾犵犈检测结果分析

吴泽鸿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００００００

目的　分析比较常见的变应原在具有地域差异的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分布情况，为不同地域建立常见

变应原种类的检测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沿海广东与内陆云南两地区共２７７８例过敏性疾病患者的血清，

采用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１０００系统对９种血清变应原特异性ｌｇＥ （ｓｌｇＥ），包括户尘螨 （ｄ１）、蟑螂 （ｉ６）、树木

混合组 （栎树／榆树／柳树／杨树／梧桐） （ｔｘ４）、霉菌混合组 （点青霉／烟曲霉／分枝孢霉／交链孢霉）

（ｍｘ１）、狗毛皮屑 （ｅ５）、虾 （ｆ２４）、蟹 （ｆ２３）、鸡蛋白 （ｆ１）和牛奶 （ｆ２）进行检测与分析。结果　①

广东与云南过敏性疾病患者的血清变应原ｓｌｇＥ阳性率为５８．４％ｖｓ．６１．０％，阳性率前５位的变应原为

ｄ１、ｉ６、ｆ２４、ｆ２３、ｆ２ｖｓ．ｄ１、ｉ６、ｔｘ４、ｆ２３、ｆ２４；②广东的ｉ６ （２０．９％ｖｓ．２６．５％）、ｔｘ４ （５．３％ｖｓ．

２１．６％）和ｆ２３ （１６．３ｖｓ．２０．８％）阳性率均低于云南地区 （犘＜０．０５），而ｆ２ （１４．８％ｖｓ．８．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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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犘＜０．００１）；③广东和云南最高阳性率年龄组分别７１４岁 （７５．３％）和１５５０岁 （６３．３％）；各年

龄组以ｄ１为主要吸入性变应原，而主要食入性变应原不同：０６岁年龄段的儿童以ｆ１和ｆ２为主，≥７

岁年龄段的儿童及成人以ｆ２３和ｆ２４为主；④ｄ１阳性患者常以２３级阳性水平合并ｉ６、ｆ２４与ｆ２３阳性且

云南合并ｔｘ４时也具有高阳性率，以上合并的变应原阳性程度均主要集中在１２级低阳性水平。结论　

除ｄ１、ｉ６、ｆ２３、ｆ２４为两地域主要变应原外，ｆ２与ｔｘ４分别为广东和云南常见的变应原，ｄ１是各年龄

段的主要吸入性变应原，食入性变应原中０６岁儿童以ｆ１和ｆ２为主，≥７岁的儿童及成人以ｆ２３和ｆ２４

为主。

犘犗３０３

空气净化器对室内霉菌和细菌浓度变化的影响

黄淑娟 罗嘉莹 温晓茵 李玉勤 袁艳 孙宝清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霉菌存在于室内和室外环境，环境中霉菌暴露在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本文

通过监测使用空气净化器对卧室霉菌和细菌的浓度变化，评价空气净化器的使用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

响。方法　在广州不同地区的２８位受试者的卧室内安装空气净化器，分别在空气净化器使用前和使用

后的连续六个月共７次进行卧室内的霉菌和细菌浓度的检测。采用柯赫沉降法在卧室中五点采样收集卧

室的霉菌和细菌，并记录检测时卧室的温度和相对湿度。使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分析，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

性分析检测霉菌浓度、细菌浓度分别与温度、相对湿度的关系；用重复方差分析法进行霉菌和细菌浓度

的变化趋势分析。结果　使用空气净化器前，卧室内霉菌的浓度为 （２１．３５±１３．１２）ｃｆｕ／ｍ３，细菌的

浓度为 （１０６０±１１３８）ｃｆｕ／ｍ３。霉菌浓度和湿度相关，但霉菌浓度和温度，细菌浓度和温度，相对湿

度均不相关。卧室内霉菌浓度在使用空气净化器后的第一、二个月呈下降趋势，之后随外界环境因素变

化而波动。细菌浓度在使用空气净化器后无明显变化。结论　空气净化器的使用使室内霉菌的浓度在短

期内下降，但对室内细菌的浓度影响不大。

犘犗３０４

粉尘螨舌下脱敏治疗过敏性鼻炎脱落分析

黄秋菊１，２魏欣１，２林霞１，２郑红娟１，２粘家斌１，２

１．海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２．海南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院

目的　了解粉尘螨舌下脱敏治疗过敏性鼻炎脱落原因和好发时间，寻求相应护理对策。方法　电话

随访在我科诊断过敏性鼻炎并进行粉尘螨舌下脱敏治疗的患者１８６人，询问是否还在坚持治疗，以及脱

落时间和原因。结果　１８６名患者中，有６６人在２年内自行终止治疗，脱落率３５％；脱落发生时间分

析中，≤３个月４０人、４～６个月１４人、７～１２个月７人、＞１年５人；脱落原因分析中，疗效不满意

２４人、患儿不配合１１人、治疗后症状加重１０人、症状好转自认为痊愈７人、担心药物副作用６人、

经济不能承受５人、取药不方便２人、怀孕１人。结论　粉尘螨舌下脱敏治疗３个月内是脱落最容易发

生的时间段，对治疗效果不满意是脱落发生最主要的原因，有针对性的护理宣教可以提高粉尘螨舌下脱

敏治疗的依从性，减少脱落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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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３０５

褐藻多酚降脂功效的研究

刘萌 刘翼翔 吴永沛 曹敏杰 刘光明

集美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３６１０２１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肝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综合征，临床症状为肝脏中甘油

三酯 （ＴＧ）的积累。常见降脂药物多以损伤肝功能为代价；某些海洋生物体内具有多种抗氧化成分，

如多酚类等，但关于其降脂效果却鲜有报道。本文以褐藻多酚为原料，研究其体内降脂功效及机理。方

法　以高脂饲料饲喂ＩＣＲ小鼠建立体内高脂模型，而后模拟临床中出现的褐藻多酚治疗组；机体自身

代谢组；褐藻多酚治疗同时摄入高脂饲料组；测定各指标变化及对肝脏切片 ＨＥ染色，进行降脂效果评

价及机理研究。结果　高脂饲料饲喂４周，ＩＣＲ小鼠模型组肝脏甘油三酯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ＴＧ）含量是

空白组的２．６１倍，且炎症因子水平无显著变化；延长时间，趋势不变，与肝脏ＨＥ染色切片结果吻合，

表明肝脏单纯性脂质累积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褐藻多酚治疗组在短时间内 （４周）脂质清除率达到

７６％。相比之下，机体自身代谢组脂质清除率达到５９％，延长时间，在摄入高脂饮食的前提下以褐藻

多酚提取物干预的小鼠最高清除率达到５３％。经ＥＬＩＳＡ研究发现各降脂组中脂肪酸β氧化的关键因子

ＡＭＰＫ及ＣＰＴ１均有升高。结论　褐藻多酚有一定的辅助降脂功效，其脂肪代谢可能经ＡＭＰＫＣＰＴ１

途径，增加了肝细胞线粒体的脂肪酸β氧化，加速了脂肪酸的分解代谢。因此机体自身避免再次摄入高

脂饮食，同时接受褐藻多酚的干预，可在短时间内无毒副作用地显著降低脂质累积，为开发功能性海洋

活性降脂食品提供了参考。

犘犗３０６

黑龙江省变态反应资源调查

宋瑜欣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１５００１０

调查背景　目前变态反应性疾病在全球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变态反应学科自提出

至今也就百余年历史，在我国也刚刚有６０年的发展史。进入本世纪初，在以叶世泰为代表的老一辈变

态反应专家的不断努力下，终于在２００１于江西南昌成立了独立的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此次成立

大会标志着变态反应学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阶段。此后全国各地也纷纷成立了本地区相应学会，其发展

也不尽相同。为了解我省变态反应发展的状况，因此开启了此次黑龙江省变态反应的资源调查工作。目

的　通过本次黑龙江省变态反应资源调查，以便了解我省变态反应资源的状况，为更好得发展我省变态

反应事业提供一个详实的基础数据。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共设计了１４项大问题，涵盖了省内独

立变态反应科室的情况、变态反应专业在相关科室的拥有情况、变应原的特异性诊断及特异性免疫治疗

的开展情况，气传变应原的监测情况，变态反应医务人员数量及受专业培训情况，以及学术论文发表等

情况来评估全省变态反应专业的基本情况。调查范围从省级医院到县级医院，共计黑龙江省境内的２４５

家医院。结果　在所调查医院中独立拥有变态反应科室的医院为１４家，占所调查医院总数的５．７％，

２００４年以前成立的变态反应科为８个，近十余年成立的变态反应科为６个。拥有变态反应专业相关科

室医院数为５３家，所占调查医院总数的２１．６％，变态反应专业相关科室总数为１１２个，包括皮肤科、

呼吸、耳鼻喉、儿科、消化、免疫、风湿免疫，其中皮肤科占所调查相关科室百分比为４６％。变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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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科医生共有４２名，在变态反应专业相关科室中兼职及全职的医生共有２０２名，参加过培训的医务人

数为３７名，培训率为１５．３％。开展变应原检测医院总数为５３家，占所调查医院百分比为２３％。开展

免疫治疗的医院数为１８家，占所调查医院百分比为７．３％。气传变应原监测３家，拥有变态反应基础

实验室的医院为３家，近５年发表本专业论文３篇。结论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省整体变态反应专业资

源处于相对缺乏阶段，无论是我省变态反应科室的数量，医生的数量，医师的培训状况，还是变应原检

测与治疗能力上都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病人需求，因此大力发展变态反应学科的建设且不断提高专业水

准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犘犗３０７

１００例慢性湿疹患者饮食习惯调查及干预措施研究

白美蓉 刘惠 徐雅婷 刘萍 李芳 周慧 周道娟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探讨饮食习惯对慢性湿疹患者复发率的影响。方法　将１００例慢性湿疹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观察组采用饮食处方卡进行饮食干预，对照组按患者日常饮食习惯进食。观察两组疾病复发

情况。结果　观察组经饮食干预后，复发率低于对照组，犘＜０．０５，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结论　饮食

干预能有效降低慢性湿疹的复发。

犘犗３０８

中湿配合呋喃西林软膏治疗渗出性湿疹的疗效观察

顾兰秋 刘兰 吴波 雷雯霓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探讨中湿配合呋喃西林软膏治疗渗出性湿疹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将１３０例渗出性湿疹患

者，采用信封法 “双盲”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７０例，炉甘石洗剂涂擦，同时采用中湿配合呋喃西林

软膏治疗后，对照组６０例，炉甘石洗剂涂擦，２组疗程均为１周。以渗出性湿疹的红斑、丘疹及渗液

程度来评价疗效。结果　治疗１周后，治疗组和对照组有效率分别为９０％及６０．４％，２组有效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治疗组优于对照组。结论　中湿配合呋喃西林软膏治疗渗出性湿疹，

具有效果显著，不良反应少，安全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

犘犗３０９

探讨面部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护理

胡涛 刘兰 雷雯霓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探讨面部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护理。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接

诊治疗的１００例面部激素依赖性皮炎患者的临床资料，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２组，每组５０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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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组患者均进行传统的常规护理，其中实验组在传统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入了优质护理，对照组仅仅

进行常规护理，通过观察两组患者的恢复情况、满意度以及护理效果等，进行对比实验，以做出统计学

分析。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患者在情绪、食欲、治愈信心以及治疗情况等方面均高于对照组，

患者的康复状况较好，犘＜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面部激素依赖性皮炎患者的护理工作

中加入优质护理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使得患者早日康复，优质护理对于患者护理工作中有着极高

的应用价值，值得在临床实践中广泛推广。

犘犗３１０

阴囊湿疹患者的心理分析与护理干预

李芳 吴波 白美蓉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探讨阴囊湿疹患者的心理分析与护理干预。］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８月于我科

就诊的阴囊湿疹患者共５８例，对患者的心理情况进行分析，并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２９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则根据心理分析结果加强心理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满意度。结

果　其中观察组２９例患者在接受上述护理后，患者护理满意度(８０的为９６．６％，抑郁水平＜５０的患

者为１００％；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８０的为５８．６％，抑郁水平＜５０的患者为４１．４％。观察组患者的

护理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治疗效果比较具有明显差异，犘＜０．０５。结论　应用护理干预对阴

囊湿疹患者进行护理，能有效改善患者焦虑等心理，可促进患者的康复。

犘犗３１１

丝塔芙润肤露辅助治疗婴幼儿湿疹疗效观察

李芳 吴波 白美蓉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对丝塔芙润肤露在婴幼儿湿疹治疗中的辅助作用进行观察和研究。方法　病例选自我科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０１４年４月就诊的婴幼儿湿疹２０７例，按照门诊就诊顺序将其划分为治疗１组、治疗２

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６９例。给予对照组患儿外用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７天和氧化锌硼酸软膏１个月，

治疗１组患儿外用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７天和丝塔芙润肤露１个月治疗，治疗２组患儿外用丁酸氢化可

的松乳膏７天和丝塔芙润肤露６个月治疗，对３组患儿的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和复发率进行观察。结果

　经治疗后，治疗２组总有效率和复发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和治疗１组，比较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且无不良反应。结论　丝塔芙润肤露在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治疗婴幼儿湿疹中的辅助作用

较为显著，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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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３１２

局部中药熏蒸治疗湿疹６８例效果观察

廖建芬 张大维 周晓群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观察西药结合局部中药熏蒸治疗湿疹的临床效果。方法　将１３６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６８例采用常规治疗；治疗组６８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局部中药熏蒸治疗。结果　愈显率治疗组

８２．３５％、对照组３９．７０％。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局部中药熏蒸治疗湿

疹疗效较好。

犘犗３１３

１２７例急性荨麻疹的护理体会

王鸿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总结急性荨麻疹患者的健康教育及护理体会。方法　对我院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月成功

治愈的１２７例急性荨麻疹患者给予基础护理、生活护理、饮食护理、心理护理等护理内容在内的综合个

体化护理，并对护理资料进行总结分析。结论　对急性荨麻疹的患者应该从心理、饮食、皮肤护理、家

庭生活、健康教育、用药知道等方面开展，消除病人的紧张、焦虑情绪，了解疾病知识，学习自我预防

和自我护理的方法，对病人的身心健康起着重要作用。

犘犗３１４

饮食处方卡对慢性湿疹患者红斑程度影响的观察

徐雅婷 白美蓉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探讨饮食处方卡对湿疹患者红斑程度的影响。方法　采用抛硬币的随机抽样方法，将１００名

慢性湿疹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按饮食处方卡给予观察组患者饮食指导，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饮食

指导，比较患者在两种健康教育方式下红斑程度的差异。结果　两组患者红斑程度在健康教育前无统计

学差异，犘＞０．０５：两组患者红斑程度在健康教育后有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５。结论　结合饮食处方卡

的饮食指导优于常规饮食指导，减轻了患者的红斑损伤程度，是一种有效、值得推广的饮食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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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３１５

皮肤科夜急疹患者肌注苯海拉明发生晕厥的原因分析与对策

张露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分析肌肉注射苯海拉明发生晕厥的原因，制定相应的对策，避免晕厥的发生。方法　回顾分

析１７例患者发生晕厥的情况，总结存在的因素，实施防止晕厥的护理措施。结果　药物、体位与个体

的差异、护理的行为等因素均可导致晕厥。结论　通过采取合理的护理方法，规范的服务可防止晕厥的

发生。

犘犗３１６

慢性湿疹患者心理状况调查与护理效果分析

钟家鸿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分析慢性湿疹患者的心理状况与护理干预后的疗效。方法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于我

院接受治疗的湿疹患者１５０例，患者接受症状自评量表 （ＳＣＬ９０）测评心理状况。针对性对慢性湿疹

患者实施护理干预，通过ＳＣＬ９０评分系统比较护理干预前后疗效。结果　慢性湿疹患者在躯体化、偏

执、恐怖、抑郁和焦虑方面的得分均显著高于与全国常模，经过护理干预后这些指标得分有显著性的降

低。结论　针对性的护理服务可以有效降低慢性湿疹患者的不良心理状况。

犘犗３１７

品管圈活动对冷湿敷患者护理服务质量和满意度的影响

周道娟 刘惠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对提高冷湿敷患者护理服务质量的作用效果。方法　护士自发成立品管圈组

织，发放问卷来调查在冷湿敷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护理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商讨，确定本

次主题，拟定活动计划，分析现状，设定目标，提出对策并采取相应措施解决。结果　品管圈活动可发

现并解决在冷湿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品管圈活动后冷湿敷患者病人的护理服务质量和满意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实施品管圈活动不仅能改善冷湿敷患者护理服务质量、提高工作满意度

同时减少了护理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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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３１８

点刺法过敏原检测在降低鼻窦炎术后复发中的价值

崔江萍

安徽省立医院２３０００１

目的　探讨过敏源的点刺检测法在临床鼻窦炎诊治中的实用性及诊断价值。方法　观察组用点刺法

对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６５例住院鼻窦炎患者进行体外过敏源检测。针对检测结果，区分出合并

过敏性鼻炎患者，阳性者在进行鼻窦手术后宣教门诊复查，对症给予干预药物治疗及相关健康宣教，降

低术后过敏导致鼻腔粘膜水肿，炎症复发。阴性者鼻窦手术后常规治疗，给予一般健康宣教。以２０１３

年７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接受鼻窦炎手术的６５例为对照。结果　观察组２６５例中检测出５６例阳性，２０９

例阴性。平均随访６个月，阳性病例复发率为５．３％ （３／５６），阴性病例复发率为４．８％ （１０／２０９），总

复发率４．９ （１３／２６５）。对照组总复发率为９．２％ （６／６５）。两组比较，观察组复发率明显降低 （犘＜

０．０５）。结论　过敏源点刺检测法在临床上有较高的实用性，可快速检测出是否并发过敏性鼻炎，提高

鼻窦手术的效果。过敏源点刺检测法简便易行，值得推广。

犘犗３１９

社会支持度和人格特征对综合医院鼻科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

叶碧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５１００８０

目的　通过调查了解综合医院住院及门诊鼻科患者社会支持度、人格特征及焦虑抑郁阳性发生率，

分析社会支持度及人格特征对鼻科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方法　采用多中心横断面设计，调查广州市三

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鼻科住院术前和门诊就诊患者。利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ＨＡＤ）、社会支持评定

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 （ＥＰＱ）调查患者相关现状，并收集一般资料。应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处理，检验

水准以犘＜０．０５为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１）调查２１３人，其中住院患者１４５人、门诊患者６８人，

男性１３７人、女性７６人；已婚１２５人；年龄２０～４９岁１４８人。焦虑阳性者５３人，占２４．９％；抑郁阳

性者３１人，占１４．６％。不同医院之间、病房与门诊之间患者的焦虑抑郁得分无统计学差异。（２）患者

焦虑抑郁得分和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社会支持总分分别呈负相关性 （犘＜０．０５），具

有统计学意义。（３）抑郁得分和焦虑抑郁总得分与内外向得分呈负相关性 （犘＜０．０５）。焦虑得分、抑

郁得分和焦虑抑郁总得分与神经质得分呈正相关性 （犘＜０．０５）。精神质得分与抑郁得分、焦虑抑郁总

得分也呈正相关性。结论　 （１）综合医院鼻科患者焦虑阳性率为２４．９％，抑郁阳性率为１４．６％，值得

引起重视。（２）家庭成员关系一般的患者抑郁程度高于家庭关系和谐者，社会支持度越高的患者焦虑抑

郁得分越低。所以在诊疗护理患者中，有必要了解患者的家庭社会关系，社会支持少的患者，应注意其

有无不良的心理状况；指导患者和家属促进家庭关系和谐，指导患者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及最大程度

的利用社会支持，以降低焦虑抑郁的发生几率和严重程度。（３）神经质得分越高，焦虑程度越严重；精

神质和神经质得分越高，抑郁程度越严重，内外向得分越低，抑郁程度越严重。患者表现出内向、孤

独、不友好、焦虑、担心、常郁郁不乐、忧心忡忡、有强烈的情绪反应等表现时，应该注意是否有焦虑

抑郁倾向。（４）鼻科患者人格特征中的外向性格可能是抑郁的保护因素，人格特征中精神质变量可能是

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在给患者进行诊疗时，应注意患者的性格行为特征。对有神经质、精神质特征的

患者要特别注意其心理状况和情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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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３２０

犘犲狉犻狅狊狋犻狀的表达与鼻息肉嗜酸细胞炎症的关系

王敏１，２王向东１，２张楠３王鸿１，２李颖１，２范尔钟１，２张亮１，２张罗１，２ＣｌａｕｓＢａｃｈｅｒｔ３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２．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３．比利时跟特大学

目的　研究显示慢性鼻窦炎合并鼻息肉 （ＣＲＳｗＮＰ）病人中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的表达增高，但是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

在其中的作用尚不清楚。本研究探讨ＣＲＳｗＮＰ中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与嗜酸细胞炎症的关系。方法　取ＣＲＳｗＮＰ

病人和正常人的鼻黏膜组织，用免疫检测试剂盒检测组织匀浆中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ＩＬ５，ＥＣＰ，ＩＬ４，ＩＬ１３，

ＴＧＦ１，ＩＬ１７，ＩＦＮγ，ｆｉｂｒｏｎｅｃｔｉｎ和ｔｅｎａｓｃｉｎＣ的表达水平。检测外周血和组织中嗜酸细胞数目。免

疫组化染色定位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ＭＢＰ，整合素αＭβ２亚单位αＭ，ｆｉｂｒｏｎｅｃｔｉｎ和ｔｅｎａｓｃｉｎＣ在ＮＰ中的表达。

ＩＬ４／５／１３体外刺激ＮＰ组织，检测其对ＮＰ组织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ｆｉｂｒｏｎｅｃｔｉｎ和ｔｅｎａｓｃｉｎＣ蛋白和基因的表

达。结果　研究证实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在 ＮＰ中表达增高且与过敏状态和哮喘的合并无关，进一步分析发现

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在ＩＬ５高表达的鼻息肉组表达显著增高，相关分析表明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和ＩＬ５存在显著正相关，提

示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的表达可能与ＣＲＳｗＮＰ的ＩＬ５亚型有关。然而，血浆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水平在各组间没有差别，

且与组织ＩＬ５无相关性，说明外周血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水平不能反映黏膜局部的表达。ＩＬ４／１３而非ＩＬ５能够

诱导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的表达。ＮＰ中ＩＬ５和ｅｏｔａｘｉｎ的表达与组织ＥＣＰ和嗜酸细胞数目有关，但组织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

与组织ＥＣＰ和嗜酸细胞数目及外周血数目均不相关。免疫组化显示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与ｆｉｂｒｏｎｅｃｔｉｎ、ｔｅｎａｓｃｉｎＣ

和αＭ共同定位在黏膜下组织而非上皮细胞。体外实验显示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ｆｉｂｒｏｎｅｃｔｉｎ和ｔｅｎａｓｃｉｎＣ能够与

嗜酸细胞黏附，但无协同作用存在。结论　ＣＲＳｗＮＰ病人ＮＰ组织中ＴＨ２因子介导的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的表达

可能与嗜酸细胞的组织定位有关，而非组织趋化，且ＥＣＭ蛋白的过表达和嗜酸细胞表面整合素的表达

可能参与了此过程。此研究将有助于寻找抑制ＣＲＳｗＮＰ病人嗜酸细胞炎症的治疗方法。

犘犗３２１

过敏性疾病患者蚕蛾过敏与其他吸入性过敏原的共同致敏分析

欧莉莉 孙宝清 郑佩燕 韦妮莉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根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数据库资料，探讨过敏性疾病患者对

蚕蛾 （家蚕）与其它７种常见吸入性过敏原的致敏情况。方法　采用荧光酶免疫分析 （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

检测血清库中１３１２７例过敏疾病患者血清中蚕蛾与其它常见吸入性过敏原 （屋尘螨、粉尘螨、热带无爪

螨、德国小蠊、美洲大蠊、猫毛、狗毛）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Ｅ （ｓＩｇＥ），分析蚕蛾致敏和其它常见吸

入性过敏原致敏的关系。数据使用卡方检验及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性分析进行统计。结果　在５５７例被

测血清样本中，有３５３例 （６３．３８％）蚕蛾ｓＩｇＥ阳性。这些蚕蛾致敏患者同时对屋尘螨 （８８．７２％）、粉

尘螨 （８５．７９％）、热 带 无 爪 螨 （９０．８０％）、德 国 小 蠊 （９１．５１％）、美 洲 大 蠊 （７８．８５％）、猫 毛

（４７．７４％）以及狗毛 （５３．２１％）共同致敏。此外，血清ｓＩｇＥ水平显示患者的蚕蛾致敏分别与７种过敏

原 （屋尘螨 （ｒ＝０．４９２）、粉尘螨 （ｒ＝０．７２３）、热带无爪螨 （ｒ＝０．６９１）、德国小蠊 （ｒ＝０．７２２）、美洲

大蠊 （ｒ＝０．５４５）、猫毛 （ｒ＝０．４４６）以及狗毛 （ｒ＝０．５７８）的致敏相关。蚕蛾与屋尘螨 （ｒ＝－

０．４５６）、粉尘螨 （ｒ＝－０．３４８）、热带无爪螨 （ｒ＝－０．３９４）以及德国小蠊 （ｒ＝－０．２０２）的共同致敏

存在年龄负相关，与猫毛 （ｒ＝０．４１８）和狗毛 （ｒ＝０．１１４）的共同致敏存在年龄正相关，与美洲大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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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０．０２７）的共同致敏与年龄相关性不显著。仅屋尘螨 （犘＝０．００８）及粉尘螨 （犘＝０．０４１）与蚕蛾的

共同阳性患者与性别相关，其它５种吸入性过敏原均无明显相关。结论　在数据库过敏性疾病患者中，

我们发现较高的蚕蛾致敏率，以及蚕蛾与其它７种常见的吸入性过敏原共同致敏情况。上述过敏原之间

是否存在交叉反应尚待更多血清抑制研究进一步验证。

犘犗３２２

多元化健康教育对特应性皮炎患儿家长认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高迎霞 曹春艳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２１００４２

目的　探讨多元化健康教育对特应性皮炎患儿家长认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强化患儿家长的家庭护

理意识。方法　选取我院过敏免疫科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１月就诊的２岁以下特应性皮炎患儿家长

１２０名，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６０例。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用个

性化和多元化健康教育干预，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比较干预前后患儿家长对疾病的认知及生活质

量的影响评价。结果　多元化健康教育前，２组特应性皮炎相关知识知晓率及就医行为实施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多元化健康教育后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特应性皮炎发病病因及诱因、临床表

现、皮肤护理、用药指导、健康心理、日常饮食、复诊时间等知识均高于自身教育前，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犘＜０．０１），且教育后的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 （犘＜０．０１或犘＜０．０５）。健康教育后观察

组患儿家长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结论　多元

化健康教育可提高患儿家长对疾病知识的知晓率大大提高；有计划、有针对性、系统的多元化健康教育

的干预效果要优于目前临床上的常规心理护理和知识宣教；多元化健康教育能有效提高就医行为的实施

率，能使患者及时调整用药和有效实施 “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模式，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及日常生活质

量。

犘犗３２３

２８例婴幼儿特应性皮炎的护理体会

王丽 李英英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４５００５２

目的　探讨患有特应性皮炎的婴幼儿的护理措施，为婴幼儿特应性皮炎的护理提供临床护理经验。

方法　收集自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于郑州大学一附院皮肤科收治的婴幼儿特应性皮炎２８例，回

顾分析其临床资料和护理资料，积极查找过敏原，给予正确的护理措施和护理建议。结果　有效避免过

敏原，给予正确的护理措和护理建议，能有效提高婴幼儿特应性皮炎的治疗效果。结论　对患有特应性

皮炎的婴幼儿，通过严密病情观察、有效的饮食护理、用药护理、心理护理和良好的健康教育，能保证

治疗的顺利开展，提高治疗效果，促进患儿康复，提高生活质量。特应性皮炎 （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

ＡＤ）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瘙痒性、炎症性皮肤病，各年龄段均可发病，儿童最常见，约有６０％的患者

于１岁内发病，。婴幼儿特异性皮炎典型的特征是红斑、丘疹、丘疱疹、瘙痒剧烈，部分有糜烂、渗出

和结痂，常有 “特异性”家庭史，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全世界１０％～２０％儿童罹患ＡＤ，近年来，

ＡＤ的发病率有明显增高的趋势。治疗ＡＤ的方法很多，但在临床上没有特效药物。我科采用治疗与护

理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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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３２４

６３２例再次入院支气管哮喘患者发病情况调查分析

张俊丽

沈阳军区总医院１１００００

目的　探讨再次入院支气管哮喘患者发病原因。方法　采取回顾性方法，收集５年内住院哮喘患者

中再次入院患者年龄、性别、急性加重原因、哮喘日记管理和教育等临床资料，分别进行统计和分类汇

总。结果　再次入院支气管哮喘患者发病诱因主要为接触过敏原和受凉。主要原因为依从性较差：只有

１７．７％的患者认真记录哮喘日记、数据完整。２４．８％患者遵医嘱按时服药，２３．２％的患者按时到院或电

话随访。其中关于哮喘日记：６０．８％ （１２１／１９９）患者表示没必要记录；４７．５％ （１１６／２４４）患者表示太

麻烦，５７．８％ （８９／１５４）的患者表示没时间到医院或接受电话随访。不规律用药的原因：３３９例患者因

症状控制自行减药、因工作忙等原因忘记服药；１３６例患者停用吸入ＩＣＳ的原因主要为哮喘症状已控

制；２０．４％患者因经济原因；８．８％患者对激素有恐惧感；１１．８％因使用吸入性激素后声音嘶哑停药。

吸入性药物使用方法评价：１５７例规律用药患者发现１１．５％的患者吸入药物时呼吸配合不好，５．７％吸

入药物后未漱口，还有２．５％的患者吸入药物打开装置错误。结论　哮喘控制成功是多方面的，避免诱

因和全程管理至关重要。

犘犗３２５

物联网时代下的精准过敏原医学

陶自坚１阮俞敏子１，２

１．马鞍山市人民医院；２．微因泰克医学检验所

目的　过敏医学精准诊疗，相对于传统医疗，更加重视过敏反应的信息收集与个体化分析，根据不

同的过敏症状有效规避过敏原，有针对性的提出抗过敏方案和治疗程序。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推动

下，加之互联网多媒体以及移动智能终端设备及其应用开发技术的成熟，共同催生了移动医疗。本研究

搭建了一套基于移动医疗的过敏健康管理平台，从过敏信息检索、查询，过敏网上医生诊疗，检测等多

角度探寻物联网过敏医学精准诊疗的可能性，最终为广大民众就诊和健康管理咨询提供便捷服务。方法

　为了明确平台的服务内容，本研究通过网上医学信息搜集和多家医院变态反应科实地调研的形式，分

别对互联网过敏学科信息化程度和门诊过敏科室患者就诊情况作出分析。根据调查结果，依托微因泰克

医学检验所和杭州浙大迪迅生物基因工程有限公司过敏原检测平台，确定过敏原物联网平台基本架构和

基本功能模块。本研究采用基于ｗｉｎｄｏｗｓ系统开发网页设计、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应用、ｉｏｓ智能手机系

统作为客户端开发平台，建立了 “中华过敏网”过敏医学信息搜集查询平台；“过敏医生交流平台”实

现患者与医生网上问诊、咨询。研究最后通过系统测试和用户体验的方法对开发成果进行评估，最终以

在变态反应学科实际应用和用户反馈的形式了解平台的实际运行情况，为平台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设性

意见和建议。结果　本研究通过门诊调查，了解民众普遍缺乏过敏健康知识，在就诊时存在候诊时间长

等问题，普遍使用智能手机和计算机等终端，并期待使用手机第三方应用进行在线问诊，行业内人员普

遍认为健康服务是医疗卫生信息化未来发展的方向。本研究将过敏医学服务内容定位在过敏健康知识查

询和在线问诊上，采用网站和手机应用同时推广。最终经过严格的系统和软件测试，平台上线运行，民

众可享受足不出户、随时随地线上问诊和预约检测，极大优化了过敏问诊看病的流程。结论　依托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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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和市场需求，本研究成功设计出基于移动医疗的过敏平台方案，并成功发布运行。民众可通过平台

进行过敏信息查询、在线问诊和预定检测等过敏医学相关服务，通过网站、手机应用、微信公众账号等

获取便利的就诊流程。在基于大数据的健康服务不断发展过程中，精准医学日益递增的需求中，物联网

过敏医学平台的发展是一种趋势，平台未来必将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而本研究只是为健康大数

据的产生和精准医学的应用提供了最基本的框架，在未来的发展无疑将经历更多的挑战。

犘犗３２６

品管圈活动降低鼻科患者出院口服激素错误例数

李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降低鼻科出院患者口服激素错误例数的应用与效果。方法　由护士、医

生、药师等９人成立品管圈，确定活动主题为降低鼻科出院患者口服激素错误例数。按照品管圈开展流

程，运用查检表电话随访了２０１４年７至８月鼻科出院口服激素患者５０例，平均口服激素错误１５例／

月。根据查检结果进行原因分析、设定目标，通过设计口服激素时间与递减图表、制订口服激素患者用

药宣教单、对出院口服激素患者启动短信服药提醒等对策实施达到预期效果。结果　鼻科出院患者口服

激素错误例数由１５例／月降低至６例／月。结论　品管圈活动降低鼻科出院患者口服激素错误例数。

犘犗３２７

红皮病伴带状疱疹一例

段妍 王杰 李睿亚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０１００５０

目的　通过收集一例红皮病伴带状疱疹患者探讨两种疾病是否存在关联。方法　收集一例红皮病伴

带状疱疹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结果　红皮病与带状疱疹发病机制重叠。结论　红皮病、带状

疱疹看似两个不相关疾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并发与细胞因子及其受体、黏附因子、染色体

功能突变等均有关系。

犘犗３２８

皮肤菌群的代谢产物在特应性皮炎中的作用研究。

于金蕾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皮肤科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皮肤菌群参与皮肤的屏障及免疫应答，研究已发现特应性皮炎 （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Ｄ）患

者皮损的菌群多样性降低，金黄色葡萄菌比例增高，然而菌群在ＡＤ中的确切作用和机制尚不明确。我

们拟从菌群代谢产物的角度探索菌群调控皮肤免疫应答的作用和机制，研究皮肤菌群代谢产物 Ｍ１在特

应性皮炎小鼠模型中的作用。方法　采用贴膜粘贴的方法获得ＡＤ患者４４ｃｍ皮损表面的菌群，将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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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溶于１ｍｌＤＭＳＯ，质谱定量Ｍ１。取６８周ＩＣＲ小鼠，双耳涂抹２ｎｍｏｌＭＣ９０３制备ＡＤ模型，实验组

同时涂抹 Ｍ１，１０天后从大体耳厚、搔抓次数、耳廓组织ＨＥ等方面分析小鼠炎症，并采用实时荧光定

量ＰＣＲ、蛋白印迹技术分析ＴＨ２型细胞因子 （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１３以及ＴＳＬＰ）的表达。进一步进行小鼠

原代角质形成细胞培养，添加终浓度为１００ｎｇ／ｍｌ的 ＭＣ９０３、１００ｎｍｏｌ的 Ｍ１孵育，利用实时定量方法

分析ＴＳＬＰ的表达水平。结果　我们通过气相与液相联用的质谱技术分析发现皮肤菌群代谢可以产生

Ｍ１。小鼠在体实验发现，Ｍ１可以明显抑制 ＭＣ９０３引起的ＡＤ炎症，包括大体耳厚明显减轻，瘙痒次

数明显减少，ＨＥ显示真、表皮厚度比 ＭＣ９０３组有明显减轻，浸润的细胞明显减少；荧光定量结果显

示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１３的表达水平明显下降，蛋白印迹发现加用 Ｍ１组ＴＳＬＰ的表达明显下降。体外实验

发现了 Ｍ１可以与角质形成细胞相互作用引起ＴＳＬＰ的表达水平下降。结论　菌群代谢产物 Ｍ１可以作

用于角质形成细胞抑制 ＭＣ９０３引起的炎症。

犘犗３２９

犛犲犿犪狆犺狅狉犻狀４犇及其受体犘犾犲狓犻狀犅２相互作用
在特应性皮炎炎症中的作用及机制

张晨 朱振来 李巍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皮肤医院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特应性皮炎 （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Ｄ）是一种常见的以顽固性皮肤瘙痒和自发性皮炎为主要

临床特征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病，近年来认为特应性皮炎是Ｔｈ１／Ｔｈ２细胞亚群失衡条件下的以优

势Ｔｈ２细胞介导的皮肤过敏性炎症反应。Ｓｅｍａｐｈｏｒｉｎ４Ｄ（Ｓｅｍａ４Ｄ）最初被发现是神经轴突引导分子，

参与神经、血管、骨骼等器官的发育，最新研究发现Ｓｅｍａ４Ｄ和其受体ＰｌｅｘｉｎＢ２相互作用参与免疫应

答以及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但是Ｓｅｍａ４ＤＰｌｅｘｉｎＢ２在特应性皮炎发病中的作用尚不明确。方法　免

疫组化、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ＲＴＰＣＲ等方法检测特应性皮炎患者皮损组织Ｓｅｍａｐｈｏｒｉｎ４Ｄ及其受体Ｐｌｅｘｉｎ

Ｂ２的表达，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特应性皮炎患者血清可溶性Ｓｅｍａ４Ｄ （ｓＳｅｍａ４Ｄ）的水平。利用ＩＬ４、ＩＬ

１３、ＴＮＦα诱导后的原代角质形成细胞系分析ｓＳｅｍａ４Ｄ对ＫＣ增殖和迁徙的影响以及ＴＳＬＰ分泌表达，

以及ＲＴＰＣＲ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分析ＩＬ４、ＩＬ１３刺激原代角质形成细胞后Ｓｅｍａｐｈｏｒｉｎ４Ｄ和ＰｌｅｘｉｎＢ２

的表达水平。结果　特应性皮炎患者血清中可溶性Ｓｅｍａ４Ｄ水平高于正常对照２倍左右，而在特应性皮

炎患者皮损Ｓｅｍａ４Ｄ高表达，ＰｌｅｘｉｎＢ２有低水平表达；同时我们在体外培养中发现可溶性Ｓｅｍａ４Ｄ显著

促进ＩＬ４、ＩＬ１３、ＴＮＦα诱导后的角质形成细胞的增殖、侵袭和ＴＳＬＰ分泌表达。我们推测Ｓｅｍａ４Ｄ

ＰｌｅｘｉｎＢ２很可能参与了特应性皮炎发病。结论　Ｓｅｍａ４Ｄ／ＰｌｅｘｉｎＢ２相互作用参与特应性皮炎炎症，Ｓｅ

ｍａ４ＤＰｌｅｘｉｎＢ２可能作为治疗特应性皮炎的潜在靶标分子。

犘犗３３０

面部 “过敏”

李双

重庆市人民医院 （三院院区）４０００１４

本人初次向年会投稿，若格式有错者，请多多指教。由于此次本人制作的ＰＰＴ是属于医疗心得交

流，故无法按照贵方规定的 “”严格按照 “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项，每项各一段的方式进行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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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本次心得主要是为认识在日常过敏科门诊中类似过敏，但不是过敏的皮肤病，重点介绍过敏科常见

病 “玫瑰痤疮”的表现、诊断、鉴别及治疗进展。

在过敏反应科坐诊的时间里，我发现有许多患者自称是过敏，面部居多，但经过问诊和检查后发现

并不是我们医学上所讲的过敏性疾病，由此我觉得过敏科不向皮肤科、耳鼻咽喉科、呼吸内科这些老牌

科室一样容易被患者理解，究竟什么是过敏，一般老百姓很难知道，因此就更难知道什么病应该去过敏

反应科了。

我认为身为一名医生，不仅要熟练掌握本科常见病的诊治，更应该掌握相关鉴别诊断的诊疗方法，

过敏反应科门诊中非过敏疾病最多的就要数面部皮疹伴瘙痒的了。

本次ＰＰＴ首先对常见的皮肤瘙痒性疾病进行了分类，并罗列出各类中常见的疾病。其次就患者常

说的面部 “过敏”的常见疾病进行鉴别介绍并附加图片对比。最后着重介绍本科室门诊中常见的玫瑰痤

疮的机制、表现、鉴别、治疗。在治疗方法中根据不同表现的病人详细讲解不同的治疗方案，并介绍目

前新兴使用的β受体阻滞剂外敷面部减轻毛细血管扩张的方法。最后附上２位就诊的严重玫瑰痤疮病人

的治疗前后对比图。

由于目前仍在修改初稿，故此次投稿未附有ＰＰＴ，若贵方需要查看指教，我可将ＰＰＴ上传。谢

谢！

犘犗３３１

荨麻疹的研究进展

张江安 于建斌 李红文 李冬芹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４５００５２

荨麻疹是一种常见的过敏性疾病。从荨麻疹的分类 （包括中国荨麻疹诊疗指南和国外指南）、病因

（包括相关基因、与感染的关系等）、临床表现 （包括一些少见表现，如多形性荨麻疹、肾上腺素能性荨

麻疹、相关综合征等）、诊断 （包括病情评估、诊断流程和鉴别诊断等）和治疗 （相关指南、分层治疗、

奥马珠单抗及其他生物制剂）共五个方面进行综述、讨论。

犘犗３３２

盐酸非索非那定片递减疗法治疗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的疗效观察

宋志强 罗娜 陈曙光 徐静 黄秀英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４０００３８

目的　探讨盐酸非索非那定片递减疗法治疗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的有效性。方法　对８０例慢性自发

性荨麻疹患者在临床病史评估和自体血清皮肤试验 （ＡＳＳＴ）的基础上，随机分配到常规剂量组和递减

剂量组。常规剂量组每日给予口服盐酸非索非那定片 （１２０ｍｇ／日），连续１２周；递减剂量组前４周每

日给予口服盐酸非索非那定片 （１２０ｍｇ／日），第４周和第８周时尝试逐渐减量至可控制症状的最小服药

量。在治疗前 （基线）和治疗后第４、８、１２周时评价所有患者荨麻疹疾病活动程度 （ＵＡＳ）、皮肤病生

活质量指数 （ＤＬＱＩ）和抗组胺药物总服用量。结果　常规剂量组在治疗前 （基线）和治疗后第４周、８

周、１２周的ＵＡＳ分别为４．０８±０．７９、０．６４±０．８２、０．３７±０．６８、０．２７±０．５６，递减剂量组分别为

４．０７±０．８１、０．６１±０．８７、０．４８±０．７２、０．２８±０．６１，两组治疗后同一时段的 ＵＡＳ和ＤＬＱＩ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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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显著差异，但均分别显著低于自身的基线水平。递减剂量组在第８和第１２周时分别有７１．７９％和

８２．０５％患者可在原有剂量基础上减少剂量仍能控制症状，且服药总量显著低于常规剂量组对应时间段

的药量 （犘＜０．００１）。结论　慢性荨麻疹患者使用抗组胺药物治疗４８周后，逐步减少药物剂量可取得

与常规剂量类似的临床疗效。

犘犗３３３

肥大细胞活化相关分子及抗体与慢性荨麻疹及湿疹的相关性研究

许雯１李莉１郝婷婷２李佳１李钦峰１李甲勇１张汝霖１王玉萍１

１．上海第一人民医院；２．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目的　检测与分析肥大细胞活化相关分子ＩｇＥ、ＩｇＥ高亲和力受体α链 （ＦｃεＲⅠα）及相应的抗体

抗ＩｇＥ （ａｎｔｉＩｇＥ）、和抗ＦｃεＲⅠα（ａｎｔｉＦｃεＲⅠα）在慢性荨麻疹及湿疹中的表达水平，探讨其在这两

种疾病诊断及鉴别诊断的价值。方法　收集５７例慢性荨麻疹、７０例湿疹及７５例健康体检者血清标本

及临床资料，并将慢性荨麻疹组及湿疹组结果合并作为过敏性皮肤病组。肥大细胞活化相关分子检测分

别采用速率散射比浊法检测血清ＩｇＥ，ＥＬＩＳＡ法检测ａｎｔｉＩｇＥ、ＦｃεＲⅠα、ａｎｔｉＦｃεＲⅠα；水平。比较不

同组间这四种肥大细胞活化相关分子及抗体表达水平的差异，并探讨其与疾病的相关性。结果　过敏性

皮肤病组及慢性荨麻疹组患者血清中ＩｇＥ和 ＦｃεＲⅠα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犘＜０．０１），而ａｎｔｉ

ＩｇＥ却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犘＜０．０１）；ａｎｔｉＦｃεＲⅠ水平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湿疹患者血清中

ＩｇＥ及ＦｃεＲⅠα较健康者显著升高 （犘＜０．０１），ａｎｔｉＦｃεＲⅠ亦有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１３，＜０．０５），而

ａｎｔｉＩｇ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慢性荨麻疹组与湿疹组血清中两种抗体水平存在统计学差异，

ａｎｔｉＩｇＥ （犘＜０．０１）及ａｎｔｉＦｃεＲⅠ （犘＝０．０１，＜０．０５）。经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分析，过敏性皮肤病

组及湿疹组中ＩｇＥ、ＦｃεＲⅠα两者检测指标性能相近，而慢性荨麻疹中ＦｃεＲⅠα的检测性能要优于ＩｇＥ。

结论　过敏性皮肤病患者ＩｇＥ、ａｎｔｉＩｇＥ及ＦｃεＲⅠα水平与健康者之间有显著差异，ＩｇＥ、ＦｃεＲⅠα可作

为诊断慢性荨麻疹的实验室依据，检测ＩｇＥ、ＦｃεＲⅠα的抗体可能有助于慢性荨麻疹和湿疹的鉴别诊

断。

犘犗３３４

７例植物日光性皮炎临床分析及文献复习

宋青蔓 李冬芹 王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４５００５２

目的　探讨植物日光性皮炎的临床特点、致病植物、发病机制及治疗方法，以提高临床医生对本病

的认识，降低误诊率。方法　分析７例植物日光性皮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７例

患者中，男２例，女５例，平均年龄 （４６．５７±４．５６）岁，发病季节为４９月份，其中以５月份最多见，

发病前均有食用光敏性植物及日光暴露史，由苋菜引起者３例、由灰灰菜和芝麻叶引起者各２例；初诊

时被误诊者４例；予以甲泼尼龙０．５１．０ｍｇ／ｋｇ治疗后，７例患者均痊愈出院，仅１例遗留瘢痕和色素

沉着。结论　植物日光性皮炎多见于中年女性；好发于春末夏初；其典型临床表现为暴露部位皮肤出现

水肿性红斑及紫癜样损害，若不详细询问病史，极易误诊；本地区常见的致病植物为苋菜、灰灰菜、芝

麻叶，早期给予糖皮质激素可有效控制病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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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３３５

抗组胺药物的抗炎特性

温禾 姚煦

中国医学科学院南京皮肤病研究所２１００４２

组胺通过与组胺受体结合发挥其生物学效应，其中Ｈ１受体在介导过敏性炎症的发生中起着重要作

用，它在有无介质存在条件下均可触发下游级联反应。Ｈ１抗组胺药物是 Ｈ１受体的反向激动剂，除具

有拮抗组胺作用外，还有抗炎效应，在过敏性炎症性疾病治疗中有重要意义。本文分别从其是否依赖

Ｈ１受体以及干扰免疫级联反应的不同环节等方面分别分析 Ｈ１抗组胺药的抗炎效应机制，但是具体的

抗炎机制尚不明确，仍需大量的体外与体内试验进一步研究。

犘犗３３６

抗组胺药在特殊人群中的应用

温禾 姚煦

中国医学科学院南京皮肤病研究所２１００４２

抗组胺药物是皮肤科中用于治疗过敏性疾病最常见的药物之一，在大部分人群中有着较好的疗效及

耐受性。由于其适用范围广泛，安全性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老年人以及肝、

肾功能不全的过敏性疾病患者，应用抗组胺药时应充分考虑每一种药物的药效学、代谢特点以及药物之

间的相互作用，权衡用药收益和可能带来的不良反应，选择相应的安全性高的抗组胺药物，或者通过减

少常规用药剂量、延长用药间隔等方法使安全性达到最大

犘犗３３７

老年药疹的临床特点分析———
一项基于皮肤科病房的十五年回顾性研究

钟华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科４０００３８

目的　了解６０岁以上老年药疹患者的临床特征。方法　回顾性调查了从２００１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１６

年３月３１日在我院皮肤科住院的６０岁以上药疹患者共３８１例，剔除致敏药物不明确等信息不完善的病

例６８例，共３１３例纳入分析。同期住院的６０岁以下且资料完善的药疹患者共１５０１例作为对照。结果

　老年组常见药疹类型依次为斑丘疹型、固定型和多形红斑型，常见致敏药物依次为别嘌呤醇、青霉素

类和对乙酰氨基酚。年轻组常见药疹类型依次为斑丘疹型、固定型和荨麻疹型，常见致敏药物依次为对

乙酰氨基酚、青霉素类和头孢类。结论　老年药疹患者的临床分型和致敏药物均有别于年轻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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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３３８

脐血维生素犇水平和婴儿湿疹的关系

刘园园 洪建国 周小建

上海市第一人民民医院２０１６２０

目的　检测新生儿脐血维生素Ｄ浓度，研究脐血维生素Ｄ水平与婴儿特应性疾病的关系。方法　

随机选取２０１３年５月份至２０１３年７月份在我院分娩的正常足月妊娠孕妇新生儿１０９对。通过调查问

卷方式，收集孕妇基本信息、孕期的营养摄入、平均每天日晒时间及吸烟暴露等情况。于分娩时抽取新

生儿脐静脉血，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２５ （ＯＨ）Ｄ３水平。记录新生儿出生信息，并分别于其１

月、３月、６月、１岁时对家长进行电话随访或现场问答，了解婴儿生后湿疹的发生及发展情况。应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足月正常妊娠孕妇新生儿１０９对，８例失访，失

访率７．３％，最终１０１例参与本研究。孕妇平均年龄为２６．８７±４．２０岁 （１９４２岁），新生儿平均胎龄为

３８．８５±１．１８周 （３７４１周）。１）脐血２５ （ＯＨ）Ｄ３的浓度中位数为２４．６８ｎｇ／ｍｌ（１０．１６７９．４１ｎｇ／ｍｌ），

１９例 （１８．８％）新生儿脐血维生素Ｄ缺乏 （＜２０ｎｇ／ｍｌ），５１例 （５０．５％）维生素Ｄ水平不足 （２０ｎｇ／

ｍｌ３０ｎｇ／ｍｌ），仅有３１例 （３０．７％）维生素Ｄ水平充足 （≥３０ｎｇ／ｍｌ）。２）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脐血维

生素Ｄ水平充足组湿疹的发生率，较缺乏组和不足组均有所降低，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０１）。但是缺乏组和不足组比较，湿疹的发生率无明显差异。结论　１）上海市松江地区新生儿脐血

维生素Ｄ充足率较低。２）新生儿脐血维生素Ｄ充足 （≥３０ｎｇ／ｍｌ）可以降低１岁时婴儿湿疹的发生率。

犘犗３３９

犛犮犺狀犻狋狕犾犲狉综合征１例及国内外文献回顾

苏惠春１周敏１齐淑贞１姜
#

群１姚煦１王宝玺２

１．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院过敏及免疫科；２．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整形外科医院皮肤科

患者，男，５０岁，全身反复红斑风团６年，加重２月，近２月伴有发热、体温不超过３９。Ｃ，双侧

髂关节及膝关节疼痛。常伴有便秘及腹泻交替感。２月来体重减轻１０斤。体检：不规则发热，贫血面

容，浅表淋巴结及肝脾无肿大。全身泛发红斑、风团，皮疹面积约占体表面积的５０％。皮损组织病理

检查：中性粒细胞性皮病，无血管炎改变。实验室检查：白细胞升高、血红蛋白下降，血细胞沉降率和

Ｃ反应蛋白升高。血清铁蛋白、ＩｇＥ、ＩｇＧ、ＩｇＭ升高。血清免疫固定电泳：ＩｇＭ，κ型单克隆免疫球蛋

白。骨髓象穿刺：骨髓增生活跃。外周血提取ＤＮＡ测序分析：ＮＬＲＰ３基因１０对外显子测序未发现有

氨基酸突变。诊断：Ｓｃｈｎｉｔｚｌｅｒ综合征。治疗：给予多种抗组胺药物及多种抗生素抗感染２周及环孢素

１ｇ每日两次治疗１８天无效，后改为泼尼松３０ｍｇ／ｄ及雷公藤６６ｕｇ每日三次口服治疗１周后皮疹消退、

关节疼痛缓解，白细胞、血沉下降，糖皮质激素逐渐减量，病情稳定。１年后随访甲泼尼龙８ｍｇ每日

口服皮疹控制理想，无发热，但仍有髋关节及膝关节疼痛。国内外文献回顾分析Ｓｃｈｎｉｚｌｅｒ综合征是一

种罕见的以慢性荨麻疹、单克隆ＩｇＭ巨球蛋白血症主要诊断标准和间歇性的发热、关节炎或关节疼痛、

骨受累、肝或脾肿大、淋巴结肿大、白细胞升高等为次要标准的获得性自身炎症性疾病。Ｓｃｈｎｉｚｌｅｒ综

合征发病年龄多为中老年人，通常在出现症状后超过５年才被明确诊断，其病因未明，常伴有ＩＬ１β的

激活及伴随的炎症反应。糖皮质激素、阿那白滞素 （ａｎａｋｉｎｒａ）、ｃａｎａｋｉｎｕｍａｂ和ｒｉｌｏｎａｃｅｐｔ等治疗有

效，荨麻疹和副球蛋白血症之间的联系目前还不清楚。有研究发现髓系的ＮＬＲＰ３ （热蛋白域ｐｙｒｉｎｄ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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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的镶嵌突变在外显子３的ｃ１５６９Ｃ＞Ｇ；ｐ．Ｆ５２３Ｌ改变发生在病情严重的ＩｇＧｋ型的

Ｓｃｈｎｉｔｚｌｅｒ综合征；还有发现ｃ．１３０３Ａ＞Ｇｐ．Ｋ４３５及ＮＬＰＲ３Ｖ１９８Ｍ突变，这可能意味着该病具有ＩＬ１

介导炎症的基因易感性。患者的血沉、白细胞、皮疹治疗后可以好转，但许多患者单克隆免疫球蛋白抗

体的水平仍持续升高，患者预后大部分不好，５０％患者可转变为巨球蛋白血症、淋巴瘤。因此诊断本病

的患者需长期进行随访。

犘犗３４０

抗高血压药引起药疹的类型和临床表现分析

苏惠春１姚煦１王宝玺２

１．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２．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整形外科医院

高血压药种类繁多，结构复杂，常用的有利尿剂、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

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β受体阻滞剂５大类，可引起各种不同类型的药疹。我们通过文献回顾对抗高血

压药引起的血管性水肿、红斑狼疮样、银屑病样、湿疹样、疱疹样、扁平苔藓样等药疹的临床特征、发

病机制、治疗及转归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为抗高血压药引起药疹的诊治提供更多的临床知识和理论依

据，实现这类药疹早发现、早诊断、早停药、早治疗的目的，并为抗高血压药引起的药疹的临床和基础

研究提供信息和思路。主要说明：１、ＡＣＥｉ或ＡＲＢ引起的血管性水肿：２、β阻滞剂为主的降压药物引

起的银屑病或银屑病样药疹：３、ＡＣＥｉ、ＡＲＢ和ＣＣＢ引起的湿疹样药疹。４、巯基和非巯基降压药物引

起的疱病样药：５、β阻滞剂引起的扁平苔藓样药疹６、肼苯达嗪引起的红斑狼疮样药疹７、其他类型：

非典型性淋巴瘤样增生及缬沙坦和ＣＤ３０＋的Ｔ细胞假性淋巴瘤样药疹。极少数可引起重症药疹，如中

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泛发性发疹性脓疱病及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高血药可引起多种类型的药疹由于

其潜伏期可能比较长，与药物的因果关系不明晰，容易被忽视。故在临床工作中，对任何可疑病例应该

考虑是否有高血压药物引起的可能。及早发现和治疗有助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减少医疗资源浪费。

犘犗３４１

特应性皮炎与皮肤的微生物群

苏惠春１姚煦１王宝玺２

１．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院；２．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整形外科医院皮肤科

目的皮肤的微生物群与机体保持着稳态关系，影响皮肤的屏障和免疫功能。皮肤微生物群构成受分

娩方式、部位、性别和基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多样性和特异性。皮肤微生物群包含放线菌门、硬

壁菌门、蛋白菌和拟杆菌门，主要为棒状杆菌属、真细菌属、丙酸杆菌属、葡萄球菌属、链球菌属和马

拉色菌属，及一些少见微生物，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优势菌和皮肤微生物群的多样性降低是特应性皮炎

（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Ｄ）的主要特点。方法　皮肤屏障功能异常、抗微生物肽含量降低和异常免疫应

答决定了皮肤微生物群的改变。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过度繁殖加重了ＡＤ的炎症反应。表皮葡萄球菌虽然

也是ＡＤ优势菌，但通过树突状细胞ＩＬ１７Ａ＋Ｔ细胞ＩＬ１７Ａ通路调节皮肤屏障免疫反应，拮抗金黄

色葡萄球菌过度繁殖，发挥保护性免疫防御作用。马拉色菌可以通过定植、致敏和交叉反应等多种机制

诱导和加重ＡＤ的炎症反应。皮肤益生菌的研究有望为ＡＤ的治疗提供新的方向。结论　目前的研究证

据显示，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优势菌的局部微生物群构成加剧了皮肤屏障功能和免疫功能的异常；表皮

葡萄球菌通过诱导分泌ＩＬ１７Ａ的Ｔ细胞活化而参与保护性免疫防御反应。纠正皮肤表面微生物群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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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重建皮肤微生物群将会成为ＡＤ重要的研究方向和治疗方向。但是，皮肤微生物群和局部免疫反

应，以及临床间的相关性仍不明确，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

犘犗３４２

犈犳犳犻犮犪犮狔犪狀犱犛犪犳犲狋狔狅犳犇狌狆犻犾狌犿犪犫犳狅狉狋犺犲犜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狅犳

犃狋狅狆犻犮犇犲狉犿犪狋犻狋犻狊：犃犛狔狊狋犲犿犪狋犻犮犚犲狏犻犲狑犪狀犱犕犲狋犪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ＨａｎＹｕ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２１００４２

Ｄｕｐｉｌｕｍａｂｉｓａ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ｎｔｉ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Ｄ）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ｅａｒｌｙｐｈａｓｅ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ｓｈａｖｅｓｈｏｗｎｔｈａｔＤｕｐｉｌｕｍａｂ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ｄｓｙｍｐｔｏｍｏｆＡ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ｅｒｉｏｕｓ

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Ｈｅｒｅｗ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Ｄｕｐｉｌｕｍａｂ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ｔｈａ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Ａ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Ｄｕｐｉ

ｌｕｍａｂ．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ｆｉｖ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ｆｏｒｏｕｒ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５８７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ｐｌａｃｅｂｏ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ｕｐｉｌｕｍａｂ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ｙｉｅｌｄｅ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ＥＡＳＩ，

ＩＧＡ，ＢＳＡａｎｄＮＲＳ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ｄｉｄｎｏ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Ｄｕｐｉｌｕｍａｂ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ｉｄｎｏｔｓｈｏｗｓｅｒｉｏｕ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ｓｏｔｈｅｒａｎｔｉＡＤｒｅｇｉｍｅｎ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Ｄｕｐｉｌｕｍａｂ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ｓ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ａｔｃｏｕｌ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Ｄ．

犘犗３４３

外用维甲酸治疗皮肤病的进展

李文锐 林麟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２１００４２

外用维甲酸很少发生系统应用所引发的不良反应。维甲酸基础研究深入、新型制剂和给药系统的开

发利用、临床研究特别是联合治疗的疗效得到肯定，极大地推动了外用维甲酸在临床的推广。本文综述

近年来外用维甲酸制剂在瘢痕疙瘩、寻常痤疮、皮肤肿瘤等疾病中的研究，以提高外用维甲酸的合理

性，减少或避免不良反应发生。

犘犗３４４

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者外周血中犜狉犲犵细胞和犐犔１７、
犐犔２７的水平检测及其意义

王亚婷１石春蕊１，２武奕１周兰霞１，２熊潇１师蓓１

１．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２．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外周血中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调节性 Ｔ细胞 （Ｔｒｅｇ）、白细胞介素１７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１７，ＩＬ１７）和白细胞介素２７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２７，ＩＬ２７）在慢性自发性荨麻疹 （ＣＳＵ）发病机制中的作

用。方法　收集３７例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者 （实验组）和４０名健康者 （对照组）的外周血，采用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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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术 （ＦＣＭ）检测外周血中Ｔｒｅｇ细胞比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清中ＩＬ１７和

ＩＬ２７的水平。结果　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者外周血中Ｔｒｅｇ细胞百分率及ＩＬ２７的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

照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ＩＬ１７表达水平两组间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ＩＬ１７表

达水平与Ｔｒｅｇ细胞百分率之间存在负相关 （ｒ＝－０．４０１，犘＜０．０５）。结论　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者外

周血中Ｔｒｅｇ细胞百分比率及ＩＬ２７表达水平较健康对照降低，且ＩＬ１７表达水平与Ｔｒｅｇ细胞百分率呈

负相关，提示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者外周血中可能存在Ｔｈ１７／Ｔｒｅｇ细胞失衡，且ＩＬ２７可能参与了慢

性自发性荨麻疹的发病过程。

犘犗３４５

奥马珠单抗治疗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疗效与安全性的 犕犲狋犪分析

苏向阳

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三院皮肤科５１０６３０

研究目的　系统评价 （Ｍｅｔａ分析）奥马珠单抗治疗ＣＳＵ的疗效及安全性。资料与方法　计算机检

索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ｓ．ｇｏｖ、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ｃｏｍ 、ＣＢＭ、ＣＮＫＩ、ＶＩＰ

和万方数据库，手工查找３种杂志 《Ａｌｌｅｒｇｙ》、 《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ｓｔｈｍａ，＆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及２个会议 “ＡＡＡＡＩ年会”、 “ＥＡＡＣＩ大会”的记录，

搜索关于奥马珠单抗治疗ＣＳＵ疗效和安全性的ＲＣＴ。２位系统评价员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

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ＲＣＴ的质量后，采用 ＲｅｖＭａｎ５．２软件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本 Ｍｅｔａ分析

纳入５个ＲＣＴ，共１１１７例病例。结果显示：奥马珠单抗组在改善 ＵＡＳ７、改善一周ＩＳＳ、改善一周风

团数量评分、主要症状完全控制 （ＵＡＳ７＝０）率、改善 ＤＬＱＩ方面优于安慰剂组；７５ｍｇ、１５０ｍｇ、

３００ｍｇ和６００ｍｇ奥马珠单抗亚组在改善 ＵＡＳ７方面优于相应安慰剂组；７５ｍｇ、１５０ｍｇ和３００ｍｇ奥马

珠单抗亚组在改善一周ＩＳＳ方面优于相应安慰剂组；７５ｍｇ、１５０ｍｇ、３００ｍｇ和６００ｍｇ奥马珠单抗亚组

在改善一周风团数量评分方面优于相应安慰剂组；，１５０ｍｇ和３００ｍｇ奥马珠单抗亚组在主要症状完全控

制 （ＵＡＳ７＝０）率方面优于相应安慰剂组；１５０ｍｇ和３００ｍｇ奥马珠单抗亚组在改善ＤＬＱＩ方面优于相

应安慰剂组。奥马珠单抗组的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安慰剂组相当；奥马珠单抗组的一般不良反应发生

率与安慰剂组相当。结论　１．奥马珠单抗可改善ＣＳＵ患者的临床症状及生活质量，在改善ＵＡＳ、ＩＳＳ、

风团数量评分、ＤＬＱＩ和完全控制主要症状 （ＵＡＳ＝０）方面均有效；２． 奥马珠单抗治疗ＣＳＵ的安全性

高，不良反应发生少；３．皮下注射１５０ｍｇ／月或３００ｍｇ／月的奥马珠单抗对改善ＣＳＵ患者临床症状及生

活质量的效果好，并且安全性高。４．ＣＳＵ的治疗方案应针对患者的自身情况权衡利弊后加以选择。

犘犗３４６

犔犪狀犵犲狉犺犪狀狊细胞在咪喹模特皮肤炎症模型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肖春英 朱振来 李巍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皮肤科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朗格汉斯细胞 （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Ｃｅｌｌｓ，ＬＣｓ）是位于表皮的组织特异性树突状细胞，占表皮细

胞３５％，是连接天然免疫和细胞免疫的桥梁，参与皮肤免疫应答及诸多感染、炎症及肿瘤性皮肤病。

ＬＣｓ在银屑病发病中的作用一直被人们所关注，并在近年成为研究的热点，但确切的作用及机制仍然存

在争议。本研究利用组成性缺失ＬＣｓ的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ＤＴＡ小鼠，研究ＬＣｓ在咪喹莫特 （ＩＭＱ）诱导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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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炎症模型中的作用及机制。方法　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ＤＴＡ小鼠和野生型小鼠耳朵和背部涂ＩＭＱ乳膏连续６

天，每天进行耳厚测量观察耳厚度动态变化；ＲＴＰＣＲ检测皮损炎症因子ＩＬ１７、ＩＬ２２、ＩＬ２３、ＴＮＦａ

的ｍＲＮＡ水平，流式细胞仪分析皮损局部γδＴ细胞、单核细胞的浸润。野生型小鼠耳朵和背部涂抹

ＩＭＱ２天，流式检测表皮及局部引流淋巴结中ＬＣｓ表面分子ＣＤ８０／ＣＤ８６／ＣＤ４０等活化 Ｍａｒｋｅｒ及ＣＣＲ７

趋化因子等的变化。利用ＦＩＴＣ示踪剂，涂抹ＩＭＱ于野生型小鼠耳朵连续２天，流式检测表皮ＬＣｓ迁

移至局部引流淋巴结的情况；野生型小鼠耳朵和背部涂抹ＩＭＱ１２小时、１天、２天、４天、６天，流式

检测表皮中ＬＣｓ数量变化。结果　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ＤＴＡ小鼠较野生小鼠的ＩＭＱ诱导炎症明显轻于对照野生

小鼠，表现在大体耳厚度低，炎症细胞γδＴ细胞、单核细胞的浸润减少，ＩＬ１７、ＩＬ２２、ＩＬ２３、ＴＮＦａ

的ｍＲＮＡ水平降低，提示ＬＣｓ在ＩＭＱ皮肤炎症中发挥促炎作用。野生型小鼠ＩＭＱ连续作用２天，

ＬＣｓ表面ＣＤ８０／ＣＤ８６／ＣＤ４０等活化 Ｍａｒｋｅｒ及ＣＣＲ７趋化因子表达升高。ＦＩＴＣ示踪实验显示淋巴结中

ＦＩＴＣ阳性的ＬＣｓ数量增多，提示ＬＣｓ在ＩＭＱ刺激后能快速活化并迁移至淋巴结。进一步的ＬＣｓ在

ＩＭＱ刺激不同时间的实验显示，随着ＩＭＱ作用时间增加，表皮中ＬＣｓ数量也随之增加，提示ＬＣｓ通

过数量扩增、活化并迁移至淋巴结刺激局部淋巴结中的Ｔ细胞从而促进炎症进程。。结论　ＬＣｓ促进

ＩＭＱ诱导的皮肤炎症。

犘犗３４７

蓝科肤宁联合冷喷治疗颜面再发性皮炎３３例疗效观察

白美蓉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观察蓝科肤宁联合冷喷治疗颜面再发性皮炎的疗效。方法　将６８例颜面再发性皮炎患者按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在相同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观察组采用蓝科肤宁联合冷喷治疗，对

照组采用生理盐水冷喷治疗，每次３０分钟，一日２次，疗程１４天。结果　观察组有效率９０．９％，对

照组７５．８％，两组疗效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结论　蓝科肤宁联合冷喷治疗颜面再发性皮炎疗效好，

无不良反应发生，值得临床推广。

犘犗３４８

中药冷喷治疗急性颜面部皮炎

顾兰秋 刘兰 吴波 雷雯霓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探讨中药冷喷治疗急性颜面部皮炎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将１１０例急性颜面部皮炎患者，

采用信封法 “双盲”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５５例，口服皮肤病血毒丸，同时采用中药冷喷后，对照组

５５例，口服皮肤病血毒丸，２组疗程均为３天。以颜面部的红斑、肿胀程度来评价疗效。结果　治疗３

天后，治疗组和对照组有效率分别为９０．７％及７１．４％，２组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结论　中药冷喷治疗急性颜面部皮炎，具有效果显著，不良反应少，安全等优点，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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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３４９

犔犪狀犵犲狉犺犪狀狊细胞在皮肤常驻细菌介导免疫应答中的作用

张月强 陈婷 朱振来 于金蕾 刘玉峰 李巍

西京皮肤医院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明确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细胞在对皮肤常驻细菌介导的免疫应答中的作用。方法　利用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

细胞缺陷的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ＤＴＡ小鼠及对照小鼠，于背部以胶带粘帖皮肤后涂抹表皮葡萄球菌，每天一次，

连续１周。取小鼠背部皮肤组织制备石蜡切片，苏木精伊红 （ＨＥ）染色后分析表皮厚度及炎症。结果

　胶带粘贴后小鼠背部表皮轻度增厚，在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ＤＴＡ小鼠与对照小鼠之间没有差异。皮肤表面添加

表皮葡萄球菌后，野生小鼠皮肤的表皮厚度明显增加，ＬａｎｇｅｉｒｎＤＴＡ小鼠的表皮厚度低于较野生型小

鼠，其真皮内浸润炎症细胞数也低于野生对照小鼠。结论　表皮中的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细胞促进了表皮葡萄

球菌介导的皮肤炎症。

犘犗３５０

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治疗慢性荨麻疹４２例疗效观察

罗丹丹 刘兰 路永红 程孝顶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目的　观察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治疗慢性荨麻疹的疗效。方法　将慢性荨麻疹患者８２例随即分为

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４０例，５％葡萄糖注射液 （或生理盐水）１５０ｍｌ加入１０％葡萄糖酸钙注射液

１０ｍｌ及维生素Ｃ注射液３．０ｇ静脉点滴；治疗组４２例，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５％葡萄糖注射液２５０ｍｌ

加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６０ｍｌ静脉点滴，两组均１次／ｄ，连续治疗２周。结果　复方甘草酸苷治疗组有

效率为７８．６％，对照组５０％。结论　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治疗慢性荨麻疹疗效良好。

犘犗３５１

变应性肉芽肿性血管炎一例

刘笑纯 张警兮 温志华 徐秀莲 姚煦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２１００４２

变应性肉芽肿性血管炎又称ＣｈｕｒｇＳｔｒａｕｓｓ综合征 （ＣＳＳ），是一种ＡＮＣＡ相关性血管炎，以累及

多脏器的小到中等大小血管并出现肉芽肿性坏死性血管炎为特点，临床少见。因血管炎累及器官不同，

其临床表现差异较大。本文报道以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为首发症状，逐渐出现血管炎病变及周围感

觉神经受累，长期未能明确该病诊断患者一例。ＣＳＳ临床表现复杂多样，缺乏特异性，容易误诊，需综

合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及病理表现，及时诊断，早期个体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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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３５２

面部皮炎与美容院面部护理关系分析

郑丹 陈前明 路永红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调查分析门诊病人面部皮炎与美容院面部护理关系，明确两者是否有关，以此告诫、指导爱美人士

正确、慎重选择合法正规美容院及对美容院产品。门诊病人中已明确诊断面部皮炎 （接触性皮炎、激素

依赖性皮炎、颜面再发性皮炎等）的４００个病人填写调查表 （包括填表日期、姓名、年龄、性别、病

程、面部护理总时间、护理频率、是否有美容院产品使用、价位、美容院性质），整理、分析 （假设检

验）数据。结果发现７８％的面部皮炎病人 （主要是２０５０岁的女性）都有在私人美容院做面部护理的情

况，病程平均为半年以上，进出此类美容院平均时间是２３年，平均１３个月不等做一次面部护理，

９０％病人有使用美容院护肤品的情况，价位高低不等，而且此类美容院全部是私人企业。其余２２％面

部皮炎病人包括物理因素导致的、个人护理不当、个体差异、自行面部外用激素类药物等。最终结论是

现今门诊面部皮炎病人多数由于进出不正规美容院、错用含激素、重金属护肤品，最终导致面部各种皮

炎，给爱美人士带来身心的困扰，作为皮肤科医务人员应向患者说明此类事情的厉害关系，疏导患者、

给予正确、合理的治疗方法，指导其正确识别、选择面部护理机构及护肤品。

犘犗３５３

特应性皮炎与皮脂腺功能相关性研究

陈佰超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皮肤医院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明确ＡＤ患者的皮脂腺分泌功能特点；分析ＡＤ患者皮肤表面的脂质成分；探讨ＡＤ患者皮

脂腺分泌功能分别与ＡＤ病情的严重程度、血清总ＩｇＥ浓 度以及经皮水丢失水平 （ＴＥＷＬ）的相关性。

方法　利用皮脂贴 （ｓｅｂｕｔａｐｅｐａｔｃｈｅｓ，ＳＰ）测量ＡＤ患者与健康对照的皮脂腺分泌率；利用ＳＣＯＲＡＤ

评分细则评估ＡＤ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利用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过敏原检测方法测定 ＡＤ患者血清中的总

ＩｇＥ浓度；利用水蒸气渗透性能测试仪 （ＶａｐｏＭｅｔｅｒ）检测ＡＤ患者的经皮水丢失水平；利用薄 层色谱

分析法 （ｔｈｉｎｌａｙｅｒ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ＬＣ）分析ＡＤ患者与健康对照者的皮脂成分。结果　ＡＤ患者的

皮脂腺分泌率 （ｓｅｂｕｍｅｘｃｒｅ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ＥＲ）低于健康对照者；ＡＤ患者的ＳＥＲ与ＳＣＯＲＡＤ评分无显

著相关性；ＡＤ患者的ＳＥＲ与血清 总ＩｇＥ浓度无显著相关性；ＡＤ患者的ＳＥＲ与经皮水丢失水平无显

著相关性；ＡＤ患者皮肤表面的脂质中至少含有角鲨烯和胆固醇两种成分。结论　ＡＤ患者的皮脂腺分

泌能力低于正常人，提示皮脂腺可能参与了ＡＤ的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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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３５４

口服中药、穴位注射联合脱敏治疗对慢性荨麻疹的疗效观察与护理

姚梦莹 崔乘艳

新乡市解放军第３７１医院皮肤科４５３０００

目的　观察口服中药、穴位注射联合脱敏治疗对慢性荨麻疹的疗效及护理方法　将５０例慢性荨麻

疹患者根据治疗方案分为两组，治疗组２５例，联合中药、穴位注射及脱敏治疗；对照组２５例，联合中

药、穴位注射治疗。疗程为１６周，在治疗１６周末，比较两组的疗效。结果　联合三种治疗方法疗效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联合三种治疗的临床疗效可靠，无明显不良反

应，且复发率较低。

犘犗３５５

皮肤菌群的代谢产物在特应性皮炎中的作用研究

于金蕾 朱振来 张月强 韦应波 李巍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皮肤医院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皮肤菌群参与皮肤的屏障及免疫应答，研究已发现特应性皮炎 （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Ｄ）患

者皮损的菌群多样性降低，金黄色葡萄菌比例增高，然而菌群在ＡＤ中的确切作用和机制尚不明确。我

们拟从菌群代谢产物的角度探索菌群调控皮肤免疫应答的作用和机制，研究皮肤菌群代谢产物 Ｍ１在特

应性皮炎小鼠模型中的作用。方法　采用贴膜粘贴的方法获得ＡＤ患者４４ｃｍ皮损表面的菌群，将贴

膜溶于１ｍｌＤＭＳＯ，质谱定量 Ｍ１。在体实验中，取６８周ＩＣＲ小鼠，双耳涂抹２ｎｍｏｌＭＣ９０３制备ＡＤ

模型，实验组同时涂抹 Ｍ１，１０天后从大体耳厚、搔抓次数、耳廓组织、ＨＥ等方面分析 Ｍ１对 ＭＣ９０３

炎症的作用，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蛋白印迹技术分析ＴＨ２型细胞因子 （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１３以及

ＴＳＬＰ）的表达。进一步进行小鼠原代角质形成细胞培养，添加终浓度为１００ｎｇ／ｍｌ的 ＭＣ９０３孵育２４

小时进行造模，同时添加终浓度为１００ｎｍｏｌ的 Ｍ１１小时后收获细胞，利用实时定量方法分析 Ｍ１对

ＴＳＬＰ表达水平的影响。结果　我们通过气相与液相联用的质谱技术分析发现皮肤菌群代谢可以产生

Ｍ１。小鼠在体实验发现，Ｍ１可以明显抑制 ＭＣ９０３引起的ＡＤ炎症，包括大体耳厚明显减轻，瘙痒次

数明显减少，ＨＥ显示真、表皮厚度比 ＭＣ９０３组有明显减轻，浸润的细胞明显减少；荧光定量结果显

示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１３、ＴＳＬＰ的表达水平明显下降，蛋白印迹也发现加用 Ｍ１组ＴＳＬＰ的表达明显下降。

并通过体外实验证实了 Ｍ１可以与角质形成细胞相互作用引起ＴＳＬＰ的表达水平下降。结论　本研究证

实菌群代谢产物 Ｍ１可以作用于角质形成细胞抑制 ＭＣ９０３引起的炎症，从代谢产物的角度对未来治疗

ＡＤ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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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３５６

犔犪狀犵犲狉犺犪狀狊细胞及真皮内犔犪狀犵犲狉犻狀阳性树突状细胞
在特应性皮炎中的作用研究

朱振来 于金蕾 张月强 肖春英 张晨 刘玉峰 李巍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皮肤医院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特应性皮炎 （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Ｄ）是临床常见病，抗原提呈细胞参与 ＡＤ的发生发展。

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细胞 （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ｃｅｌｌ，ＬＣ）及真皮内Ｌａｎｇｅｒｉｎ＋树突状细胞 （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ｄｅｒｍａｌ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ｃｅｌｌ，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ｄＤＣ）是皮肤内两群不同的抗原提呈细胞，其在Ａ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尚不清楚。本

研究利用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ＤＴＡ及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ＤＴＲ小鼠探究两群细胞在 ＭＣ９０３诱导的小鼠ＡＤ模型中的作用。

方法　给予野生型小鼠、ＤＴＲ小鼠 （５天注射白喉毒素，ＬＣ缺失，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ｄＤＣ部分恢复）、ＤＴＲ小

鼠 （１、４、９天注射白喉毒素，ＬＣ及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ｄＤＣ均缺失）及ＤＴＡ 小鼠 （ＬＣ缺失）耳朵每天涂抹

２ｎｍｏｌＭＣ９０３，连续１４天；于第０、４、９、１４天测量小鼠耳厚，第１５天留取耳朵组织进行 ＨＥ及甲苯胺

蓝染色，流式细胞术分析皮损局部浸润Ｇｒ１＋、ＣＤ４＋、ＣＤ８＋细胞，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清中ＩｇＥ含量。结果　

ＤＴＲ小鼠 （１、４、９天注射白喉毒素）与其它组相比，耳厚增加程度减轻，局部浸润细胞减少，ＩｇＥ显著

降低。其余三组小鼠耳厚无明显差异，肥大细胞数量无明显差异，ＨＥ切片提示ＤＴＡ 及ＤＴＲ小鼠 （５天

注射白喉毒素）炎症加重，ＤＴＡ 小鼠Ｇｒ１＋细胞数量及ＩｇＥ水平较野生型小鼠增加，ＤＴＲ小鼠 （５天注

射白喉毒素）ＣＤ４＋细胞数及ＩｇＥ水平较野生型小鼠增加。结论　Ｌａｎｇｅｒｉｎ＋细胞 （包括ＬＣ及Ｌａｎｇｅｒｉｎ

＋ｄＤＣ）促进ＭＣ９０３诱导的ＡＤ模型，只缺失ＬＣ状况下 （ＤＴＡ及５天注射白喉毒素ＤＴＲ小鼠），局

部炎症加重，血清ＩｇＥ升高，提示ＬＣ与Ｌａｎｇｅｒｉｎ＋ｄＤＣ在 ＭＣ９０３诱导的ＡＤ模型中起不同作用。

犘犗３５７

利用犆犇１００敲除小鼠研究其在 犕犆９０３诱导的
特应性皮炎模型中的作用

朱振来 张晨 肖春英 刘玉峰 李巍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皮肤医院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特应性皮炎 （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Ｄ）是以ＩｇＥ升高为特征的过敏性皮肤病。ＣＤ１００作为免

疫调节分子，其参与ＡＤ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利用ＣＤ１００敲除小鼠探究ＣＤ１００在ＭＣ９０３诱导

的小鼠ＡＤ模型中的作用。方法　ＣＤ１００敲除小鼠和野生型小鼠耳朵每天涂抹２ｎｍｏｌＭＣ９０３，连续１４

天；于第０、４、９、１４天测量小鼠耳厚，第１５天评估小鼠搔抓次数，留取耳朵组织行 ＨＥ及甲苯胺蓝

染色，ｑＲＴＰＣＲ检测皮损炎症因子，流式细胞术分析皮损局部浸润 Ｇｒ１＋、ＣＤ４＋、ＣＤ８＋细胞，

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清中ＩｇＥ含量。于第１５天留取引流淋巴结细胞，ｑＲＴＰＣＲ检测Ｔｈ２相关炎症因子，流

式细胞术分析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１１ｂ＋细胞比例及数量。结果　与野生型小鼠相比，ＣＤ１００敲除小鼠

ＡＤ明显减轻，耳厚增加程度降低、ｍＲＮＡ水平分析提示ＴＳＬＰ、ＩＬ４、ＩＬ１β表达水平降低、Ｇｒ１＋、

ＣＤ４＋细胞及肥大细胞减少，血清中ＩｇＥ水平降低。引流淋巴结中，与野生型小鼠相比，ＩＬ４、ＩＬ５及

ＩＬ１３的ｍＲＮＡ表达水平降低，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１１ｂ＋细胞比例无明显变化，各自数量均下降。结

论　ＣＤ１００促进 ＭＣ９０３诱导的ＡＤ模型。

—６１３—



犘犗３５８

血塞通注射液引起急性泛发性发疹性脓疱病２例

李志量 郭炎 余美文 冯素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２１００４２

例１：患者女性，６１岁，因 “全身红斑、脓疱８天”入院，８天前患者因小腿脓肿至当地医院住院

治疗，予 “血塞通”（商品名 “络泰针”）０．４ｇｑｄ静脉输液治疗，共输液５天；输液第５天时于躯干部

位开始出现片状红斑，其上见针尖大小水疱、脓疱，皮损迅速扩展至全身，自觉轻度瘙痒；当地医院予

地塞米松１０ｍｇｑｄ静滴，醋酸泼尼松片１０ｍｇｑｄ口服治疗，共３天，患者上述症状稍好转，为求进一

步诊疗至我院就诊。入院后查体：系统查体无异常，皮肤科查体：四肢、躯干散在红色丘疹、斑丘疹、

丘疱疹、脓疱；部分红斑融合成片，边缘有脱屑 （图１）。实验室检查：血尿常规、生化等无异常。诊

断为 “急性泛发性发疹性脓疱病”，入院后予甲强龙注射液４０ｍｇｑｄ静滴，辅以其它补液、护胃补钾治

疗。７天后皮损较入院时有所好转，将甲泼尼龙减为３２ｍｇｑｄ，病情较为稳定，目前仍在院继续观察治

疗中。例２：患者男性，７２岁，因 “全身红斑、脓疱１０天”入院，患者半月前因睡眠欠佳至当地卫生

院就诊，予 “血塞通”（商品名 “络泰针”）０．４ｇｑｄ静脉输液治疗，共输液４天；输液结束后第２天于

头面部、颈部出现片状红斑，患者未予重视，皮损迅速扩展至全身，以红斑、针头至米粒大小脓疱为

主，四肢对称分布水肿性红斑、圆形，稍隆起，境界清楚，呈离心性扩大，中央部位凹陷，呈暗紫红

色，自觉轻度瘙痒，为求进一步诊治收入我科。入院后查体：系统查体无异常，皮肤科查体：四肢、躯

干散在鲜红色斑片，部分红斑表面及周边有脓疱；部分红斑融合成片，边缘有脱屑 （图２）。实验室检

查：血尿常规、生化等无异常。诊断为 “急性泛发性发疹性脓疱病”，入院后予复方甘草酸苷、红霉素

抗炎及补液支持治疗，１周后病情改善不明显，并出现发热症状，体温最高３９℃，加用甲泼尼龙４０ｍｇ

ｑｄ，３天后发热控制，皮疹明显好转，甲泼尼龙减量至２０ｍｇｑｄ，１０天后病情平稳 （图３），甲泼尼龙

减至１２ｍｇｑｄ。

犘犗３５９

播散性嗜酸性细胞胶原病１例

孙祖凤 朱虹 姚煦 徐秀莲 张餠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２１００４２

患者女，５０岁。全身红斑、干燥伴瘙痒１０余年加重１周。实验室及辅助检查提示，骨髓及外周血

嗜酸性粒细胞增高、血清ＩｇＥ升高，抗核抗体 （ＡＮＡ）阳性、抗ＳＳＡ阳性，肺通气功能正常伴弥散功

能减退。皮肤组织病理：表皮基底层可见灶状基底细胞液化变性，真皮上部血管周围有淋巴细胞为主的

炎症浸润，其间散在少许嗜酸性粒细胞，真皮内胶原轻度增生，排列致密，胶原纤维束间见黏蛋白沉

积。诊断：播散性嗜酸性细胞胶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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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３６０

复方甘草甜素注射液治疗慢性湿疹疗效观察

裴宝强１熊霞２胡鹏２

１．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２．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

目的　评价复方甘草甜素注射液治疗慢性湿疹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治疗组３０例，以复方甘草注

射液８０ｍｇ静脉点滴，１次／ｄ；对照组２８例，口服西替利嗪１０ｍｇ，１次／ｄ。结果　治疗组第１、第２周

有效率分别为３３．３０％、７３．３０％，高于对照组的２５％、４２．９％。结论　复方甘草甜素注射液具有较强

的抗炎、抗过敏和糖皮质激素样作用，治疗慢性湿疹效果优于西替利嗪，且不良反应小。

犘犗３６１

发疹型药疹患者血清 犕犃犗，总犐犵犈测定及其临床意义

黄建国１黄朝
!

２龚启英１李桂明３

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２．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临床医学系；３．重庆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

目的　探讨单胺氧化酶 （Ｍｏｎｏａｍｉｎｅｏｘｉｄａｓｅ，ＭＡＯ；５－羟色胺代谢限速酶）在发疹型药疹中的

作用。方法　选择确诊的发疹型药疹患者３６例及其４０例正常人，采用连续监测法测定单胺氧化酶并进

行治疗前后与正常对照组比较。结果　发疹型药疹患者治疗前血清 ＭＡＯ含量高于健康对照组 （犘＜

０．０５），患者治疗痊愈后血清 ＭＡＯ含量与健康对照组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前血清 ＭＡＯ含

量高于治疗痊愈后血清 ＭＡＯ含量 （犘＜０．０５）。结论　ＭＡＯ可能参与了发疹型药疹的发病过程，为临

床诊断及治疗效果的评判提供了科学依据，值得深入研究。

犘犗３６２

严重特应性皮炎１例

孙亚琪 苏婷 苏忠兰

江苏省人民医院２１００２９

目的　报告一例严重特应性皮炎。方法　病史、临床表现结合辅助检查。结果　患者男，３６岁，

全身红斑、丘疹、色素沉着伴痒十余年。腹股沟淋巴结肿大２年，右颈前淋巴结肿大１月余。右眼视网

膜脱离、失明１１年。既往有 “哮喘、过敏性鼻炎”病史。外院 ＭＲＩ示右侧胸锁关节及第一胸肋关节骨

质破坏伴周围软组织肿胀、局部脓腔形成，考虑与结核有关。诊断：特应性皮炎；骨结核。结论　本病

较常见，但仍需引起医患重视，不充分保护皮肤粘膜屏障可能会引起其他器官的病变，甚至在某些情况

下增加结核杆菌等微生物感染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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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３６３

严重特应性皮炎一例

孙亚琪 苏婷 苏忠兰

江苏省人民医院２１００２９

目的　报告一例严重特应性皮炎。方法　病史、临床表现结合辅助检查。结果　患者男，３６岁，

全身红斑、丘疹、色素沉着伴痒十余年。腹股沟淋巴结肿大２年，右颈前淋巴结肿大１月余。右眼视网

膜脱离、失明１１年。既往有 “哮喘、过敏性鼻炎”病史。外院 ＭＲＩ示右侧胸锁关节及第一胸肋关节骨

质破坏伴周围软组织肿胀、局部脓腔形成，考虑与结核有关。诊断：特应性皮炎；骨结核。结论　本病

较常见，但仍需引起医患重视，不充分保护皮肤粘膜屏障可能会引起其他器官的病变，甚至在某些情况

下增加结核杆菌等微生物感染的机会。

犘犗３６４

银屑病患者血清总犐犵犈水平初探

顾宁琰 姚煦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２１００４２

目的　通过检测银屑病患者血清总ＩｇＥ （ＴＩｇＥ）水平探讨ＩｇＥ在银屑病发病机制中可能的作用。

方法　收集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在我院门诊和住院部确诊的银屑病患者２７４例，其中寻常型银屑

病患者２５４例，红皮病型银屑病患者２０例。采用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２５０^ＴＭ 方法检测血清ＴＩｇＥ水平。寻

常型银屑病患者将ＴＩｇＥ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 （ＰＡＳＩ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对寻常型银屑病和红

皮病型银屑病两种不同类型银屑病患者ＴＩｇＥ水平进行比较。结果　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血清ＴＩｇＥ水

平 （１８６．７±３４５．７ｋＵ／Ｌ）与正常 （６０ｋＵ／Ｌ）相比极显著升高 （犘＜０．０１），红皮病型银屑病患者血清

ＴＩｇＥ水平 （１２８０±１５７７ｋＵ／Ｌ）与正常 （６０ｋＵ／Ｌ）相比极显著升高 （犘＜０．０１）。红皮病型银屑病患

者血清ＴＩｇＥ水平与寻常型银屑病患者相比有极显著的升高 （犘＜０．０１）。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血清Ｔ

ＩｇＥ水平与疾病的严重程度 （ＰＡＳＩ评分）无相关性。结论　银屑病患者血清ＴＩｇＥ水平显著高于正常

水平。ＩｇＥ可能参与了银屑病的发病过程。ＩｇＥ的来源和作用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犘犗３６５

维生素犇与特应性皮炎

张警兮 姚煦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２１００４２

特应性皮炎是一种常见于儿童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主要表现为剧烈的瘙痒、湿疹样皮损和皮肤

干燥。该病严重影响患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其发病机制的研究已经成为过敏性疾病的研究热点。目

前特应性皮炎的发病机制仍未完全明确，现有的研究认为特应性皮炎是环境因素作用于遗传易感性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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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造成机体免疫功能异常所致。随着维生素Ｄ骨外作用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维生素Ｄ具有多种免

疫调节功能，其水平降低与特应性皮炎的患病风险和严重度相关。

犘犗３６６

重症药疹临床救治中应该重视的问题

骆丹

江苏省人民医院２１００２９

变态反应性重症药疹尤其自身特点，是临床各学科常见之事，处理不当易出现严重问题。结合３０

余年工作经历，谈谈在重症药疹的临床处置中医师应高度注意１０点：一、切断可能的药物致敏途径二、

避免交叉过敏与多价过敏三、促进致敏药物排泄四、关于糖皮质激素与ＩＶＩＧ的选用五、高度警惕感染

的发生六、积极防治内脏损伤七、加强支持疗法八、加强皮肤黏膜护理九、重视基因检测在预防重症药

疹中的作用十、重视药疹严重程度评分的作用

犘犗３６７

１８６例慢性荨麻疹患者变应原点刺试验检测分析

景文文

咸阳市中心医院皮肤科３０００８９

目的　探讨慢性荨麻疹的变应原点刺试验检测分析，根据结果为临床冶疗提供指导及依据。方法　

采用东莞劲芳生物医药孵化器有限公司生产的变应原试剂，对１８６例患有慢性荨麻疹的患者进行变应原

点刺试验。结果　患者阳性率最高的为粉尘螨，前五位其余的依次是屋尘螨、艾蒿、动物毛、小虾。多

数患者存在多重过敏的现象。结论　慢性荨麻疹原因复杂，常常不能够找到具体的致敏原，根据患者变

应原点刺试验结果，对临床中了解及治疗慢性荨林疹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犘犗３６８

角质形成细胞提呈自身抗原并活化特异性犜细胞

郝军峰 晋亮 党二乐 雷洁 王刚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皮肤医院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证明角质形成细胞可以加工、提呈自身来源的抗原，进一步活化抗原特异性的Ｔ细胞。方法

　１．ＩＦＮγ刺激人永生化角质形成细胞系 ＨａＣａＴ细胞，促使后者表达抗原提呈相关分子 ＭＨＣＩＩ、

ＩＣＡＭ１；２．将ＩＦＮγ刺激与未刺激的ＨａＣａＴ细胞分别与７例银屑病病人外周血中的ＣＤ４＋Ｔ和ＣＤ８

＋Ｔ细胞进行体外共孵育，Ｅｌｉｓｐｏｔ检测４组Ｔ细胞活化状态；３．免疫共沉淀 （ｃｏＩＰ）联合质谱分析技

术鉴定ＩＦＮγ刺激前后 ＨａＣａＴ细胞 ＭＨＣＩ和 ＭＨＣＩＩ上加载的肽段及其蛋白来源；４． 测序鉴定活化

的抗原提呈过程中 ＭＨＣ限制性。结果　１．ＩＦＮγ刺激后的 ＨａＣａＴ细胞可以特异性表达 ＭＨＣＩＩ、

ＩＣＡＭ１分子，ＭＨＣＩ水平较刺激前亦表达增高；２．ＩＦＮγ刺激后的ＨａＣａＴ细胞可以刺激特定银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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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ＣＤ４＋ Ｔ细胞或ＣＤ８＋Ｔ细胞，未使用ＩＦＮγ刺激的ＨａＣａＴ细胞无法活化Ｔ细胞；３．质谱成

功鉴定出活化组ＭＨＣＩ、ＭＨＣＩＩ上加载的肽段及其所来源的胞内蛋白；４．ＭＨＣ限制性测序结果表明

活化的抗原提呈过程分别为ＨＬＡＡ３１：０１和 ＨＬＡＤＰＡ１０１：０３所限制。结论　ＩＦＮγ刺激后角

质形成细胞具备了加工提呈自身来源抗原的能力，同时可以活化抗原特异性的Ｔ细胞。

犘犗３６９

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在特应性皮炎的作用研究

于金蕾 朱振来 张月强 李巍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皮肤医院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饮食对肠道菌群的影响逐渐被大家认识。近年来，有大量研究表明，肠道菌群通过饮食来源

的代谢产物对机体的免疫功能进行调节，后者不仅可以抑制炎症性肠病的发生，也参与对其他系统相关

炎症的调节，然而，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对皮肤炎症性疾病的影响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着眼于探讨肠道

菌群的代谢产物 Ｍ１对 ＭＣ９０３诱导的小鼠 ＡＤ样炎症的影响。方法　我们将１５只８周大小的雌性

Ｂａｌｂ／ｃ小鼠随机分为三组，对照组，模型组，加药组。每天对小鼠进行灌胃 （１０％的 ＤＭＳＯ 或者

１００ｕｇ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 Ｍ１），然后从第三天起在灌胃的同时于小鼠双耳处涂抹２ｎｍｏｌＭＣ９０３进行

ＡＤ造模，十天后大体耳厚、搔抓次数、耳廓组织、ＨＥ等方面分析 Ｍ１对 ＭＣ９０３炎症的作用，并采用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蛋白印迹技术分析ＴＨ２型细胞因子 （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１３以及ＴＳＬＰ）的表达。结果

　我们通过实验发现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 Ｍ１通过抑制ＴＳＬＰ的分泌进而抑制 ＭＣ９０３引起的ＡＤ炎症。

外涂 Ｍ１组，小鼠耳厚明显减轻，瘙痒次数明显减少，ＨＥ显示真、表皮厚度比 ＭＣ９０３组有明显减轻，

肥大细胞染色结果显示真皮浸润的肥大细胞数量明显减少；荧光定量结果显示ＴＳＬＰ的表达水平明显下

降，并通过蛋白印迹证实了用 Ｍ１组可以通过抑制ＴＳＬＰ的表达来抑制ＡＤ样炎症。结论　本研究证实

肠道菌群代谢产物 Ｍ１可以抑制 ＭＣ９０３引起的炎症，为我们认识饮食对皮肤炎症性疾病的影响提供了

新的视角。

犘犗３７０

犔犪狀犵犲狉犺犪狀狊细胞的前世今生———犔犪狀犵犲狉犺犪狀狊细胞发育及其调控

李巍 肖春英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皮肤医院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朗格汉斯细胞 （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ｃｅｌｌｓ，ＬＣ）是位于皮肤表皮的组织特异性不成熟树突状细胞，

构成皮肤免疫监视网络的重要成分，感知、传递外界环境的信号并指导后续的免疫应答。研究发现ＬＣ

参与了多种皮肤疾病，促进对多种病原体的应答和清除，同时对皮肤自身的成分和外界的无害抗原发生

免疫耐受，避免过度的应答发生。静息状态下ＬＣ由表皮内的前体细胞更新，炎症状态下由来自骨髓和

单核细胞的前体细胞来补充。近年来关于ＬＣ发育和分化的机制研究进展迅速，本文对这一领域进行回

顾和讨论。方法　系统回顾了关于ＬＣ发育和分化的文献，分析归纳了ＬＣ发育相关的通路，整理了不

同基因敲除小鼠的结果，比较了静息和炎症状态下的ＬＣ的应答特点。结果　ＬＣ在胚胎发育的早期由

卵黄囊生成前体细胞，胚胎发育较晚时候由胎肝产生前体细胞，并定植于皮肤。出生后一周之内，表皮

内的ＬＣ发生活跃的增殖，达到跟成年个体相类似的细胞数。静息状态下ＬＣ主要由胚胎来源的前体细

胞增生来更新，另外约有１０３０％的ＬＣ由单核髓系细胞生成。炎症状态下，如果炎症强度大，导致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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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则骨髓或单核细胞来源细胞移入表皮分化成ＬＣ，如果炎症较弱，则表皮内ＬＣ参与炎症。ＬＣｓ

的分化和功能状态的维持至少需要两方面因素的调控，一是细胞因子及其受体，如ＴＧＦβ及相关转录

因子ＩＤ２、ＲＵＮＸ３和ＰＵ．１，以及ＩＬ３４及其受体ＭＣＳＦＲ；二是细胞间相互作用分子，如Ｎｏｔｃｈ受体

及其配体。结论　ＬＣ发育受多种因素调控，靶向调控ＬＣ发育功能有可能成为未来治疗皮肤炎症性疾

病的策略。

犘犗３７１

皮肤菌群在过敏性皮肤病发病机制及治疗中的作用

李巍 陈婷 俞先水 冯海瑕 张月强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皮肤医院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共生菌群在人类生理和病理状态下功能的揭示是近年来生命科学领域最为重要的进展之一。

人体菌群的数量１０倍于人体细胞，被称为 “ａｎｅｗｌｙ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ｏｒｇａｎ”，调节Ｔｈ１７、Ｔｒｅｇ、产ＩｇＡ的

Ｂ细胞、固有淋巴样细胞等细胞的发育和功能，参与机体免疫系统稳态的维持及应答调控，与多种免疫

相关性疾病如炎症性肠病、类风湿关节炎、过敏性疾病、糖尿病等以及多种肿瘤甚至神经和精神性疾病

相关。目前关于菌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肠道菌群，皮肤菌群的重要意义仅刚刚被注意到。研究发现皮肤

共生菌群在皮肤免疫应答的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皮肤菌群的存在使皮肤局部产生ＩＦＮγ和ＩＬ１７的Ｔ

细胞增多，促进皮肤的抗感染能力；某些皮肤常驻菌参与维持皮肤免疫稳态，如表皮葡萄球菌可以抑制

创伤和炎症引起的过度免疫应答；多种皮肤疾病如痤疮、银屑病和ＡＤ的皮肤菌群发生改变，可能参与

了疾病的进程。方法　本研究组对皮肤菌群在调控接触性超敏反应 （ｃｏｎｔａｃｔｈｙｐ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Ｓ）中

的作用和机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方法包括皮肤菌群减少模型制备、ＣＨＳ炎症模型制备、皮损炎症分

析等。结果　我们首先制备了皮肤菌群减少模型，分别用皮肤菌落形成实验和皮肤菌群１６ｓＲＮＡ测序

实验予以证实。在此基础上利用菌群减少小鼠制备ＣＨＳ模型，发现菌群减少后小鼠的ＣＨＳ反应显著

增强，表现为模型耳厚度增加、组织炎症浸润显著、炎症细胞因子表达增高，利用多种ＣＨＳ致敏剂均

得到一致结果，而且在菌群减少小鼠皮肤表面再涂抹表皮葡萄球菌可以抑制之前增强的炎症。进一步利

用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细胞缺陷小鼠制备ＣＨＳ模型，发现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细胞缺失后菌群减少小鼠的ＣＨＳ炎症不

再增加，提示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细胞介导了皮肤菌群对ＣＨＳ应答的调控。我们在 ＨＥＫ２９３Ｔ细胞表达了

Ｌａｎｇｅｉｒｎ分子，发现表达有Ｌａｎｇｅｒｉｎ的 ＨＥＫ２９３Ｔ细胞可以与表皮葡萄球菌结合，同时研究发现纯化

表达的Ｌａｎｇｅｉｒｎ分子也可以与表皮葡萄球菌结合。进一步的体内和体外机制研究发现，皮肤菌群通过

维持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细胞的致耐受特性而调控ＣＨＳ应答。结论　本研究首次揭示了皮肤菌群在ＣＨＳ中的

作用，并初步阐明了其机制，为下一步利用皮肤菌群调控皮肤免疫应答、治疗皮肤疾病奠定了较好基

础。

犘犗３７２

重症药疹临床处理中应该重视的若干事件

骆丹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２１００２９

皮肤科重症药疹是指病情发展快、皮肤和黏膜损害广泛并伴有全身中毒症状及内脏受累的一类药物

性皮炎。此型药疹患者病情严重，易出现严重并发症，死亡率高；重症药疹主要包括重症多形红斑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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疹 （ＳＪＳ）、大疱性表皮坏死松解型药疹即药物引起的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 （ＴＥＮ）、剥脱性皮炎型药

疹 （ＥＤ）、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 （ＤＩＨＳ或ＤＲＥＳＳ）和急性泛发性发疹性脓疱病 （ＡＧＥＰ）。举例在重

症药疹的临床处置中应高度注意的十大问题：一、切断可能的药物致敏途径；二、避免交叉过敏与多价

过敏；三、促进致敏药物排泄；四、合理使用糖皮质激素；五、高度警惕感染的发生；六、积极防治内

脏损伤；七、加强支持疗法；八、加强皮肤黏膜护理；九、重视基因检测在预防重症药疹中的作用；

十、重视药疹严重程度评分的作用。

犘犗３７３

变应性疾病患儿食物过敏的问卷调查及食物狊犐犵犈检测分析

黄惠敏 孙宝清 潘敏欢 霍毅婷 石斐 梁楚琴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广州医科大学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通过问卷调查，结合患者临床特征及食物特异性免疫球蛋白Ｅ （ｓＩｇＥ）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了解变应性疾病患儿食物过敏现状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调查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就诊于广州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怀疑食物过敏的变应性疾病患儿，检测蛋清、牛奶、虾、蟹、大豆和花生ｓＩｇＥ，

并对患儿进行电话回访，完成问卷调查。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患儿自述食

物过敏报告率为３４．４％，诱发过敏反应的食物主要为牛奶 （１４．７％）、鸡蛋 （１２．５％）和虾 （７．０％）；

进食过敏食物后诱发皮肤症状为主 （４１．３％）。食物ｓＩｇＥ阳性率与自述食物过敏报告率相比，牛奶、蛋

清和花生ｓＩｇＥ阳性率高于自述食物过敏的报告率 （犘＜０．０１），而虾、蟹和大豆ｓＩｇＥ阳性率与自述食物

过敏的报告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在不同ｓＩｇＥ级别组中，虾和蟹ｓＩｇＥ低级别组和

高级别组自述食物过敏报告率高于阴性组 （犘＜０．０５），但蛋清、牛奶、花生和大豆在各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７０．６％的患儿有家族过敏史，且父母至少一方有过敏史，其男孩患过敏性疾病

几率较女孩高 （犘＜０．０１）。在不同家族过敏史组中，父母均过敏患儿蛋清ｓＩｇＥ和仅父亲过敏患儿牛奶

ｓＩｇＥ阳性率高于无家族过敏史患儿 （犘＜０．０５）；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父母均过敏患儿自述

食物过敏发生率高于非父母均过敏患儿 （ＯＲ＝１．９１，９５％ＣＩ：１．０７～３．４２）；春夏出生患儿自述食物过

敏报告率低于秋冬出生患儿 （ＯＲ＝０．６４４，９５％ＣＩ：０．４２～０．９９）。结论　有家族过敏史的婴幼儿为食

物过敏高风险人群，家长应加强食物过敏的防范意识，尽早发现和干预，阻断或减缓变应性疾病的进

程。

犘犗３７４

全国３１城市儿童食物过敏报告率

解洪丽 刘传合 邵明军

首都儿科研究所１００００１

目的　了解我国０１４岁城市儿童食物过敏患病现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中国３１城市０

１４岁儿童进行调查，获得食物过敏家长报告率。采用 ＥｐｉＩｎｆｏ软件对数据进行双录入比对校正，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全国共３１个城市３３７５６０名０１４岁儿童参加调查，食物过敏家

长报告率为５．８３％。其中不同地区以华东及东北地区食物过敏家长报告率最高，分别为７．３８％和

７．０３％，西北地区最低，为４．３５％。在进行调查的３１个城市中，青岛食物过敏患病率最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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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１％，拉萨最低为２．３３％。不同性别儿童，男女食物过敏报告率分别为５．８７％和５．７９％，差异无显

著统计学意义 （χ２＝１．０７８，犘＝０．２９９）。学龄前儿童 （３５岁）食物过敏报告率 （６．６５％）显著高于婴

儿 （＜１岁，２．６８％）、幼儿 （１２岁，４．７５％）及学龄期儿童 （６１４岁，５．９４％） （χ２＝４６．４６９，犘＜

０．００１）。在家长报告有食物过敏的儿童中，３８．５％有湿疹病史，２３．０％患儿有过敏性鼻炎病史，３７．７％

有家族过敏史。结论　中国３１城市０１４岁儿童食物过敏家长报告率为５．８３％，在不同的地区、不同城

市及不同年龄段儿童食物过敏患病率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同的性别之间未发现食物过敏报告率有显著差

异；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并评估出中国城市儿童食物过敏患病情况。同时关于儿童食物过敏的认识

需要进一步提升。

犘犗３７５

广州地区学龄儿童食物过敏保护性和风险因素分析

鲜墨 李靖 冯木林 韦妮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中国城市地区儿童食物过敏发生的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目前并不十分清楚，本研究目的在

于分析并了解城市儿童食物过敏的风险因素及保护性因素。方法　对广州市区５８８０名６～１２岁学龄期

儿童进行食物过敏初步书面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选取１８９例 （平均年龄１０．２０±０．１１岁、男＝

１０８、女＝８１）有进食后出现不适症状且被医生诊断为食物过敏的儿童作为食物敏感病例组、进食后无

任何症状的２１３例 （平均年龄１０．２９±０．１０岁、男＝１０２、女＝１１１）作为对照组进行气传性和食物过敏

原皮肤点刺试验 （ＳＰＴ）、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测定及标准化书面详细问卷调查。以医生诊断食物过敏、

食物过敏原ＳＰＴ和ｓＩｇＥ阳性为因变量通过多因素回归分析儿童食物过敏发生的危险因素及保护性因

素。结果　低龄 （８岁及以下）、合并哮喘、婴幼儿期多次迁居、经常暴露于烟雾环境、父母亲文化层

次较高、父亲合并有过敏性疾病、进食牛油或人造牛油是儿童食物过敏的风险因素。而早期进入幼儿园

或托儿所 （２岁以前）则是学龄期儿童食物过敏的保护性因素。结论　城市地区儿童食物过敏的危险及

保护性因素与过敏性疾病史、遗传因素、家庭环境、饮食等多种因素相关。

犘犗３７６

食物依赖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 （犉犈犐犃狀）一例

黄小燕

广州市红十会医院５１０２２０

患者，男，４０岁，因反复发作皮疹六年，晕阙发作两次就诊。食物过敏不明，无药物过敏史，幼

时体质较弱，容易感冒。父亲有皮肤过敏。患者近六年无明显诱因出现皮肤发红和丘疹，伴痒，有时会

出现呼吸不畅。自觉与食物无明显的关系，可自行缓解。近两年发生两次无明显原因晕厥，第一次打羽

毛球后约十几分钟后突然觉得呼吸困难，皮肤异样感觉，四肢无力，有点冒汗，于是到车上休息，呼吸

困难越来越明显，接着没有了意识，约十分钟自行清醒。第二次，在楼下打羽毛球，约１０分钟，自觉

胸闷，呼吸不畅，皮肤有点痒感，于是上楼回家休息，等电梯时候突然有一阵的晕厥，几乎倒地，进电

梯后意识不清，醒后发现自己在最高层３９楼。因两次的晕厥发作外院做过检查。生化检查没明显异常，

胸片心肺无异常，心电图正常，腹部超声检查示脂肪肝，肝囊肿，心脏超声心动图无异常，颅脑ＣＴ无

异常，椎骨检查示颈锥颈椎退行性变，其余椎骨没异常。脑电图无明显异常，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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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过敏原测试：ＭＡＲＳＴ：３６种过敏原测试：ｔＩｇＥ２级其余正常。ＵＮＩＣＡ：过敏原测试：小麦１级最

后诊断：１慢性寻麻疹。２食物依赖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 （ＦＥＩＡｎ）治疗：停止进食麦类食物。抗组胺

药。讨论：食物依赖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 （ＦＥＩＡｎ）是近２０年来才发现的一种少见的过敏反应。

ＦＥＩＡｎ的发病机制至今未完全明了，摄入某种食物是其发病的先决条件，本病的主要特点是：进食相关

食物后运动可发生过敏反应，不摄入相关食物后运动和进食后不运动均不出现症状。ＦＥＩＡｎ多发在青少

年和成人，儿童亦可发生ＦＥＩＡｎ，无论发病年龄的大小，均具个人和或家族过敏病史。多种食物包括

虾、贝类如蟹、鸡肉、小麦、坚果、水果如苹果、桃子、葡萄，蔬菜如芹菜、番茄、茴香、莴苣及马铃

薯等被报道可引起ＦＥＩＡｎ。最常见的是小麦 ，与其所含的麦角蛋白是重要的过敏原有关。超过半数患

者进食不只一种食物可致ＦＥＩＡｎ。ＦＥＩＡｎ症状出现在运动后２０～４０ｍｉｎ以内，表现为搔痒、皮疹、血

管性水肿、呼吸困难、咳嗽喘息、心动过速及呕吐等，其中皮肤和呼吸道症状最常见，可出现现意识丧

失。通过体内试验 （皮肤过敏原点刺试验）或体外试验 （过敏原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找出致敏食物，

结合病史亦可作出ＦＥＩＡｎ诊断。

犘犗３７７

犃犮犪狊犲狅犳狑犺犲犪狋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狋犲狓犲狉犮犻狊犲犻狀犱狌犮犲犱犪狀犪狆犺狔犾犪狓犻狊

Ｚｈａｎｇ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Ｔａｎｇ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Ｈｕｎａ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４１０００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ｃａｓｅｏｆａ１４ｙｅａｒｏｌｄｇｉｒｌｗｈｏ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ｏｏｕｒ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ｗｉｔｈａ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ｅｐｉｓｏｄｅｓｏｆｌｉｆｅ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ａｃｕｔｅ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Ｈｅｒｅｐｉｓｏｄｅ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ｔｏｂｅ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ｆｔｅｒｅａｔｉｎｇｗｈｅａ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ｇ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ｔｏｗｈｅａｔ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ｌｉ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ｅａ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ｆｒｏｍｈｅｒｄｉｅｔ，ａｎｄａｄｖｉｃｅｔｏａｖｏｉｄ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ａｆｔｅｒｆｏｏｄｉｎｔａｋ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ｅｄｈｅｒ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ｏｆａｎａ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Ａｃｏｒｒｅｃ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ｉ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ａｔｔａｃｋｓ．Ｃａｒｅｆｕ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ａｌｌｅｒｇ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ｉ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ｈｅｆｏｏｄｓｔｈａｔ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ｏ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ｉｎ

ｄｕｃｅｄａｎａ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ＦＤＥＩＡ）ｉｓａ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ｋｎｏｗ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ｉｎｔｅｎｓ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ｆｏｏｄ．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ＦＤＥＩＡ

ｉｎｃｌｕｄｅａｎｇｉｏｅｄｅｍａ，ｕｒｔｉｃａｒｉａ，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ｓｈｏｃｋ．Ｔｈｅ

ａｉｍｏｆ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ｔｏａｖｏｉｄ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ｄｉｅｔａｎｄａｌｌｏｗ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ｉｔｈ

ＦＤＥＩＡ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ｆｏｏｄ．

犘犗３７８

多聚赖氨酸预处理的花生犇犖犃疫苗
对小鼠花生过敏模型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孙书洪 牛媛 朱振来 于金蕾 刘玉峰 李巍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皮肤医院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食物过敏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脱敏疗法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其存在治疗周期长、效率低、

风险高等不足，因此需要更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ＤＮＡ疫苗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为治疗过敏

性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ＤＮＡ疫苗的低免疫原性限制了其临床应用。研究发现，以可降解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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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载体从而改变ＤＮＡ疫苗的物理性质是一种增强免疫原性的方法。据此，本研究观察经阳离子聚合

物多聚赖氨酸 （ｐｏｌｙＬｌｙｓｉｎｅ，ＰＬＬ）处理后的编码花生蛋白Ａｒａｈ２的质粒ＤＮＡ （ｐＡｒａｈ２）对花生

过敏模型的预防和治疗效果，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方法　以Ａｒａｈ２蛋白腹腔注射免疫Ｂａｌｂ／ｃ小

鼠建立花生过敏模型；为观察ＰＬＬｐＡｒａｈ２的预防和治疗效果，分别于建立花生过敏模型前后皮下注

射ＰＬＬｐＡｒａｈ２，ｐＡｒａｈ２，同时以ＰＢＳ，ＰＬＬ或空载体ＤＮＡ为对照，用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清中Ａｒａｈ２

特异性ＩｇＧ１，ＩｇＧ２ａ及ＩｇＥ，腹腔注射Ａｒａｈ２蛋白后评估小鼠体温变化及全身症状；分离经皮下注射

ＰＬＬｐＡｒａｈ２，ｐＡｒａｈ２后小鼠引流淋巴结及脾脏，同时以ＰＢＳ，ＰＬＬ及空载体ＤＮＡ皮下注射小鼠为

对照，用流式细胞术分析引流淋巴结中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细胞及调节性Ｔ细胞数量，用ＥＬＩＳＡ检测脾脏细

胞产生ＩＬ１０水平。结果　在预防及治疗作用的研究中，与ＰＢＳ，ＰＬＬ或空载体ＤＮＡ处理组相比，

ＰＬＬｐＡｒａｈ２，ｐＡｒａｈ２处理后小鼠血清中Ａｒａｈ２特异性ＩｇＧ１，ＩｇＧ２ａ及ＩｇＥ均降低，腹腔注射Ａｒａ

ｈ２蛋白激发后小鼠过敏症状减轻，体温下降程度降低，且ＰＬＬｐＡｒａｈ２作用更为显著。流式细胞术

结果提示ＰＬＬｐＡｒａｈ２较ｐＡｒａｈ２能更多的使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细胞迁移至局部淋巴结，诱导更多的调节

性Ｔ细胞并产生更高水平的ＩＬ１０。结论　经ＰＬＬ预处理的ＤＮＡ疫苗对小鼠花生过敏具有更显著的预

防及治疗作用。

犘犗３７９

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治疗两例地塞米松过敏临床观察

龙莉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６１００１７

针对一些使用地塞米松敏感的患者，我们采用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静滴的方法治疗过敏性皮肤病，

患者症状及体征均得到改善。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具有类似皮质激素的抗炎、抗过敏作用，而对机体器

官的副作用较皮质激素明显少，临床使用相对安全性较高。

犘犗３８０

严重过敏反应患者前兆期临床特点分析及早期处理体会

王雪峰 杨静 刘美玲 吴凌颍 陈红丽 杜小晶

山西省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０３７００８

目的　分析严重过敏反应患者早期临床表现和发病原因，以期及早发现征兆，便于早期及时干预和

治疗。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０１６年５月间我科门诊１１例发生多系统速发过敏反应患者的

急救记录资料，加之复诊随访记录 （面对面问卷调查），分析其临床表现、早期征兆、诱因、家族史和

治疗情况。结果　１．１１例发生多系统速发过敏反应患者的年龄在２１—５４岁之间，男性７例，女性４

例，主要表现为：１．１皮肤：手足心痒 （１１例），颜面、眼睑或口唇痒、肿、红 （１０例），全身荨麻疹

（８例），１．２呼吸系统：胸闷、憋气 （１１）、呼吸困难 （３例），一些患者有打喷嚏、咳嗽症状 （４例），

１．３神经系统：头晕 （５例）、无力、全身发软 （７例），倒地 （２例），短期无意识 （１例），１．４循环系

统：心慌、心率加快 （８例），血压下降 （３例），１．５消化系统：恶心、腹痛、腹泻 （４例）。２．原因分

析：２．１　食物过敏：５例分别于食入、桃、杨梅、芒果、荔枝、酸奶、蘑菇、木耳等后立即或数分钟

起病，；２．２　３例闻到特殊气味：香烟、香水、洗涤剂、空气清新剂、油烟等后发作。以上均有２次或

以上的发作；２．３．２例在脱敏注射后１５分钟内主诉 “无不适”，３０分钟后发生过敏反应；２．４１例无明

—６２３—



显诱因，但多于闷热环境或空气不流通或心情紧张情况下发作，３． 既往有过敏性疾病病史 （７例），有

家族遗传史的患者 （５例）。４．ＳＩｇＥ检测：９例有不同程度的食入物或吸入物阳性：５．治疗上首选肾上

腺素，给予成人皮下注射０．１％肾上腺素０．３０．５ｍｌ，（小儿０．０１ｍｌ／ｋｇ，最大０．３ｍｌ），多于１２分钟后

症状缓解 （有器质性心脏病和甲亢等疾病患者禁用），胸闷呼吸困难者予高压泵雾化吸入特布他林；据

情况给予地塞米肌注松或甲强龙静脉点滴，或予抗组胺药口服。结论　１． 本组病例，出现最早最多的

是皮肤反应和呼吸道反应，识别严重过敏反应的早期征兆，尽早及时给予治疗，可免于更严重的过敏反

应发生，肾上腺素为首选药，皮下注射０．１％肾上腺素１２分钟后可见症状缓解。呼吁临床医生在工作

中首选肾上腺素，其效果优于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和抗组胺药。２． 本组大多查到明确的过敏原，有针

对性地去除诱因，对预防并避免严重过敏反应的再次发生至关重要。

犘犗３８１

酪酸梭菌对于β乳球蛋白 （犅犔犌）诱导的小鼠食物过敏模型的影响

张娟１魏春１刘梦昀２黄建琼２吴海霞１李秋红１郑跃杰２孙新１

１．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儿科；２．深圳市儿童医院呼吸科

目的　探讨酪酸梭菌对于β乳球蛋白 （ＢＬＧ）诱导的小鼠食物过敏模型的影响。方法　ＢＡＬＢ／ｃ小

鼠随机分为对照组 （ＮＣ），哮喘组 （ＰＣ），酪酸梭菌预防组 （Ｐｒｅ），酪酸梭菌治疗组 （Ｔｒｅ）。采用ＢＬＧ

致敏和激发建立小鼠食物过敏模型。酪酸梭菌预防组 （Ｐｒｅ）和酪酸梭菌治疗组 （Ｔｒｅ）分别于致敏前后

采用酪酸梭菌溶液对小鼠进行灌胃。记录小鼠腹泻状况和体重变化，评估小鼠肠道过敏程度；灌洗小鼠

肠道，测定ｓＩｇＡ含量；采集小鼠眼球血，流式方法测定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ｒｅｇ的表达；分离血清，测定

Ｔｈ细胞因子及总ＩｇＥ含量；检测血清中 ｍＭＣＰ１水平，评估小鼠肥大细胞脱颗粒；分离并收集小鼠

脾组织，ＰＣＲ测定Ｔｈ细胞特异性转录因子；制作肠组织病理切片，光镜下观察肠组织炎症程度。结果

　口服酪酸梭菌可以显著减轻肠道过敏症状；降低血清中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１３、ＩＬ１７水平，增加ＩＬ１０、

ＩＮＦγ、ＴＧＦβ１的表达，但是预防组ＩＬ１７及ＩＬ１０变化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抑制肥大细胞脱

颗粒及总ＩｇＥ的表达；促进肠道中ｓＩｇＡ的表达；增加小鼠血中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ｒｅｇ的表达；逆转Ｔｈ１／

Ｔｈ２及Ｔｒｅｇ／Ｔｈ１７失衡，增加Ｔｈ１及Ｔｒｅｇ细胞特异性转录因子的表达；明显改善肠组织炎症，减少

炎细胞的浸润。结论　酪酸梭菌对于β乳球蛋白诱导的小鼠食物过敏模型具有防治作用。

犘犗３８２

犆犘犌犗犇犖对卵清蛋白致敏幼鼠血清犜犌犉犫影响及免疫调节作用

郑成中 王本贞

解放军３０６医院１００１０１

目的　采用卵清蛋白 （ＯＶＡ）建立幼鼠食物过敏动物模型，观察非甲基化胞嘧啶鸟嘌呤寡核苷酸

（ＣＰＧｏｌｉｇｏｄｅｏｘｙ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ＣＰＧＯＤＮ）对ＯＶＡ致敏小鼠血清转化生长因子β（ＴＧＦβ）的影响及免

疫调节作用。方法　选用２～３周龄ＢＡＬＢ／ｃ雌性幼鼠３０只，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 （食物过敏动物

模型）及ＣＰＧＯＤＮ干预组 （５０μｇＯＶＡ＋ＣＰＧＯＤＮ）。观察过敏症状并评分及空肠组织病理检查；眼

球取血，检测血清中ＯＶＡＩｇＥ、ＴＧＦβ及Ｔｈ１／Ｔｈ２相关细胞因子ＩＦＮγ、ＩＬ４水平。结果　模型小鼠

出现过敏症状，空肠组织表现为Ｉ型变态反应病理特点，ＩＬ４、ＯＶＡＩｇＥ、ＴＧＦβ水平升高；与模型组

相比，干预组小鼠过敏症状及病理改变明显减轻，ＩＬ４、ＯＶＡＩｇＥ及ＴＧＦβ水平降低，ＩＦＮγ水平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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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结论　ＯＶＡ食物过敏幼鼠血清ＴＧＦβ升高，参与了过敏机制；ＣＰＧＯＤＮ可降低致敏幼鼠血清

ＴＧＦβ水平，在食物过敏中通过降低ＴＧＦβ产生，可能起到免疫调节作用。

犘犗３８３

犃犮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犻狀犱狌犮犲犱犕犕犘９狌狆狉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犻狀犿犪狊狋犮犲犾犾狊犻狊犪

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犳犲犲犱犫犪犮犽犿犲犱犻犪狋狅狉犳狅狉犿犪狊狋犮犲犾犾犪犮狋犻狏犪狋犻狅狀

ＣｈｅｎＭｉｎｇ
１，ＣａｉＺｈｉｊｉａｎｇ

２，ＹａｎｇＦｅｉ
２，ＸｕＬｉｎ１

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２．浙江大学医学院免疫所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ＭＭＰ９ａｓａ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ＭＭＰｆａｍｉｌｙ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ｏｂｅａｎ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ｃａ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ＭＭＰ９ａｎｄ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ａｒｅ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ＭＭＰ９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ＩｔｉｓｓｔｉｌｌｕｎｋｎｏｗｎｗｈｅｔｈｅｒＭＭＰ９ｉ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ＭＭＰ９ｐｌａｙａ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犕犲狋犺狅犱狊　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ａｃｔｉ

ｖａｔｅｄｂｙｐｈｏｒｂｏｌｅｓｔｅｒ（ＰＭＡ）ａｎｄｉｏｎｏｍｙｃｉｎ（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ＭＰ９ｍＲＮＡ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ｒｅｌｔｉｍｅＰＣＲ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ＲＫａｎｄＡＫＴ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ｗａｓｄｅｔｅｒｃｔｅｄｂｙ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ＥＲＫａｎｄＡＫＴｂｙ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ＩＬ４ｓｉｇｎａｌｗａｓ

ｂｌｏｃｋ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ｎｔｉＩＬ４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ａｎｔｉＩＬ４）．犚犲狊狌犾狋狊　Ｉｎ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ｔｈ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ＥＲＫａｎｄＡＫＴ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ＲＫａｎｄＡＫＴｓｉｇｎ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ｐｒｅ

ｖ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ＭＭＰ９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ＭＭＰ９ｗａ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ＭＰ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ｕｌ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ｔｈｅ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ｗｅ

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ＩＬ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ｕｌ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ＭＭＰ９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

ｒｙ，ｂｌｏｃｋａｇｅｏｆＩＬ４ｓｉｇｎａｌｂｙＩＬ４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ＭＭＰ９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ｖｅ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ｂｏｕｔＭＭＰ９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ｔｈｕｓ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ｆｏｒＡＲｔｈｅｒａｐｙ．

犘犗３８４

丙酮酸钠鼻喷剂治疗轻、中度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观察

任华丽 李健东 苗燕华 徐婷 杨泽飞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北京电力医院１０００７３

目的　观察丙酮酸钠鼻喷剂治疗轻、中度变应性鼻炎的疗效。方法　选择北京电力医院耳鼻咽喉科

变态反应专业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２月门诊就诊７７例轻、中度变应性鼻炎患者，其中男性３８例，女性３９

例，年龄８～７２岁，病程０．３～４０年，数字随机结合患者意愿，分为无治疗组 （Ａ组）３５例及丙酮酸

钠鼻喷剂治疗组 （Ｂ组）４２例，Ａ组无治疗观察７天，Ｂ组鼻喷丙酮酸钠鼻喷剂治疗７天，７天后复

诊，比较两组治疗前后、及组间症状评分量、视觉模拟量表 （ＶＡＳ）、生活质量评分对照，以评估疗

效，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Ａ、Ｂ两组，治疗前一般资料及症状评分等各项指标无统计学差异，Ａ

组，７天观察期前后，鼻痒、喷嚏、流涕、鼻塞、鼻干等症状评分、ＶＡＳ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均较治

疗前无明显统计学差异，Ｂ组各项指标治疗前后均出现有统计学意义改变，Ａ、Ｂ两组，治疗后对照，

症状评分及ＶＡＳ改变有统计学意义，生活质量评分改变无统计学意义。以ＶＡＳ为例，Ａ组，７天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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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前后，ＶＡＳ评分分别为 （４．６３±１．１４）、 （４．４６±１．１２）， （ｔ＝１．９７，犘＞０．０５）；Ｂ组治疗前、后

ＶＡＳ评分分别为 （４．９５±１．０１）、（３．００±１．４３），（ｔ＝１０．８４，犘＜０．０１）；Ａ、Ｂ两组治疗后ＶＡＳ评分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２．７４，犘＜０．０５）。Ｂ组有２８例 （２８／４２）出现３０％以上疗效改善，占

６６．７％，２例无效，未发生鼻喷剂应用相关不良反应。结论　丙酮酸钠鼻喷剂可有效改善ＡＲ症状，起

效快，安全性高，是轻、中度变应性鼻炎理想的非药物治疗方法。

犘犗３８５

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在变应性鼻炎患者中的应用

黄雪琨 杨钦泰 陈玉莲 王玮豪 张革化

中山大学附属附属第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５１０６３０

目的　了解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患者焦虑与抑郁的状况及其与鼻炎症状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２０１５年６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耳鼻咽喉科确诊ＡＲ患者４３例，男２５例，女１８例，年

龄１８岁～４７岁。排除标准：不能理解测试问卷内容；严重的躯体疾病或合并其他精神疾病；合并ＡＲ

以外的肺部疾病或心、肝、肾等慢性疾病；酒精以及药物滥用史；妊娠期妇女；年龄＜１８岁。采用综

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ＨＡＤＳ）进行调查，ＨＡＤＳ分量表得分≥

８分即认为患者可能存在抑郁或焦虑症状。若患者的焦虑、抑郁分量表得分均≥８分则认为患者同时存

在焦虑和抑郁症状，即共病焦虑抑郁。所有ＡＲ患者症状评分采用视觉模拟量表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ｏｒｅ，

ＶＡＳ），血清变应原ｓＩｇＥ检测采用德国变应原敏筛检测系统，并根据变应原ｓＩｇＥ结果分为单一变应原

组和多种变应原组。结果　４３例 ＡＲ患者均完成了 ＨＡＤＳ量表测试，患者焦虑平均得分为 （５．５８±

３．４８）分，抑郁为 （４．９１±３．４５）分。４３例ＡＲ患者中有２０．９３％患者存在焦虑症状，１８．６０％的患者

存在抑郁症状，９．３０％的患者共病焦虑与抑郁。ＡＲ患者ＶＡＳ评分 （７．９１±１．４９）分，ＶＡＳ评分与焦

虑、抑郁分量表得分呈正相关 （ｒ值分别为０．５９３、０．３０３，犘＜０．０５）。单一变应原组１９例，焦虑平均

得分为 （５．８９±３．２６）分，抑郁为 （５．７９±３．４６）分；多种变应原组２４例，焦虑平均得分为 （５．３３±

３．６９）分，抑郁为 （４．２１±３．３５）分，两组比较焦虑和抑郁得分均无统计学差异 （ｔ值分别为０．３４１、

０．３６０，犘＞０．０５）。结论　有部分ＡＲ患者存在焦虑、抑郁症状，并与ＡＲ症状严重程度相关，与致敏

变应原的数量无关。

犘犗３８６

新疆阜康市哈萨克族过敏性鼻炎自报患病情况
与生活相关健康因素调查

阳玉萍 王燕 范宇琴 冯娟 雍军 张华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８３００５４

目的　采集和统计新疆阜康市哈萨克族人群过敏性鼻炎的患病情况以及生活相关健康因素数据资

料。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以分层四级抽样方法随机选择１５００例哈萨克族普通人群进行入户问

卷调查。问卷表为统一标准问卷，筛查方式为面对面采集。结果　新疆阜康市哈萨克族人群中变应性鼻

炎患病率高达１１．１％，以打喷嚏症状发生率最高 （５４．６％），在年龄、性别、体重等方面差异没有显著

意义，合并哮喘的鼻炎患者与年龄相关，合并过敏症的鼻炎患者与体重相关，过敏症中皮肤瘙痒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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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７％）；鼻炎、哮喘与鼻窦炎发病有一定关系；发病与地毯使用率相关 （９４．４％）；饮食方面分别与

肉类水果正相关，与豆类、牛奶负相关。结论　根据新疆阜康市的哈萨克族人群调查资料发现变应性鼻

炎的患病率居高，其患病特点与其生活相关健康因素密切相关。

犘犗３８７

依据组胺及白三烯临床及实验相结合的
变应性鼻炎个体化治疗策略探讨

文忠 沈聪香 李冠雪 张鑫雨 王会刚 陈芳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耳鼻咽喉科５１０２８２

目的　探讨将组胺及白三烯 （ＣｙｓＬＴ）主要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测结合在变应性鼻炎临床分型及

个性化治疗模式选择的作用及意义。方法　结合变应性鼻炎患者临床主要症状及外周血及鼻分泌物中组

胺及白三烯含量测定综合评估后分为喷嚏组、鼻塞组及混合组三组，每组又分为以下四个处理组：喷嚏

组分氯雷他定、氯雷他定＋糠酸莫米松鼻喷剂、孟鲁司特钠＋糠酸莫米松鼻喷剂及氯雷他定＋孟鲁司特

钠＋糠酸莫米松鼻喷剂治疗组；鼻塞组分孟鲁司特钠、孟鲁司特钠＋糠酸莫米松鼻喷剂、氯雷他定＋糠

酸莫米松鼻喷剂及孟鲁司特钠＋氯雷他定＋糠酸莫米松鼻喷剂；混合组分氯雷他定＋糠酸莫米松鼻喷

剂、孟鲁司特钠＋糠酸莫米松鼻喷剂、氯雷他定＋孟鲁司特钠及氯雷他定＋孟鲁司特钠＋糠酸莫米松鼻

喷剂。各组统一治疗２周，４周及８周后采用鼻腔总症状及单项症状的ＶＡＳ评分、症状评分的下降指

数及组胺和白三烯含量变化进行治疗前后的疗效评估。同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及 Ｗｅｓｔｅｒｎ杂交测

定治疗前后组胺Ｈ１受体及白三烯１ （ＣｙｓＬＴ１）受体的ｍＲＮＡ及蛋白表达。结果　喷嚏组、鼻塞组及

混合组三组变应性鼻炎患者中喷嚏症状积分和外周血及鼻分泌物中组胺含量呈正相关 （ｒ＝０．４３／０．４３，

０．６０／０．６１，０．８３／０．８２，犘均＜０．０５）；三组中鼻塞症状积分和外周血及鼻分泌物中白三烯Ｄ４含量呈

正相关 （ｒ＝０．５４／０．５０，０．５６／０．５５，０．６１／０．６０，犘均＜０．０５）。喷嚏组中，氯雷他定＋糠酸莫米松鼻

喷剂组和三药联用组治疗后鼻部症状下降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即二者疗效相当，但明

显强于其它组 （犘均＜０．０５）；鼻塞组中，孟鲁司特＋糠酸莫米松鼻喷剂组和三药联用组疗效相当 （犘

＞０．０５），但明显强于其它组 （犘均＜０．０５）；混合组中，三药联用组疗效均明显强于其它组 （犘均＜

０．０５）。各组治疗后组胺Ｈ１和ＣｙｓＬＴ１受体ｍＲＮＡ及蛋白表达均较治疗前降低 （犘均＜０．０５）。结论

采用组胺及白三烯主要临床症状评分结合其实验室检测能较客观、准确的对变应性鼻炎进行临床分型，

针对分型采取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即获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又符合医疗卫生经济学的要求。

犘犗３８８

太原市气传真菌数量与真菌致敏性鼻炎相关调查

刘瑛 王斌全 张克军 李伟 陈文杰 牛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０３０００１

目的　调查太原市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０１６年３月气传真菌种类及数目，分析与真菌致敏性鼻炎发病率

关系。方法　１．采用每日曝片法收集并鉴定太原市全年气传真菌种属。每月曝皿法收集、分离并鉴定

气传真菌。２．统计全年气象数据 （日平均温度、日平均湿度、风向、风力等）。３．计数全年气传真菌数

量，总计太原市优势气传真菌种类及数目。４．调取同期就诊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真菌致敏性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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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临床数据，分析与气传真菌关系。结果　１．曝片法收集到太原市全年气传真菌孢子共１５种，曝皿法

收集气传真菌１０种。２．计数真菌数量，太原市全年气传优势真菌为平脐蠕孢属，其余气传优势真菌依

次为：链格孢属、内脐蠕孢属、棒孢属、黑粉目、枝孢属等。３．气传真菌数量与太原市风力、风向、

平均温度、湿度有关。太原市夏秋季 （６月～１０月）气传真菌数量较多，冬季 （１２月～１月）气传真菌

数量较少。４．气传真菌数量与真菌致敏性鼻炎发病率分布曲线大致一致。结论　平脐蠕孢属及链格孢

子是太原市全年气传优势真菌。气传真菌数量与真菌致敏性鼻炎发病率相关。

犘犗３８９

变应性鼻炎患者体内犿犻犚犖犃表达谱与γδ犜细胞分群相关性

宋尚骅 洪苏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４０００１６

目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ｍｉＲＮＡ）作为免疫相关疾病内源性调控基因，在变应性鼻炎发生发展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γδＴ作为潜在细胞通路，可影响变应性鼻炎发病。然而ｍｉＲＮＡ与γδＴ细胞增殖分化的

关系尚不得而知。本研究旨在探讨变应性鼻炎患者体内γδＴ细胞数量及亚群分布与差异表达的ｍｉＲＮＡ

相关性。方法　收集２０例变应性鼻炎患者，５例正常对照人群，采集外周血，提取外周血单和淋巴细

胞，采用流式细胞术对γδＴ细胞进行计数，并采用实时定量ＰＣＲ对其亚群进行分析。Ａｆｆｙｍｅｔｒｉｘ人

ｍｉＲＮＡ芯片检测外周血ｍｉＲＮＡ表达谱，筛查组间差异性表达ｍｉＲＮＡ，采用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预测

相关ｍｉＲＮＡ靶基因，并进行ＧＯ和Ｐａｔｈｗａｙ功能富集分析。结果　流式细胞术示γδＴ细胞计数于变应

性鼻炎组明显升高，且分群定量中，γＩ亚群比例未见明显差异，γⅣ亚群明显升高。ｍｉＲＮＡ芯片检测

发现，与正常组相比，变应性鼻炎组中５个 ｍｉＲＮＡ显著差异表达 （犘＜０．０５），且均上调，包括 ｍｉＲ

５４８ａｃ，ｍｉＲ６８０２５ｐ，ｍｉＲ６８９４５ｐ，ｍｉＲ３３７５ｐｍｉＲ３７６ｃ３ｐ。且预测通路中ＴＣＲ通路犘＝０．０００９５１。

结论　ｍｉＲＮＡ作为蛋白表达调控的负性调节因子，与γδＴ细胞于变应性鼻炎中增殖分化可能存在一定

相关性，可调节其亚群分布情况，影响疾病进程。

犘犗３９０

丙酮酸钠鼻喷剂治疗干燥性鼻炎的疗效观察

李健东 任华丽 苗艳华 徐婷

北京电力医院耳鼻咽喉科１０００７３

背景　变应性鼻炎的鼻腔局部激素治疗时，可出现鼻部干燥不适与出血现象。我们在探索变应性鼻

炎的局部新药应用，预先设计了正常志愿者与干燥性鼻炎的临床试验。干燥性鼻炎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ｓｉｃｃａ），

主要临床表现为鼻干燥感、涕少粘稠、鼻出血或涕中带血，鼻镜检查多见鼻粘膜干燥，常见痂皮或出血

点。干燥性鼻炎是中国北方临床常见疾病，除夏季以外的三个季节均高发，但缺乏足够的重视。更缺乏

有效治疗手段。干燥损伤的粘膜更容易对吸入性变应原产生反应。我科应用丙酮酸钠鼻喷剂治疗干燥性

鼻炎，取得良好效果，报告如下。目的　评价丙酮酸钠鼻喷剂治疗干燥性鼻炎的疗效。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北京电力医院耳鼻咽喉科门诊干燥性鼻炎４９例，单纯应用丙酮酸钠鼻喷剂

治疗，每天３～４次，每次每侧鼻孔各３～４喷，７天后门诊复诊。对照用药前后鼻干评分 （０～１０）、

ＶＡＳ评分 （０～１０）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结果　１１例 （２２．５％）症状改善在８０％以上，２８例

（５７．１％）症状改善在３０～８０％之间，１０例 （２０．４％）症状改善在３０％以下，视为无效，１２例合并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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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患者，鼻出血症状均消失。鼻干燥改善与ＶＡＳ及生活质量改善相关 （犘＜０．０５）。未出现用药相关

不良反应。结论　丙酮酸钠是人体代谢中间产物，兼具细胞营养及氧化功能，其生理盐水鼻喷剂可起到

局部清洁作用、滋润、抗氧化及促黏膜纤毛修复功能，是理想的干燥性鼻炎非药物治疗方法之一。在变

应性鼻炎，丙酮酸钠对应用鼻激素造成的鼻腔干燥出血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犘犗３９１

特异性免疫治疗抑制变应性鼻炎２型固有淋巴细胞的研究

范大川１，２王向东１张罗１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２．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２型固有淋巴细胞 （ｇｒｏｕｐ２ｉｎｎａｔｅ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ｃｅｌｌｓ，ＩＬＣ２）能够介导尘螨致敏的变应性鼻炎

（ｈｏｕｓｅ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ＨＤＭＡＲ）的先天性免疫应答，能够在上皮细胞来源的ＩＬ３３／ＩＬ２５

的刺激下产生Ｔｈ２型炎症因子ＩＬ５和ＩＬ１３，在 ＨＤＭＡＲ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针对

ＡＲ治疗的方法，如特异性皮下免疫治疗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ＣＩＴ），对 ＡＲ患者外周血

ＩＬＣ２的数量的影响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索ＳＣＩＴ对 ＨＤＭＡＲ外周血ＩＬＣ２表达影响。方法　采用

流式细胞术检测７名无ＡＲ症状，ＳＰＴ阴性的正常人 （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ＨＣｓ），９名 ＨＤＭＡＲ和１４名

采用尘螨提取液 Ｄｅｒｐ治疗的ＳＣＩＴＡＲ 患者外周血ＩＬＣ２ （ＬｉｎｅａｇｅＣＤ１２７＋ＣＲＴＨ２＋）的表达。

ＨＤＭＡＲ患者纳入标准符合以下标准：①ＡＲＩＡ （２００８）指南持续性 ＡＲ诊断标准；②至少有一种症

状为Ｔ５ＳＳ评分３级；③血清变应原特异性ＩｇＥ检测为２级或者２级以上。ＨＤＭＡＲ患者和 ＨＣｓ排除

标准：①４周内使用抗组胺药，类固醇激素或者白三烯受体阻断剂治疗；②特异性免疫治疗；③２周内

药物或者食物过敏反应；④４周内气道急性感染；⑤１２个月内有吸烟史；⑥妊娠期。１４名ＳＣＩＴＡＲ

患者接受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制剂皮下注射１３．５年，起始累计阶段治疗方案采用的常规免疫或者集群

免疫治疗。结果　ＩＬＣ２在ＳＣＩＴＡＲ患者的外周血中表达明显低于 ＨＤＭＡＲ患者，ＳＣＩＴＡＲ患者外周

血ＩＬＣ２的表达和ＨＣｓ比较没有明显差异。ＳＣＩＴＡＲ症状评分Ｔ５ＳＳ明显低于ＳＣＩＴ治疗之前的症状评

分。结论　ＤｅｒｐＳＣＩＴ能够明显下调ＨＤＭＡＲ患者外周血ＩＬＣ２细胞的数量，ＩＬＣ２可以作为动态观察

ＤｅｒｐＳＣＩＴ治疗ＨＤＭＡＲ疗效潜在的血清学指标。

犘犗３９２

犘物质调控肥大细胞脱颗粒的一种新的机制的研究

赵长青 祁雪萍 安云芳 李秋婷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０３０００１

目的　利用体外诱导小鼠骨髓细胞获得的高纯度肥大细胞，探讨ＩＬ４参与诱导获得的肥大细胞

ＮＫ１Ｒ和ＦｃεＲⅠα的表达情况；建立神经肽Ｐ物质介导的肥大细胞脱颗粒模型，初步探讨Ｐ物质除通

过其特异受体ＮＫ１Ｒ调控肥大细胞脱颗粒外是否还存在ＦｃεＲⅠα介导的途径。方法　从Ｂａｌｂ／ｃ小鼠股

骨提取骨髓细胞于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完全培养基中，分不同浓度ＩＬ４诱导组即１００ｎｇ／ｍｌ干细胞因子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Ｆ）、１５ｎｇ／ｍｌＩＬ３以及０，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ｎｇ／ｍｌＩＬ４进行体外培养。每周换液，将悬浮

细胞移入新的培养体系。倒置显微镜观察并记录细胞生长情况。四周后收集各组细胞及上清液，进行甲

苯胺蓝染色、流式细胞术检测ＣＤ１１７鉴定肥大细胞，流式细胞术以及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ｔｉｎｇ分析不同组骨

髓肥大细胞ＦｃεＲⅠα和ＮＫ１Ｒ表达情况。经鉴定培养成功的骨髓肥大细胞中分别加入不同浓度Ｐ物质

—２３３—



（０、０．０１、０．１、１、１０μｇ／ｍｌ）孵育半小时，检测上清液和细胞内组胺含量，计算组胺释放率。结果　

不同浓度ＩＬ４诱导组 （１００ｎｇ／ｍｌＳＣＦ、１５ｎｇ／ｍｌＩＬ３以及０，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ｎｇ／ｍｌＩＬ４）均可诱导获

得肥大细胞，其中ＳＣＦ、ＩＬ３和ＩＬ４共同诱导组细胞ＦｃεＲⅠα和ＮＫ１Ｒ的表达高于单纯ＳＣＦ和ＩＬ３

组 （０ｎｇ／ｍｌＩＬ４诱导组）；而２０ｎｇ／ｍｌＩＬ４诱导组肥大细胞表面ＦｃεＲⅠα和ＮＫ１Ｒ表达达最佳状态，

此时可被低浓度ＳＰ （０．０１μｇ／ｍｌ）激活进而发生脱颗粒，其组胺释放率与ＳＰ浓度呈正相关；０ｎｇ／ｍｌ

ＩＬ４诱导组表达ＦｃεＲⅠα几乎不表达ＮＫ１Ｒ，此时在高浓度ＳＰ （１μｇ／ｍｌ）作用时肥大细胞仍可产生应

答。结论　骨髓细胞在ＳＣＦ、ＩＬ３或ＳＣＦ、ＩＬ３和ＩＬ４诱导下均可定向分化为肥大细胞。而经ＩＬ４参

与诱导时可促使骨髓肥大细胞高表达ＦｃεＲⅠα和ＮＫ１Ｒ，成功建立ＳＰ介导的肥大细胞脱颗粒模型。

ＳＰ调控肥大细胞脱颗粒存在其特异受体ＮＫ１Ｒ介导的非免疫性及ＦｃεＲⅠα介导的免疫性双途径，为

下一步研究肥大细胞脱颗粒机制奠定基础，从而为变应性及非变应性炎性疾病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犘犗３９３

合并气道高反应的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的免疫表型

陈枫虹 洪海裕 孙悦奇 史剑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医院５１００８０

目的　合并气道高反应的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 （ＡＨＲＮＰ）的临床表现为病情严重程度重，鼻内

镜鼻窦手术后易复发。它的炎症表型是否具有特殊性目前尚不清楚。方法　通过和正常对照组鼻窦黏

膜、不合并气道高反应 （ＮＡＨＲ）的鼻息肉组织的比较，利用Ｌｕｍｉｎａｘ，ＨＥ和免疫组化等技术手段检

测合并ＡＨＲＮＰ的鼻息肉组织的炎症细胞和炎症因子类型。结果　炎症因子ＩＬ１０ （犘＝０．０５），ＩＬ１２

（犘＜０．００１），ＩＬ１β（犘＜０．０５），ＩＬ８ （犘＜０．０１），ＴＡＲＣ（犘＜０．０５）和ＩＬ２５ （犘＜０．０１）的蛋白水

平在三组间存在显著差异。ＡＨＲＮＰ组的ＩＬ２５蛋白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和 ＮＡＨＲＮＰ组 （犘＜

０．０１），ＩＬ１０、、ＩＬ１２、ＩＬ１β和ＴＡＲＣ蛋白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犘＜０．０１），ＩＬ８蛋白水平显著

高于正常对照组 （犘＜０．０１），ＩＬ２５水平显著高于ＮＡＨＲ组 （犘＜０．０１）。总炎症细胞计数、嗜酸性粒

细胞 （ＥＯＳ）计数、ＥＯＳ／总炎症细胞 （ＥＯＳ％），中性粒细胞 （ＭＰＯ）计数和 ＭＰＯ／总炎症细胞

（ＭＰＯ％）三组间均有显著差异 （犘＜０．０１）。ＡＨＲＮＰ组的总炎症细胞计数、ＥＯＳ、ＥＯＳ％、ＭＰＯ和

ＭＰＯ％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犘＜０．００１）。ＡＨＲＮＰ的 ＭＰＯ和 ＭＰＯ％显著低于ＮＡＨＲＮＰ组 （犘＜

０．０１）。结论　ＡＨＲＮＰ表现为 ＭＰＯ浸润相对ＮＡＨＲＮＰ减少，ＩＬ２５可能是参与ＡＨＲＮＰ病理生理

过程的重要因子。

犘犗３９４

中国华南地区局部变应性鼻炎患者的临床特征

梁美君 陈冬 徐睿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０８０

目的　探讨局部变应性鼻炎患者在中国华南地区的临床特征，为临床上对局部变应性鼻炎 （ｌｏｃａｌ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ＬＡＲ）诊治提供理论基础。方法　收集６３例临床表现符合鼻炎的患者的病例资料、

血清及鼻腔分泌物，并检测血清及鼻腔分泌物中４种变应原特异性ＩｇＥ水平，比较ＬＡＲ在发病情况、

病史、相关症状评分、变应原等方面与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非变应性鼻炎 （ｎｏｎａｌｌｅｒ

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ＮＡＲ）的异同点。结果　６３位鼻炎患者中有９位 （１４．３％）能诊断为ＬＡＲ，患者年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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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４０ （Ｓ＝１５）岁，鼻部或／和眼部症状的病史大多超过１０年，过敏性结膜炎和支气管哮喘为常见的合

并症。ＬＡＲ比ＮＡＲ患者的鼻痒症状评分显著性升高 （犘＝０．０１１），且具有更高的总眼部症状评分 （犘

＝０．００８）。ＡＲ比ＬＡＲ患者倾向于对屋尘螨及粉尘螨过敏 （犘＜０．００１），而ＬＡＲ患者比ＡＲ患者倾向

于对花粉过敏 （犘＜０．００１）。ＬＡＲ患者鼻腔分泌物ｓＩｇＥ水平比ＡＲ患者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０３）。结论　在中国华南地区约１／７的鼻炎患者可能存在ＬＡＲ。通过鼻部及眼部症状评分可初步对

ＬＡＲ与ＮＡＲ鉴别，对高度怀疑由过敏因素导致的ＮＡＲ可进行鼻腔分泌物ｓＩｇＥ检测。

犘犗３９５

中国慢性鼻鼻窦炎患者多中心临床特征调查

罗向前 邓洁 陈枫虹 徐睿 付清玲 史剑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慢性鼻—鼻窦炎是鼻科临床常见疾病，病因不同及个体的差异，导致临床症状多变，并存在

不同的伴发疾病。本研究旨在以中国多个地域的慢性鼻—鼻窦炎患者为目标，观察临床特征、伴随相关

疾病的患病率。方法　采用多中心、横断面研究方法。对中国１１个医疗中心进行统一的慢性鼻窦炎

（ＣＲＳ）临床诊断及资料收集培训后，对２０１３年４７月确诊为慢性鼻窦炎患者进行临床资料收集和分

析。主要观察指标包括：人口学特征、鼻部症状评分、鼻窦炎生活质量量表 （ＳＮＯＴ２０）、血常规

（Ｅｏｓ）、鼻窦ＣＴ检查 （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ａｙ评分）、鼻内镜检查 （ＤＡＶＯＳ评分）、肺功能检查及肺功能激发

试验、皮肤点刺试验。研究结果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犘＜０．０５表示有统计学差异。结果　２０１３４至

２０１３７共收集４８１份临床资料，剔除不合格的４９份调查资料，共收录４３２份 （８９．８％）。慢性鼻窦炎伴

鼻息肉 （ＣＲＳｗＮＰ）比例是６３．４％，ＣＲＳ合并变应性鼻炎 （ＡＲ）３３．４％，ＣＲＳ合并支气管哮喘 （ＡＳ）

１１．２％，ＣＲＳ合并ＡＲ及ＡＳ是６．５％，ＣＲＳ合并气道高反应 （ＢＨＲ）是２７．３％。鼻塞、擤鼻涕、嗅

觉减退、张口呼吸、头痛、打鼾依次是评分最高的６个症状；嗅觉减退在ＣＲＳｗＮＰ评分较擤鼻涕评分

高，仍低于鼻塞评分，在 ＣＲＳ合并 ＡＳ评分中超过了鼻塞、擤鼻涕评分。鼻窦炎生活质量量表

（ＳＮＯＴ２０）、鼻窦ＣＴ检查评分、血嗜酸粒细胞升高、肺功能下降、肺功能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在

ＣＲＳ合并不同疾病时有差异。对ＣＲＳ合并ＢＨＲ与ＣＲＳ合并ＡＳ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发现鼻涕倒流、肺

功能下降、血嗜酸性粒细胞升高与ＣＲＳ合并ＢＨＲ显著相关；嗅觉减退、肺功能下降、血嗜酸性粒细胞

身高、女性、合并变应性鼻炎与ＣＲＳ合并 ＡＳ显著相关。结论　１、中国慢性鼻窦炎患者合并 ＡＲ及

ＡＳ分别均较普通人群高３倍及１１倍，ＣＲＳ合并ＡＳ及ＡＲ的比例较１０年前明显增加，仍低于发达国

家的比例。２、嗅觉减退可作为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和哮喘严重程度的工具。３、鼻涕倒流、肺功能下

降、血嗜酸性粒细胞升高是ＣＲＳ合并ＢＨＲ的危险因素，嗅觉减退、肺功能下降、血嗜酸性粒细胞升

高、女性、合并变应性鼻炎是ＣＲＳ合并ＡＳ的危险因素。

犘犗３９６

犠犇犘犆犘与慢性鼻鼻窦炎纤毛分化相关性研究

马
$

１，２赖银妍１，２史剑波１，２

１．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中山大学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目的　ＰＣＰ （Ｐｌａｎａｒｃｅｌｌｐｏｌａｒｉｔｙ）通路是一种细胞间通信途径，在组织细胞的运动和形态的极化结

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ＷＤＰＣＰ （ＷＤｒｅｐｅａ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ｌａｎａｒｃｅｌｌ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ｒ）是近年来新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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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ＣＰ通路作用因子。目前已有研究表明，ＷＤＰＣＰ与斑马鱼、蟾蜍等动物的纤毛分化有关。然而，ＷＤ

ＰＣＰ与人鼻窦粘膜纤毛分化的关系尚不清楚，ＷＤＰＣＰ是否参与了慢性鼻鼻窦炎中纤毛粘液系统的损

伤也有待进一步研究。方法　通过免疫组化、免疫荧光、ＲＴＰＣ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等方法观察慢性鼻窦

炎患者鼻粘膜纤毛的损伤与 ＷＤＰＣＰ的关系。体外实验部分通过建立 ＡＬＩ（Ａｉｒｌｉｑｕｉ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培养

体系，进一步观察 ＷＤＰＣＰ在人鼻粘膜原代细胞纤毛分化过程中的作用结果　ＷＤＰＣＰ在单纯慢性鼻窦

炎、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的筛窦粘膜和息肉组织中的基因及蛋白水平的表达，较正常筛窦粘膜出现不同

程度的降低 （犘＜０．０５）。ＷＤＰＣＰ表达于鼻窦粘膜的上皮层，人鼻粘膜原代细胞在ＡＬＩ体系中分化的

会出现 ＷＤＰＣＰｍＲＮＡ水平在１４天以前持续升高 （犘＜０．００１），１４天以后再下降的现象 （犘＜０．０１），

ＷＤＰＣＰ在ＡＬＩ体系中的蛋白表达也有相似的趋势。结论　ＷＤＰＣＰ参与了人鼻粘膜纤毛分化过程，慢

性鼻鼻窦炎中出现的纤毛缺陷可能与 ＷＤＰＣＰ下调有关

犘犗３９７

鼻内翻性乳头状瘤基底部的显微病理特征及其对手术的指导意义

孙悦奇１，２ＢｉｇｅｓｈＭａｎＳｈａｋｙａ
１，２赖银妍１，２史剑波１，２

１．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中山大学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目的　内翻性乳头状瘤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ＩＰ）是常见的鼻腔鼻窦良性肿瘤，易复发、部分恶变

是其临床特点。肿瘤基底部有明显的骨质增生，术中彻底切除基底部的肿瘤是防止肿瘤残留和复发的重

要措施，但是否需要磨除／磨平基底部骨质仍有争议。本研究旨在分析肿瘤与基底部骨质之间的显微病

理关系，为临床手术提供指导信息。材料与方法　获取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０１４年８月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鼻科、经病理确诊为鼻内翻性乳头状瘤的患者有关临床信息；术前经影像学确认ＩＰ基底部，术

中收集基底部含有周围骨质的ＩＰ标本进行全埋石蜡切片、ＨＥ染色，显微镜下观察肿瘤和周围骨质的

相互位置关系。结果　共收集了１５例ＩＰ病例，其中男性１３个，女性２个，年龄３２～６５岁；９例为原

发性病例，６例为复发性病例。所有病例标本都可观察到肿瘤和周围骨质存在不同紧密程度的相互位置

关系。根据肿瘤和骨质的位置关系，我们将其分为３种类型：Ⅰ型：肿瘤向骨质凹陷／骨缝中生长；Ⅱ

型：肿瘤包绕骨性凸起生长；Ⅲ型：肿瘤和骨质表面平行交叠生长；１５例病例标本中，３种类型的比例

分别为：Ⅰ型为３８％，Ⅱ型为２９％，Ⅲ型为３３％。原发性和复发性病例中３种类型的各自比例分别

为：原发性病例Ⅰ型为３５．３％、Ⅱ型为１７．６％、Ⅲ型为３５．７％；复发性病例Ⅰ型为３０％、Ⅱ型为

４０％、Ⅲ型为３０％。原发和复发性病例组之间的不同类型比例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结论　

ＩＰ基底部存在肿瘤的黏膜下骨缝生长，提示手术磨除／磨平肿瘤基底部的骨质，可能有助于彻底切除肿

瘤并减少术后复发。

犘犗３９８

犑犈犛犚犈犆临床评分系统：区分中国人鼻息肉的病理类型

王丹１，２孙悦奇１，２郑瑞１，２洪海裕１，２陈枫虹１，２江丽洁１，２高文翔１，２史剑波１，２

１．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中山大学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目的　鼻息肉可分为嗜酸性粒细胞性鼻息肉 （ＥｏｓＮＰ）和非嗜酸性粒细胞性鼻息肉 （ｎｏｎＥｏｓＮＰ）

两种类型。最近Ｔｏｋｕｎａｇａ等报道了ＪＥＳＲＥＣ临床评分系统可较好区分日本人慢性鼻窦炎的病理类型，

本研究拟验证该临床评分系统用于区分中国人鼻息肉病理分型的准确性。方法　我们采用临床队列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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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３个月未使用过全身糖皮质激素的鼻息肉患者，术中获取鼻息肉组织标本进行石蜡切片ＨＥ染色，并

收集临床资料，采用ＪＥＳＲＥＣ临床评分系统对其进行评分，评分方法：双侧发病３分，鼻息肉２分，

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ａｙＣＴ评分筛窦≥上颌窦２分，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比例为２～５％：４分，５～１０％：８

分，１０～１００％：１０分。按照ＪＥＳＲＥＣ研究的报道，对３个含有高密度细胞的高倍视野 （ＨＰＦ）进行

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平均值≥７０／ＨＰＦ定义为ＥｏｓＮＰ，＜７０／ＨＰＦ为ｎｏｎＥｏｓＮＰ。采用ＳＰＳＳ软件对

数据进行非参数检验和ＲＯＣ分析。结果　本研究于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０１６年２月共纳入２４例患者，其中

男性１８例，女性６例，年龄１８～７１岁，平均３５．６岁；ＥｏｓＮＰ６例，嗜酸性粒细胞计数８２．２２±１９．９７

个／ＨＰＦ，临床评分１１．３３±３．２０分；ｎｏｎＥｏｓＮＰ１８例，嗜酸性粒细胞计数４２．０２±２０．３７个／ＨＰＦ，

临床评分７．３９±１．９７分，两种类型临床评分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１）。ＲＯＣ曲线分析显示，

当临床评分临界值为１０分时，敏感度和特异度均为８３．３％，ＲＯＣ曲线下的面积 （ＡＵＣ）为０．８５６。结

论　ＪＥＳＲＥＣ临床评分系统可用于区分中国鼻息肉患者的息肉病理类型。临床评分≥１０分的患者为

ＥｏｓＮＰ，临床评分＜１０分为ｎｏｎＥｏｓＮＰ，敏感度和特异度为８３．３％。

犘犗３９９

慢性鼻鼻窦炎患者前鼻颅底形态的犆犜分型

左可军１，２史剑波１，２许庚１，２

１．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中山大学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目的　探讨慢性鼻鼻窦炎患者前鼻颅底ＣＴ解剖形态特征，以防范内镜鼻窦手术损伤颅底的手术

风险。方法　连续采集２０１０年我院经内镜手术治疗的慢性鼻鼻窦炎患者鼻窦ＣＴ横断面扫描影像资

料，利用 Ｍｉｍｉｃｓ软件重建鼻窦矢状面影像，从中选择每侧筛窦正中图层，测量筛顶骨质倾斜角度，然

后根据倾斜度大小和视觉心理学规律划分前鼻颅底的ＣＴ形态类型。结果　全年完成１１０例慢性鼻鼻

窦炎合格病例资料收集，通过ＣＴ影像测量，前鼻颅底呈现水平型７６例 （６９．１％），倾斜型２７例

（２４．５％），凹陷型７例 （６．４％），三种类型ＣＴ解剖特征具有明显形态学差异，倾斜型 （Ｚ＝－７．７０，

犘＝０．００）、凹陷型 （Ｚ＝－４．３７，犘＝０．００）与水平型的倾斜度比较均具有统计学差异。结论　将慢性

鼻鼻窦炎患者前鼻颅底ＣＴ形态划分水平型、倾斜型和凹陷型三种类型，有助于区别对待，防范手术

风险。

犘犗４００

树突状细胞在鼻息肉免疫调控中的作用

梁灼萍 杨婷 徐伟 黄英 姜梁 殷泽登 覃纲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６４６０００

目的　了解树突状细胞 （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ｓ，ＤＣ）在鼻息肉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探讨ＤＣ在

鼻息肉组织免疫调控中的作用以及糖皮质激素治疗对鼻息肉组织中ＤＣ免疫调控的影响。方法　选取符

合纳入标准住院鼻息肉患者３０例作为实验组，均予以全身及局部同时使用糖皮质激素４７ｄ，于使用激

素前及手术时分别采集标本；选取同时期行鼻中隔偏曲矫正术住院患者的部分正常鼻甲黏膜１８例作为

对照组，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及原位杂交技术对激素治疗前、后鼻息肉及对照组鼻甲黏膜组织中ＣＤ８３、

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４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４，ＩＬ４）的表达水平进

行检测，并采用ＨＥ染色对组织中嗜酸性粒细胞 （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ｓ，ＥＯＳ）的阳性表达进行检测。结果　激

—６３３—



素治疗前鼻息肉中ＣＤ８３、ＴＮＦα、ＩＬ４、ＥＯＳ的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ｐ均＜０．０５），且ＩＬ４的表

达水平高于ＴＮＦα（犘＜０．０５）；激素治疗后ＣＤ８３、ＴＮＦα、ＩＬ４、ＥＯＳ的表达水平均明显下降 （ｐ均

＜０．０５），且ＩＬ４的表达水平低于ＴＮＦα（犘＜０．０５）；ＣＤ８３与ＥＯＳ的表达水平呈正相关。结论　ＤＣ

参与了鼻息肉的发生、发展过程。ＴＮＦα和ＩＬ４作为Ｔｈ１和Ｔｈ２细胞代表因子之一，在鼻息肉组织中

存在混合表达，ＤＣ可使Ｔｈ２细胞占优势，而激素治疗干预后ＤＣ可能抑制Ｔｈ２分化。ＤＣ和ＥＯＳ在鼻

息肉的发生发展中可能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其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犘犗４０１

外周血维生素犇、犐犔１０和犜狉犲犵细胞水平
在甲状腺结节发病中的意义

刘业海 蒋懋雨 里晓红 吴静 马燕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变态反应科２３００２２

目的　探讨甲状腺结节患者外周血２５羟基维生素Ｄ、细胞因子ＩＬ１０和调节性Ｔ （Ｔｒｅｇ）细胞测

定的临床价值。方法　收集我科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０１５年８月新入院甲状腺结节患者符合标准７８例外周静

脉血标本，按照术后病理类型再分为结节性甲状腺肿组、甲状腺腺瘤组、甲状腺癌组。比较外周血血清

２５羟基维生素Ｄ水平时，以健康人群４６例为对照组。分析比较甲状腺结节各组患者外周血血清２５羟

基维生素Ｄ水平及与健康对照组的差异；分析比较甲状腺结节各组细胞因子ＩＬ１０和Ｔｒｅｇ细胞水平的

差异，以及各组细胞因子ＩＬ１０和Ｔｒｅｇ细胞水平与血清２５羟基维生素Ｄ水平的相关性。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犘＜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结节性甲状腺肿组、甲状腺癌组外周血血清２５

（ＯＨ）Ｄ水平分别为 （１５．２±６．３）ｎｇ／ｍｌ、（１６．５±４．１）ｎｇ／ｍｌ，与健康人群 （２０．７±１０．３）ｎｇ／ｍｌ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外周血细胞因子ＩＬ１０水平在甲状腺结节各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结节性甲状腺肿组 （４．６８±１．０２）％ 、甲状腺癌组 （４．６６±１．５２）％ 的Ｔｒｅｇ细胞平均水平分

别与甲状腺腺瘤组 （３．４４±０．９９）％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但结节性甲状腺肿组和甲状腺

癌组之间Ｔｒｅｇ细胞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显示在甲状腺结节各组中只有甲状腺

癌患者组中外周血ＩＬ１０水平与血清２５ （ＯＨ）Ｄ水平呈负相关 （ｒ＝－０．４５５，犘＜０．０５），而各组患者

外周血中Ｔｒｅｇ细胞水平与２５ （ＯＨ）Ｄ水平未见明显相关。结论　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癌患者外

周血中血清２５羟基维生素Ｄ水平较正常健康对照组低。结节性甲状腺肿组、甲状腺癌患者组外周血中

Ｔｒｅｇ细胞的水平较甲状腺腺瘤组降低。在甲状腺癌患者组中外周血中ＩＬ１０水平与２５羟基维生素Ｄ呈

负相关。外周血血清２５羟基维生素Ｄ的低水平可能与甲状腺结节发病相关，尤其与甲状腺癌的发病相

关；维生素Ｄ在甲状腺肿瘤的发病过程中可能通过影响细胞因子ＩＬ１０起到免疫调节的作用，进而影响

肿瘤的发生发展。

犘犗４０２

犌犲狀犲狋犻犮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犐狀狋犲狉犾犲狌犽犻狀１２犅犻狀犃犾犾犲狉犵犻犮犚犺犻狀犻狋犻狊

ｗｅｉｐｉｎｇ，ｋｏｕｗｅｉ，ｙａｏｈｏｎｇｂｉｎｇ
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４０００１４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ＩＬ）１２Ｂｉｓａｋｅ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

ｄｕｃｅｄｂｙｖａｒｉｏｕｓ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

ｇａｔｅ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ｎｇｌｅ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ＳＮＰｓ）ｉｎｔｈｅＩＬ１２ＢｇｅｎｅａｎｄＡＲ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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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犕犲狋犺狅犱狊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５４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Ｒａｎｄ６０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ｗｅｒｅｇｅｎｏ

ｔｙｐｅｄｆｏｒＩＬ１２Ｂ／ｒｓ６８８７６９５，ｒｓ１００４５４３１，ｒｓ３２１２２２７，ｒｓ３２１２２１７，ａｎｄｒｓ２０８２４１２ｕｓｉｎｇ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ＣＲ）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ｌｅｎｇｔｈ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ＰＣＲＲＦＬＰ）ａｎｄＰＣＲｄｉｒｅｃｔ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Ｌ１２ＢｍＲＮＡｉ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ｍｏｎｏｎｕｃｌｅａｒｃｅｌｌｓ（ＰＢＭＣ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ＩＦＮ）γａｎｄＩＬ４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ｓ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犚犲狊狌犾狋狊　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

ｃ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ｓ３２１２２２７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ＣａｎｄＣａｌｌｅｌｅ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Ｒ（ｐｃ＝８．５５×

１０４；ｐｃ＝４．２０×１０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ａｎ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Ａｆｔｅｒｐｅｐｔｉｄｏｇｌｙｃａｎ（ＰＧＮ）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ＰＢＭＣｓ，ＩＬ１２ｍＲ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ａｒｒｉ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Ｃ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ｏｆｒｓ３２１２２２７．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ＦＮγ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ｖｉｎｇｔｈｅＣＣ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ａｓ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ｖｉｎｇｔｈｅＡＣａｎｄＡＡ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Ｌ４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Ｃ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ｔｈａ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ｗｏ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ＴｈｅＩＬ１２Ｂ

ｇｅｎｅｗａ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ＡＲ．

犘犗４０３

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为突出表现的变应性肉芽肿性血管炎１例

于亮 万玉柱 时光刚

山东省立医院集团眼耳鼻喉医院２５００２２

目的　探讨以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为突出表现的变应性肉芽肿性血管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Ｇｒａｎｕｌｏｍａｔｏ

ｓｉｓ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ａｎｇｉｉｔｉｓ，ＡＧＰＡ）这一少见疾病的特点，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病例报告：患者，女，４１

岁，２００８年，因打喷嚏、流清涕，眼痒。诊断：变应性鼻炎，糠酸莫米松喷鼻，２００９年，因反复发作

胸闷、咳嗽、憋喘。诊断：支气管哮喘，解痉平喘治疗。２０１１年５月６日，因鼻塞、头痛、流脓涕、喷

嚏、清涕、嗅觉减退。诊断：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行鼻息肉切除。术后糠酸莫米松喷鼻。术后１０

天，双手脚烧灼、麻木感，下肢肿胀，膝肩关节疼等类风湿关节炎、外周神经炎症状，双下肢发痒伴有

皮疹，紫癜，嗜酸性细胞比率１５％，诊断：变应性肉芽肿性血管炎，甲强龙、环磷酰胺及来氟米特治

疗。治疗期间，皮肤发痒、皮疹、紫癜、关节疼痛感消失，手脚麻木感存在。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５

月间，双侧鼻塞逐渐加重，偶有胸闷、鼻痒、清涕、皮疹、紫癜等症状出现，可自行消失。２０１５年５

月，因双侧鼻塞加重，手脚麻木感入住我科。查体：双侧下鼻甲肿胀，粘膜苍白。双侧嗅裂及上鼻道粘

膜水肿呈息肉样变，双侧中鼻道见息肉，突入总鼻道，双侧中鼻甲息肉样变，中鼻道较多粘稠性分泌

物。入院行血液，尿液分析及大便分析、生化、胸片及心电图，甲状腺功能，腹部Ｂ超等检查未见异

常。于２０１５年５月全麻下行全组鼻窦开放鼻息肉切除术。术后病理：鼻息肉伴有大量嗜酸性粒细胞浸

润。术后继续口服甲强龙及来氟米特，鼻喷激素治疗。患者原有手脚麻木感未见变化。术后随访１个

月，粘膜苍白水肿明显，鼻窦分泌物存积。加用口服强的松，术后２个月，双侧鼻腔粘膜苍白水肿加

重。术后３个月，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升高至１３．７４％，术后６个月双侧鼻息肉复发，同时嗜酸性粒细胞

比例为２２．９４％。结论　１．对有过敏性鼻炎及哮喘，病史长，症状易反复且不易控制的患者，应提高警

惕，全面仔细询问病史，配合全身其他系统的检查，排除ＡＧＰＡ的可能。２．手术切除是提高ＡＧＰＡ息

肉患者生活质量的有效手段，但是鼻息肉切除可能加速ＡＧＰＡ由前驱期进展至血管炎期；３．术后定期

随访并复查嗜酸性粒细胞，其比例的升高，提示可能鼻息肉要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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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济南市过敏原检测螨虫阳性结果分析

张立强１，２杨燕１，２李学忠１，２蔡晓岚１，２叶萍１，２冯昕１，２潘新良１，２

１．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耳鼻咽喉科；２．卫生部耳鼻喉科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济南市过敏原检测螨虫阳性分布规律。方法　回顾性分析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耳鼻喉科过

敏原检测室皮肤点刺检查结果。结果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每年接受检查的例数分别为１８２３、１５７３、１８７７，

阳性率分别为４８．４％、５９．２％、５１．８％，螨虫阳性率分别为３７．７％、４５．１％、３６．１％，螨虫阳性占所

有阳性的比例分别为７７．８％、７６．２％、６９．８％。合并三年数据按不同时间段统计发现６月９月是螨虫

阳性率最高峰。３月５月是鼻黏膜高反应性鼻病就诊的增长期，５月８月增长趋势加快，此后开始平稳

回落，１１月达谷底。２月３月变应性鼻炎占鼻黏膜高反应性鼻病的比例较高，分别为７１．３％和６２．４％。

其余月份变动于４８．１％５３．６％，平均为５１．３％。在变应性鼻炎患者中，４月和９月非螨虫过敏比例高

于常年平均值，分别为３２．６％和３４．３％。其余月份非螨虫过敏平均值为２３．１％。全年平均变应性鼻炎

占所有鼻黏膜高反应鼻病的５３．０％，螨虫过敏占所有鼻黏膜高反应鼻病的３９．３％。螨虫过敏占所有变

应性鼻炎患者的７４．４％。除４月和９月份螨虫过敏占所有变应性鼻炎患者比例略低，其余月份比例较

恒定平均为７６．８％，波动于７４．７％７９．０％。经统计学处理发现：不同时间段螨虫过敏发生率与变应性

鼻炎的发生率具有高度相关性，ｒ＝０．９８９，犘＝０．０００ （双侧）。变应性鼻炎数 （Ｙ）与所有鼻黏膜高反

应性鼻病 （Ｘ）之间的回归方程为Ｙ＝１２．３２５＋０．５Ｘ （犘＝０．０００）。螨虫阳性数 （Ｙ）与所有鼻黏膜高

反应性鼻病 （Ｘ）之间的回归方程为Ｙ＝１７．２１７＋０．３５４Ｘ （犘＝０．０００）。螨虫阳性数 （Ｙ）与所有变应

性鼻炎 （Ｘ）之间的回归方程为Ｙ＝８．７６５＋０．７０７Ｘ （犘＝０．０００）。结论　鼻黏膜高反应鼻病的发病率

与季节气候密切相关；鼻黏膜高反应鼻病中有近一半的患者不是变态反应性鼻炎，提示我们应较多关注

这部分病例的研究；不同时间段螨虫阳性率占变态性鼻炎阳性率的比例有非常稳定的一致性；鼻黏膜高

反应鼻病中，冬季变应性鼻炎比例稍高，提示低温可降低非变应性鼻炎的发病率；螨虫变应性鼻炎高发

期与螨虫生存活跃季节密切相关；４月和９月非螨虫变应性鼻炎发病率有一个小高峰；从鼻黏膜高反应

性鼻病的发生率可估算出变应性鼻炎和螨虫变应性鼻炎的发生率，从而为卫生经济学评估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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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ｌｌｅｒ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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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ｇｗｅｅｄ，１．５％ｆｏｒｂｉｒｃｈ．Ｓｉｎｇｌｅ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ｗｈｉｃｈｔｏｏｋ

６８％ｉｎａｌｌ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Ｄ．ｐｔｅｒｏｎｙｓｓｉｎｕｓｈａｄｈｉｇｈｅｓｔｓｋ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ｆａｒｉｎａ，

ｍｏｕｌｄ，ａｎｄｔｉｍｏｔｈｙｇｒａｓｓ．Ｄｕ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ｐｔｅｒｏｎｙｓｓｉｎｕｓａｎｄＤ．ｆａｒｉｎａ，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

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Ｄ． ｐｔｅｒｏｎｙｓｓｉｎｕ，Ｄ． ｆａｒｉｎａａｎｄ Ｂｌｏｍｉａ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ｉｓａｒｅｔｈｅ ｍａｉ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

ｔｉｏｎ．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ｓｈｏｗ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ｉｎｈａｌａｎｔ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ｃｙ． 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ｈｏｗ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ｉｎｈａｌａｎｔ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ｍｏ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ａｓｍｏｒ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ｅｄ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ｅ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ｓｋ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Ｔｈｅ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ｙｓｍｏ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ｓｋｉｎａｌｌｅｒｇｙｔｈａｎ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ｍｕ

ｃｏｕｓ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ｎｄ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ｈａｄｍｏｒ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ｓｋ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Ｈｏｕｓｅ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ｉｎａｌｌｋｉｎｄ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ｓｋｉｎ，ｅｙｅａｎｄ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ｂｕｔｐｏｌｌｅ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ｖｅｒｙｌｏｗ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ｏｕｓｅ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ｓａ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ｅｄｍａｉｎｌｙｂｙｃ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ｐｔｅｒｏｎｙｓｓｉｎｕｓａｎｄＤ．ｆａｒｉｎａｏｒｐｌｕｓＢｌｏｍｉａ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ｉｓ．

犘犗４０６

非手术个体化序列治疗对有手术指征的小儿鼾症治疗意义

刘业海 张磊 里晓红 马燕 吴静 李亦凡 张亮 杨清 姚长玉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２３００２２

目的　探讨简便个体化序列治疗小儿鼾症的有效方法。方法　将４５例小儿鼾症患儿 （患儿均为外院

或他人治疗多次后临床效果不佳或有明显手术指征）根据鼻腔的症状和体征分为Ａ组 （鼻腔干、下鼻甲不

大）、Ｂ组 （鼻腔有脓鼻涕、下鼻甲肥大充血）及Ｃ组 （鼻腔有清水样鼻涕、下鼻甲肥大呈灰白色）；Ａ组

鼻咽点滴氧氟沙星布地奈德混悬液，再加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及维生素Ｄ钙咀嚼片治疗４周；Ｂ组先抗感染

治疗１周，再应用糖皮质激素喷鼻和氧氟沙星布地奈德混悬液鼻咽点滴，口服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及维生素

Ｄ钙咀嚼片治疗３周；Ｃ组应用糖皮质激素喷鼻和氧氟沙星布地奈德混悬液鼻咽点滴，口服白三烯受体拮

抗剂、第二代组胺Ｈ１受体拮抗剂以及维生素Ｄ钙咀嚼片治疗４周；采用自身前后对照方法分析各组治疗

前后症状评分的变化，患者的症状评分根据ＣａｒｌｏｓＯ′ＣｏｎｎｏｒＲｅｉｎａ的家长调查问卷获得。结果　Ａ组有效

率８９．５％ （１７／１９），Ｂ组有效率７３．３％ （１１／１５），Ｃ组有效率９０．９％ （１０／１１）；总有效率有效率８３．５％

（５６／６７）。结论　根据鼻腔的症状和体征采用上述简便个体化序列治疗小儿鼾症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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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４０７

雷若考特喷雾剂和枸地氯雷他定片联合应用治疗老年性变应性鼻炎

何本超 徐必生 胡晶

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１０１７２２６４

目的　本研究探讨雷若考特鼻喷雾剂和枸地氯雷他定片联合应用治疗老年人季节性性变应性鼻炎的

疗效。方法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４月我院门诊确诊为季节性变应性鼻炎老年人 （年龄６０岁以上）患

者１０５例，男６２例，女４３例年龄为６０～８１岁，平均年龄为６９岁。诊断标准：根据中华医学会耳鼻咽

喉科学会天津会议制定的变应性鼻炎诊断标准。将其随机分为２组：分别给予雷若考特鼻喷雾剂和枸地

氯雷他定片 （联合组）５５例，枸地氯雷他定片 （单药组）５０例。雷若考特鼻喷雾剂，６４μｇ／喷，每次每

个鼻孔１喷，早晚各１次；枸地氯雷他定片８．８ｍｇ口服，１次／晚，２组均连续用药１４ｄ，对治疗前后的

症状和体征记分比较。根据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于２０１５年在天津制定的 《２０１５年变应性鼻炎

诊断与治疗指南》中的记分标准评定疗效，按显效、有效、无效三级进行评定。用χ２检验进行统计学

处理。结果　联合组５５例患者：显效２５例，有效２７例，无效３例。单药组５０例患者：显效１４例，有

效２１例，无效１５例。联合组的疗效总有效率达９５％，单药组为７０％。单独组有效率与联合组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４．５５，犘＜０．０５）。联合组明显优于单药组。不良反应：治疗期间，联合组５例

感轻度困倦，另有轻度口干４例，单药组４例感轻度困倦，有轻度口干４例，两组不良反应相似，考虑

为枸地氯雷他定片所致。结论　雷若考特鼻喷雾剂联合枸地氯雷他定片治疗季节性变应性鼻炎对老年人

安全有效，且优于单独用药。

犘犗４０８

聚焦超声与药物治疗常年性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张铭 任秀敏 单春光 徐鸥 董金辉 王建星 刘春苗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科０５００００

目的　比较聚焦超声与药物治疗常年性变应性鼻炎 （ＰＡＲ）的临床疗效，并探究聚焦超声对鼻黏

液纤毛传输功能的影响，以探讨聚焦超声治疗ＰＡＲ的有效性及优越性。方法　随机选取１５２例常年性

变应性鼻炎患者按患者意愿分为２组，聚焦超声组７２例，药物治疗组８０例。聚焦超声组行鼻内镜下聚

焦超声治疗，扫描部位为双侧下鼻甲、中鼻甲前部、鼻丘及鼻中隔前上部；药物治疗组采用常规鼻喷激

素及抗组胺药物治疗，比较２组疗效。其中观察组２３例患者治疗前后自愿接受糖精试验，测定鼻黏液

纤毛传输功能。用记分法对患者治疗前后鼻部症状和体征进行评分并评定疗效。结果　聚焦超声组治疗

后１周、１月、６月、１年的有效率分别为５６．９４％、１００％、９０．２８％、７７．７８％，药物治疗组有效率分

别为９２．５％、９５％、７７．５％、５２．５％。聚焦超声组治疗６个月后评分为３．４０２８±２．１１４１分，与治疗前

（９．０２７８±１．４６２９分）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１９．４２０，犘＜０．０５），聚焦超声组治疗后１年评分

为４．２９±２．８７分，与治疗前 （９．０２７８±１．４６２９分）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１３．０８２，犘＜０．０５）。

２组治疗后６月、１年的临床疗效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ｘ２＝４．５０２，犘＜０．０５；ｘ２＝１０．５７１，犘＜

０．０５）。聚焦超声组 （自愿接受鼻黏液纤毛传输功能者）治疗１个月后，糖精试验时间为７０６．７８±

１５０．１８ｓ，与正常组 （非 ＡＲ者） （６８７．４８±１１７．２３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０．４９２，犘＝

０．６２７＞０．０５）。治疗１年后，糖精试验时间为８７３．３５±１３０．８８ｓ，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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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０５，犘＜０．０５）。但与治疗前 （１０２６．５７±１５８．３９）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８．７４０，犘＜

０．０５）。结论　聚焦超声和药物治疗ＰＡＲ都有较好的疗效，而聚焦超声是一种比一线药物更有效的治疗

ＰＡＲ的方法。且有助于鼻黏液纤毛传输功能的恢复，因此其疗效好、安全性高、方法简单，术后反应

轻、恢复快。

犘犗４０９

芳香烃受体在变应性鼻炎中的表达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沈眑１洪苏玲１魏萍２

１．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变应性鼻炎 （ＡＲ）是常见上呼吸道慢性炎症性疾病，近２０年其患病率呈全球性逐年增加趋

势。芳香烃受体 （Ａｒｙ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ｈＲ）是一种依靠配体激活的转录因子，在树突状细胞

表面高表达，它可以与环境中某些代谢产物结合，影响树突状细胞的分化、成熟及功能，在机体的免疫

应答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本研究拟通过检测ＡＲ患者外周血中ＡｈＲ表达、Ｔｈ１７细胞数量、ＩＬ１７和

ＩＬ２２水平，并比较芳香烃受体配体２（１吲哚３羰基）噻唑４羧酸甲酯 （ＩＴＥ）干预前后各指标

的差异，以期探讨ＡｈＲＴｈ１７通路在ＡＲ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　实验组选取３０例我院门诊确诊

ＡＲ的患者，诊断参照ＡＲＩＡ２０１２标准；对照组选取１３例健康体检者。收集ＡＲ患者临床资料，包括

鼻结膜炎生存质量调查问卷和视觉模拟评分；收集研究对象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予芳香烃受体配体ＩＴＥ

干预，分别采用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和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干预前后ＡｈＲ表达水平，采用ＥＬＩＳＡ检测细胞培

养上清液中ＩＬ１７、ＩＬ２２水平，采用流式细胞数检测Ｔｈ１７细胞数量，并比较干预前后各指标的差异。

结果　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在ＡＲ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ＡｈＲ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升高，且其表

达水平的高低与临床特征相关参数成正相关。予以ＩＴＥ干预后，ＡＲ患者及对照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Ｔｈ１７细胞数量较干预前显著降低；细胞培养上清液中ＩＬ１７和ＩＬ２２的水平较干预前均显著降低；ＩＴＥ

干预后ＡｈＲ的表达在对照组显著增高，而在ＡＲ患者中却没有明显变化。结论　在ＡＲ患者外周血单

个核细胞中存在着ＡｈＲ表达的显著增高；在正常人群中，ＡｈＲ的表达可在ＩＴＥ的作用下升高，并参

与抑制 Ｔｈ１７反应，提示ＡｈＲ在调控 Ｔｈ１７反应中发挥着负调节功能；在ＡＲ患者中，ＩＴＥ可能通过

ＡｈＲＴｈ１７通路抑制了ＡＲ发病机制中的免疫失衡。

犘犗４１０

标准化螨变应原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持续性
儿童变应性鼻炎的长期疗效

谭国林 曾瑞芳 艾金刚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４１００１３

目的　为观察儿童变应性鼻炎经过标准化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后的长期疗效。方法　将２００７年１

月至２００９年８月收集的２３６例儿童变应性鼻炎患者分为２组，其中１２０例接受了标准化尘螨变应原皮

下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ＣＩＴ），另外１１６例接受了鼻喷激素、口服抗组胺等药物保守治疗 （对照组）。应

用视觉模糊量表 （ＶＡＳ）和鼻结膜炎生活质量量表 （ＲＱＬＱ）对患者的疗效进行评估。结果　变应性鼻

炎患儿经历３年的ＳＣＩＴ疗程后，在继续随访３月、１年、３年和５年的症状ＶＡＳ平均积分分别为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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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２．４±０．６，１．６±０．４，１．９±０．５，显著低于治疗前的积分 （犘＜０．００１），而ＲＱＬＱ积分分别为

７．７±１．６，７．４±１．１，４．３±０．７，４．１±０．９，也显著低于治疗前的积分 （犘＜０．００１），在随访的各时间

点的ＶＡＳ和ＲＱＬＱ积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犘＜０．００１）。比较单一尘螨阳性与含尘螨在内的多变应原

阳性的儿童变应性鼻炎患儿经过ＳＣＩＴ疗程后，各随访时间点的ＶＡＳ及ＲＱＬＱ积分，发现积分没有显

著差异 （犘＞０．０５）。所有治疗均没有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结论　标准化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尘螨阳性的

儿童变应性鼻炎患儿具有长期疗效，且安全性好。含尘螨的多变应原阳性患儿能获得同样的疗效。

犘犗４１１

过敏性鼻炎鼠模型中调节性犅细胞的表达及意义

顾兆伟 赵鹤 王萌 曹志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１１０００４

目的　探讨调节性Ｂ细胞 （Ｂｒｅｇ）在过敏性鼻炎鼠模型鼻黏膜中表达化及意义。方法　１６只Ｂａｌｂ

／ｃ小鼠随机分为两组，每组８只。实验组使用卵清蛋白来构建过敏性鼻炎鼠模型，对照组使用生理盐

水替代。收取两组小鼠鼻黏膜组织，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两组小鼠鼻黏膜中Ｂｒｅｇ细胞的比例。结果　

在实验组与对照组小鼠鼻黏膜中均检测到Ｂｒｅｇ细胞，并且实验组中Ｂｒｅｇ细胞比例 ［（１．１５±０．２０％）

与 （２．３０±０．４６％）］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首次明确过敏性鼻炎鼻黏

膜中Ｂｒｅｇ细胞的含量，为阐明ＡＲ的发病机制及其特异性免疫治疗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犘犗４１２

过敏性鼻炎小鼠鼻粘膜白细胞介素９及其受体犿犚犖犃表达及意义

顾兆伟 赵鹤 曹志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１１０００４

目的　探讨白细胞介素 （ＩＬ）９及其受体ＩＬ９ＲｍＲＮＡ在过敏性鼻炎小鼠鼻黏膜中的表达及其作

用。方法　ＳＰＦ级Ｂａｌｂ／ｃ小鼠１６只，随机分为两组，每组８只。实验组使用卵清蛋白致敏，建立过敏

性鼻炎小鼠模型；对照组使用生理盐水替代。每组随机取４只小鼠，病理检查证明造模成功。每组剩余

４只小鼠取其鼻黏膜，实时定量ＰＣＲ检测小鼠鼻黏膜中ＩＬ９以及ＩＬ９ＲｍＲＮＡ表达水平。结果　ＩＬ９

以及ＩＬ９ＲｍＲＮＡ在对照组以及实验组中均有表达，实验组小鼠鼻黏膜中ＩＬ９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

（２３．１８±０．４４）高于对照组 （１．０１±０．０５），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实验组小鼠鼻

黏膜中ＩＬ９ＲｍＲＮＡ表达水平 （１７．０２±０．３５）高于对照组 （１．０４±０．１２），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ＩＬ９及其受体ＩＬ９Ｒ参与到了过敏性鼻炎发生发展中，并且起到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了解过敏性鼻炎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过敏性鼻炎的了解，为过敏性鼻炎靶向药物治

疗提供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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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４１３

组织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对慢性鼻鼻窦炎
伴鼻息肉复发的预测价值研究

王成硕 娄鸿飞 孟一帆 张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观察临床指标与慢性鼻鼻窦炎 （ＣＲＳ）患者鼻息肉复发的相关性，探讨组织嗜酸性粒细胞

增多对鼻息肉复发的预测价值，并初步确定其预测标准。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２４８例就诊于北京同仁医

院的ＣＲＳ患者。手术治疗后对患者进行随访。对复发组和非复发组的人口学特征和其他临床特征进行

比较。鼻息肉标本进行ＨＥ染色，计数炎性反应细胞数量。应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和ＲＯＣ曲线评价

ＣＲＳ患者鼻息肉复发的预测指标，初步确定最佳诊断分界点。结果　本研究中鼻息肉术后复发率为

５５．６％ （１３８／２４８）。鼻息肉组织和外周血嗜酸粒细胞增多、哮喘、嗅觉评分和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ａｙ评分与鼻

息肉复发密切相关 （Ｐ值均＜０．０１）。其中组织嗜酸粒细胞增多对于复发的预测价值最高。组织嗜酸粒

细胞百分比＞２７％时，预测鼻息肉复发的敏感度为９６．４％，特异度为９２．７％ （ＡＵＣ＝０．９７１，犘＜

０．００１）。结论　鼻息肉组织嗜酸粒细胞增多对于鼻息肉术后复发具有预测价值。组织嗜酸粒细胞百分比

＞２７％，可作为预测鼻息肉术后复发的标准。

犘犗４１４

经鼻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混悬液和口服激素治疗慢性
鼻窦炎鼻息肉的疗效和安全性的对比研究

娄鸿飞１王成硕１张罗１，２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２．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目的　比较短疗程经鼻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混悬液和口服甲泼尼龙治疗鼻息肉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入选５０例嗜酸性粒细胞性鼻窦炎伴鼻息肉病人。随机分为雾化吸入组 （狀＝２５）和对照组 （狀＝２５）。

其中雾化吸入组接受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１ｍｇ／２ｍｌ经鼻雾化吸入每日２次；对照组口服甲泼尼龙

２４ｍｇ，每日１次，疗程为一周。在治疗前后评价鼻堵、流涕、嗅觉、头／面痛四症状的视觉模拟评分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ｓ，ＶＡＳ），内镜Ｋｅｎｎｅｄｙ评分和晨起血清皮质醇测定，并对手术时间和术野评分

进行评估。结果　经过一周的治疗后，口服激素组４人脱落。布地奈德雾化吸入组的四个鼻部症状评分

均明显减少，其中以鼻堵的改善最为明显 （用药前：８．２５±０．５３，用药后：４．９７±０．９７，犘＜０．００１）。

内镜下息肉评分亦有明显减少 （用药前：４．６４±０．６３，用药后：３．４０±０．７６，犘＜０．００１）。治疗后口服

激素组的症状评分与内镜下息肉评分有显著下降，手术时间和术野评分亦低于雾化吸入组。雾化吸入组

的手术时间较口服激素组雾化吸入组的晨起血清皮质醇浓度在治疗后略有降低 （用药前：１７．１８±

２．８３μｇ／ｄｌ，用药后：１６．２４±２．９３μｇ／ｄｌ，犘＝０．０７），但仍在正常值范围内 （正常值范围：５２５μｇ／ｄｌ）。

口服激素组的晨起血清皮质醇浓度在治疗后显著降低 （用药前：１８．１９±２．８１μｇ／ｄｌ，用药后：２．２６±

０．７０μｇ／ｄｌ，犘＜０．００１），呈现明显的肾上腺皮质功能抑制效应。结论　短疗程使用布地奈德混悬液经鼻

雾化吸入治疗鼻息肉，可迅速改善鼻部症状、减小息肉体积，且对肾上腺皮质功能无明显影响，较口服

激素更安全。可作为鼻息肉术前的治疗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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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４１５

鼻腔清洗对过敏性鼻炎的治疗作用

周芸１，２，３张罗１，２，３

１．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２．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

３．耳鼻咽喉头颈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鼻病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目的　过敏性鼻炎是由花粉、尘螨等过敏原引起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发作期，进行鼻腔清洗护理，

减少过敏原与鼻腔粘膜接触，可以有效减轻过敏性鼻炎的发作程度。本研究目的是观察并评价鼻腔清洗

对过敏性鼻炎的治疗作用。方法　筛选年龄１２～７０岁患者，符合过敏性鼻炎诊断标准，发作期有典型

的临床症状和体征，过敏原检查阳性。应用可调式鼻腔清洗器，每天一次，每次每侧２６０ｍｌ清洗过敏

性鼻炎患者鼻腔内存在的过敏原，观察对患者鼻分泌物、鼻塞、喷嚏、鼻痒等症状的影响。对过敏性鼻

炎患者采用鼻炎症状评分标准计算出试验开始时、采用可调式鼻腔清洗器清洗护理两周后的症状评分。

结果　将治疗后的评分与试验开始时评分进行统计学处理，过敏性鼻炎患者鼻腔清洗两周后，鼻分泌

物、喷嚏、鼻塞和鼻痒等鼻部症状都显著下降，与清洗护理前相比均有极明显差异，犘＜０．０１。鼻腔清

洗可以有效减轻过敏性鼻炎的发作程度。对过敏性鼻炎患者采用可调式鼻腔清洗器清洗护理前和两周时

的评分比较，狀＝１５清洗护理前评分、清洗护理两周后评分 鼻分泌物、２．３３±０．４９、０．４７±０．５２、

喷嚏、２．２７±０．５９、１．００±０．６５、鼻塞、１．８７±０．７４、０．６０±０．６３、鼻痒、１．４０±０．６３、０．３３±

０．４９、评分总计、７．８７±１．０６、２．４０±１．５０、清洗护理前与清洗护理两周后评分相比有显著性差

异，犘＜０．０１结论　过敏性鼻炎患者，经过可调式鼻腔清洗器每天一次，每次每侧２６０ｍｌ清洗护理，

鼻分泌物明显减少，评分基本都减少到１分以下，喷嚏的减少也十分显著，鼻塞和鼻痒的也有很大改

善，这可能是由于经可调式鼻腔清洗器清洗护理后，鼻粘膜表面黏附的过敏原颗粒大大减少，因而由过

敏原引起的过敏性鼻炎症状明显减轻所致。

犘犗４１６

鼻整体成形术中整体评估与病例选择初步研究

杨玉成 肖玲 刘杰 沈眑 柯霞 黄江菊 胡国华 洪苏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１００１６１

目的　鼻整体成形术是指利用自身材料，同期进行鼻腔成形术 （鼻中隔成形术、鼻甲成形术、鼻阈

成形术）和外鼻成形术 （鼻梁、鼻背、鼻翼、鼻小柱、鼻尖成形术等）。本文探讨鼻内镜下鼻整体成形

术临床整体评估与病例选择，以提高鼻整体成形术的临床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术前严格筛选病人，

进行整体评估，包括病史、各症状ＶＡＳ评分、鼻内镜检查、变应原检测、鼻阻力和鼻声反射、外鼻检

查、心理及期望值评估等。术后应用ＶＡＳ评分评估疗效及患者满意度。结果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５

月共有５４６例患者完成整体评估，有１５．０２％ （８２／５４６）患者同时存在鼻腔结构异常及外鼻异常 （外鼻

畸形、鼻小柱脱位等），可考虑行鼻整体成形术。但有５８．５４％ （４８／８２）的患者仅行鼻腔成形术而放弃

同期行外鼻成形术；有４１．４６％ （３４／８２）的患者完成鼻整体成形术 （鼻腔成形术＋外鼻成形术）。仅行

鼻腔成形术的４８例患者中，有３５．４２％ （１７／４８）的患者感觉外鼻形状不重要而自己放弃；有２０．８３％

（１０／４８）的患者家属不同意外鼻手术；有３１．２５％ （１５／４８）的患者期望值过高而医患沟通不一致未行外

鼻手术；有１２．５％ （６／４８）的患者因经费或其他原因未行外鼻手术。完成鼻整体成形术的３４例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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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多于男性 （２５：９），平均年龄３１岁；术后随访１月—１年无并发症发生；ＶＡＳ症状评分较术前明

显改善 （犘＜０．０５）；术后进行满意度调查，非常满意占７３．５３％ （２５／３４），满意占２６．４７％ （９／３４），不

满意为０。结论　鼻内镜下鼻整体成形术临床应用患者满意度高，安全有效。在经过整体评估及严格病

例选择的情况下，值得鼻科医生逐步开展。

犘犗４１７

犞犃犛症状评分对变应性鼻炎治疗过程中的指导作用初步研究

杨玉成 肖玲 陈璐 刘杰 沈眑 黄江菊 胡国华 洪苏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１００１６１

目的　探讨ＶＡＳ症状评分对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治疗过程中的指导作用。方法　

治疗前采用视觉模拟量表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ｓｃａｌｅ，ＶＡＳ）对ＡＲ患者整体不适及各症状 （鼻痒、喷嚏、流

涕、鼻塞、眼痒、咽喉痒、皮肤发痒、胸闷、头昏头痛、嗅觉减退等）进行评分。对各症状ＶＡＳ评分

≥５分者，实验组依据各症状ＶＡＳ评分采取相应具体策略，对照组则依据同年资医生临床经验进行处

理。治疗后２周、１个月、３个月、６个月、１年进行随访，随访期间均进行ＶＡＳ评分及患者满意度自

评分，实验组根据症状ＶＡＳ评分进行调整治疗。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①已完成随访

实验组８０例，对照组６２例。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术前整体不适及各症状ＶＡＳ评分比较无差异 （犘＞

０．０５）。②两组整体不适ＶＡＳ评分在治疗后不同时期与初诊前比较均有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③各症

状中，除嗅觉减退、头昏头痛外，余各症状ＶＡＳ评分及患者满意度自评分，两组治疗后不同时期相比

某些评分具有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结论　治疗前各症状ＶＡＳ评分，不仅可用于ＡＲ病情严重程度及

疗效评估，而且对ＡＲ临床治疗具有精确指导作用，可提高ＡＲ治疗有效率及患者满意度，值得在临床

上推广应用。

犘犗４１８

抗过敏治疗在慢性咽炎诊疗中的影响

石青

山西省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喉科０３７００８

目的　观察抗过敏治疗在慢性咽炎诊断和治疗中的作用及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门诊１２６例慢性咽

炎患者。其均以 “反复发作阵发性干咳”为主要症状，专科检查：１１１例咽部粘膜慢性充血，咽后壁淋

巴滤泡增生，１５例患者咽部粘膜呈粉白色。所有病例均于早期以 “单纯性咽炎”予以含漱、口服对症

中药等常规治疗，效果欠佳。１２６例慢性咽炎患者中６７例既往过敏性鼻炎病史，２４例既往过敏性鼻炎

合并过敏性哮喘病史，３５例无明显过敏病史。均予以口服 “开瑞坦１０ｍｇ１次／日”配合我院自制中药

“润益汤６０ｍｌ２次／日”，２周为一个疗程，２周复诊，合并过敏性鼻炎患者４９例症状缓解，１３例好转，

５例无效，有效率９２．５％；合并过敏性鼻炎及过敏性哮喘患者１７例症状缓解，５例好转，２例无效，有

效率９１．７％；无过敏病史患者１４例症状缓解，１２例好转，９例无效，有效率７４．３％。结果　抗过敏治

疗既往过敏性病史的慢性咽炎患者，有效率在９０％以上，在无明确过敏史、难治性咽炎的患者，应用

低剂量抗过敏治疗，也具有一定疗效。抗过敏治疗在慢性咽炎的诊断及治疗上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

结论　变态反应是呼吸道粘膜的慢性炎症反应，是系统性免疫反应，慢性咽炎是北方地区的常见高发疾

病，病因复杂，治疗时长，疗效不明确；随着变应性鼻炎及哮喘发病率的显著增加，作为呼吸通道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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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 “同一呼吸道，同一疾病”中，在重视过敏性鼻炎及过敏性哮喘的同时，应予以 “慢性过敏性咽

炎”更多的关注。对于常规治疗效果欠佳的病患及合并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患者，可以小剂量抗过敏治

疗，以期达到诊断和治疗的目的。早期治疗咽部慢性炎症对上、下呼吸道具有一定保护作用。

犘犗４１９

匹多莫得联合特异性免疫治疗应用于儿童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观察

万浪 李彬 彭聪 罗志红

黄石中心医院变态反应科４３５０００

目的　观察匹多莫德联合特异性免疫治疗儿童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的临床疗效及对

外周血 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方法　将１１２例对于屋尘螨持续性中重度变应性鼻炎患儿随机

分为联合组和对照组各６１例，２组均给予特异性免疫治疗，联合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匹多莫德口服 （４００

ｍｇ／次口服，１次／周），观察２组治疗前及治疗治疗后６周、６个月以及１年的鼻部症状评分和血清白

细胞介素－４ （ＩＬ４）、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水平，统计２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２组患者在治疗前、治疗后６周、６个月以及１年的鼻部症状评分和血清ＩＬ４呈递减趋势，ＴＮＦα含

量呈递增趋势，两组组内及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其中在治疗１年时联合组鼻部症

状评分及ＩＬ４含量均低于于同期对照组，而ＴＮＦα含量和临床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在治疗的１年中２组患者均未发生重度不良反应事件，但是发生１０例轻度不

良反应事件，２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在特异性免疫治疗基础

上给予匹多莫德口服能进一步改善变应性鼻炎患儿的 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失衡，并能更好改善患儿鼻部

症状以及进一步提高治疗总有效率。

犘犗４２０

鼻中隔偏曲患者精神心理特征初步分析

李文婷 陈贤珍 涂为娟 张革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５１０６３０

目的　初步探讨鼻中隔偏曲患者精神心理特征。方法　对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２月期间住院的鼻中隔偏曲

患者 （４４例）及同期住院声带息肉患者 （３７例）进行ＳＣＬ９０、ＳＤＳ、ＳＡＳ量表评分，并收集鼻中隔偏

曲患者鼻塞ＶＡＳ评分及鼻阻力值，分析鼻中隔偏曲患者精神心理特征及其与主观症状、客观体征的相

关性。以ＳＰＳＳ２０．０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鼻中隔偏曲组ＳＣＬ９０总分为１３０．４１±４８．２５，符

合轻度损害有６名 （１３．６３％），轻中度损害有３名 （６．８２％）。总分及总均分与中国常模相比均无统计

学差异 （犘＞０．０５）。鼻中隔偏曲组与对照组总分及总均分无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但躯体化、抑郁、

焦虑项目因子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ｔ＝２．３８０，犘＝０．０２０；ｔ＝２．１３３，犘＝０．０２９；ｔ＝

１．９６９，犘＝０．０４５）。两组在躯体化、抑郁、焦虑三个项目中异常患者比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０１，犘＝０．００２，犘＝０．０２０）。鼻中隔偏曲组ＳＤＳ、ＳＡＳ评分为４６．０２±１０．６３和４３．０２±１０．１７，高

于全国常模 （犘＜０．０５；犘＜０．０５）和对照组 （犘＜０．０５；犘＜０．０５）。其中焦虑、抑郁状态患者分别有

９名 （２０．４５％，２０．４５％），同时具有焦虑、抑郁状态患者５名 （１１．３６％）。ＳＤＳ得分与ＳＣＬ９０抑郁项

目得分呈正相关 （Ｚ＝０．４１５，犘＝０．００５）。ＳＡＳ得分与ＳＣＬ９０焦虑得分呈正相关 （Ｚ＝０．４４５，犘＝

０．００２）。ＳＤＳ和ＳＡＳ得分呈正相关 （Ｚ＝０．３９２，犘＝０．００８）。鼻中隔偏曲患者鼻塞ＶＡＳ评分为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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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吸气相总阻力为０．２０２±０．１４０ｋＰａ·Ｓ／ｃｍ３，呼气相总阻力为０．２３±０．１６１ｋＰａ·Ｓ／ｃｍ３。心理评

分与ＶＡＳ评分与无相关性。除ＳＤＳ得分与吸气总阻力值呈正相关 （Ｚ＝０．３３２，犘＝０．０４５），心理评分

与鼻阻力值均无明显相关性。结论　鼻中隔偏曲患者具有轻度心理健康损害，存在明显抑郁、焦虑情绪

障碍，ＳＣＬ９０评分与ＳＡＳ、ＳＤＳ具有一致性。心理评分与主观 ＶＡＳ评分、客观鼻阻力值无明显相关

性。对鼻中隔偏曲患者除进行主观症状、客观体征评估外，应重视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筛查。

犘犗４２１

犞γ１＋γδ犜细胞在犆犚犛狑犖犘中的表达与犈犆犘和 犕犕犘７正相关

杨洛盈 李文婷 李霞 黄健聪 常利红 张革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５１０６３０

目的　研究γδＴ细胞在不同类型慢性鼻鼻窦炎 （ＣＲＳ）鼻黏膜组织局部的表达程度以其与炎症细

胞浸润程度以及组织重塑因子的相关性；探讨γδＴ细胞在ＣＲＳ发病机制和组织重塑中的可能作用及意

义。方法　选取１５例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型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 （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２８例非嗜酸性粒

细胞浸润型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 （ｎｏｎ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１７例慢性鼻鼻窦炎不伴鼻息肉 （ＣＲＳｓＮＰ）、

１６例正常鼻黏膜的组织标本；采用定量ＲＴＰＣＲ方法检测Ｖγ１＋γδＴ细胞、Ｖγ４＋γδＴ细胞、嗜酸阳

离子蛋白 （ＥＣＰ）、白介素 （ＩＬ）８、转化生长因子 （ＴＧＦ）β２、金属基质蛋白酶 （ＭＭＰ）７、金属基

质蛋白酶抑制剂 （ＴＩＭＰ）４、缺氧诱导因子 （ＨＩＦ）１α在各组组织中的表达及其差异。采用 ＨＥ染色

方法进行嗜酸性粒细胞的计数和水肿程度的评分。结果　ＣＲＳｗＮＰ鼻黏膜组织中Ｖγ１＋γδＴ细胞 （犘＝

０．００３）、ＥＣＰ （犘＝０．０３６）和ＭＭＰ７ （犘＝０．００８）的表达水平增高，与ＣＲＳｓＮＰ表达水平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ＣＲＳｗＮＰ鼻黏膜组织以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和水肿为特征，且Ｖγ１＋γδＴ和ＥＣＰ （ｒｓ＝０．３６８，犘

＝０．０１９＜０．０５）以及ＭＭＰ７ （ｒｓ＝０．３５３，犘＝０．０３２＜０．０５）的表达均呈正相关。ＴＧＦβ２，ＴＩＭＰ４和

ＨＩＦ１α在各组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Ｖγ１＋γδＴ细胞在ＣＲＳｗＮＰ鼻黏膜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升

高，提示其可能参与了ＣＲＳ的发病过程。ＣＲＳｗＮＰ鼻黏膜组织中Ｖγ１＋γδＴ细胞和ＥＣＰ以及ＭＭＰ７的表

达呈正相关，提示Ｖγ１＋γδＴ可能通过介导嗜酸性粒细胞的炎症反应促进水肿的形成。

犘犗４２２

慢性鼻窦炎黏膜中γδ犜细胞与犐犔１７犃表达
及炎症细胞浸润的相关性分析和对预后的影响

黄健聪１杨洛盈１常利红１谢文林２李文婷１李霞１王君１吴喜福１张革化１

１．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２．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γδＴ细胞是新近发现的一类炎症细胞，对多种组织如皮肤、肺和小肠黏膜炎症的启动和维持

起关键作用。慢性鼻窦炎 （ＣＲＳ）分为伴鼻息肉 （ＣＲＳｗＮＰ）和不伴鼻息肉 （ＣＲＳｓＮＰ）两种类型，在

人群中发病率高，而炎症细胞浸润是ＣＲＳ发病的中心环节。γδＴ细胞是否浸润于鼻黏膜中并参与ＣＲＳ

的炎症过程仍有待研究。本研究拟比较ＣＲＳｓＮＰ和ＣＲＳｗＮＰ鼻黏膜标本中γδＴ细胞浸润与临床评分和

炎症细胞浸润程度的相关性。方法　取接受鼻内镜手术ＣＲＳｓＮＰ （１４例）、ＣＲＳｗＮＰ （２２例）和对照组

（１０例）患者鼻黏膜，行常规石蜡切片ＨＥ染色计算嗜酸性粒细胞 （Ｅｏｓ）和嗜中性粒细胞 （Ｎｅｕｔ）浸

润数量；行冰冻切片免疫荧光染色计算γδＴ细胞浸润数量和ＩＬ１７Ａ表达阳性细胞数量，分析其相关

性。分析入组患者血清总ＩｇＥ及特异性ＩｇＥ，术前和术后６个月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ａｙＣＴ评分 （ＬＭＣＳ）和

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内镜评分 （ＬＫＥＳ），比较各患者术前与术后评分的差值与γδＴ细胞浸润的相关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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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ＲＳｓＮＰ及ＣＲＳｗＮＰ患者鼻黏膜中γδＴ细胞浸润数量均高于对照组，其中ＣＲＳｗＮＰ较ＣＲＳｓＮＰ更

明显增高。ＣＲＳｓＮＰ组患者鼻黏膜中Ｅｏｓ及Ｎｅｕｔ浸润增加，而ＣＲＳｗＮＰ组患者鼻黏膜中Ｅｏｓ浸润增

加。在ＣＲＳｗＮＰ患者，其术前和术后ＬＫＥＳ差值与鼻黏膜γδＴ细胞和Ｅｏｓ浸润数量呈负相关。ＣＲＳｓ

ＮＰ及ＣＲＳｗＮＰ患者鼻黏膜中ＩＬ１７Ａ表达阳性细胞均高于对照组且与γδＴ细胞浸润数量呈正相关，

ＣＲＳｓＮＰ患者鼻黏膜中γδＴ细胞浸润数量与Ｅｏｓ及 Ｎｅｕｔ浸润数量呈正相关，ＣＲＳｗＮＰ患者鼻黏膜中

γδＴ细胞浸润数量与Ｅｏｓ呈正相关。结论　γδＴ细胞存在于慢性炎症鼻黏膜中，其浸润数量与ＩＬ１７Ａ

表达阳性细胞及Ｅｏｓ浸润相关，γδＴ细胞和Ｅｏｓ在慢性炎症鼻黏膜中浸润上调程度可提示ＣＲＳ的预后。

犘犗４２３

慢性鼻鼻窦炎临床与组织病理学特征分析

黄子真 常利红 杨洛盈 李霞 张革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５１０６３０

目的　研究不同类型慢性鼻鼻窦炎 （ＣＲＳ）患者临床特征与鼻黏膜局部组织病理学特征及其相关

性。方法　选取４３例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 （ＣＲＳｗＮＰ）患者、１６例慢性鼻鼻窦炎不伴鼻息肉

（ＣＲＳｓＮＰ）患者、１６例脑脊液鼻漏和外伤性视神经病患者 （对照组），比较一般资料、临床特征和组织

病理学特征，分析ＣＲＳ临床与组织病理学特征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３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

异，鼻塞ＶＡＳ评分、血清总ＩｇＥ、过敏原在３组间的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ＣＲＳ患者的鼻内镜评分、

ＣＴ评分、ＥＯＳ百分比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０１，犘＜０．００１，犘＝０．０２４），且 ＣＲＳｗＮ犘＞ＣＲＳｓＮＰ；

ＮＥＵ百分比为ＣＲＳｓＮ犘＞ＣＲＳｗＮ犘＞对照组 （犘＝０．００４）；ＣＲＳｗＮＰ组外周血ＥＯＳ绝对值、外周血

ＥＯＳ百分比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１２，犘＝０．０１１）；ＣＲＳｓＮＰ组外周血ＥＯＳ绝对值低于对照组 （犘＝

０．０２８）；ＶＡＳ评分、ＣＴ评分、外周血ＥＯＳ绝对值、外周血ＥＯＳ百分比、组织中ＥＯＳ百分比、组织

中ＮＥＵ百分比在组织病理学特征表现为水肿的ＣＲＳ中更高 （Ｐ值均＜０．０１）；与纤维型及腺体增生型

比，Ｈｅｌｌｑｕｉｓｔ组织类型为水肿型的ＣＲＳ，其鼻内镜评分、外周血ＥＯＳ绝对值、外周血ＥＯＳ百分比、

组织中ＥＯＳ百分比更高 （Ｐ值均＜０．０２）；Ｆｏｘｐ３的表达：在血清总ＩｇＥ量为１００２００ＩＵ／ｍｌ时表达最

高 （犘＜０．０５），在组织水肿程度最高的ＣＲＳ中表达最高 （犘＜０．０５），与双侧鼻腔鼻塞ＶＡＳ评分相关

（犘＝０．０４５，ｒ＝０．７０５），与外周血ＥＯＳ绝对值 （犘＜０．００１，ｒ＝０．４０６）及百分比 （犘＝０．００２，ｒ＝

０．３６６）相关。结论　ＣＲＳｗＮＰ临床以高鼻内镜评分、高ＣＴ评分为特征，其鼻黏膜组织以ＥＯＳ浸润和

水肿为特征；ＣＲＳｓＮＰ鼻黏膜组织则以ＮＥＵ浸润为特征；ＥＯＳ的浸润程度与水肿评分相关；Ｆｏｘｐ３的

表达与鼻塞、外周血ＥＯＳ绝对值及百分比、血清总ＩｇＥ量及组织水肿程度有关。

犘犗４２４

血清变应原狊犐犵犈和外周血犈犗犛在慢性鼻鼻窦炎
伴鼻息肉中的临床意义

黄雪琨 杨钦泰 王玮豪 陈玉莲 张革化

中山大学附属附属第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５１０６３０

目的　探讨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 （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ｗｉｔｈｎａｓａｌｐｏｌｙｓ，ＣＲＳｗＮＰ）患者血清

变应原ｓＩｇＥ和外周血嗜酸粒细胞 （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ｓ，ＥＯＳ）对ＣＲＳｗＮＰ病变严重程度、手术预后的影响。

方法　收集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接受鼻内镜鼻窦手术的８９例ＣＲＳｗＮＰ，其中男５９例，女３０

例，年龄１８６０岁，平均３７．４３岁。所有患者均为同一高级医师进行手术，术前检测血清变应原ｓＩ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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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周血血常规、鼻窦ＣＴ检查、术后３个月和６个月鼻内镜检查；根据变应原ｓＩｇＥ结果将ＣＲＳｗＮＰ

分为阳性组和阴性组。回顾性分析变应原ｓＩｇＥ、外周血ＥＯＳ比例、ＥＯＳ计数、鼻窦ＣＴ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ａｙ

评分、术后３个月和６个月术腔的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评分之间的关系。结果　８９例ＣＲＳｗＮＰ中ｓＩｇＥ阴性

４０例，ｓＩｇＥ阳性４９例，阳性组中变应原主要为户尘螨 （３９例）、蟑螂 （１６例）。外周血ＥＯＳ比例、

ＥＯＳ计数、鼻窦ＣＴ评分、术后３个月术腔评分在阳性组和阴性组分别为 （４．７±３．７）％， （０．３０±

０．２５）×１０９／Ｌ、（１３．３７±６．７４）分、（２．９６±２．６９）分和 （３．９±３．３）％ 、（０．２７±０．２６）×１０９／Ｌ、

（１５．１８±６．４７）分、（２．００±２．３９）分，两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术后６个月术腔评分阳性

组为 （２．３５±２．８４）分，阴性组为 （０．７８±２．０１）分，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８９例

ＣＲＳｗＮＰ的外周血ＥＯＳ比例、ＥＯＳ计数和鼻窦ＣＴ评分、术后３个月和术后６个月术腔评分无相关性

（犘＞０．０５），结论　变应原ｓＩｇＥ影响ＣＲＳｗＮＰ手术的预后，但不影响ＣＲＳｗＮＰ病变严重程度；外周

血ＥＯＳ对ＣＲＳｗＮＰ的病变严重程度和手术预后无影响。

犘犗４２５

低温等离子筛前神经阻断治疗持续性变应性鼻炎的疗效分析

雍军 尼力帕尔 阳玉萍 张华 皮力东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８３００５４

目的　研究鼻内镜下筛前神经阻断术治疗持续性变应性鼻炎的近远期疗效。方法　本研究为非随机

对照研究。将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按就诊顺序以１∶１比例分为２组，每组３０例，选取持续性变应性鼻

炎患者３０例作为观察组，采取鼻内镜下筛前神经切断术治疗，另选取同期持续性变应性鼻炎６８例作为

对照组，采取药物治疗，观察对比２组临床疗效和术前、术后１个月、１年和２年的详细资料，采用

“视觉模拟量表 （ＶＡＳ）”和 “过敏性鼻结膜炎生活质量表 （ＲＱＬＱ）”对术前和术后生活质量进行评估。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９４．３％显著高于对照组８０．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观察组在术后

１个月、１年、２年后的ＶＡＳ与ＲＱＬＱ评分较术前显著降低，且同期ＲＱＬＱ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观察组术后２年相比术后１个月的ＲＱＬＱ评分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鼻内

窥镜下低温等离子筛前神经阻断治疗持续性变应性鼻炎疗效显著，有效的保护了鼻黏膜的正常功能，而

且治疗部位准确，术中出血少，不良反应轻，具有良好的近远期临床效果，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犘犗４２６

鼻部炎性疾病甲基化研究进展

陈璐 杨玉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４０００１６

目的　对鼻部炎性疾病甲基化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鼻部炎性疾病在表观遗传学中的进一步深入研

究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在Ｐｕｂｍｅｄ、ＣＮＫＩ、万方等多个数据库检索关键词 “鼻炎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鼻窦炎

（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鼻腔炎症 （ｎａｓａ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甲基化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表观遗传学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检索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相关文献，并分析总结。结果　ＤＮＡ甲基化是表观遗传学领域研究的最多的一项机

制。ＤＮＡ甲基化在细胞转移，胚胎发育，基因印记和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有较多文

献报道ＤＮＡ甲基化参与了过敏性疾病和特异性反应的发病机理。２００６年 Ｗｈｉｔｅ等人发现启动子甲基化

能够控制人ＩＦＮＧ基因的表达，在儿童特应性疾病的发展过程中ＩＦＮＧ基因的启动子甲基化在Ｔ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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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细微调节可能是重要参与因素。２００７年Ｂａｒｏｎ等学者证明了ＦＯＸＰ３的ＤＮＡ甲基化在调节性Ｔ细

胞的发生发展和功能方面是最可靠的标准；调节性Ｔ细胞的数量和功能活性似乎在自身免疫疾病和过

敏性疾病的预防中起到关键作用。２０１２年Ａｎｄｒｅａ等发现鼻腔细胞的ＤＮＡ甲基化与纳入的小群体哮喘

儿童的气道炎症有关，并首次提出鼻腔刷洗细胞可以用于哮喘患者表观遗传学的研究。２０１３年Ｊｕｌｉａ等

指出鼻腔上皮细胞ＳＯＣＳ３和 ＵＬＢＰ３基因的表观遗传失调可能会影响吸烟者的抗病毒免疫应答反应。

２０１４年Ｐｅｔｅｒ等研究发现人类鼻病毒感染能够引起哮喘患者上呼吸道上皮细胞的ＤＮＡ甲基化改变，在

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为呼吸道病毒加重哮喘的致病机制提供思路。２０１５年Ｚｈｅｎｇ等发现在鼻息肉组织中

ＣＯＬ１８Ａ１基因的启动子甲基化显著增高，推测ＤＮＡ甲基化在鼻息肉的发病机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结论　ＤＮＡ甲基化是表观遗传学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过敏性疾病、哮喘、上呼吸道感染、鼻

息肉等疾病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为鼻部炎性疾病的发生发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但目前研

究发现的ＤＮＡ甲基化异常的基因还比较少，其在鼻部炎性疾病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探索研

究。

犘犗４２７

变应性因素对鼻息肉组织中氧化应激的影响初步研究

陈璐 杨玉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４０００１６

目的　通过检测伴或不伴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的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ｗｉｔｈＮａｓａｌＰｏｌｙｐｓ，ＣＲＳｗＮＰ）组织中的活性氧自由基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

的含量差异，探讨变应性因素对鼻息肉组织中氧化应激的影响。方法　按照ＡＲ及ＣＲＳ指南及排除标

准，收集入院的ＣＲＳ伴或不伴 ＡＲ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病史、鼻内镜检查、皮肤点刺试验 （ＳＰＴ，

ＳｋｉｎＰｒｉｃｋＴｅｓｔ）、鼻腔鼻窦ＣＴ检查、病理活检等明确诊断。所有纳入研究的对象均在手术时收集鼻息

肉及中鼻道黏膜组织。标本均进行氧化应激染色，即用ＲＯＳ荧光探针ＤＨＥ测定组织中活性氧自由基

（ＲＯＳ）的含量。用荧光显微镜观察，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Ｐｌｕｓ软件分析荧光强度变化。结果　慢性鼻鼻窦炎伴

鼻息肉伴变应性鼻炎组 （ＣＲＳｗＮＰｗＡＲ）（狀＝１１）荧光强度显著高于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不伴变应

性鼻炎组 （ＣＲＳｗＮＰｓＡＲ）（狀＝９）（犘＜０．０５）和慢性鼻鼻窦炎不伴鼻息肉不伴变应性鼻炎组 （ＣＲＳｓ

ＮＰｓＡＲ）（狀＝８）（犘＜０．０１）；且ＣＲＳｗＮＰｓＡＲ）组的荧光强度高于ＣＲＳｓＮＰｓＡＲ组 （犘＜０．０５）。结论

　鼻息肉组织中氧化应激产物升高，且变应性因素进一步加重了鼻息肉组织中的氧化应激反应，其具体

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犘犗４２８

慢性鼻窦炎中的犐犔５、犐犉犖α和犐犔１７的表达及意义

刘庆华 李瑞玉

福建省立医院３５０００１

目的　比较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不伴鼻息肉以及对照组患者的鼻腔分泌物中ＩＦＮｇ、ＩＬ５和ＩＬ

１７的水平。方法　本研究共有５０名患者，其中ＣＲＳｗＮＰ有２２例，ＣＲＳｓＮＰ有１４例，对照组１４例，

分别取三组鼻腔分泌物进行检测ＩＦＮｇ、ＩＬ５和ＩＬ１７的水平。结果　ＩＦＮｇ在ＣＲＳｓＮＰ中明显高于

ＣＲＳｗＮＰ和ＣＯＮ组，有统计学差异，而ＣＲＳｗＮＰ与ＣＯＮ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ＩＬ５在三组之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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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统计学差异。ＩＬ１７在ＣＲＳｗＮＰ中明显高于ＣＲＳｓＮＰ和ＣＯＮ组，有明显统计学差异，而ＣＲＳｓＮＰ

与ＣＯＮ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结论　ＩＦＮｇ可能参与 ＣＲＳｓＮＰ的发病过程，ＩＬ１７可能参与ＣＲＳｗＮＰ

发病过程，中国人的鼻息肉发病炎症因子可能与西方人不同。

犘犗４２９

犕犻狉３４通过靶向作用于犆犆犘１１０参与慢性鼻窦炎黏液纤毛系统障碍

王明１，２矫健１，２张罗１，２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２．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目的　探索ｍｉＲ３４与慢性鼻窦炎发病的相关性及其调控黏液纤毛系统的功能和机制，从而探索引

起慢性鼻窦炎鼻腔黏液纤毛系统障碍的机制。方法　收集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临床组织样本及鼻中

隔偏曲患者鼻黏膜组织样本作为对照，分别利用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及原位杂交检测 ｍｉＲ３４的表达水平和

组织定位，分析ｍｉＲ３４与慢性鼻窦炎发病的相关性；采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筛选 ｍｉＲ３４的靶

基因，克隆ＣＣＰ１１０ｍＲＮＡ的３′ＵＴＲ并检测ｍｉＲ３４对其的调控作用，进一步利用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技术确

定ｍｉＲ３４对ＣＣＰ１１０蛋白水平的调控作用；原代培养正常人及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鼻腔黏膜上皮

细胞，建立气液界面培养系统，敲低ＣＣＰ１１０后检测对纤毛发育及运动功能的影响。结果　慢性鼻窦炎

伴鼻息肉患者鼻腔黏膜上皮中ｍｉＲ３４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约２．５倍；组织原位杂交结果

显示ｍｉＲ３４在鼻黏膜上皮特异表达于纤毛细胞中；ｍｉＲ３４能够通过作用于ＣＣＰ１１０的３′ＵＴＲ，显著

抑制其蛋白水平的表达；敲低ＣＣＰ１１０后，能够显著促进鼻腔黏膜上皮纤毛的发育和黏液清除功能。结

论　在慢性鼻窦炎中显著低表达的ｍｉＲ３４通过靶向调控ＣＣＰ１１０参与介导了慢性鼻窦炎鼻腔黏液纤毛

系统障碍的发生过程。

犘犗４３０

嗜酸性中耳炎的研究现状

杜雅丽 段清川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１００１９１

目的　对嗜酸性中耳炎 （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ｏｔｉｔｉｓｍｅｄｉａ，ＥＯＭ）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加深我国临床

医师对ＥＯＭ的认识，规范难治性中耳炎的临床诊治流程。方法　通过在Ｐｕｂｍｅｄ、ＣＮＫＩ、万方等多个

数据库中检索关键词 “嗜酸性粒细胞 （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中耳炎 （ｏｔｉｔｉｓｍｅｄｉａ）”、“嗜酸性中耳炎 （ｅｏｓｉｎ

ｏｐｈｉｌｏｔｉｔｉｓｍｅｄｉａ，ＥＯＭ）”、“难治性中耳炎 （ｉｎ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ｏｔｉｔｉｓｍｅｄｉａ）”等，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嗜酸性中耳炎 （ＥＯＭ）属于难治性中耳炎的一种，自１９９５年首次提出以来，已受到广泛关注，

但国内对其认识尚浅。ＥＯＭ产生的具体机制不明。研究发现ＥＯＭ患者中耳分泌物 （ＭＥＥ）中ＩｇＥ高

于血清，与嗜酸性粒细胞聚集和活化相关的多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明显升高，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

白也显著升高，多数患者还存在咽鼓管开放时间的延长。因此，有假说认为，患者咽鼓管异常开放，使

呼吸道内变应源进入中耳，引起了以中耳腔局部ＩｇＥ聚集和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为主的炎症。根据表现形

式的不同，ＥＯＭ可分为分泌性中耳炎型和慢性中耳炎型，患者常常伴发鼻窦炎及哮喘，多存在高频骨

导听力损失，部分严重病例可引起全聋，ＭＥＥ培养多可见细菌和真菌生长，部分可见夏科雷登结晶。

２０１１年日本学者ＹｕｋｉｋｏＩｉｎｏ提出了ＥＯＭ的诊断标准，主要标准为分泌性中耳炎或慢性中耳炎的ＭＥＥ

中有嗜酸性粒细胞的明显浸润；次要标准包括①ＭＥＥ极为粘稠、②对传统治疗方法不敏感、③伴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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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哮喘、④伴发鼻息肉病；确诊需要主要标准及两条以上的次要标准，但需除外变应性肉芽肿性血管

炎及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根据 ＭＥＥ的量、黏膜病变程度、激素和抗生素使用频率，评估ＥＯＭ 的严

重程度，发现其与患者的体型 （ＢＭＩ）、哮喘病史密切相关，当存在感染和阿司匹林耐受不良时，病情

更重。ＥＯＭ的标准治疗方案为局部及全身的糖皮质激素治疗，合并感染时加用抗生素。目前已有抗

ＩｇＥ单克隆抗体联合激素治疗的病例报道，但长期疗效尚待观察。部分学者认为，在中耳黏膜病变轻微

时，可在干耳后行鼓膜修补术，术前及术后均需激素治疗。对ＥＯＭ 致双侧重度感音神经性聋的患者，

可行人工耳蜗植入术，围术期也应使用激素。结论　对于难治性中耳炎，应考虑到ＥＯＭ 的可能，需早

期诊断和及时治疗，从而改善预后，避免严重听力损失。

犘犗４３１

腺样体肥大儿童中变应性鼻炎与分泌性中耳炎的关系

邓慧仪 杨钦泰 黄雪琨 王玮豪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６１３０００

目的　了解本地区儿童腺样体肥大并发分泌性中耳炎的发病情况及危险因素，以及分析变应性鼻炎

与分泌性中耳炎的关系。方法　收集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间我院２０５例住院行腺样体切除术或腺样体和扁

桃体切除术的腺样体肥大患儿的相关临床资料并综合分析，包括是否伴发变应性鼻炎或分泌性中耳炎、

声导抗检查、变应原筛查及血常规。结果　在２０５例腺样体肥大 （ａｄｅｎｏｉｄ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ＡＨ）儿童中，

合并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在合并与未合并分泌性中耳炎 （ｏｔｉｔｉｓｍｅｄｉａｅ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ＭＥ）

两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０５例腺样体肥大患儿中有１１０例 （５３．７％）合并有变应性鼻炎，其中并

发分泌性中耳炎的有４４例 （４０．０％）；９５例未合并变应性鼻炎，仅有２２例 （２３．１６％）并发分泌性中

耳炎。与未合并变应性鼻炎相比，合并变应性鼻炎的腺样体肥大患儿发生分泌性中耳炎的风险增大了

１．２１２倍 （ＯＲ＝１．２１２，Ｘ２＝６．６２４，犘＝０．０１０）。对于合并变应性鼻炎的腺样体肥大儿童而言，反映

其变态反应严重程度的多个因素 （合并变应性鼻炎、合并变应原过敏、嗜酸性粒细胞数目及其百分比）

中，通过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合并变应原过敏是儿童腺样体肥大并发分泌性中耳炎最主要的变

态反应性危险因素 （犘＝０．０００），但是过敏原的种类对分泌性中耳炎的发生无影响 （犘＞０．０５）。结论　

儿童腺样体肥大并发分泌性中耳炎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变应性鼻炎、合并变应原过敏是主要

的危险因素之一。我们认为 “上、下、侧呼吸道一体化”，要重视过敏性 “侧呼吸道”炎症，临床上应

该对此类患者采取个体化综合多因素治疗。

犘犗４３２

特应性角结膜炎合并感染１例及文献回顾

接英 阮方 李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报道特应性角结膜炎合并感染１例。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例患者临床特征，治疗经过及预

后。结果　患者为１６岁男性少年，右眼畏光流泪１０天。在当地给予抗病毒治疗１周后病情进行性加

重，遂到我院就诊。查体视力右眼０。０２．左眼０．８，右眼混合充血，角膜中上部可见圆形化脓性溃疡

灶，下方可见一上皮缺损区伴基质水肿，类似盾状溃疡，仔细观察角膜缘有类胶样增生改变。追问病史

患者有每年眼睑瘙痒皮疹病史，口唇部亦可见皮肤湿疹样改变。经皮肤科会诊，患者有特应性皮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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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检查患者睑结膜可见巨乳头增生。确定诊断为右眼角膜溃疡，右眼特应性角结膜炎。局部给予左氧

氟沙星滴眼液，他克莫司滴眼液治疗２周后角膜溃疡愈合，睑结膜乳头变平。面部皮肤给予激素药膏涂

抹，二周后湿疹样改变愈合。结论　特应性角结膜炎较为少见，尤其合并感染是更容易误诊，详细的病

史采集和查体有助于正确诊断和治疗。

犘犗４３３

奥洛他定联合他克莫司治疗春季卡他性结膜炎疗效分析

接英 李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探讨奥洛他定联合他克莫司滴眼液治疗春季角结膜炎的治疗效果。方法　回顾分析３０例顽

固性春季角结膜炎的临床资料，观察应用奥洛他定联合他克莫司治疗顽固性春季角结膜炎的疗效。结果

　所有春季卡他性结膜炎患者均为儿童，年龄７～１５岁，表现为重度眼痒，充血，角膜缘增生，睑结膜

大乳头或者二者同时存在。治疗１个月后，显效２５例，好转５例；无效０例。患者眼痒及充血症状均

明显减轻，睑结膜乳头增生和角膜缘胶样增生均不同程度减轻。随诊期间有８例患者在停药５天～４周

后症状复发，但重新应用奥洛他定和他克莫司滴眼液后仍可迅速控制症状。结论　 奥洛他定联合他克

莫司滴眼液治疗春季角结膜炎能有效控制症状和体征，尤其是明显抑制结膜增殖性反应，避免了长期应

用激素的不良反应。

犘犗４３４

慢性鼻窦炎鼻息肉中犐犔２１表达增加

韦屹 魏佳伟 林翰清 黄金强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５１００８０

目的　ＩＬ２１是调节Ｂ细胞免疫的关键细胞因子，涉及多种免疫反应。本研究主要探讨ＩＬ２１在鼻

窦炎伴鼻息肉 （ＣＲＳｗＮＰ）发病过程中，对Ｂ淋巴细胞活化及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增加存在调控作用。

方法　收集６４例ＣＲＳｗＮＰ息肉组织及钩突组织，２５例慢性鼻窦炎不伴鼻息肉 （ＣＲＳｓＮＰ）及２９例对

照的钩突组织。应用ＩＨＣ染色，ｑＲＴＰＣＲ，流式细胞术及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ＩＬ２１的表达，同时检测相

关的临床意义。结果　相较于对照组织，ＩＬ２１在息肉组织中表达明显升高 （Ｐ 〈０．０５）。息肉组织中

ＩＬ２１的表达水平与息肉大小，嗜酸性粒细胞浸润程度，是否合并哮喘及手术后是否复发密切相关 （Ｐ

〈０．０５）。息肉组织中Ｔｈ１及Ｔｈ１７细胞均可分泌ＩＬ２１。相较于对照组织及ＰＢＭＣｓ，息肉组织中ＩＬ２１

＋ＣＤ４＋细胞数量明显升高 （Ｐ 〈０．０１）。伴随着ＣＤ１９＋ＣＤ２０＋／ＣＤ３８ｈｉｇｈ细胞 （浆细胞）在息肉组织

中明显增加 （Ｐ 〈０．０１）。此外，使用重组的ＩＬ２１刺激体外培养的息肉组织细胞，能够增加ＣＤ１９＋

ＣＤ２０＋／ＣＤ３８ｈｉｇｈ细胞 （浆细胞）百分比及ＩｇＧ、ＩｇＡ的产生。结论　息肉组织中ＩＬ２１的表达升高与

疾病严重程度，局部Ｂ细胞活化，免疫球蛋白产生密切相关，说明ＩＬ２１可能在ＣＲＳｗＮＰ病人的炎症

持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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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４３５

鼻息肉组织病理学特征２０年对比研究

陈新军 王向东 王成硕 张罗

北京市同仁医院１０２３００

目的　比较同仁医院２０年前后鼻息肉组织病理学变化。方法　随机收集北京同仁医院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年的鼻息肉患者１７９例及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的鼻息肉患者１９４例，对石蜡包埋鼻息肉组织进行切片，ＨＥ染

色，在高倍视野下行炎症细胞计数。结果　嗜酸性粒细胞数由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的平均７３／ＨＰＦ （ｈｉｇｈ

ｐｏｗｅｒｆｉｅｌｄ，高倍视野）增加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的１１４／ＨＰＦ，每高倍视野嗜酸性粒细胞占炎症细胞比例

由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的２１．２９％增加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的３５．２７％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组中性粒细胞均值为２３／ＨＰ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组均值为１６／ＨＰＦ，１９９３１９９４组淋巴细胞均值为１３５／ＨＰＦ，２０１３２０１４组均值为６６／ＨＰＦ，

每高倍视野下嗜酸性粒细胞比中性粒细胞，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组为１０１．０４，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组为１６６．５５，每高

倍视野下炎症细胞总数平均值由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组的２８６，减少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组的２３９，支气管炎哮喘由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的１．６８％ （３／１７９），增加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４的１５．４６％ （３０／１９４），以上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嗜酸

性粒细胞性慢性鼻鼻窦炎伴息肉在慢性鼻鼻窦炎伴息肉中的占比有所增加，中性粒细胞与嗜酸性粒细

胞计数无相关性。结论　２０年前后的鼻息肉组织的嗜酸性粒细胞性炎症有增加趋势。鉴于这种新趋势，

在临床实践中有必要建立新的诊断和专门针对这种疾病的治疗策略。

犘犗４３６

抗菌蛋白短的腭，肺，鼻部上皮细胞克隆１ （犛犘犔犝犖犆１）
在嗜酸性或非嗜酸性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中具有不同的调节机制

韦屹 李航 陈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５１００８０

目的　我们试图评价２种类型ＣＲＳｗＮＰ中一种天然免疫分子短的腭，肺，鼻部上皮细胞克隆１

（ＳＰＬＵＮＣ１）的表达情况及可能存在的调控机制。方法　收集４０例ＣＲＳｗＮＰ息肉组织及钩突组织，２７

例慢性鼻窦炎不伴鼻息肉 （ＣＲＳｓＮＰ）及２２例对照的钩突组织。检测ＳＰＬＵＮＣ１，Ｔｏｌｌ样受体２，３，４

（ＴＬＲ２，３，４），促炎因子ＩＬ１α，ＩＬ４，ＩＬ１３，ＩＬ１７Ａ，及ＩＦＮγ的表达情况。另外，检测体外培养

的鼻息肉上皮细胞及Ａ５４９上皮细胞系受到特异性炎症因子刺激后ＳＰＬＵＮＣ１的表达情况。结果　相对

于ＣＲＳｗＮＰ，ＣＲＳｓＮＰ及对照的钩突组织，息肉组织中ＳＰＬＵＮＣ１及其他天然免疫分子的表达均出现

下调 （Ｐ 〈０．０５）。并且相较于非嗜酸性鼻息肉，嗜酸性鼻息肉中ＳＰＬＵＮＣ１表达下调更为明显，同时

伴随着粘膜下腺体数量减少及ＩＬ４，ＩＬ１３ｍＲＮＡ水平的升高 （Ｐ 〈０．０５）。此外，体外实验中使用ＩＬ

４及ＩＬ１３刺激息肉上皮细胞会导致ＳＰＬＵＮＣ１表达减少，而ＴＬＲ激动剂或糖皮质激素会使ＳＰＬＵＮＣ１

表达升高。结论　嗜酸性鼻息肉及非嗜酸性鼻息肉中ＳＰＬＵＮＣ１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说明这两种疾病

亚型存在着不同的发病机制。这个发现有利于针对不同的疾病亚型提供不同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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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４３７

辛夷花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临床研究

郑春泉 周明辉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２０００３１

研究目的　通过临床随机、平行对照研究，评估单味中草药辛夷花鼻部给药治疗持续性 （常年性）

过敏性鼻炎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为临床开发、筛选有效、安全、方便的治疗过敏性鼻炎药物提供实验依

据。材料与方法　明确诊断过敏性鼻炎患者 （年龄１８６５岁），随机进入三个组。试验组 （狀＝２７）使用

辛夷花鼻部填塞给药，每晚一次，每鼻孔各置辛夷花一颗，次日晨取出，疗程３周。对照组１ （狀＝６３）

使用西替利嗪，口服每晚１次，每次１片 （１０ｍｇ），疗程３周。对照组２ （狀＝１９）使用氮卓斯汀

（ａｚｅｌａｓｔｉｎｅ）喷雾剂每日早晚各１次，每次每侧鼻腔喷１揿，每揿１４０μｇ氮卓斯汀，疗程３周。于第一

周 （Ｄ７±３ｄ），第三周 （Ｄ２１±３ｄ）随访评估症状与体征变化情况。结果　患者自评症状积分显示

辛夷花、西替利嗪和氮卓斯汀三组治疗过敏性鼻炎均有效，治疗后较治疗前症状积分均有下降 （犘＜

０．０１），三组间症状积分下降统计无显著性差异。治疗２１天时，辛夷花、西替利嗪和氮卓斯汀三组治疗

的有效率分别为７０．６％，７４．６％，１００％；鼻痒、对睡眠影响、鼻塞、对工作影响和整体舒适度各症状

评分中位数在治疗７天和２１天时，辛夷花和西替利嗪两治疗组均得到降低。治疗２１天时各症状评分咪

唑斯汀组与西替利嗪组无显著统计学差异。结论　辛夷花局部给药对常年性过敏性鼻炎有较好的疗效，

能有效减轻过敏性鼻炎产生的喷嚏、流涕、鼻塞及鼻痒等症状，其治疗作用可与口服及局部给药的抗组

胺制剂相比，且使用方便，不良反应较少，可以作为一种过敏性鼻炎治疗用药的替代选择。由于采用外

用的方式给药，省去多味汤剂制作的麻烦，也减少了药物毒性的可能，并且给药方便，价格便宜，因而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犘犗４３８

过敏性鼻炎的护理

杨娟娟 高欢

阜阳市人民医院２３６００３

目的　探讨过敏性鼻炎患者的护理方法。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收治的过敏性鼻炎患者的临床资

料，给予进行分析及实施相关的护理措施。结果　护理干预可以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增强机体免疫力，

避免接触过敏原，提高生活质量。结论　通过对过敏性鼻炎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可以对患者的康

复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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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４３９

犘犕２５暴露对变应性鼻炎大鼠鼻黏膜结构重塑的影响

郭志强 洪志聪 章如新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２０００４０

目的　探讨ＰＭ２．５暴露对变应性鼻炎炎性因子及鼻黏膜组织结构重塑的影响。方法　ＳＰＦ级健康

雌性ＳＤ大鼠４０只随机分为５组：对照组 （ＮＣ组）、ＡＲ大鼠模型组 （ＡＲ组）、ＡＲ大鼠５００μｇ／ｍ３

ＰＭ２．５暴露组 （ＡＲ５００组）、ＡＲ大鼠２０００μｇ／ｍ３ＰＭ２．５暴露组 （ＡＲ２０００组）及 ＡＲ大鼠３０００μｇ／

ｍ３ＰＭ２．５暴露组 （ＡＲ３０００组）。采用可控浓度暴露系统吸入不同浓度的ＰＭ２．５。ＨＥ染色切片计算嗜

酸性粒细胞个数 （高倍镜×４００下计数５个视野后取平均数）。阿辛蓝过碘酸希夫 （ＡＢＰＡＳ），计数

上皮杯状细胞数量，Ｍａｓｓｏｎ三色胶原染色 （ＭＴ）法染色鼻黏膜上皮下胶原沉积。扫描电镜观察鼻黏

膜形态的改变。用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清ＯＶＡｓｌｇＥ、ＩＬ４和ＩＬ１３，鼻黏膜免疫组化染色检测组织重塑细胞

因子ＴＧＦβ１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　ＡＲ３０００组、ＡＲ２０００组、ＡＲ５００组大鼠ＰＭ２．５暴露组嗜酸性粒

细胞个数 （１８．９０±４．４６、１４．２３±３．７８、１１．９０±３．６５）、鼻黏膜杯状细胞 （每毫米基底膜对应上皮细胞

中杯状细胞数分别为２４．０５±５．８１个／ｍｍ、２０．０５±４．９１个／ｍｍ、１７．０５±７．３２个／ｍｍ）、鼻黏膜细胞

外基质与对照组及ＡＲ大鼠模型组比较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５）。扫描电镜检查结果显示ＡＲ大

鼠ＰＭ２．５暴露组鼻黏膜均可观察到不同程度的纤毛排列紊乱、倒伏、集结缠绕、分泌物附着，以

ＰＭ２．５高浓度暴露组改变最为明显。ＡＲ３０００组、ＡＲ２０００组、ＡＲ５００组大鼠 ＰＭ２．５暴露组血清

ＯＶＡｓｌｇＥ （４２．４５±７．９０ｐｇ／ｍｌ、３６．９８±４．３４ｐｇ／ｍｌ、３４．４８±４．０６ｐｇ／ｍｌ）、ＩＬ４ （８９９．９０±８５．９９ｐｇ／

ｍｌ、７８３．２１±６０．０１．３４ｐｇ／ｍｌ、７２６．４１±９９．１１ｐｇ／ｍｌ）和ＩＬ１３ （３２７．４０±２７．９６ｎｇ／ｍｌ、２８９．２１±

４５．７７ｎｇ／ｍｌ、２２６．４３±３１．４０ｎｇ／ｍｌ）含量显著高于ＡＲ组及对照组 （犘＜０．０５）。ＡＲ大鼠ＰＭ２．５暴露

组ＴＧＦβ１蛋白表达的表达均显著ＡＲ组和对照组 （犘＜０．０５）。结论　ＰＭ２．５与变应原共同作用可以

引起黏膜上皮细胞损伤、杯状细胞化生和细胞外基质沉积。加重鼻黏膜的损伤和变应性炎症反应。

犘犗４４０

犘犕２５对变应性鼻炎动物模型的炎性作用研究

赵仁伍 洪志聪 郭志强 章如新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２０００４０

目的　探讨ＰＭ２．５对变应性鼻炎 （ＡＲ）炎症反应的影响。方法　将ＳＤ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

（ＮＣ组，狀＝８）、正常大鼠ＰＭ２．５暴露组 （ＮＣＰ组，狀＝８）、变应性鼻炎ＰＭ２．５未暴露组 （ＡＲ未暴

露组，狀＝８）、ＡＲ超高浓度ＰＭ２．５暴露组 （ＡＲ超高浓度组，狀＝８）、ＡＲ高浓度ＰＭ２．５暴露组 （ＡＲ

高浓度组，狀＝８）、ＡＲ中浓度ＰＭ２．５暴露组 （ＡＲ中浓度组，狀＝８）及 ＡＲ低浓度ＰＭ２．５暴露组

（ＡＲ低浓度组，狀＝８）。ＡＲ模型大鼠采用卵清蛋白 （ＯＶＡ）致敏。ＰＭ２．５采用吸入暴露，每日１次，

３小时／次，共３０天。通过行为学观察，观察大鼠鼻部症状，采用ＥＬＩＳＡ 法检测大鼠外周血 ＯＶＡ

ｓＩｇＥ、ＩＬ４、ＩＬ１３及ＴＮＦα的表达水平。结果　ＡＲ模型组大鼠的喷嚏、挠鼻次数明显高于正常大鼠

组 （犘＜０．００１）。ＡＲ大鼠ＰＭ２．５吸入暴露后的喷嚏和挠鼻次数均显著高于ＡＲ未暴露组 （犘＜０．０１），

具有明显的量效关系。ＮＣＰ组中ＩＬ４、ＩＬ１３及ＴＮＦα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 ＮＣ组 （犘＜０．０５）。ＡＲ

大鼠经不同浓度ＰＭ２．５吸入暴露后，外周血中ＯＶＡｓＩｇＥ、ＩＬ４、ＩＬ１３及ＴＮＦα的表达水平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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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ＡＲ未暴露组 （犘＜０．０５），且具有明显量效关系。结论　ＰＭ２．５能有效地加重ＡＲ变态反应性炎

症，而且加重ＡＲ症状，与ＰＭ２．５的浓度有明显的量效关系。

犘犗４４１

犐犔２３在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鼻窦炎中的表达及作用的研究

宋佳 王海 王哲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４３００３０

目的　探讨ＩＬ２３在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鼻窦炎 （ＣＲＳｗＮＰ）患者鼻、正常人下鼻甲 （Ｃｏｎｔｒｏｌ）

和鼻腔灌洗液的表达，确定ＩＬ２３在ＣＲＳｗＮＰ的表达量及与临床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免疫荧光法对

ＩＬ２３及其受体ＩＬ２３Ｒ在嗜酸性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鼻窦炎 （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和非嗜酸性伴有鼻息肉

的慢性鼻鼻窦炎 （Ｎｏｎ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患者鼻粘膜的表达进行定位；酶联免疫吸附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正

常人、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和Ｎｏｎ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患者鼻腔灌洗液及鼻粘膜ＩＬ１７Ａ、ＩＬ１７Ｆ、ＩＬ２３、ＴＮＦα、

ＩＬ６、ＩＬ１β水平；实时定量ＰＣＲ （ＲＴＰＣＲ）方法检测鼻粘膜局部ＩＬ１７Ａ、ＩＬ１７Ｆ、ＩＬ２３、ＴＮＦα、

ＩＬ６、ＩＬ１β、ＩＬ２３Ｒ，ＬＰＳ （加或不加ａｎｔｉＩＬ２３或ＩＬ２３Ｒ）刺激 ＮＰ组织块体外培养６小时，Ｅｌｉｓａ

检测ＩＬ１７Ａ、ＩＬ１７Ｆ、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１β水平；苏木素伊红染色 （Ｈ＆Ｅ）计数粘膜局部嗜酸性粒

细胞、总炎症细胞数量。统计患者 Ｖａｓ评分、ＣＴ评分、预后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免疫荧光显示

ＩＬ２３主要表达于活化的ＤＣ细胞，除此之外巨噬细胞也有表达，其受体ＩＬ２３Ｒ主要表达于Ｔｈ１７细

胞；在 ｍＲＮＡ 水平ＩＬ１７Ａ、ＩＬ１７Ｆ、ＩＬ２３、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１β在 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 组与 ＮｏｎＥｏｓ

ＣＲＳｗＮＰ组明显升高 （犘＜０．０１）；ＩＬ２３、ＩＬ１７Ａ和ＩＬ１７Ｆ在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组和Ｎｏｎ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

组的灌洗液中较Ｃｏｎｔｒｏｌ组明显升高 （犘＜０．０１）；鼻粘膜ＩＬ２３与患者Ｖａｓ评分、预后正相关 （犘＜

０．０５）；ＬＰＳ刺激ＮＰ组织后，ＩＬ１７Ａ、ＩＬ１７Ｆ、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１β水平明显升高 （犘＜０．０５），然而

当加入了ａｎｔｉＩＬ２３或ＩＬ２３Ｒ后，实验组与对照组没有明显区别。结论　ＩＬ２３可能通过调节ＩＬ１７的

表达从而参与到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鼻窦炎的发病机制，为ＣＲＳｗＮＰ提供了一个新的免疫治疗靶点。

犘犗４４２

广州地区变应性鼻炎与非变应性鼻炎患者临床特征的研究

王玮豪 杨钦泰 黄雪琨 邓慧仪 张革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６１３０００

目的　了解广州地区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和非变应性鼻炎 （Ｎｏ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ＮＡＲ）患者在年龄、性别和发病季节性等方面的特征和差异，并且探讨近１０年两者比例的变化趋势。

方法　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４年我院接诊的５４８６例鼻高反应症状患者分为ＡＲ组和ＮＡＲ组，对两组患者的比

例、年龄、性别和发病季节等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广州地区近１０年ＡＲ与ＮＡＲ的比例无明显变化

趋势 （ｘ２＝２．６０２，犘＝０．１０７）。ＡＲ与ＮＡＲ均以男性患者为主，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ｘ２＝５．４００，

犘＜０．０５）。ＡＲ患者年龄小于ＮＡＲ患年龄 （Ｚ＝－１０．３１８，犘＜０．００１），ＡＲ男性患者发病年龄低于女

性患者 （Ｚ＝－１１．１９２，犘＜０．００１）而 ＮＡＲ发病年龄在性别分布上无明显差异 （Ｚ＝－１．５９８，犘＝

０．１１０）。ＡＲ以青少年为主，ＮＡＲ以中老年为主，随年龄增加出现 ＡＲ患者比例逐渐下降 （９５％ＣＩ＝

－７．２８－２．９８，犘＜０．０１）而ＮＡＲ比例逐渐增加 （９５％ＣＩ＝２．９８－７．２８，犘＜０．０１）的趋势。本地区

ＡＲ在夏季高发，而ＮＡＲ则高发于冬季。结论　广州地区 ＡＲ与ＮＡＲ患者在年龄、性别和发病季节

等临床特征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近１０年两者比例无明显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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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４４３

广州市变应性鼻炎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李春炜１陈德华１钟家涛１林志斌１彭华１卢汉桂１徐睿１陈冬１文卫平１尹佳２李添应１

１．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２．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调查变应性鼻炎的的分类、诊断或治疗、触发因素和危险因素。方法　本课题为横断面研

究，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在广州市居民进行调查。采用分层多级整群抽样的方法。所有受试

者通过面对面采访完成问卷。共有９８９９份采集问卷有效。结果　广州市患病率６．２４％，城镇居民的患

病率较高 （８．３２％），农村地区 （３．４３％）降低。在受试者中，大多数 （８７％）诊断为间歇性变应性鼻

炎，８７％出现中度重度症状。早晨时间，冬季，冷空气是最常见的触发因素。婴儿时期居住地，吸烟，

家庭装修和宠物饲养是发病高危因素。结论　居住地和生活方式影响变应性鼻炎的流行病学。公共健康

政策应向变应性鼻炎的诊治倾斜，并针对局部危险因素制定相应策略。

犘犗４４４

鼻犖犗在慢性鼻黏膜炎症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刘承耀２王向东１，２张媛１张罗１，２

１．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２．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

目的　评估鼻腔ＮＯ浓度测定在鼻黏膜炎症评估中的作用及其与其他炎症指标的相关关系 方法　

以ＥＰＯＳ２００７慢性鼻窦炎的诊断为标准，选取连续的１３１例慢性鼻窦炎 （伴或不伴鼻息肉）患者及２０

例健康成人作为正常对照，进行鼻窦ＣＴ检查、鼻内镜检查、鼻部症状评分等以区别诊断，进行ＳＰＴ、

ｓＩｇＥ、血清嗜酸性粒细胞等检查，探讨不同鼻黏膜炎症状态下鼻ＮＯ浓度在区别诊断及与炎症因子的相

关关系。结果　入组之１３１例患者平均年龄为３８．７±１３．３；诊为慢性鼻炎、慢性鼻窦炎及慢性鼻窦炎

鼻息肉者分别为４３、３４及５４例；研究发现，无论在变应性及非变应性状态下，鼻ＮＯ与鼻窦ＣＴ及鼻

内镜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ｅｙ评分之间都有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犘＝０．０００；犘＝０．０００）；鼻ＮＯ在合并ａｔｏｐｙ

状态及ｎｏｎａｔｏｐｙ者，均表现出明显差异：ＣＲＳｓＮＰ （犘＝０．０１７），ＣＲＳｗＮＰ（犘＝０．０１９）组。然而，

血清中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及所占百分比仅在ｎｏｎａｔｏｐｙ患者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ｒｃｏｕｎｔ＝０．２７９，犘＝

０．００６；ｒ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０．３０３，犘＝０．００２）。ＲＯＣ曲线用于区分不同状态下的鼻黏膜炎症表现出较好的灵

敏度及特异度，特别是在ｎｏｎａｔｏｐｙ患者中。结论　鼻ＮＯ和基于ＥＰＯＳ２００７的鼻窦炎诊断标准契合性

较好，能用于区别诊断不同类型的慢性鼻黏膜炎症，特别是在ｎｏｎａｔｏｐｙ患者中。然而，当将其应用为

慢性鼻黏膜炎症的标志物时，需考虑患者ａｔｏｐｙ状态。

犘犗４４５

犖脱乙酰基酶／犖磺基转移酶基因缺失
对哮喘小鼠嗜酸性粒细胞的影响

汪建 彭华 黄成志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５１００１０

目的　探讨Ｎ脱乙酰基酶／Ｎ磺基转移酶 （Ｎｄｅａｃｅｔｙｌａｓｅ／Ｎｓｕｌｆ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１，ＮＤＳＴ１）缺失对

变应性哮喘小鼠嗜酸性粒细胞的影响。方法　通过鼻腔滴注链格孢菌变应原可建立哮喘模型小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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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ＤＳＴ基因敲除 （ＮＤＳＴＫＯ）和野生型 （ＷＴ）小鼠分别给予鼻腔滴注链格孢菌变应原或者磷酸盐缓

冲液 （ＰＢＳ）。收集四组小鼠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血液、骨髓、肺组织，以及肺支气管引流淋巴结。

比较嗜酸性粒细胞在不同组织中各组的差异。结果　与 ＷＴ小鼠相比，ＮＤＳＴＫＯ小鼠嗜酸性粒细胞在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肺组织、以及支气管肺引流淋巴结含量显著减少 （犘＜０．０１）。ＮＤＳＴＫＯ组小鼠肺

部炎性细胞浸润以及杯状细胞增生显著减轻，血液及骨髓嗜酸性粒细胞比例低于 ＷＴ小鼠。结论　

ＮＤＳＴ基因缺可能在哮喘小鼠的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以及迁移上其重要作用。

犘犗４４６

犐犔１９在小鼠过敏性鼻炎模型中鼻粘膜局部的表达及其意义

王志超 姚银 王男 刘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４３００３０

目的　检测过敏性鼻炎 （ＡＲ）小鼠模型鼻腔局部粘膜ＩＬ１９的表达情况，同时检测ＴＨ１，ＴＨ２以

及鼻腔盥洗液中嗜酸性细胞含量的变化，再进一步分析ＩＬ１９与这些指标的相关性，从而探究ＩＬ１９在

ＡＲ发病中的作用。方法　将３０只Ｃ５７ＢＬ／６雌性小鼠随机分成正常组、ＡＲ组，每组１５只。采用卵清

白蛋白 （ＯＶＡ）腹腔注射全身致敏与鼻腔局部激发的方法制作ＡＲ模型，造模完成后通过免疫组化方

法检测鼻腔局部ＩＬ１９的表达情况，以及通过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和ＥＬＩＳＡ检测ＩＬ１９、ＴＨ１、ＴＨ２以及

ＴＨ１７反应的相关的细胞因子水平。根据实验结果进行相关性统计学分析。结果　１．相对正常组，ＡＲ

组鼻腔粘膜中ＩＬ１９阳性细胞数目明显增多，ｍＲＮＡ水平也是增高的，以及鼻粘膜局部ＲＯＲγｔ，ＩＬ－

１７Ａ，ＩＬ１７Ｆ，ＩＬ１９，ＴＨ１７细胞的相关分子的 ｍＲＮＡ相对表达水平相比于正常组也是增加的，且具

有统计学意义。而在鼻腔灌洗液中，ＴＨ１７细胞 （ＣＤ４＋ＩＬ１７＋）与正常组也有明显统计学差别。２．

在ＡＲ组中，鼻腔灌洗液中的细胞计数显示其总炎性细胞个数 （１．６×１０６个／ｍｌ）嗜酸性粒细胞数

（０．９×１０６个／ｍｌ）和淋巴细胞计 （０．７×１０６个／ｍｌ），与正常组相比，有明显统计学差别。３．鼻粘膜局

部ＩＬ５以及ＩＬ１３的 ｍＲＮＡ水平相对于正常组有明显统计学差别 （犘＜０．０５）。４．通过统计学分析，

ＩＬ１９和ＲＯＲγｔ、ＴＨ２以及ＴＨ１７之间是明显正相关的。结论　ＡＲ模型中粘膜局部ＩＬ１９表达是增多

的，而且ＩＬ１９与ＴＨ２以及ＴＨ１７之间是明显正相关的，说明ＩＬ１９很可能参与了过敏性鼻炎的发病

过程，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犘犗４４７

鼻息肉中犖犜犛的表达及其与疾病相关性的研究

王海 宋佳 王哲争 刘争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４３００３０

目的　明确神经紧张素ＮＴＳ （ｎｅｕｒｏｔｅｎｓｉｎ）在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鼻窦炎 （ＣＲＳｗＮＰ）患者鼻、

正常人下鼻甲 （Ｃｏｎｔｒｏｌ）中的表达，探讨与临床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免疫组化法对ＮＴＳ及其下游分

子 ＨＩＦ１ａ及ＶＥＧＦ在嗜酸性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鼻窦炎 （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和非嗜酸性伴有鼻息肉的

慢性鼻鼻窦炎 （Ｎｏｎ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患者鼻粘膜的表达进行定位；实时定量ＰＣＲ （ＲＴＰＣＲ）方法检

测鼻粘膜局部ＮＴＳ、ＶＥＧＦ、ＨＩＦ１ａ在三组之间的表达情况，苏木素伊红染色 （Ｈ ＆Ｅ）计数粘膜局

部新生血管。统计患者Ｖａｓ评分、ＣＴ评分、预后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免疫组化结果分析ＳＴＩＮＧ

在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组较Ｎｏｎ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组以及Ｃｏｎｔｒｏｌ组明显下降 （犘＜０．０１）且主要表达于巨噬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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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ＲＴＰＣＲ证实这一结果；相对于正常对照组以及 ＮｏｎＥｏｓＣＲＳｗＮＰ组，ＶＥＧＦ、ＨＩＦ１ａ在Ｅｏ

ｓＣＲＳｗＮＰ组明显增加。并且ＶＥＧＦ以及 ＨＩＦ１ａ水平与ＮＴＳ表达水平成正相关 （犘＜０．０５）；患者嗜

酸性粒细胞息肉血管计数与ＮＴＳ正相关 （犘＜０．０５）。鼻粘膜ＮＴＳ与患者Ｖａｓ评分、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ｅｙ正

相关 （犘＜０．０５）。结论　ＮＴＳ可能参与伴有鼻息肉患者特别是嗜酸性粒细胞型的组织重塑，因而参与

鼻息肉的发病机制，为ＣＲＳｗＮＰ提供了一个新的免疫治疗靶点。

犘犗４４８

犻犖犓犜细胞在犃犚患者外周血中的表达变化

葛唱 陈冬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１２１００１

目的　比较ＡＲ （变应性鼻炎）组和ＤＮＳ （单纯鼻中隔偏曲）组的患者外周血ＣＤ３＋ＴＣＲＶα２４＋

ｉＮＫＴ细胞频率；及ＣＤ３＋ＴＣＲＶα２４＋ｉＮＫＴ细胞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ＤＮ）３个亚群比例，研

究ｉＮＫＴ细胞在变应性鼻炎患者外周血中的表达变化及鉴定变应性鼻炎患者外周血中ｉＮＫＴ细胞优势细

胞亚群。方法　变应性鼻炎 （ＡＲ组）和单纯鼻中隔偏曲 （ＤＮＳ组）患者各３０例，采集外周血，分离

单个核细胞 （ＰＢＭＣｓ），对其表面分子ＣＤ３、ＴＣＲＶα２４，ＣＤ４，ＣＤ８进行标记，流式细胞仪分析检测

ｉＮＫＴ细胞在受试者外周血中的表达情况和鉴定ｉＮＫＴ细胞优势亚群进行。结果　１、外周血ＣＤ３＋

ＴＣＲＶα２４＋ｉＮＫＴ细胞频率在 ＡＲ组及ＤＮＳ组分别为０．４８６３％±０．０８７４％ 及０．４４５１％±０．０６０３％。

２、外周血中ＡＲ组ＣＤ４＋，ＣＤ８＋，ＤＮ３个亚群的频率分别为７６．３２％±１０．２４％，１２．７１％±４．３４％及

１１．０８％±６．２９％；ＤＮＳ组为６０．７９％±９．０４％，１３．８１％±５．５６％及２５．５６％±６．４５％。结论　１、

ｉＮＫＴ细胞在ＡＲ组患者外周血表达较ＤＮＳ组为高，可能参与变应性鼻炎的发病机制。２、在ＡＲ患者

外周血中ｉＮＫＴ细胞以ＣＤ４＋为优势亚群，功能上发挥类似Ｔｈ２细胞作用。

犘犗４４９

盐酸氮卓斯汀与布地奈德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观察

谭聪明 龚龙岗 罗艳 刘文军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附属红会医院７１００５４

目的　比较盐酸氮卓斯汀与布地奈德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１００例过敏性鼻

炎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Ａ组 （５５例）和Ｂ组 （４５例）。Ａ组患者给予盐酸氮卓斯汀鼻喷雾剂，每

鼻孔１喷，ｂｉｄ，于晨起和睡前给药；Ｂ组患者给予布地奈德鼻喷雾剂，每鼻孔２喷，ｑｄ，于晨起给药。

两组患者疗程均为４周。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的症状与体征评分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症状与体征评分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症状与体征评分均显著低于同组治疗前，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Ａ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５．５％，Ｂ组患者为１９．５％，Ａ组显著低于Ｂ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盐酸

氮卓斯汀与布地奈德治疗变应性鼻炎均具有显著疗效，但盐酸氮卓斯汀安全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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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４５０

北京市某医院变应性结膜炎患者门诊量与空气污染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龙琴 王静怡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探讨北京市春季空气污染特性与变应性结膜炎门诊量的相关性。方法　于北京市环境保护监

测中心收集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５月北京市日均空气污染状态的主要指标，具体包括：颗粒物 （ＰＭ２．５、

ＰＭ１０）、ＳＯ２、ＮＯ２的浓度，采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信息系统，以 “变应性结膜炎”为搜索项，统计

符合该诊断的患者人数。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版进行统计分析，空气污染指标和就诊人数比较采用计量资料

非参数检验，日均空气污染各项指标与变应性结膜炎日就诊人数的相关性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

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２０１６年３月、４月、５月相比，ＰＭ２．５、ＰＭ１０、ＳＯ２、ＮＯ２

的平均浓度差异显著 （犘＜０．０５），３月的ＰＭ２．５、ＰＭ１０、ＳＯ２、ＮＯ２平均浓度高于５月 （Ｐ均＜

０．０５）；３月至５月平均每日变应性结膜炎门诊量无统计学差异 （Ｐ均＞０．０５）。相关分析发现，ＰＭ２．５

和ＰＭ１０的日均浓度与变应性结膜炎门诊量呈正相关 （犘＜０．０５），ＳＯ２、ＮＯ２日均浓度与变应性结膜

炎门诊量无明显相关性 （犘＞０．０５）。结论　北京市春季变应性结膜炎门诊就诊量受当日空气污染特征影

响，空气污染物中的ＰＭ２．５和ＰＭ１０可能增加变应性结膜炎发生的危险性，其浓度与变应性结膜炎的

就诊人数存在正相关性。

犘犗４５１

经鼻内镜泪囊鼻腔吻合术４５例分析

陈晓栋 石照辉 陈福权 薛涛 乔莉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探讨经鼻内镜泪囊鼻腔吻合术的手术技巧、术后处理和临床效果。方法　回顾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我科由作者本人完成的经鼻内镜泪囊鼻腔吻合术患者４５例，并对术中采用的吻合泪囊瓣

的方法、术后处理及术后效果进行分析和讨论。结果　术中采用银夹进行泪囊瓣固定的患者３５例，使

用可吸收线缝合固定泪囊瓣的患者５例，采用楔形小块高分子固定泪囊瓣的患者２例，采用纳西棉固定

泪囊瓣的患者３例。２例患者术后出现吻合口狭窄，１例患者采用银夹的方法固定泪囊瓣，１例患者使

用楔形小块高分子固定泪囊瓣，手术成功率９５．６％。结论　经鼻内镜泪囊鼻腔吻合术是治疗慢性泪囊

炎良好手段，妥善的处理泪囊瓣以及合理细致的术后局部处理，符合鼻腔生理功能恢复，可以最大程度

的避免和减少局部瘢痕增生和骨炎的反应，提高经鼻内镜泪囊鼻腔吻合术的手术效果。

犘犗４５２

他克莫司滴眼液治疗顽固性春季角结膜炎疗效分析

龙琴 阳雪 王静怡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眼科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评估他克莫司滴眼液治疗顽固性春季角结膜炎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１０

例 （２０眼）春季角结膜炎患者，纳入标准为病程中已使用除他克莫司滴眼液之外的抗过敏眼药、糖皮

质激素眼药及环孢素眼药而疗效不佳的顽固性病例。停用既往眼药后，患者使用０．１％他克莫司滴眼液

２次／日，观察用药后１周、２周及４周眼部症状及体征，以评分方式进行评估并统计分析，并记录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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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结果　患者年龄平均９．７±３．９岁 （５１７岁），春季角结膜炎病史４．２±１．８年。临床症状评估包

括眼痒、眼红、畏光、异物感和分泌物。临床体征评估包括睑结膜充血、肿胀、滤泡、乳头、巨大乳

头；球结膜充血、水肿；角膜缘Ｆｒａｎｔａｓ结节和肿胀；角膜上皮。经他克莫司滴眼液治疗，用药１周、

２周所有指标评分与用药前相比均降低 （Ｐ均＜０．０５），用药２周和用药１周相比，眼痒、眼红、结膜乳

头等指标评分仍有改善 （犘＜０．０５），用药４周和用药２周相比，除眼红和睑结膜乳头外，其余指标相

比无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治疗期间１例患者诉点药后刺激感，无其它不良反应发生。结论　０．１％

他克莫司滴眼液对顽固性春季角结膜炎具有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长期研究仍需进行。

犘犗４５３

高原地区变态反应性咽炎３６例病例分析

蔡国遇１杜怀栋２余洪猛２

１．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２．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　探讨高原地区变态反应性咽炎的过敏原组成和治疗。方法　对于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

月就诊于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表现为咽干、咽痒、咳嗽，无咽痛、发热、咳浓痰等症状的患者，检查排

除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急性扁桃体炎。并愿意接受血清过敏原和总ＩｇＥ检测的５２例患者进行检

测。并给予相应治疗。结果　所有病例中，３６例血清总ＩｇＥ升高，２７例 （７５％）为尘螨 （＋），１２例

（３３．３％）花粉 （＋），７例 （１９．４％）牛肉 （＋）。３例 （８．３％）鸡蛋 （＋）。１６例血清总ＩｇＥ没有升

高。对所有血清总ＩｇＥ升高的３６例患者给予抗组胺药＋抗白三烯药物治疗，症状均好转。对于血清

ＩｇＥ没有升高的１６例患者给予同样的治疗，症状好转不明显。结论　高原地区变态反应性咽炎的过敏

原以尘螨和花粉为主，对于症状表现为咽干、咽痒、咳嗽的患者，在给予治疗前应该进行血清总ＩｇＥ和

过敏原检测，只有对血清ＩｇＥ升高、并且有明确过敏原的患者，给予抗过敏治疗才是安全有效的。

犘犗４５４

过敏性和非过敏鼻炎的手术干预 ———系统评价与 犕犲狋犪分析

龚霄阳 程雷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２１００２９

目的　应用系统评价和 Ｍｅｔａ分析，比较手术干预对于ＡＲ和ＮＡＲ长期疗效的差异，并比较手术

干预和药物治疗对于改善ＡＲ患者鼻部症状和鼻功能的疗效差异。方法　计算机检索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

Ｍｅｄｌｉｎｅ数据库和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图书馆数据库，筛选相关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临床对照研究和历史对

照研究，利用ＲｅｖｉｅｗＭａｎａｇｅｒ５．３软件进行异质性分析和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本文检索了１９６０年１月

至２０１５年４月发表的２９１７篇相关文献，经过筛选和评价，最后纳入６篇、共７项 （８５９例患者）前瞻

性随机对照研究和临床对照研究。Ｍｅｔａ分析显示：下鼻甲成形术对于ＡＲ和ＮＡＲ患者１～３年长期疗

效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ＯＲ＝１．２４，９５％ＣＩ＝０．２１～７．２８，Ｐ＝０．８１）；与药物治疗相比较，下鼻甲成

形术对ＡＲ患者鼻塞症状 （ＷＭＤ＝３．０３，９５％ＣＩ＝０．７８～２．０２，犘＜０．００００１）及鼻阻力 （ＷＭＤ＝

０．１５，９５％ＣＩ＝０．１２～０．１９，犘＜０．００００１）的改善有明显优势；而对于鼻痒、流涕和喷嚏症状，手术

干预与药物治疗效果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下鼻甲成形术对于ＡＲ和ＮＡＲ患者

的术后长期疗效无显著差异。对于ＡＲ患者，下鼻甲成形术较药物治疗能更有效地降低鼻腔阻力，改善

鼻塞，但对鼻痒、流涕及喷嚏症状的改善并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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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４５５

犃犜犘下鼻甲注射治疗常年性变应性鼻炎

许雄伟 王佳蓉 高锦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３６２０００

目的　观察ＡＴＰ注射液下鼻甲粘膜下注射治疗常年性变应性鼻炎的疗效。方法　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２

年对２５０例常年性变应性鼻炎患者采用双下鼻甲粘膜下注射ＡＴＰ０．５１ｍｌ，进行治疗 （注射时需注意引

起迷走反射致心率变慢），每周一次，连续４周为一疗程，使用两个疗程，随访２年，总结其疗效。结

果　２５０例，失随访３５例，２１５例随访２年总有效率８３．７％，其中显效１３０例 （６０．５％），有效５０例

（２３．２％），无效３５例 （１６．３％）。结论　ＡＴＰ注射液双下鼻甲粘膜下注射对常年性变应性鼻炎有较好

的疗效，且经济、简便、安全。

犘犗４５６

变应性鼻炎与非变应性鼻炎患者变应原鼻激发试验比较

胡秋蓉 朱政 李靖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比较变应性鼻炎与非变应性鼻炎患者屋尘螨鼻激发试验的反应性，症状评分及激发前后鼻阻

力与鼻部ＶＡＳ评分的变化。方法　对诊断明确对变应性鼻炎和非变应性鼻炎患者，其中变应性鼻炎患

者主要对屋尘螨变应原敏感，非变应性鼻炎患者变应原皮肤点刺和特异性／总ＩｇＥ阴性，进行屋尘螨变

应原鼻激发试验，通过测量鼻阻力和鼻部症状评分的改变，比较两者反应的差异。结果　纳入变应性鼻

炎患者１５例 （８／７，３２．９±８．２Ｙ），非变应性鼻炎患者１０例 （４／６，３８．４±１２．６Ｙ）。变应性鼻炎组屋尘

螨特异性ＩｇＥ２８．４５±２８．７１ｋｕ／ｌ，总ＩｇＥ３６５．０１±３６６．４０ｋｕ／ｌ；鼻灌洗液嗜酸性粒细胞比例５７．９±

２９．４％；屋尘螨鼻激发阳性率９３．３％，症状评分２．２７±１．４４，鼻激发前鼻 ＶＡＳ评分６．２９±６．３２，鼻

激发后鼻 ＶＡＳ评分１５．４７±９．０９；鼻激发前双侧总鼻阻力０．２１±０．０６，鼻激发后总鼻阻力０．４０±

０．２０，前后阻力变化率为８９．５９±６１．７３。非变应性鼻炎组屋尘螨特异性ＩｇＥ０．０６±０．０８ｋｕ／ｌ，总ＩｇＥ

６５．５１±５９．９８ｋｕ／ｌ；鼻灌洗液嗜酸性粒细胞比例５１．２±４０．９％；屋尘螨鼻激发阳性率４０％，症状评分

０．５０±０．９７，鼻激发前鼻ＶＡＳ评分２．８６±２．９１，鼻激发后ＶＡＳ评分４．１１±４．９６；鼻激发前双侧总鼻

阻力０．１９±０．０３，鼻激发后总鼻阻力０．２７±０．０８，前后阻力变化率为４２．２６±３１．３２。鼻激发试验均未

见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变应原鼻激发后变应性和非变应性鼻炎患者鼻阻力及鼻部症状均增加，变应性

鼻炎组较非变应性鼻炎组增加更明显。非变应性鼻炎组阳性者需进一步与局部变应性鼻炎鉴别。

犘犗４５７

合并过敏症状的慢性鼻窦炎术中联合应用
鼻后外侧神经切断术的效果研究

石照辉 乔莉 陈晓栋 李晓媛 陈福权 薛涛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７１００３２

目的　超过３０％的ＣＲＳ患者伴有过敏性鼻炎或有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本研究探讨在伴有过敏症状

的ＣＲＳ患者中联合应用鼻后外侧神经切断术对于过敏症状的严重度，鼻腔症状和生活质量的影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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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于鼻窦炎术后症状改善的评价。方法　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纳入标准，１．伴或不伴有鼻息

肉的ＣＲＳ患者，药物治疗无效或效果不佳，无手术史；２．伴有过敏性鼻炎的症状，鼻痒，流涕，打喷

嚏，鼻塞中２项及２项以上，且ＶＡＳ评分在５分及５分以上；３．过敏原检查结果阳性或阴性；４．排除

肿瘤，异物，纤毛不动综合征和自身免疫性疾病。ＦＥＳＳ手术，同时行鼻腔后外侧神经加筛前神经切

断。术后常规的药物治疗和随访，采用泪液分泌试验 （Ｓｃｈｉｒｍｅｒ′ｓｔｅｓｔ）检查和眼表疾病指数 （ｏｃｕｌａ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ＯＳＤＩ）评估手术前后眼结膜和泪液功能，采用４个鼻炎症状的 ＶＡＳ评分，ＡＲ

生活质量评分 （ＥＳＰＲＩＮＴ１５），ＳＮＯＴ２０，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评估手术前，手术后２周，１个月，３个月，

６个月，１２个月症状和鼻内镜的变化。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ｅｙ术后６个月和１２个月评估患者ＣＴ变化。结果　

接受鼻后外侧神经切断的ＣＲＳ患者共３１例，选同期具有类似症状的ＣＲＳ患者但却没有进行鼻后外侧

神经切断的患者３５例作为对照。随访时间６３８个月，平均１３．７月。两组患者的术后鼻痒，打喷嚏，

流清涕的症状改善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１），鼻阻改善无明显差异 （犘＞０．０５）；术后一个月使用鼻后

外侧神经切断的患者中２６例 （８３．８％）症状缓解；在前三个月鼻后外侧神经切断组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评

分与对照组相比下降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５）。ＣＴ评分两组无显著性差异。但鼻后外侧神经切断组术

后鼻喷激素的使用时间 （平均７．４周）明显短于对照组 （平均１３．９周）。以特异性ＩｇＥ是否大于

１００ＩＵ／ｍｌ分组，两组间症状的缓解无显著性差异。此外两组患者的 ＯＳＤＩ手术前后没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５）。无术后并发症。结论　对于伴有过敏症状的ＣＲＳ患者，手术同时使用鼻后外侧神经切断可

以明显患者的鼻痒，打喷嚏和流涕症状，减少术后鼻喷激素的使用量，而且与过敏原是否存在无关。疗

效安全可靠。但需要长期随访观察长期疗效。

犘犗４５８

西宁地区变应性鼻炎吸入性变应原检测分析

袁芳 甘青 王晨霞

青海省人民医院８１０００７

目的　检测西宁地区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患者主要吸入性变应原的分布情况，为临

床诊断、治疗及预防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１０种吸入性变应原对３２６例疑似ＡＲ的患者进行血清特异

性ＩｇＥ检测，分析西宁地区ＡＲ患者吸入性变应原分布特点。结果　３２６例患者中２４２例 （７４．２％）血

清特异性ＩｇＥ呈阳性，西宁地区居前三位的变应原分别是艾蒿、螨组合 （屋尘螨／粉尘螨）、树组合 （柳

树／杨树／榆树）．螨虫组合变应原阳性率未成年组明显高于成年组，差异有显著性 （Ｘ２)６．０３，犘＜

０．０５）。变应原阳性率４９月明显高于１０３月。艾蒿变应原阳性率在７９月明显高于其他月份，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Ｘ２)３７．００，犘＜０．０５）。而树组合在４６月明显高于其他月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Ｘ２

)３１．２０，犘＜０．０５）。螨虫组合在不同月份变应原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西宁

地区ＡＲ患者的主要吸入性致敏原为艾蒿、螨组合 （屋尘螨和粉尘螨）和树组合 （柳树／杨树／榆树），

４—９月是西宁地区ＡＲ的高发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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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犗４５９

变应性鼻炎患者免疫治疗的依从性调查

熊俊伟１曾丹２李兵３周维康２高明华１莫海兰１罗锐１李晓晓１

１．重庆市人民医院 （三院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２．重庆市人民医院 （三院院区）过敏反应科；３．重庆医科大学

目的　调查变应性鼻炎患者行免疫治疗的依从性，分析依从性不高的原因，探索提高免疫治疗依从

性的措施。方法　选取我院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间，确诊变应性鼻炎且明确过敏源后行脱敏治疗

患者１２０例，其中，行舌下免疫治疗７４例 （成人４０例，儿童３４例），皮下免疫治疗４６例 （成人３５

例，儿童１１例），随访时间９１８个月，统计各种原因治疗终止人数，分析影响依从性原因。结果　舌

下免疫组，３月以内放弃者１４例，６月以内放弃者２３例，９月以内放弃者２９例。放弃原因：感觉费用

较高者分别为６例，７例，１０例；不能坚持每天用药者分别为３例，６例，８例；自感症状改善而放弃

者分别为：２例，４例，７例；对症状改善不满意者分别为３例，６例，４例。皮下免疫组，３月以内放

弃者８例，６月以内放弃者１３例，９月以内放弃者１８例。放弃原因，感觉费用较高者分别为３例，４

例，６例；不能坚持到医院点刺脱敏者分别为２例，４例，６例；自感症状改善而放弃者分别为：２例，

３例，４例；对症状改善不满意者分别为１例，２例，２例。结论　免疫治疗和依从性主要与费用、时

间、效果相关，一方面要加大科普宣传，促进对免疫治疗的认识，一方面要尽量开发经济型药品并推动

医保等相关医疗卫生扶助政策跟进。

犘犗４６０

不同光照剂量的犘犇犜对鼻粘膜组织结构损伤的研究

王珊珊１黄永望１阴慧娟２高晓薇１欧阳杰１刘学兵１

１．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科；２．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目的　探讨正常鼻腔粘膜对光动力疗法 （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ＤＴ）的反应性改变，及不同光

照剂量的ＰＤＴ对正常兔鼻粘膜的损伤，为ＰＤＴ在鼻腔内的应用寻找安全的剂量，并为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的治疗做前期研究。方法　取２４只新西兰白兔，随机均分为正常对照组Ａ、

１００ｍＷ照射组Ｂ、２００ｍＷ照射组Ｃ、４００ｍＷ 照射组Ｄ，分别于处理后第１、３、７、１４、２１、２８天取４

组兔同一部位鼻粘膜，在光镜和透射电镜下观察鼻腔黏膜的组织形态学变化，观察三种速激肽类即Ｐ

物质 （ＳＰ）、神经激肽Ａ （ＮＫＡ）及神经激肽Ｂ （ＮＫＢ）神经纤维的损伤情况。结果　Ｂ、Ｃ、Ｄ三组

兔ＰＤＴ干预后，第１、３天可见鼻黏膜出现严重炎性反应，损伤至基底层，黏膜组织结构排列混乱，部

分纤毛变短、畸形或缺失，各细胞器损伤明显；第７、１４、２１天时，Ｂ、Ｃ两组兔可见纤毛细胞、柱状

细胞及杯状细胞再生现象，基底细胞及固有层腺体增生，且腺体可见分泌现象；与此同时，Ｄ组兔呈中

度炎症反应，基底细胞及固有层腺体未见明显增生。第２８天时，Ｂ、Ｃ两组兔鼻黏膜重新覆盖纤毛柱状

上皮，有少量微绒毛，杯状细胞内出现黏原颗粒，Ｄ组兔鼻粘膜纤毛畸形、缺失，未出现明显恢复的迹

象。各阶段Ｂ、Ｃ、Ｄ三组兔鼻黏膜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三种神经肽均未表达。结论　ＰＤＴ光照剂量

在１００ｍＷ～２００ｍＷ 之间时，其在鼻腔内的应用是安全的，兔的正常鼻腔黏膜经过合适剂量 （低于

４００ｍｗ）ＰＤＴ干预后会出现可恢复性损伤，１周后鼻黏膜开始自行修复，约４周时除所观察的神经末

梢外的其他结构和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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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０１

中西医联合治疗变应性鼻炎的方法及疗效观察

王盼盼

成都中医药大学６１００７５

目的　探讨中西医联合治疗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的方法及疗效。方法　对７４例肺

气虚寒型ＡＲ患者进行糠酸莫米松鼻喷剂５０ｕｇ，２次／ｄ，喷鼻，持续２周；小青龙汤，１００ｍｌ，３次／ｄ

，口服，持续２周；如症状明显缓解停用糠酸莫米松鼻喷剂，继续予小青龙汤，１００ｍｌ，２次／ｄ，口

服，维持治疗２周，分别于治疗１周、２周、４周和８周通过视觉模拟量表 （ＶＡＳ）及鼻眼结膜相关生

活质量问卷调查量表 （ＲＱＬＱ）衡量ＡＲ患者的症状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结果　治疗１周、２周、４

周、８周总有效率分别为７２．５％、８４．３％、８６．８％、８７．１％。结论　中西联合治疗可明显改善ＡＲ患者

的症状和体征。

犘犝００２

小青龙汤合温针灸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王盼盼

成都中医药大学６１００７５

目的　观察小青龙汤配合温针灸治疗肺气虚寒型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的疗效。方法　采用随机

对照方法将１５３例符合纳入标准的肺气虚寒型ＡＲ患者，随机分为小青龙汤组，小青龙合温针灸组及西

药组各５１例，各组以小青龙汤、小青龙汤合温针灸、西药阶梯化治疗４周，以视觉模拟量表 （ＶＡＳ）

及鼻眼结膜相关生活质量问卷调查量表 （ＲＱＬＱ）衡量ＡＲ患者的症状及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结果　组

内对照比较结果显示，各组ＶＡＳ、ＲＱＬＱ评分在治疗前及治疗后１２周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治疗后１２周，组间ＶＡＳ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但ＲＱＬＱ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犘＜０．０５）。三组均无严重不良反应事件发生。结论　小青龙汤、小青龙汤合温针灸及西药的阶

梯化治疗均有利于改善ＡＲ患者症状及生活质量。临床实践中可根据患者的病情和证型，选用多学科指

导下的科学系统序贯的个体化治疗。

犘犝００３

中草药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研究

王盼盼

成都中医药大学６１００７５

目的　探讨中草药治疗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的机制及有效性。方法　通过检索

ｃｎｋｉ、万方资源、维普、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对１９９５以来发表的中草药治疗ＡＲ的中英文相关文献进行检

索，从中医理论、动物实验、临床研究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归纳总结。结果　中草药可减轻ＡＲ的免疫

—７６３—



反应，改善ＡＲ患者的症状。结论　中草药通过参与调节过敏原的合成、参与免疫炎症介子的代谢过

程，能够多位点的参与过敏原的反应应答从而减轻ＡＲ的免疫反应，改善ＡＲ患者的症状，对ＡＲ的临

床治疗具有很大的优势。

犘犝００４

中医外治法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盼盼

成都中医药大学６１００７５

目的　综述近年来中医外治法对于变应性鼻炎的现代研究进展。方法　通过主要以中医外治法为主

的治疗方法，包括：针刺、艾灸、拔罐、穴位贴敷、自注血液疗法、中药滴鼻、耳穴贴压、穴位埋线等

治疗方法来进行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相关研究。结果　得出近些年来关于以中医外治法为主要手段的治疗

方法应用广泛并且被认可。结论　中医外治法对于变应性鼻炎疗效显著。

犘犝００５

化瘀益肾汤治疗紫癜性肾炎３１９例疗效分析

魏萍１祁志强２魏留恩２

１．临汾市尧都区中医皮肤病医院 ；２．临汾尧都魏留恩诊所

目的　为寻求中药治疗紫癜性肾炎的有效方法，我们自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４年采用自拟中药方剂 “化瘀

益肾汤”治疗３１９例紫癜性肾炎，观察探讨其疗效。方法　对确诊的紫癜性肾炎全部采用 “化瘀益肾

汤”治疗，本方由：大黄１２ｇ、赤芍１２ｇ、丹皮１２ｇ、鸡血藤２０ｇ、益母草２０ｇ、生地２０ｇ、旱莲草２０ｇ、

女贞子３０ｇ、黄芪３０ｇ、太子参１５ｇ、甘草９ｇ组成。１５周岁以上者每天一剂，水煎三遍混合，分四次饭

前服，一次２５０—３５０ｍｌ；９至１４岁者减半量，６至８岁者１／３量。结果　共治疗３１９例，痊愈２５５例

占７９．９４％；显效１０例占３．１３％，有效３３例占１０．３５％，总有效２９８例为９３．４２％，无效２１例为

６．５８％。结论：中医认为本病为感受外邪、毒邪伤正、侵入营血、损伤血络、络伤血瘀；邪盛脾气虚、

脾不统血、气血失统、血不归经或瘀阻脉络、血不循经、溢于脉外，出现 “肌衄”、“斑疹”等症，邪毒

循经下侵于肾经，损伤脉络、发为血尿，或脾气虚损，后天生化不足，不能滋养先天之肾气，肾气不

足、气化失常引起 “蛋白尿”、“管型尿”。故治疗以化瘀通络、补气益肾、逐瘀生新、养气行血为主。

本方采用大黄、丹皮、赤芍、鸡血藤、益母草活血化瘀、凉血止血、逐瘀生新、养气行血为主。现代药

理研究证实大黄有抗炎、降低尿素氮、肌酐、减少尿蛋白，有治疗血尿、便血、衄血、吐血作用，抑制

肾小球系膜细胞的增殖，对免疫和活血止血有双向调节作用。益母草对肾炎有一定疗效。旱莲草、女贞

子、生地补肾益气养血、能消除肾血管炎症恢复肾气化功能。黄芪、太子参补气健脾排毒益肾，临床早

就证明有消除蛋白尿的作用，与甘草合用有增强免疫力、解毒之功，全方共奏活血化瘀、活血凉血、行

气通络、逐瘀生新、养气行血、益气养肾之功，对消除过敏性血管炎、改善肾脏微循环、促进毛细血管

炎症修复，达到祛除瘀阻、通畅血络，使气血归经、气行血行、气化正常，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脆

性、抗炎修复肾损伤，消除血尿、蛋白尿、管型尿及临床症状，使肾脏康复、临床愈合。结果　证明

３１９例全愈２５５例达７９．９４％，总有效２９８例达９３．４２％，是治疗紫癜肾炎的有效中药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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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０６

补脾益气中药对哮喘大鼠气道炎症调节作用的实验研究

魏庆宇 朱晓明 李全生 江盛学 李欣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探讨中药复方治疗哮喘的机理，筛选出确实有效的方药。方法　主要研究内容有：１、根据

中医学脾虚证的病因发病学理论和卵蛋白 （ＯＡ）致哮喘经典动物模型建立的方法，在应用复合因素建

立脾虚证模型的基础上，首次塑造出大鼠哮喘模型和大鼠脾虚哮喘模型。２、观察了补脾益气方药对本

模型动物下列指标的作用：呼吸功能：呼吸频率和潮气量；炎症细胞：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细胞总数及

细胞分类；血浆和／或ＢＡＬＦ中细胞因子，包括内皮素１ （ＥＴ１）、一氧化氮 （ＮＯ）、粒细胞巨噬细胞

集落刺激因子 （ＧＭＣＳＦ）、肿瘤坏死因子 （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ＩＬ４）、干扰素 （ＩＦＮγ）、白细胞

介素５ （ＩＬ５）、可溶性可溶性白细胞介素２受体 （ｓＩＬ２Ｒ）；红细胞、血浆和 ＢＡＬＦ中磷脂酶 Ａ２

（ＰＬＡ２）的变化。血浆和／ＢＡＬＦ中ＩｇＥ含量的变化；肺组织细胞间粘附分子 （ＩＣＡＭ１）的表达。结果

　补脾益气方药能显著地改善哮喘大鼠的呼吸功能；显著地降低哮喘大鼠ＢＡＬＦ中的细胞总数和嗜酸

性粒细胞计数 （均Ｐ 〈０．０１〉；显著降低哮喘大鼠ＢＡＬＦ中ＩＬ５和ＧＭＣＳＦ的含量 （Ｐ 〈０．０１〉；显著

降低哮喘大鼠血浆和ＢＡＬＦ中 ＮＯ和ＥＴ１含量 （Ｐ 〈０．０１〉；降低哮喘大鼠ＢＡＬＦ中ＩＬ４、ＴＮＦα、

ｓＩＬ２Ｒ的含量 （Ｐ 〈０．０５〉；显著下调哮喘大鼠肺组织上皮细胞ＩＣＡＭ１表达 （Ｐ 〈０．０１〉；显著升高哮

喘大鼠血浆和ＢＡＬＦ中ＩＦＮγ的含量 （Ｐ 〈０．０１〉；显著降低哮喘大鼠红细胞和ＢＡＬＦ中ＰＬＡ２ （Ｐ

〈０．０１〉；显著降低哮喘大鼠血浆和ＢＡＬＦ中ＩＬ４和ＩｇＥ的含量 （Ｐ 〈０．０１〉。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补

脾益气中药能有效防治支气管哮喘，其疗效优于西药酮替酚。其机理可能是：⑴通过抑制ＩｇＥ的合成，

使气道处于较稳定的状态。⑵通过调节细胞因子网络中某些细胞因子水平升高或降低及炎症细胞的浸

润，抑制气道炎症反应。⑶通过降低ＰＬＡ２活性的升高，抑制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生炎症介质的过程。⑷

通过抑制肺组织上皮细胞ＩＣＡＭ１的表达，减少炎症细胞的粘附、聚集、趋化和游走，阻止炎症细胞的

跨内膜转移，从而达到防治哮喘的目的。

犘犝００７

补脾益气中药联合特异性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疗效

魏庆宇 朱晓明 叶晶 李全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探讨中药联合特异性免疫治疗在尘螨变应性鼻炎中的作用，为治疗提供依据。材料与方法　

对门诊１２０例尘螨变应性鼻炎患者 （儿童由家长）采用病例对照的方法，比较经过口服补脾益气中药联

合皮下注射特异性免疫治疗和单纯应用特异性免疫治疗前后症状体征评分、皮肤试验结果、血清特异性

ＩｇＥ和总ＩｇＥ含量变化。结果　经过一年的治疗后，联合治疗组总有效率为８３．９％，ＳＩＴ组总有效率为

７８．７％；联合治疗组患者的症状和体征积分变化更明显。与ＳＩＴ组相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１）。

两组患者的治疗前后皮肤实验结果无显著性差异。血清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及总ＩｇＥ （ＴＩｇＥ）含量两组

治疗前后均无明显差异但与治疗前相比有下降趋势，其中联合治疗组下降趋势更明显，与ＳＩＴ组相比

差异有显著性 （犘＜０．０５）。在总共４８９０次注射中出现４６９例次局部不良反应，未出现严重全身不良反

应，其中联合组低于单纯ＳＩＴ组。结论　补脾益气中药与特异性免疫治疗联合应用能够明显提高了尘

螨变应性鼻炎ＳＩＴ的疗效，且安全可靠，毒副作用小，患者依从性高，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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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０８

常规治疗配合穴位贴敷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观察

李全生 江盛学 魏庆宇 朱晓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观察穴位敷贴配合常规疗法对支气管哮喘患者临床疗效的优越性。方法　２６０例患者随机分

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１３０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穴位敷贴治疗，敷贴大椎穴、双侧肺俞穴、

双侧膏肓穴及天突穴，分别在三伏天的一伏、二伏、三伏的第１天以及三九天的一九、二九、三九的

第１天进行穴位敷贴，每次贴２～４ｈ，连续贴３天为１个疗程。对照组１３０例给予常规药物治疗。结果

　治疗组临床控制 ７４ 例 （５６．９２％），显效３２例 （２４．６２％），有效１５例 （１１．５４％），无效９例

（６．９２％），总有效率为９３．０８％％；对照组临床控制５３例 （４０．７７％），显效１８例 （１３．８５％），有效１４

例 （１０．７７％），无效４５例 （３４．６２％），总有效率为６５．３８％。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５）。结论　常规药物配合穴位敷贴治疗支气管哮喘可促进症状的缓解，对控制病情更为有利。

犘犝００９

复方甘草酸苷片联合中药治疗皮肤型过敏性紫癜临床观察

朱晓明 李全生 江盛学 叶晶 关卫平 魏庆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观察复方甘草酸苷片联合补脾益气中药治疗单纯皮肤型过敏性紫癜的疗效，为过敏性紫癜的

临床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过敏反应科门诊确诊的反复发作的单纯过敏性紫癜患者６７例，中医辨

证为脾虚脾不统血证，给予复方甘草酸苷片联合补脾益气中药 （安敏胶囊）治疗，１个月为一疗程，一

个疗程结束后根据皮疹消褪情况评价疗效。结果　痊愈２９例，显效２１例，好转１１例，无效６例，有

效率９１．０４％。结论　反复发作的单纯性过敏性紫癜应从脾虚脾不统血论治，复方甘草酸苷联合补脾益

气中药治疗本病疗效确切。

犘犝０１０

宣肺定喘合剂治疗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的临床疗效研究

李丽 孟巍 孙丽华 杜绍秀 梅月洁 郑义 李伟

辽宁省阜新市中医院１２３０００

目的　观察宣肺定喘合剂治疗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１２０例过敏性鼻炎哮

喘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中药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于西医常规治疗，中药治疗组给予宣肺定喘合剂

口服，给药４周后，评价两组患者的疾病临床疗效、症候积分、肺功能改善等。结果　中药治疗组和对

照组相比，疾病临床疗效、肺功能改善、中医症候积分及主要症状鼻塞、鼻痒、流清涕、喘息、咳嗽、

胸闷、哮鸣音单项计分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５），中药治疗组优于西药治疗组。中药治疗组未见

不良反应。结论　宣肺定喘合剂治疗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有较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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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１１

玉屏风散合桂枝汤加味治疗慢性风寒型荨麻疹临床观察

王玉

大连市旅顺口区中医院１１６０４１

慢性风寒型荨麻疹属中医 “瘾疹”范畴，其病因在于气虚卫外不固，风寒外袭，蕴积肌肤，致使营

卫不和而起，治宜益气固表，疏风散寒，调和营卫．目的　观察玉屏风散合桂枝汤加味治疗慢性风寒荨

麻疹的临床疗效．方法　６０例慢性风寒荨麻疹患者采用玉屏风散合桂枝汤加味，水煎剂口服．结果　２

周为一疗程，治愈２２例，好转３３例，总有效率９１．７％．结论　玉屏风散合桂枝汤加味治疗慢性风寒型

荨麻疹，临床疗效显著。

犘犝０１２

冬病夏治犉犅犘方案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分析

徐祗强

沈阳市儿童医院１１００３２

目的　观察应用ＦＢＰ方案在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的疗效。方法　我院对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１３５例儿

童支气管哮喘采用冬病夏治的ＦＢＰ方案治疗观察。结果　治疗组显效率９４．６％，对照组显效率８０％。

结论　冬病夏治是通过中医的辨证施治理论，通过春夏养阳，以扶正固本，利用夏季气温高，阳气充沛

的有利条件，采用穴位敷膏，穴位拔罐，口服中药来调节人体阴阳平衡，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同时

ＦＢＰ方案治疗方法简便，无毒副作用，患儿痛苦少，医疗费用低是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的好方法。

犘犝０１３

中西药结合治疗飞行人员过敏性鼻炎

范业忠 张晓臣 赵哲

沈阳军区兴城疗养院门诊１２５１００

目的　观察中药玉屏风颗粒辅助治疗飞行人员持续性过敏性鼻炎的临床疗效和嗜睡等不良反应。方

法　将６０例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与观察组各３０例，对照组给予雷诺考特喷鼻剂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

规治疗基础上加服中药玉屏风颗粒，疗程均为４周。治疗中观察有无嗜睡、精力不集中等不良反应，于

疗程结束后统计疗效，停药后４周统计复发情况。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８６．６７％，对照组总有效率

为６６．６７％，两组间有效率差异有显著性 （犘＜０．０５）；观察组复发率为３６．６７％，对照组复发率为

７６．６７％，两组间复发率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犘＜０．０１）。两组治疗过程中均未发现有嗜睡、精力不集中

等不良反应。结论　中药玉屏风颗粒辅助治疗飞行人员持续性过敏性鼻炎可显著提高疗效，降低复发

率，且无嗜睡、精力不集中等不良反应，可以在平时用于治疗患有过敏性鼻炎的飞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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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１４

自体全血穴位注射治疗对自体血清皮试阳性的人工荨麻疹的疗效观察

赖蓉 尹洁 林波 吴秀蓉 曹可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６１００４１

目的　探讨自体全血穴位注射对自体血清皮肤实验 （ＡＳＳＴ）阳性的人工荨麻疹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５月，对我院变态反应科人工荨麻疹患者在临床病史评估的基础上，皮肤

点刺实验阴性和自体血清皮肤实验 （ＡＳＳＴ）阳性６０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３０例和对 照组３０例。

两组均给与予规则的口服氯雷他定片，并逐渐减量至可控制症状的最小服药剂 量，对治疗组３０例，加

用双侧血海穴自血疗法，每周１次。连续治疗６周为一个疗程，治疗 后３个月和６个月观察近远期疗

效，对患者进行了症状、皮肤病生活指数 （ＤＬＱＩ）和抗组织 胺药物服药用量进行评价。结果　治疗后

第３月和第６月的随访显示，两组的疾病总体严重程度和ＤＬＱＩ都比治疗前有明显改 善，治疗组平均

的改善程度较对照组明显，抗组织胺药物的服药总量显著低于对照组，治疗 组总有效率为９６．６％，复

发率为２２．４％；对照组总有效率为７４．０％，复发率为３４．０％。结论　双侧血海穴位自血疗法能提高药

物治疗人工荨麻疹的疗效，降低复发率，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减少抗组织胺药物的总服药量。

犘犝０１５

针刺蝶腭神经节治疗儿童慢性分泌性中耳炎的疗效观察

陈陆泉１黄丽辉２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２．北京市耳鼻喉研究所

目的　观察针刺蝶腭神经节治疗儿童慢性分泌性中耳炎临床疗效。方法　 受试对象为确诊慢性分

泌性中耳炎患儿９５例，年龄范围４～１０岁，平均６．９４＋１．９０岁；随机分为针刺组４８例和对照组４７

例，针刺组采用针刺蝶腭神经节治疗，每周针刺一次，每次针刺一侧蝶腭神经节，快针针刺不留针，４

周为一个疗程，共治疗２个疗程；对照组采用药物治疗，口服标准桃金娘油肠溶胶囊３００ｍｇ，每日２

次，４周为一个疗程，共治疗２个疗程；糠酸莫米松喷鼻剂喷鼻，每日１次，２周为一个疗程，停药一

周后，继续用药一个疗程。观察两组治疗前和治疗后８周和１２周后的纯音听力阈值和中耳声导抗变化，

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８５．４％，对照组为７２．２％，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针刺蝶腭神经节是一种治疗儿童慢性分泌性中耳炎的有效方法。结论：针刺蝶

腭神经节是一种治疗儿童分泌性中耳炎的有效方法。

犘犝０１６

基于 “宣降清”三法探讨定喘汤对犚犛犞感染大鼠
犜犛犔犘蛋白表达及肺部炎症的影响

黄燕

大连市儿童医院１１６０１２

目的　观察定喘汤及其宣、降、清分解剂对ＲＳＶ感染大鼠ＴＳＬＰ蛋白表达及炎症反应的变化，探

讨定喘汤全方及其宣、降、清分解剂的疗效机制。方法　将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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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汤组、宣法组、降法组及清法组各９只，动物造模后正常组和模型组均以等体积的生理盐水灌胃，各

干预治疗组分别予相应的中药灌胃。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ｔｉｎｇ检测及ＳＡＢＣ免疫组化方法检测大鼠肺组织

ＴＳＬＰ蛋白表达的情况并进行细胞分类计数。结果　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肺组织中ＴＳＬＰ蛋白表

达增高具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５）；与模型组比较，定喘汤组及宣法分解剂组ＴＳＬＰ蛋白表达显著减

弱 （犘＜０．０５）；与定喘汤组比较，各分解剂组的ＴＳＬＰ蛋白表达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强；关于细胞计数

方面，和正常组比较，其余各组各项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尤以模型组最为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和模型组比较，定喘汤组各项指标均有明显下降，宣法组的细胞总数和嗜酸性粒细胞数也

有所下降，且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定喘汤干预ＲＳＶ感染大鼠的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大

鼠肺组织中ＴＳＬＰ蛋白表达及肺部炎症有关。

犘犝０１７

定喘汤对犚犛犞肺炎大鼠肺指数及病毒载量的影响

黄燕

大连市儿童医院１１６０１２

目的　探讨定喘汤对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大鼠模型肺指数及病毒载量的影响。方法　将３６只ｗｉｓｔ

ａｒ大鼠分为４组，分别为正常组、模型组、利巴韦林组和定喘汤组，每组９只。采用经鼻腔接种ＲＳＶ

Ｌｏｎｇ株病毒液方法造模，各组均给予相应药物灌胃，各组分别感染给药后第３、５、７天称重后，每次

处死３只。观察大鼠肺组织形态学、肺指数及呼吸道合胞病毒载量的变化。结果　正常组大鼠表现基本

正常，支气管、肺组织结构完整，支气管粘膜上皮完整，未见明显炎性细胞浸润。模型组大鼠精神状态

差，毛粗糙，活动减少、呼吸短促且上述症状进行性加重，肺脏充血、重大、湿重增加，肺指数增高。

利巴韦林组、定喘汤组经过治疗后一般情况逐渐好转，淋巴细胞等炎性细胞浸润有不同程度减少，肺组

织充血、水肿现象减轻，两组肺指数均低于模型组。结论　定喘汤和利巴韦林均可有效减轻肺组织损

伤，减少大鼠病毒载量，促进病情恢复。

犘犝０１８

犜犺犲犔狅狀犵狋犲狉犿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狀犛狆犺犲狀狅狆犪犾犪狋犻狀犲犵犪狀犵犾犻狅狀

犪犮狌狆狌犮狋狌狉犲犻狀犪犾犾犲狉犵犻犮狉犺犻狀犻狋犻狊

ＹｕｙａｎＦａｎ
１，２，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

２，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ｓｈｕｏ
２，Ｃｈａｏｆｅｉｆｅｉ２，Ｚｈａｎｇｌｕｏ

２

１．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ｔ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ｏｎｇｒｅ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ｓｐｈｅｎｏｐａｌａｔｉｎｅｇａｎｇｌｉｏｎ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

ｎｉｔｉｓ．犕犲狋犺狅犱狊　４０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ｏｖｅｒ１５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ｗｉｔｈ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ｌｌｇ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ｗｅ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

ｃｒｕｉｔｅｄｆｒｏｍｒｈｉｎｏｌｏｇ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ｎｄｗａｒｄ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ｏｎｇＲｅ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１ｔｏ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ｂｙｓｋｉｎｐｒｉｃｋｔｅｓｔａｎｄｓｙｍｐｔｏｍｗｅｒｅａｃｃｅｐｔｄｓｐｈｅｎｏｐａｌａｔｉｎｅｇａｎｇｌｉｏｎａｃｕ

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ｅｖｅｒｙ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ｏｒａｕｔｕｍｎ．ＴｈｅＴＮＳＳｓｃｏｒ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ｎａｓａｌ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ｒｕｎｎｙ

ｎｏｓｅ、ｎａｓａｌｉｔ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ｎｅｅｚｉｎｇ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ｉｎａｃｕｔｅｅｐｉｓｏｄｅｓ．犚犲狊狌犾狋狊　Ａｂｏｕｔ８２％ｎａｓ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ｉｎ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ｄｙｅａｒａｆｔｅｒｙｅａｒ，ａｎｄａｎｎｕ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ｂｏｕ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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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ａｎｄ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ｈａｄｎｏｐｒｉｏ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ｎｏ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ｓｅｎａｓ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ｗｅ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ａｓｔｈｍ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ｓ．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Ｔｈｅｒｅ

ｐｅａｔｅｄｓｐｈｅｎｏｐａｌａｔｉｎｅｇａｎｇｌｉｏｎ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ｍａ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ｐｈｅｎｏｐａｌａｔｉｎｅｇａｎｇｌｉｏｎ，

ｂｕｔ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ｌｏｗｅｒ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ｔ，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ａｓｔｈｍａ．Ｔｈｕｓ，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ｓｅａ

ｓｏｎ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ｈｅｎａｓ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ｓｔｈｍ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犘犝０１９

精准医学的初探中药治疗感冒病毒的时间窗

顾剑玲 魏嵩韵 冯颖 王婷 李鹏 牛圣啸 孙仁君 王晓芳 庄文臖 林红伍

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 （工人医院）３０００１１

目的　探索应用精准医学的理念采用时间加空间的方式，对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这一类病毒性疾

病进行自拟中药和特定成药＋有效治疗时间窗的治疗方法观察；方法　采用复合抗感染汤或莲花清瘟胶

囊，治疗发病４８小时之内的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病人；应用复合抗感染汤预防ＤＯＰＤ患者的急性发

作；对哮喘和部分人群采用复合抗感染汤或莲花清瘟胶囊预防流感和感冒高发期的病毒感染导致的流感

或感冒的发作；结果　２１例流感或感冒病人在发病后４８小时之内采用复合抗感染汤或莲花清瘟胶囊治

疗，１例因呕吐，药物吸收欠佳，３～４天治愈，其余２０例病人１～２天内临床治愈；８例ＤＯＰＤ患者每

年近６个月的预防性服药，基本没有因ＣＯＰＤ急性发作住院治疗；典型的哮喘患儿于 Ｈ１Ｎ１甲型流感

流行期间服用复合抗感染汤，在全班学生流感发病缺课近４／５的情况下作到全勤；结论　有效的药物加

有效的时间是抗病毒治疗流感和感冒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即抗病毒有效，副作用少的中药复合抗感染

汤或莲花清瘟胶囊必须要在流感或感冒病人在发病后４８小时之内应用才能够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犘犝０２０

西敏汀在儿童轻度变应性鼻炎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黄群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２１０００８

目的　观察西敏汀在儿童轻度变应性鼻炎治疗过程中的疗效，探讨其在治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方

法　将９６例符合儿童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 （２０１０年，重庆）诊断标准的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其

中４８例使用西敏汀喷鼻治疗 （治疗组），另外４８例使用生理海水喷鼻治疗 （对照组），连续用药１５天

后，观察疗效。结果　 （１）治疗结束后，两组患儿治疗后症状与体征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其中治疗组治疗前后鼻塞、鼻痒、流涕、打喷嚏以及鼻黏膜水肿各项指标对比，χ２值分

别是７７．８９、７１．３６、７３．９６、６０．２７和８１．２３；对照组以上指标对比，其χ２值分别是：７１．５６、６４．１７、

６５．７７、５７．１２和７４．６７ （犘均＜０．０５）。（２）治疗组和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是８９．６％和７２．９％，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χ２＝４．３８，犘＜０．０５）。结论　西敏汀在治疗儿童轻度变应性鼻炎中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治

疗效果，且未发现任何不良反应，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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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２１

１４１例儿童哮喘临床特征的分析

张蓉芳１李桂荣１高文龙２徐燕１刘东海１

１．甘肃省妇幼保健院；２．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目的　探讨兰州地区儿童哮喘的临床特征 方法　对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在甘肃省妇幼保健

院儿童哮喘中心就诊的１４１例哮喘患儿进行横断面的研究，收集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共有１４１例

哮喘儿童纳入研究，３～５岁３４例，５岁～１４岁１０７例，兰州地区儿童哮喘临床表现主要为咳嗽及喘

息，胸闷及气短为唯一主诉的患儿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有一部分患儿临床表现及胸片和肺炎相似，应加

强认识，避免抗生素滥用。绝大多数患儿伴有湿疹及过敏性鼻炎病史，上呼吸道感染仍然是导致哮喘急

性发作的主要原因，其次是运动，哮喘的完全控制率不容乐观，在规范随诊的患儿３月内完全控制率为

５６．７３％，导致哮喘控制不佳的原因主要是吸入药物方式错误，其次是家长担心药物的副作用停药及减

量。结论　不同地区及不同性质的医院哮喘患儿存在自身特点，了解本地区儿童哮喘的特点，有助于临

床医生认识本病，减少抗生素得使用，并为制定区域性的哮喘防治方案提供临床资料。

犘犝０２２

连云港地区过敏性疾病儿童过敏原分析

冯田田 闫冬梅 肖广艳 冯茹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２２２０００

目的　探讨连云港市儿童过敏性疾病过敏原的种类和分布特点，为临床预防和治疗过敏性疾病提供

依据。方法　抽取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连云港市２３５６名过敏性疾病的儿童进行采用酶联免疫法测

定儿童血清样本的总ＩｇＥ和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抗体 （ｓＩｇＥ）。结果　２３５６例过敏患儿总ＩｇＥ阳性率为

４５．４％，１９种过敏原阳性１０１２例，总阳性率为４３．０％。男性患病率性４４．０％ （５３２例），女性患病率

性４１．８％ （女４８０例）。１０１２例过敏原阳性患儿中，前３位过敏原分别是尘螨 （户尘螨、屋尘螨）（２８８

例，２８．５％）、牛奶 （１７２例，１７．０％）、猫狗毛皮屑 （１６１例，１５．９％）；婴幼儿组、学龄前组及学龄

组三组过敏原情况进行比较，吸入性过敏原和食入性过敏原的阳性率均与儿童年龄相关，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犘＜０．０５）；对四季吸入性和食入性过敏原阳性率进行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结论　连云港市过敏性疾病的过敏原主要是尘螨 （户尘螨、屋尘螨）、牛奶、猫狗毛皮屑等，不

同年龄段的过敏原结构不完全相同，不同季节过敏原的分布情况也有所差别。

犘犝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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犾狌狀犵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犵狉狅狑狋犺犪犿狅狀犵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犻狀犖犲狑犢狅狉犽犆犻狋狔

ＬｉｎＱｉａｎ２，ＤｉｖｊａｎＡｄｎａｎ
１，ＡｃｏｓｔａＬｕｉｓ１，ＰｅｒｚａｎｏｗｓｋｉＭａｔｔｈｅ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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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２４

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小儿过敏性哮喘的远期疗效分析

林英 彭淑梅 罗先琼 郭素华 陈华佳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５１０１６０

目的　探讨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小儿过敏性哮喘的远期疗效，以期为临床中治疗变应性疾病提供依

据。方法　选择５０例患有过敏性哮喘经采用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２年后疗效显著停药患儿，比较治疗

结束时与随访不同时段 （治疗结束后半年、１年、２年、３年）的哮喘控制测试 （ＡＣＴ）评分、呼气流

速峰值 （ＰＥＦＲ）占预计值百分百 （％），分析特异性免疫治疗是否具有确切的远期疗效。结果　治疗

结束后半年、１年、２年、３年各指标与治疗结束时相比，变化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

结论　特异性免疫治疗小儿过敏性哮喘具有远期疗效，可以降低复发率，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

犘犝０２５

肺炎支原体、呼吸道病毒感染与过敏性紫癜发病相关性分析

王显鹤１张雅丽２

１．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佳木斯大学研究生学院

目的　探讨肺炎支原体、呼吸道病毒感染与儿童过敏性紫癜的相关性，为过敏性紫癜病因的探究提

供部分临床依据。方法　对我院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１５年３月期间收住院的９８例过敏性紫癜患儿进行分

析，均进行肺炎支原体 （ＭＰ）、呼吸道合胞病毒 （ＲＳＶ）、腺病毒、流感病毒抗体检测。结果　ＨＳ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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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感染率 （６３．２７％）较健康体检患儿的感染率 （２４．２４％）明显增高。ＭＰ、ＲＳＶ、腺病毒、流感病毒

感染率分别为３８．７８％、９．１８％、１０．２１％、２４．４９％。结论　１．感染是儿童过敏性紫癜重要的诱发因

素；２．ＭＰ感染、流感病毒感染与ＨＳＰ发病有相关性，其中 ＭＰ可能为 ＨＳＰ的主要触发因素。３．ＭＰ

感染的检测对该病的临床诊断及愈后判断有重要参考价值。

犘犝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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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ａｒ）ａｎｄＡＰＩ０（ｗｉｔｈｏｕｔｗｈｅｅｚｉｎｇ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ｙｅａｒ）．ＯＲＭＤＬ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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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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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ｏｒｅｓｉｎＩＣ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ＴＲＡ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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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

犘犝０２８

山东东营地区变态反应体质患儿特异性过敏原检测的临床意义

彭瑜

东营市人民医院２５７０９１

目的　了解东营地区变态反应体质患儿的过敏原的分布特点，为该地区儿童变态反应性疾病防治提

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酶免疫分析法对１４１９例患儿进行血清特异性免疫球蛋白Ｅ检测，将所有受试

者分为婴儿组 （＜３岁）和儿童组 （＞３岁），并对过敏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　１４１９例患儿中有８４１

例在全部２０项过敏原中至少１项出现阳性反应，总阳性率为５９．３％；在吸入性过敏原中以尘螨阳性率

最高 （２０．３％）、其次为艾蒿 （７．７％）和树木组合 （７．０％）。在食物组中，以鱼虾蟹的阳性率最高

（２７．４％）其次为花生 （１７．５％）、蛋清 （１０．９％）和牛奶 （９．２％）。其中婴幼儿组以食入性过敏原为

主，儿童组以吸入性过敏原尘螨为主，两组比较，经统计学处理，存在明显差异。结论　山东东营地区

儿童过敏性疾病的主要过敏原是鱼虾蟹、尘螨、花生、蛋清、和牛奶、艾蒿、树木组合。婴幼儿是以食

入性过敏原花生、蛋清和牛奶致敏为主，少儿以吸入性致敏原尘螨、艾蒿和树木组合致敏为主。指导患

儿减少对变应原的暴露，对更有效地解决过敏患者的病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犘犝０２９

１～１２月龄婴儿特应性皮炎发病相关因素分析

李欣泽 李全生 江盛学 朱晓明 李桂娟 叶晶 魏庆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探讨１１２月龄特应性皮炎 （ＡＤ）婴儿发病的相关因素，为预防和控制ＡＤ提供临床依据。

材料与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在解放军第２０２医院过敏反应科门诊就诊的１１２月龄ＡＤ

婴儿１２６例纳入研究组，同一时期在幼儿保健科随机选取１１２月龄健康婴儿１４２例纳入对照组。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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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通过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对家族史、母亲妊娠年龄、生产方式、喂养方式、添加辅食时间、

室内吸烟、饲养宠物情况７个因素进行卡方检验，分析 ＡＤ发病的相关因素，对相关因素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分析各因素与ＡＤ发病的相关性。结果　１．研究组１２６例特应性皮炎患儿，其中男

婴７１例，占５６．３５％，女婴５５例，占４３．６５％；对照组１４２例健康婴儿，其中男婴７９例，占５５．６３％，

女婴６３例，占４４．３７％。经卡方检验χ２＝０．０１４，犘＝０．９０６，在性别上两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２．

在相关因素分析中，研究自身因素与ＡＤ发病的关系，经卡方检验家族史χ２＝３５．１６５，犘＝０．０００，母

亲妊娠年龄χ２＝０．００３，犘＝０．９５９，生产方式χ２＝２８．７１１，犘＝０．０００，喂养方式χ２＝７．４３６，犘＝

０．０２４，添加辅食时间χ２＝０．２１２，犘＝０．６４５，其中家族史、生产方式、喂养方式有统计学意义；３．研

究环境因素与ＡＤ发病的关系，经卡方检验吸烟环境χ２＝１１．９５５，犘＝０．００１，饲养宠物χ２＝６．０８０，犘

＝０．０１４，吸烟环境和饲养宠物有统计学意义。４． 对相关因素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家族史 （ＯＲ＝７．１０５）和生产方式 （０Ｒ＝６．７７１）与 ＡＤ发病相关性最强。结论　１．自身因素中家族

史、生产方式、喂养方式为１１２月龄婴儿ＡＤ发病的相关因素；２．环境因素中吸烟环境、饲养宠物为

１１２月龄婴儿ＡＤ发病的相关因素；３．家族史和生产方式为１１２月龄婴儿ＡＤ发病的主要相关因素。

犘犝０３０

脐血总犐犵犈 （犜犐犵犈）水平与婴儿特应性疾病关系的研究

李全生 江盛学 朱晓明 李全生 魏庆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评估脐血ＩｇＥ水平对婴儿过敏性疾病的阳性预测价值方法　采用荧光酶免疫法测定１３４例脐

血中ＩｇＥ的含量。３个月、６个月、１年和３年电话或门诊随访，共４次。详细记录婴儿发生湿疹、反

复哮喘和荨麻疹等各种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及发展等情况。所有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　通过静脉穿刺采集１３４个脐血样本中 （ＩｇＥ水平＞１００ＫＵ／Ｌ，均认为母血已被污染），ＩｇＥ水平均

值达３２．５ＫＵ／Ｌ，偏高，阳性率偏高。ＩｇＥ水平小于０．３５ＫＵ／Ｌ的为３６例，大于０．６ＫＵ／Ｌ的为９８例，

最高的为７１００ＫＵ／Ｌ，平均数为３２．５ＫＵ／Ｌ，９５％可信区间为０．８８１～１．４００ＫＵ／Ｌ，非正态分布。随访

脐血ＩｇＥ水平大于０．３５ＫＵ／Ｌ的婴儿发生过敏性疾病的为８４例 （６８．７％），发生婴儿湿疹６３例

（４７．０％），荨麻疹２５例 （１８．７％），反复喘息１２例 （９．０％）；脐血ＩｇＥ水平小于０．３５ＫＵ／Ｌ的婴儿发

生过敏性疾病的为８例 （６．０％），发生婴儿湿疹３例 （２．２％），荨麻疹４例 （３．０％），反复喘息４例

（３．０％）；两组婴儿过敏性疾病发生率有显著差异。结论　脐血ＩｇＥ水平升高的婴儿易患过敏性疾病，

尤其是婴儿湿疹和荨麻疹。测定脐血ＩｇＥ水平可预测婴儿过敏性疾病，尤其是婴儿湿疹和由食物、药物

或其它不明原因引起的荨麻疹。脐血ＩｇＥ水平升高结合过敏家族史对婴儿过敏性疾病的预测价值较高。

犘犝０３１

儿童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乔在霞 崔振泽 黄燕

大连市儿童医院１１６０１２

目的　了解儿童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的常见病因分布，探讨上气道咳嗽综合征不同年龄组病因分布状

况及临床特点，为儿童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提供临床依据。方法　采取回顾性分析的方

法，选择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在大连市儿童医院慢性咳嗽门诊就诊及呼吸病房住院的慢性咳嗽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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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并对符合儿童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纳入标准的５５例患儿的临床表现、ＣＴ特点、常见病因进行分析

总结，并记录登记于病例表中。结果　１． 在上气道咳嗽综合征５５例患儿中，男性多于女性，男性占

６５．５％，男女比例为１．９：１；学龄前组高于学龄组，学龄前组占６５％。２． 在５５例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患儿中，单一病因３８例，二重病因１４例，三重病因３例，合计７５例次病因诊断明确。其常见病因构

成比依次为鼻窦炎、鼻炎、腺样体肥大、喉部疾病，各占４５．３％、３７．３％、１６％、１．４％。学龄前组与

学龄组儿童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的病因构成与总体病因构成趋势一致。腺样体肥大的发生率在学龄前组高

于学龄组，各占２２％、４％；鼻炎、鼻窦炎的发生率在学龄前组低于学龄组，鼻炎各占３３％、４２％，鼻

窦炎各占４３％、５４％。３．在５５例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患儿中，其临床症状１００％出现咳嗽，５０．９％的患

儿出现打喷嚏、鼻塞。患儿的临床体征依次为咽后壁脓涕、鼻窦区压痛、咽后壁滤泡、鹅卵石征，分别

占３７％、３４％、２６％、３％。４．在５５例上气道咳嗽综合征中，接受鼻窦ＣＴ检查并确诊鼻窦炎的患儿

有３４例，其中上颌窦受累的有２７例，筛窦受累的有２例，上颌窦合并筛窦受累的有１例，上颌窦合并

筛窦、蝶窦受累的有４例，共计４３例次。４３例次鼻窦炎患儿中以上颌窦炎为主，占７４．４％，筛窦炎、

蝶窦炎较少。结论　１．儿童上气道咳嗽综合征以学龄前组为主，常见病因依次为鼻窦炎、鼻炎、腺样

体肥大、喉部疾病。腺样体肥大的发生率在学龄前组高于学龄组，鼻炎、鼻窦炎的发生率在学龄前组低

于学龄组。２．儿童上气道咳嗽综合征除１００％出现咳嗽外，一半患儿伴随着打喷嚏、鼻塞，约１／３的患

儿查体可见咽后壁脓涕、鼻窦区压痛、咽后壁滤泡，提示临床上对于咳嗽伴有打喷嚏、鼻塞，查体伴有

咽后壁脓涕、鼻窦区压痛、咽后壁滤泡的患儿，应高度怀疑儿童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的诊断。３．在鼻窦

炎引起的儿童上气道咳嗽综合症中，近４／５的患儿是上颌窦炎。

犘犝０３２

婴幼儿湿疹食物狊犐犵犌的检测及临床研究

任天思 黄 燕 崔振泽

大连市儿童医院１１６０１２

目的　通过检测婴幼儿湿疹患者血清中的食物ｓＩｇＧ，明确湿疹与食物ｓＩｇＧ的关系、食物ｓＩｇＧ的

阳性率，分析添加辅食对方法　所有的病例来源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在儿童医院变

态反应门诊就诊的婴幼儿湿疹患者，根据是否添加辅食和有无家族过敏史各分为两组。应用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进行１４项食物ｓＩｇＧ的检测，由专人严格按试剂盒的说明书操作，在酶标仪上读取

４５０ｎｍ处的数值。结果　１．一般情况：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共收集符合纳入标准的婴

幼儿湿疹患者１２０例，其中男８２例，女３８例，平均年龄１７个月。２．１２０例婴幼儿湿疹患者食物ｓＩｇＧ

的阳性率为 （１１６／１２０）９６．７％。１４种食物ｓＩｇＧ阳性率较高的依次为牛奶 （８７．５％）、蛋 （７４．２％），

阳性率最低的为蘑菇 （１．７％）和猪肉 （１．７％）。３．在食物ｓＩｇＧ阳性的湿疹患者中，四种及以上食物

ｓＩｇＧ阳性的最多，其构成比为 （４１／１１６）３５．３％。４．添加辅食组的阳性率高于未添加辅食组，以蛋、

大米、大豆、西红柿ｓＩｇＧ阳性率升高为主，经ｃ２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５．有家族过

敏史组与无家族过敏史组的阳性率，经ｃ２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１．婴幼儿湿疹

与食物ｓＩｇＧ关系密切，其食物ｓＩｇＧ的阳性率高达９６．７％，可涉及多种食物，阳性种类数目构成以四

种及以上食物为最多，食物ｓＩｇＧ可能是引起婴幼儿湿疹的重要原因之一。２．导致大连地区婴幼儿湿疹

患者食物 ｓＩｇＧ 阳性的食物主要是牛奶 （８７．５％）＞ 蛋 （７４．２％）＞ 大豆 （３３．３％）＞ 西红柿

（２７．５％）。３．湿疹患者的家族过敏史与食物ｓＩｇＧ的阳性率无关。４．大连地区添加辅食的婴幼儿湿疹患

者，其食物ｓＩｇＧ的阳性率高于未加辅食者，主要以蛋、大米、大豆、西红柿ｓＩｇＧ的阳性率增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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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３３

犘犃犉及其乙酰水解酶与儿童紫癜性肾炎的关联性研究

刘静 陆彪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７５０００４

目的　探讨血小板活化因子 （ＰＡＦ）及其乙酰水解酶 （ＰＡＦＡＨ）与儿童紫癜性肾炎的关联性。方

法　收集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我院儿科初诊为过敏性紫癜患儿６０例，并按有无肾脏损害将其分

为非紫癜性肾炎 （ＨＳＰＮ）组和紫癜性肾炎 （ＨＳＰＮ）组。另选健康对照组２０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技术检测ＰＡＦ及ＰＡＦＡＨ的ｍＲＮＡ表达，同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ＰＡＦ及ＰＡＦＡＨ蛋白

水平变化。结果　①紫癜性肾炎组ＰＡＦ及ＰＡＦＡＨ ｍＲＮＡ表达较非紫癜性肾炎及健康对照组增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非紫癜性肾炎组ＰＡＦ及ＰＡＦＡＨｍＲＮＡ表达较健康对照组患儿增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②紫癜性肾炎组ＰＡＦ及ＰＡＦＡＨ蛋白表达较非紫癜性肾炎及健康对

照组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非紫癜性肾炎组ＰＡＦ及ＰＡＦＡＨ 蛋白表达较健康对照组

患儿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结论　ＰＡＦ及其乙酰水解酶参与紫癜性肾炎的发病过程。

犘犝０３４

过敏性哮喘患儿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前后对非尘螨类
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皮肤指数变化的分析

王健 黄英 张学莉 黄霞 徐晓雯 梁樊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４０００１４

目的　研究屋尘螨变应原制剂皮下注射特异性免疫治疗过敏性哮喘患儿对非尘螨类过敏原狗毛、猫

毛、蟑螂、香烟、花粉、霉菌、豚草、艾蒿的非特异性免疫效果。方法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哮

喘专科门诊收治的１７２例，皮肤点刺试验阳性的过敏性哮喘患儿，经过６个月、１年的皮下注射特异性

免疫治疗后，比较皮肤点刺试验中屋尘螨、粉尘螨、狗毛、猫毛、蟑螂、香烟、花粉、霉菌、豚草、艾

蒿过敏原皮肤指数 （ＳＩ）和阳性对照组胺直径大小的变化情况。结果　经过６个月、１年标准化皮下注

射特异性免疫治疗后，屋尘螨ＳＩ、粉尘螨ＳＩ较前降低 （犘＜０．０１），组胺未见明显降低 （犘＞０．０５），狗

毛、猫毛、蟑螂、香烟、花粉、霉菌、豚草、艾蒿过敏原较前明显转阴 （犘＜０．０５）。结论　屋尘螨变

应原制剂皮下注射特异性免疫治疗不仅能够降低屋尘螨、粉尘螨过敏性强度，同时对狗毛、猫毛、蟑

螂、香烟、花粉、霉菌、豚草、艾蒿非尘螨类过敏原的特异性免疫治疗上有一定作用。

犘犝０３５

８３５例儿童变应性疾病变应原检测分析

王洁 张心怡 樊孟耘 常换换 罗娟

西安市儿童医院７１０００３

目的　对儿童变应原进行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抗体检测，筛选相关过敏原，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依

据。方法　用美国库尔克公司的贝克曼特殊蛋白分析仪，应用速率散射比浊法对８３５名临床怀疑有变应

性疾病的儿童进行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并分析结果。结果　１．检出６２９例，未检出２０６例，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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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２．合并２种以上变应原数量的占５２％。３． 吸入性变应原组中阳性率排前２位的是艾蒿和螨组；

食入性变应原组中蛋清、花生和淡水鱼阳性率最高。３．送检血标本中皮炎、哮喘、过敏性紫癜、湿疹、

荨麻疹和慢性咳嗽是最为常见的几种变应性疾病。４．变应性鼻炎患者以吸入变应原为主。结论　１．血

特异性ＩｇＥ敏感性较低。２．大多数患儿合并２种以上变应原。３． 西安地区儿童变应性鼻炎以吸入性变

应原为主，主要是艾蒿和螨组等。食入性变应原组中蛋清、花生和淡水鱼阳性率最高。４．怀疑变应性

鼻炎患者血的特异性ｌｇＥ送检率不高，重视不够。５．变应性鼻炎患者致病变应原以吸入为主。

犘犝０３６

尘螨变应原免疫治疗联合药物治疗对哮喘合并变应性
鼻炎患儿 临床疗效及气道高反应性的影响

皇惠杰 刘晓颖 侯晓玲 苗青 朱康 王燕 李珍 向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１０００４５

目的　了解哮喘合并变应性鼻炎患儿经尘螨变应原免疫治疗联合药物治疗后临床疗效及对气道高反

应性的影响。方法　选择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就诊于北京儿童医院确诊尘螨致敏的轻、中度哮

喘合并变应性鼻炎患儿２６例，采用病例自身对照研究，对其进行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联合哮喘及鼻炎

药物治疗。结果　２６例患儿３年按期监测气道反应性，患儿症状用药计分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ＳＭＳ）由治疗前的６．１±２．３显著减低为１年时的３．３±１．５、２年时的２．２±１．６、３年时的１．１

±１．３ （犘＜０．０５），自主哮喘控制评估 （Ａｓｔｈｍ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ｓｔ，ＣＡＣＴ）由治疗前的２２．２±３．３显著增

高至１年时的２４．７±２．６并维持至２年时２５．０±１．５和３年时的２５．２±１．８ （犘＜０．０５），视觉模拟标尺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Ｓｃａｌｅ，ＶＡＳ）哮喘症状由治疗前的２．８±２．５显著下降为治疗１年时的１．１±１．７、２年

时１．１±１．０３和３年时的０．６±１．０９ （犘＜０．０５），变应性鼻炎症状的ＶＡＳ由治疗前的４．７±２．０显著下

降为１年时的１．７±１．９、２年时的１．９±１．７和３年时的１．２±１．３ （犘＜０．０５），而肺功能指标无明显改

善 （犘＞０．０５）；气道反应性特征中气道阻力由１年时的８．１７６±２．６３４下降为２年时的７．４６１±２．４６４和

３年时的６．９５７±２．４４０ （犘＜０．０５）、基础传导率 （Ｇｒｓ）由１年时的０．１３５±０．０４５升高为２年时的

０．１５１±０．０６２和３年时的０．１６３±０．０６７ （犘＜０．０５）。结论　变应原免疫治疗哮喘合并变应性鼻炎患儿

的疗效显著及气道反应性及气道敏感性降低。

犘犝０３７

阿奇霉素联合丙种球蛋白治疗葡萄球菌 （犕犚犛犃）
烫伤样皮肤综合征１例

陈蓉 宋姗 崇维琨 李薇 徐建华 李海浪

南京明基医院儿科２１１１０２

目的　探讨阿奇霉素联合丙种球蛋白治疗葡萄球菌 （ＭＲＳＡ）烫伤样皮肤综合征的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京明基医院２０１５年５月收治的葡萄球菌 （ＭＲＳＡ）烫伤样皮肤综合征１例的临床诊治过

程。结果　患儿为４岁３月男性幼儿，因 “面部、躯干部皮疹１天，发热半天”入院。皮疹形态为全身

大片红斑，松弛性水泡，尼氏征阳性，皮疹处触痛明显，伴双肘及双肩关节活动受限。双侧扁桃体脓性

分泌物。咽拭子培养３次均为 ＭＲＳＡ。患儿有 “青霉素、头孢菌素”皮试阳性史，入院前１天静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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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洛西林他唑巴坦”后全身皮疹严重。经阿奇霉素口服３天联合丙种球蛋白治疗，入院第２天皮肤疼

痛消失，第４天体温正常，双侧扁桃体脓性分泌物消失，皮疹不再增多，第７天口周、眼周、耳周、颈

部、背部、腋下、腹股沟处、肛周皮肤脱屑，双手呈手套样脱皮，第１５天，双足呈袜套样脱皮 （图

２）。第４次咽拭子培养阴性。没有发生败血症，肺炎等并发症。结论　对葡萄球菌 （ＭＲＳＡ）烫伤样皮

肤综合征的治疗，国内外通常推荐万古霉素治疗，重症给予丙种球蛋白治疗。该例使用阿奇霉素联合丙

球取得良好效果。由于阿奇霉素的抗炎、免疫调节作用及丙球中和毒素的作用，有效控制了该患儿的病

情，缩短疼痛，避免并发症，也避免了换用抗生素可能带来的不良反应。其中，阿奇霉素的免疫调节作

用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明确。

犘犝０３８

匹多莫德联合依巴斯汀治疗儿童慢性荨麻疹的疗效观察

黄小燕 郑定辉

广州市红十会医院５１０２２０

目的　观察匹多莫德联合依巴斯汀治疗儿童慢性荨麻疹的疗效。方法　将１１０例慢性荨麻疹患者随

机分为两组，治疗组５６例，口服匹多莫德分散片０．４／ｄ，同时依巴斯汀片２．５ｍｇ／ｄ；对照组５４例，口

服依巴斯汀片２．５ｍｇ／ｄ，疗程均为一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症状得分和疗效。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

的症状评分都明显下降，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两组总有效率分别为９２．８６％和

６１．１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匹多莫德联合依巴斯汀治疗儿童慢性荨麻疹疗效

好，安全性高。

犘犝０３９

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在儿童支气管哮喘治疗中的作用

曾霞 陈实

海南省人民医院５７０２２６

目的　观察哮喘患儿呼出气一氧化氮 （ＦｅＮＯ）在吸入糖皮质激素前后的变化，探讨呼出气一氧化

氮 （ＦｅＮＯ）检测在儿童支气管哮喘治疗中的作用和意义。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我

院儿童哮喘门诊就诊的５～１４岁的初诊哮喘儿童３００例，在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治疗前，及治疗后测定患

儿的呼出气一氧化氮 （ＦｅＮＯ）水平，比较其治疗前后的变化。结果　在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治疗前，患

儿的呼出气一氧化氮 （ＦｅＮＯ）水平较吸入治疗后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治疗后４

周，１２周，２４周，患儿的呼出气一氧化氮 （ＦｅＮＯ）水平明显降低，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结论　呼出气一氧化氮 （ＦｅＮＯ）检测对于儿童支气管哮喘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指导儿童支气

管哮喘的治疗，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且其无创、快速、操作简单、安全，值得在临床工作中推广应用。

—３８３—



犘犝０４０

儿童哮喘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与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的相关性研究

宋瑜欣 于晓华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１５００１０

目的　探讨儿童哮喘ＦｅＮＯ与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百分比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０１５

年１２月在我科就诊支气管哮喘患儿，同日内完成ＦｅＮＯ、血嗜酸细胞计数的检查。结果　１１７８例哮喘

患儿ＦｅＮＯ测定值升高的５８５例，其中血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升高的４１８例，占７１．５％。ＦｅＮＯ测定值

正常范围的５９３例，其中血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升高的１７８例，占３０．０％。结论　在ＦｅＮＯ测定值升

高的患儿中血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升高的患儿比例明显高于ＦｅＮＯ测定值正常范围患儿的比例。ＦｅＮＯ

与血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有明显相关。

犘犝０４１

点对点皮肤试验在婴幼儿特应性皮炎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黄南 祝戎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过敏反应科４３００３０

目的　评估新鲜食物点对点皮肤试验在婴幼儿特应性皮炎诊断和治疗中的临床应用和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确诊为特应性皮炎的０到６岁患儿的一般资料、

临床表现、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检查结果、过敏原皮肤点刺结果以及新鲜食物过敏原检查结果。分析新鲜

食物点对点皮肤试验结果的特点和意义。结果　１３７例患者依据临床特点确诊为特应性皮炎，其中１１３

人过敏原皮肤点刺结果阳性 （８２．５％），主要为尘螨、动物皮屑、蛋清、牛奶等过敏原，１０９人过敏原

特异性ＩｇＥ检查结果阳性 （７９．６％），主要为尘螨、蛋清、牛奶等过敏，７１人新鲜食物点对点试验结果

阳性 （５１．８％），主要为坚果、混合米粉、肉类、配方奶粉、水果等。７１例新鲜食物点对点试验结果阳

性患儿确定新鲜食品过敏原，进行食物避免后症状好转率 （５７例，８０．３％）较未测定前 （２１例，

２９．６％）显著升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新鲜食物点对点皮肤试验在婴幼儿特应

性皮炎病因的补充诊断和治疗指导中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

犘犝０４２

哮喘儿童过敏原相关研究

黄燕

大连市儿童医院１１６０１２

目的　了解大连市哮喘患儿的常见过敏原，探讨不同年龄组、家族过敏史等多种因素对哮喘患儿过

敏原分布的影响。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符合纳入标准的哮哮喘患儿部分进行血清总ＩｇＥ、

特异性ＩｇＥ检测，明确哮喘患儿的总ＩｇＥ水平及常见过敏原，根据年龄、家族过敏史、伴随其它过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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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等因素分组并对过敏原分布特点进行比较；结果　１．在１２８例符合纳入标准的哮喘患儿中，１１４例

进行了血清总ＩｇＥ检测，阳性者９８例，占８６％ （９８／１１４）；年幼儿组与年长儿组，伴与不伴有其他过

敏性疾病组、有与无家族过敏史组血清总ＩｇＥ阳性率相比，犘＞０．０５，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

２．１１８例进行了血清食物特异性ＩｇＥ检测，阳性者４４例，占３７．３％ （４４／１１８）；１６项不同种类食物过

敏原阳性率，依次为鸡蛋２５．４％ （３０／１１８），牛奶２３．７％ （２８／１１８），螃蟹３．４％ （４／１１８），虾３．４％

（４／１１８），大豆１．７％ （２／１１８），牛肉１．７％ （２／１１８），蘑菇１．７％ （２／１１８），其它未检出；年幼儿组食

物ｓＩｇＥ阳性率４４．７％ （３４／７６），年长儿组食物ｓＩｇＥ阳性率２３．８％ （１０／４２），两组相比，犘＜０．０５，差

异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３．１２６例进行了血清吸入特异性ＩｇＥ检测，阳性者９４例，占７４．６％ （９４／

１２６）；１１项不同种类吸入过敏原阳性率，依次为屋尘６６．７％ （８４／１２６），屋尘螨６３．５％ （８０／１２６），粉

尘螨６３．５％ （８０／１２６），艾蒿１１．１％ （１４／１２６），上皮组合６．３％ （８／１２６），普通豚草２．６％ （４／１２６），

霉菌３．２％ （４／１２６），梧桐１．６％ （２／１２６），杨树１．６％ （２／１２６），蚊子１．６％ （２／１２６），蟑螂未检出；

伴有其他过敏性疾病组吸入特异性ＩｇＥ阳性率７８．２％ （８６／１１０），不伴有其他过敏性疾病组吸入特异性

ＩｇＥ阳性率５０％ （８／１６），两组相比，犘＜０．０５，差异显著，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结论　１．大连地区

哮喘患儿最常见的两种食物过敏原为鸡蛋和牛奶。食物特异性ＩｇＥ与年龄相关，食物速发过敏多发生在

年幼儿。２．最常见的四种吸入性过敏原为屋尘、屋尘螨、粉尘螨及艾蒿。吸入特异性ＩｇＥ与个人有无

其他过敏史相关，吸入性过敏原过敏多发生在伴有其他过敏性疾病的哮喘患儿。

犘犝０４３

儿童慢性咳嗽常见三种病因分布及肺功能改变

黄燕

大连市儿童医院１１６０１２

目的　了解慢性咳嗽患儿不同年龄组三种常见病因的分布特点，探讨儿童慢性咳嗽三种常见病因肺

通气功能受累的差异以及利用支气管舒张试验进行气道可逆性阻塞的评价方法　采用前瞻性、连续采样

的方法，选择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２月在大连市儿童医院慢性咳嗽门诊就诊的患儿，根据不同病因的

临床特点和诊断线索，按照慢性咳嗽的诊断流程，予以辅助检查、诊断性治疗及定期随访，进行诊断或

修正诊断，对明确诊断的ＣＶＡ、ＲＩａｎｄＰＩＣ和ＵＡＣＳ的三组患儿，按不同年龄组分析三种常见病因的

分布，用力依赖性肺通气功能、支气管舒张试验的变化及比较。结果　１．慢性咳嗽患儿三种常见病因

分别为ＣＶＡ、ＲＩａｎｄＰＩＣ、ＵＡＣＳ；１００例中有１０５例次病因诊断明确，单一病因９５例，占９５％，二

重病因５例，占５％。２．儿童慢性咳嗽患者三种常见病因ＣＶＡ、ＲＩａｎｄＰＩＣ、ＵＡＣＳ，构成比依次为

４４％、２９％、２７％。不同年龄组三种常见病因的构成比不同，ＣＶＡ在慢性咳嗽学龄前组与学龄组所占

百分比均位于首位，ＲＩａｎｄＰＩＣ在学龄前组高于 ＵＡＣＳ，而 ＵＡＣＳ则在学龄组居多。３．１０５例次慢性

咳嗽患儿肺通气功能大致正常者５２例次，占４９％，通气功能障碍者５３例次，占５１％；通气功能障碍

的慢性咳嗽患儿三种常见病因ＣＶＡ、ＲＩａｎｄＰＩＣ、ＵＡＣＳ构成比依次为５５％、２４％、２１％，以ＣＶＡ患

儿居多。４．１０５例次慢性咳嗽患儿中ＣＶＡ组、ＲＩａｎｄＰＩＣ组、ＵＡＣＳ组肺功能通气障碍阳性率依次为

６３．０％、４３．３％和３７．９％，以ＣＶＡ组阳性率最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５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患儿的

三种常见病因ＣＶＡ、ＲＩａｎｄＰＩＣ、ＵＡＣＳ构成比依次为５５％、２４％、２１％，以ＣＶＡ最高。６三种常见

病因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率 ＣＶＡ、ＲＩａｎｄＰＩＣ、ＵＡＣＳ气管舒张试验阳性率依次为５３％、１８％、

１２．５％，以ＣＶＡ阳性率最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１．儿童慢性咳嗽的三种常见病因的构成依次

为ＣＶＡ、ＲＩａｎｄＰＩＣ、ＵＡＣＳ。病因构成以ＣＶＡ为主。２．三种常见病因肺通气功能障碍的阳性率不

同，ＣＶＡ、ＲＩａｎｄＰＩＣ、ＵＡＣＳ依次为６３．０％、４３．３％、３７．９％。３．三种常见病因支气管舒张试验阳

性率不同，ＣＶＡ、ＲＩａｎｄＰＩＣ、ＵＡＣＳ依次为：５３％、１８％、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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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４４

邦鼻通宝治疗婴幼儿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观察

陶礼华 赵斯君 彭湘粤 黄敏 奉华艳 唐艳英

湖南省儿童医院４１０００７

目的　研究邦鼻通宝洗鼻疗法对婴幼儿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疗效。变应性鼻炎是一种吸入外界过敏性

抗原而导致的疾病。变应性鼻炎是儿童常见的一种鼻黏膜水肿、充血的疾病，主要的临床症状有鼻痒、

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涕倒流、夜间突然咳嗽。对于该病，目前儿童一般主要采取药物治疗，但用

药不当或用药时间过长可能产生抗药性和不良反应，特别是部分孩子的家长对药物有一定的心理恐惧

感，不愿意口服药物及鼻用糖皮质激素。近年来我院采用邦鼻通宝洗鼻疗法治疗婴幼儿变应性鼻炎，通

过临床观察来了解治疗效果。方法　收集最近３年在我院门诊确诊的６月—３岁的变应性鼻炎小患儿，

病程１月～１８月；其性别、年龄、病情随机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２组患儿在年龄、性别、病情轻

重、病程长短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治疗组采用邦鼻通宝每天对鼻腔

进行冲洗，每天２次；对照组口服地氯雷他颗粒治疗；１周为１个疗程，治疗３～４个疗程。期间详细

记录各组患儿疗效情况进行分析评价。治疗期间不合并其他用药，对照组给予地氯雷他颗粒，每次１．０

～１．２５ｍｇ，每晚１次，治疗组给予邦鼻通宝洗鼻，每天２次，每次喷鼻３—４喷。在治疗完每个疗程后

复诊，记录改善效果及不良反应。结果　资料完整的共６８例病例，治疗组３５例顺利完成试验，对照组

３３例顺利完成试验。部分因年龄太小不能配合治疗而退出试验、个别患儿实验期间并发其他疾病而退

出试验。参照变应性鼻炎诊断标准及疗效评定标准 （１９９７年修订，海口）的评价方法：根据症状及体

征指标改善情况将疗效分为显效、有效、无效。 （１）显效：症状消失，阳性体征转为阴性； （２）有

效：症状及阳性体征大部分消失； （３）无效：症状和阳性体征无明显改善。总有效率＝ （显效＋ 有

效）／总例数×１００％。治疗组总有效率９１．４％，稍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９０．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邦鼻通宝洗鼻疗法能有效缓解小儿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症状且无明显不良反应，是

临床缓解该病的一种安全疗法，值得推广。近年，随着大气污染的加剧，小儿变应性鼻炎的发病率正在

逐年上升，因此早期有效治疗及预防小儿变应性鼻炎的工作刻不容缓。

犘犝０４５

儿童哮喘管理犃犘犘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初步研究

皇惠杰１喜雷２向莉１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２．通州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研发儿童哮喘管理ＡＰＰ并应用于家庭管理实践，初步探索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儿童哮喘

自我管理的临床价值。方法　根据儿童哮喘管理的基本要素 （疾病知识教育、用药方法指导、维持用药

督促、症状和呼气流速峰值监测及控制评估、触发因素预警、按需缓解类药物启动计划），采用互联网

技术研发儿童哮喘管理ＡＰＰ （即手机移动终端应用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简称ＡＰＰ），构建患者使用端、医生监

测端、管理中心端基本架构和功能定义及工作程序模式。测试并反复优化ＡＰＰ的实用功能。实践指导

共２８例儿童哮喘患者家长使用ＡＰＰ设定个人病史信息、药物医嘱、哮喘症状日志记录、峰流速值 （呼

气流速峰值）记录数据、每个月哮喘控制评分 （ｃＡＣＴ）并上传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端通过互联网接收

数据并核查分析连续２个月内的监测数据，以图表的形式向医生监测端显示，医生通过数据分析对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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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远程病情评估，制定下一阶段治疗计划。并通过互联网将治疗计划，健康教育等信息推送到患者使

用端，比较ＡＰＰ管理的哮喘患儿与传统方式管理的３６例哮喘患儿的哮喘控制差异性，ＡＰＰ管理患儿

应用和传输数据的依从性、接受度和满意度。结果　在使用４周后，推送 “应用反馈调查问卷表”，接

受度为８１．３％和满意度９３．７％。ＡＰＰ管理患儿应用和传输数据的依从性为：症状记录天数为５．０７天／

周，呼气峰流速值 （ＰＥＦ）记录的天数为５．９２天／周，在哮喘管理前后 （基线期、１个月、２个月）３

个时点，两组患儿的ｃＡＣＴ评分随时间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Ｆ＝１４．１４５，犘＝０．０００，犘＜０．００１），

采用不同管理方式的两组患儿的ｃＡＣＴ 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Ｆ＝１０．１１９，犘＝０．００３，犘＞

０．００１）。结论　儿童哮喘管理ＡＰＰ是一种在移动互联网技术下产生的新的高效哮喘慢病管理模式，可

获得较高的依从度，应不断增大临床应用研究来综合评价其在哮喘慢性持续期管理的应用价值。

犘犝０４６

孟鲁司特钠对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白介素６、１２含量的影响

柴若楠 林小平 谢华 宋薇薇

沈阳军区总医院１１００１５

目的　观察孟鲁司特钠对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白介素６、１２的影响，以探讨其治疗机制。方法　

１５０人分为三组，５０例变应性鼻炎患者，５０例健康对照，５０例孟鲁司特钠组，采用对象外周血及鼻腔

分泌物，最后用ＥＬＩＳＡ法测定血清中ＩＬ６、ＩＬ１２的含量。结果　孟鲁司特钠能显著减轻过敏性鼻炎

患者的临床症状，且对患者血清白介素６有明显的降低作用 （犘＜０．０１），对ＩＬ１２有显著的升高作用

（犘＜０．０１），两者呈负相关关系。结论　孟鲁司特钠治疗ＡＲ的机制可能是通过降低ＩＬ６和升高ＩＬ１２

水平实现的，提示ＩＬ６和ＩＬ１２在ＡＲ发病机制中有重要作用。

犘犝０４７

犜犺２型γδ犜细胞参与犚犛犞感染所诱发的气道炎症反应

刘北星 徐蕾 胡海燕 戚菲菲

中国医科大学１１０１２２

目的　探讨γδＴ细胞在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所诱发的气道炎症反应中的作用。方法　建立ＲＳＶ急

性感染的实验动物模型，ＨＥ染色观察肺组织炎症反应；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ＲＴＰＣＲ检测肺组织细胞因子ＩＬ４、

ＩＬ１３及ＩＦＮγｍＲＮＡ水平；流式细胞分析术检测肺组织局部γδＴ细胞总数及活化γδＴ细胞数量；流

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细胞因子，分析肺组织内ＩＬ４＋γδＴ细胞、ＩＬ１３＋γδＴ细胞及ＩＦＮγ＋γδＴ细胞

数量。结果　ＲＳＶ感染导致ＢＡＬＡ／ｃ鼠肺炎性细胞浸润，其中嗜酸性粒细胞增加明显；同时肺组织局

部Ｔｈ２型细胞因子ＩＬ４、ＩＬ１３ｍＲＮＡ表达升高；ＲＳＶ感染后，肺组织γδＴ细胞总数，特别是活化的

ＣＤ６９＋γδＴ细胞数量显著增加，其中分泌Ｔｈ２型细胞因子ＩＬ４和ＩＬ１３的γδＴ细胞数量增加明显，而

分泌Ｔｈ１型细胞因子ＩＦＮγ的γδＴ细胞数量显著减少。结论　γδＴ细胞通过分泌Ｔｈ２型细胞因子介导

ＲＳＶ感染诱发的气道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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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４８

犃犿狅犱犲犾狋狅狆狉犲犱犻犮狋狋犺犲犻狀犮犻犱犲狀犮犲狅犳犪犾犾犲狉犵犻犮狉犺犻狀犻狋犻狊犫犪狊犲犱狅狀

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犳犪犮狋狅狉狊犻狀犅犲犻犼犻狀犵，犆犺犻狀犪

ＯｕｙａｎｇＹｕｈｕｉ
１，２，ＺｈａｎｇＬｕｏ

１，２，ＦａｎＥｒｚｈｏｎｇ
１，ＬｉＹｉｎｇ

１，２，ＬｉＪｉｎ３，ＺｈａｎｇＤｅｓｈａｎ
３

１．北京市耳鼻咽喉研究所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ｏｎｇＲｅ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ｓｈｏｗｎｔｏ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ｉｎｈａｌｅｄ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ｐｏｌｌ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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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ｔｉｍｅｉｎＡ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ｐｏｌｌｅｎ（ｒ＝０．８６３９），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ｓ（０．７６７９），ａｎｄ

ｍｏｕｌｄ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０．７４２０）；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ｕｓｅｄ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Ａ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Ｒ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ａｙｂ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ａ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

ｐｒｅｖａｉｌｉｎｇ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犘犝０４９

犐犔１３犚１３０犙多态性分子构象及功能研究

何亚芳 鲍一笑 包军 华丽 刘全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探讨ＩＬ１３Ｒ１３０Ｑ多态性对其蛋白分子构象及功能的影响。方法　本研究通过Ｕｎｉｐｒｏｔ软件

获取ＩＬ１３的氨基酸序列及ＩＤ号，应用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ｏｐｅ软件预测ＩＬ１３Ｒ１３０Ｑ错义突变对氨基酸特性、

蛋白结构及功能的影响；及通过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同源建模服务系统预测ＩＬ１３Ｒ１３０Ｑ的分子构象。结

果　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ｏｐｅ软件预测结果显示ＩＬ１３Ｒ１３０Ｑ多态性可以导致其分子内部氨基酸残基特性、残基之

间链接及残基定位均发生改变；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同源建模预测结果显示ＩＬ１３Ｒ１３０Ｑ多态性导致其变异

型氨基酸与１２８位谷氨酸之间形成氢键。结论　ＩＬ１３Ｒ１３０Ｑ多态性可导致其分子构象及功能发生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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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５０

犔１３犚１３０犙多态性对支气管平滑肌细胞的功能影响

何亚芳 鲍一笑 包军 华丽 刘全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童呼吸科２０００９２

目的　探索ＩＬ１３Ｒ１３０Ｑ多态性对支气管平滑肌细胞收缩、分泌、增殖和迁移功能的影响。方法　

野生型及变异型ＩＬ１３重组蛋白，以不同浓度 （１ｎｇ／ｍｌ，１０ｎｇ／ｍｌ，５０ｎｇ／ｍｌ，１００ｎｇ／ｍ）刺激原代培

养的人支气管平滑肌细胞，２４ｈ后运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法检测人支气管平滑肌细胞肌动蛋白、肌凝蛋白、

钙调节蛋白及高亲和力ＩｇＥ受体的表达；Ｅｌｉｓａ法检测人支气管平滑肌细胞培养液中ＩＬ４、ＩＬ５及嗜酸

性粒细胞趋化蛋白的分泌量；钙离子荧光探针法检测平滑肌细胞内钙离子浓度以及应用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迁

移实验法检测变异型及野生型ＩＬ１３重组蛋白对平滑肌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结果　在刺激浓度为１０

１００ｎｇ／ｍｌ刺激范围内，ＩＬ１３Ｒ１３０Ｑ可明显的促进平滑肌细胞肌动蛋白、肌凝蛋白、钙调节蛋白及高亲

和力ＩｇＥ受体的表达；增加平滑肌细胞内钙离子浓度；促进平滑肌细胞分泌Ｅｏｔａｘｉｎ、ＩＬ４、ＩＬ５；并

增加平滑肌细胞的迁移能力。在刺激浓度为１１００ｎｇ／ｍｌ刺激范围内，ＩＬ１３及ＩＬ１３Ｒ１３０Ｑ对平滑肌细

胞的增殖能力均无明显影响。结论　ＩＬ１３Ｒ１３０Ｑ多态性可明显增加平滑肌细胞的收缩、分泌和迁移功

能，但其对平滑肌细胞的增殖活性没有影响。

犘犝０５１

变应性接触性皮炎的免疫机制及研究进展

魏若尧１高虹１孙劲旅２

１．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２．北京协和医院

变应性接触性皮炎 （ＡＣＤ）是由半抗原特应性Ｔ细胞介导、在过敏原接触皮肤后激发产生的迟发

型超敏反应 （ＩＶ型超敏反应），包含致敏期和激发期。在致敏阶段，半抗原和皮肤中的内源性蛋白组成

具有免疫性的抗原蛋白复合体，复合体被抗原提呈细胞 （ＡＰＣｓ）捕获后，随ＡＰＣｓ从表皮迁移至淋巴

结。随后，初始Ｔ细胞被抗原蛋白复合体活化。活化的Ｔ细胞在淋巴结中增殖并分化成为抗原特异性

效应Ｔ细胞并迁移至循环中。在激发阶段，效应Ｔ细胞被皮肤中的抗原提呈细胞再次激活，分泌多种

化学介质并引起抗原特异性炎症反应。本文介绍ＡＣＤ发展过程中的分子和细胞通路以及机制研究的新

进展，探索肥大细胞、Ｂ细胞、自然杀伤Ｔ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等在ＡＣ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对现

已建立的动物模型进行总结，讨论其特点和运用。

犘犝０５２

人原肌球蛋白犜犘犕１的原核表达

李文 郭晓晓 李敏英 邹泽红 赖荷 陶爱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法霍夫曼免疫研究所／广东省过敏反应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变态反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广州市过敏反应临床医学研究与转化中心５１０２６０

目的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原核表达人原肌球蛋白ＴＰＭ１，为后续研究ＴＰＭ１的免疫原性奠定基础。

方法　在Ｇｅｎｅｂａｎｋ中获取ＴＰＭ１的ｃＤＮＡ序列，人工合成全基因片段，ＴＰＭ１基因与表达载体ｐＥＴ

—９８３—



４４ａ连接后转入大肠杆菌Ｒｏｓｅｔｔａ构建原核表达体系，利用ＩＰＴＧ诱导ＴＰＭ１在大肠杆菌中表达。结果

　成功构建了ＲｏｓｅｔｔａｐＥＴ４４ａＴＰＭ１的原核表达体系，０．０６２５ｍＭ 至１ｍＭ 的ＩＰＴＧ均可高效诱导

ＴＰＭ１的原核表达。结论　成功构建了人原肌球蛋白ＴＰＭ１的原核表达系统，后续将纯化重组表达蛋

白ＴＰＭ１。

犘犝０５３

宁夏地区变应性鼻炎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马瑞霞１申学良１李莹２

１．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２．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抽样调查宁夏地区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流行病学特征并分析其相关因素。方

法　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９月，采用多阶段及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形式调查宁夏地区常住

（３年及３年以上）居民，成人以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 （２００９年，武夷山）作为诊断依据，儿童

以儿童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 （２０１０年，重庆）作为诊断依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完成统计分析。

结果　发放问卷总数为６０００份，有效调查问卷为５２３６份，回收率为８７．２７％。确诊变应性鼻炎６８４

例，宁夏地区５岁至７０岁常住居民ＡＲ患病率为１３．０６％ （６８４／５２３６），其中男１３．４０％ （３２５／２４２５），

女１２．７７％ （３５９／２８１１），男女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Ｘ２＝０．４５６，犘＞０．０５）。其中汉族１４．３５％

（４５２／３１５０），回族１１．１２％ （２３２／２０８６），回汉两民族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Ｘ２＝１１．５１，犘＜

０．０５）。按照ＡＲＩＡ ［８］标准：持续性ＡＲ为２７．６３％ （１８９／６８４），间歇性７２．３７％ （４９５／６８４）。城市

人口患病率为１４．５４％。农村人口患病率为１１．９０％，城市和农村居民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Ｘ２＝

７．９０，犘＜０．０５）。宁夏地区发病最高的月份是９月，占４２．５４％ （２９１／６８４）。吸入性变应原主要为：是

艾蒿 （６８．４２％）、杂草 （５８．４８％）、豚草 （５５．５６％），食入性变应原主要为小麦粉 （１４．３３％）、花生

（１３．７４％）、核桃仁 （１１．９９％）。患病率最高年龄段的为２１３０岁。ＡＲ患者提及合并的疾病中最多的是

特应性皮炎１６．６７％ （１１４／６８４），其次是鼻窦炎１５．７９％ （１０８／６８４）和哮喘１３．７４％ （９４／６８４）及过敏

性结膜炎１０．９６％ （７５／６８４）。结论　初步了解宁夏城市 ＡＲ的流行病学情况，为以后ＡＲ的防治工作

提供依据。

犘犝０５４

辽宁地区主要致敏花粉的相关研究

江盛学 朱晓明 李全生 魏庆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探究辽宁地区主要致敏花粉种类和特征方法　本研究病例来源与２０１３年８１０月间来解放军

２０２医院变态反应科门诊就诊的患者，从中选取资料完整并符合入选标准的３４２例花粉过敏的患者，并

对所有的患者进行皮肤点刺试验 （Ｓｋｉｎｐｒｉｃｋｔｅｓｔ，ＳＰＴ），在将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分析辽宁地区主

要致敏花粉的种类与特征。结果　花粉过敏原种类分布依次为艾蒿３２５例 （９５．１６％）、豚草１５４例

（４５．１６％）、草９４例 （２７．４２％）、藜草８３例 （２４．１９％），男女比例１：１。结论　辽宁地区主要致敏

花粉种类依次为艾蒿、豚草、草、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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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５５

犚狅犾犲狅犳犔犻犮狅犮犺犪犾犮狅狀犲犃狅狀犜犛犔犘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犻犿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犪狊狋犺犿犪

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ＨＡＯ，ＫｉｍＳｕｎｇＨｏ，ＹａｎｇＭｉｎ，ＸｕＪｉａｎＧａｎｇ，ＹｕＸｉ，ＱｉａｎＸｕｅＪｉａｏ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３００１９２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Ａｓｔｈｍａｉｓａｃｏｍｍｏ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ｍｏｒｙｌｉｋｅＴｈ２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ｓ．Ｖｉｒ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ｓｅｍｅｒｇｅｄａ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

ｃａｕｓｅ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ｅｐｉｓｏｄｅｓ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ｓｔｈｍａ，ｔｈｅｒｏｏｔｏｆｌｉｑｕｏｒｉｃｅ（Ｇｌｙｃｙｒ

ｒｈｉｚａｇｌａｂｒａ）ｈａｓｂｅｅｎｕｓｅｄａｓａ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Ｗｅｓｔ．ＬｉｃｏｃｈａｌｃｏｎｅＡｉｓｔｈｅｐｒ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ｈａｌｃｏｎｅｉｎｌｉｑｕｏｒｉｃｅｒｏｏｔ．犕犲狋犺狅犱狊　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ｌｉｃｏｃｈａｌｃｏｎｅＡｐｏｓ

ｓｅｓｓｅｓａｎ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ｗｅｔｅｓｔｅ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ｙｍｉｃｓｔｒｏ

ｍａｌｌｙｍｐｈｏｐｏｉｅｔｉｎ（ＴＳＬＰ）ｉｎＢＥＡＳ２Ｂ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ｐｒｉｍａｒｙ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犚犲狊狌犾狋　Ｗｅ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ｐｏｌｙｉｎｏｓｉｎｉｃｐｏｌｙｃｙｔｉｄｙｌｉｃａｃｉｄ（ｐｏｌｙＩＣ）ｉｎｄｕｃｅｄＴＳＬＰ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ｓ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ｂ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ｌｉｃｏｃｈａｌｃｏｎｅＡｉｎａｄｏｓｅａｎｄ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ｍａｎｎｅｒ． Ｗｅａｌｓｏ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ｐｏｌｙＩＣｉｎｄｕｃｅｄｍＲ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ｏｔｈｅｒ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ＭＣＰ１，ＲＡＮＴＥＳ，ａｎｄＩＬ８ｗａｓ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ｂｙ

ｌｉｃｏｃｈａｌｃｏｎｅＡ．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ｌｉｃｏｃｈａｌｃｏｎｅＡ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ｐｏｌｙＩＣｉｎｄｕｃｅｄＮＦκＢｎｕｃｌ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ＮＡｂｉｎｄ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ｙ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Ｉκβｋｉｎａｓｅ（ＩＫＫ）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ｕｔｎｏｔｂｙｄｉｒｅｃｔ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ｐ６５ａｔｓｅｒｉｎｅ２７６．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ｏｕｒ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ｌｉｃｏｃｈａｌｃｏｎｅＡ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ｐｏｌｙ

ＩＣｉｎｄｕｃｅｄＴＳＬＰ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ＫＫ／ＮＦκＢ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ｗｈｉｃｈ

ｍｉｇｈｔｂ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ｖｉｒｕｓ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ｄａｓｔｈｍａ．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ｓ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ｈｅｌ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ｖｉｒａｌｌ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ｓｔｈｍａ．

犘犝０５６

慢性鼻窦炎鼻腔粘膜组织学特点及鼻喷激素作用的观察

王鸿１王向东１，２范尔钟１张罗１，２

１．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２．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目的　观察慢性鼻窦炎鼻腔黏膜的组织学特点以及鼻喷激素的作用。方法　取慢性鼻窦炎患者手术

切除钩突标本２例，组织块法无菌培养，分组加入雷诺考特喷鼻剂和等量生理盐水连续培养十天，行

ＨＥ组织化学染色和扫描电镜观察。结果　１、组织形态学：ＨＥ结果显示，ＮＳ组上皮层呈单细胞排列，

原有的假复层柱状纤毛上皮结构消失，多为杯状细胞或无纤毛上皮细胞，且细胞总数明显减少，黏膜下

层组织结构疏松，肿胀明显。雷诺考特组：上皮呈单层或假复层排列，细胞呈矮柱状，有些部位出现纤

毛细胞，杯状细胞减少，黏膜下层组织结构疏松肿胀现象减轻。２、细胞构成比较：光镜下计数杯状细

胞和上皮细胞的数量，ＮＳ组杯状细胞占上皮细胞总数的比例分别为：６２．２７％，５９．９９％；雷诺考特组

分别为：１９．０４％，３２．２％。３、超微结构观察：扫描电镜显示，ＮＳ组上皮细胞充盈、肿胀明显，细胞

间隙加大，多为无纤毛上皮细胞。雷诺考特组上皮细胞肿胀现象减轻，细胞密集，有些部位仍保留较多

的纤毛细胞。结论　１、慢性鼻窦炎鼻腔黏膜组织学变化主要表现为，上皮层原有的假复层柱状上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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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结构消失，杯状细胞比例增大，黏膜下层组织结构疏松、肿胀明显。２、体外组织培养所见，鼻喷激

素雷诺考特能够减轻慢性鼻窦炎钩突黏膜下层组织肿胀，促进假复层纤毛上皮组织结构的恢复，可使杯

状细胞的比例减少，其局部应用对该疾病的治疗具有积极意义。

犘犝０５７

犆１１狅狉犳３２犔犚犚犆３２基因簇单核苷酸多态性
与中国北方汉族人群尘螨型过敏性鼻炎相关性研究

李景云１张媛１，２张罗１，２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２．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目的　过敏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作为复杂性疾病，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

最近的一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发现Ｃ１１ｏｒｆ３０ＬＲＲＣ３２基因簇上的单核苷多态性 （ｓｉｎｇｌｅ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ｐｏｌｙ

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ＮＰ）与过敏性鼻炎发生相关。本研究拟对Ｃ１１ｏｒｆ３０ＬＲＲＣ３２基因簇上的遗传变异进行精

细定位，筛选出与尘螨型ＡＲ相关的遗传位点。方法　研究募集了尘螨型过敏性鼻炎患者４００例和健康

对照受试者３２６例。Ｓｅｑｕｅｎｏｍ ＭａｓｓＡＲＲＡＹｉＰＬＥＸ质谱法进行Ｃ１１ｏｒｆ３０ＬＲＲＣ３２基因簇上的７３个

ＳＮＰｓ的基因分型。结果　Ｃ１１ｏｒｆ３０ＬＲＲＣ３２基因簇上的三个 ＳＮＰｓ （ｒｓ１１２３６８１７，ｒｓ１２７９０１８４及

ｒｓ１８９２９５２）与尘螨型ＡＲ发生相关。单倍型分析进一步将关联区域进行了缩小。此外，ｒｓ１１２３６８１７与

血清ＩｇＥ水平相关。结论　Ｃ１１ｏｒｆ３２ＬＲＲＣ３２基因簇单核苷酸多态性与ＡＲ发生相关。

犘犝０５８

哮喘患者诱导痰细胞学的改变及茶碱对其的影响

黄龙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６１００１６

目的　观察茶碱对哮喘患者诱导痰细胞学的影响。方法　选择支气管哮喘患者６０例，随机分为茶

碱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３０例。治疗组早餐及睡前各服缓释茶碱１００ｍｇ，吸入沙丁胺醇２００μｇ，每日３次；

对照组吸入沙丁胺醇２００μｇ，每日３次，两组疗程均为８周。观察治疗前、治疗后１月和后２月诱导痰

细胞学。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和对照组哮喘患者诱导痰细胞总数分别为 （３．００±０．７４）×１０６／ｍｌ、

（２．９０±０．５５）×１０６／ｍｌ，其中以巨噬细胞、中性细胞、嗜酸性细胞和淋巴细胞为主要细胞，所占比例

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６０．±１３．７）％、 （３０．±１３．０）％、 （９．３±４．３）％、 （４．１±２．２）％和 （６３．±

１２．１）％、（３１．９±９．９）％、（８．８±４．５）％、（３．７±２．６）％；两组患者在治疗２月后诱导痰内细胞总数、

巨噬细胞、中性细胞、嗜酸性细胞和淋巴细胞分别为 （２．９±０．５２）×１０６／ｍｌ、（６５．±１０．９）％、（２８．

±１０．８）％、（５．２±３．７）％、 （３．０±１．４）％和 （２．９±０．５８）×１０６／ｍｌ、 （６４．１±１３．７）％、 （２９．５±

６．９）％、（６．９±４．５）％、（３．２±１．９）％。而以嗜酸性细胞比例较治疗前有所下降，而茶碱治疗组较治疗

前及对照组下降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结论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嗜酸性细胞是哮喘

发病的主要效应细胞，经过茶碱治疗后诱导痰中嗜酸粒细胞计数下降，此可能为茶碱平喘作用机制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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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５９

膳食硒干预影响特应性皮炎小鼠脾脏
犆犇４＋犆犇２５＋犉狅狓狆３＋犜狉犲犵狊的水平

莫俊銮 周继昌 张丽君 杨慧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５１８０２０

目的　分析膳食硒干预对特应性皮炎小鼠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调节性Ｔ细胞的影响。方法　４０

只ＢＡＬＢ／ｃ小鼠随机分为致敏组和对照组，致敏组 （Ｇ１、Ｇ２、Ｇ３）分别以缺硒 （０．０１ｐｐｍＳｅ）、中量

硒 （０．２５ｐｐｍＳｅ）和高量硒 （３．００ｐｐｍＳｅ）饲料喂养，对照组 （Ｇ４）以中量硒饲料喂养。８周后致敏组

采用ＤＮＣＢ诱导特应性皮炎症状，Ｇ４组作为对照。致敏期间监测皮炎症状。致敏３周后，检测血浆总

ＩｇＥ，全血细胞计数，分析脾脏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调节性Ｔ细胞水平和组织硒含量，ＳＰＳＳ１７．０分

析组间各指标差异和变量间关系。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致敏组小鼠皮炎症状评分 （第６天后Ｆ值依

次为４４．８９７、７６．６２２、１１４．８６６、３３．３５２、２８．６０５、１１．２７１，Ｐ值均为０．０００）、抓挠计数 （第８天后Ｆ

值依次为４．０３７、５．９６７、７．０３６、５．００４、１０．８１８，Ｐ值均小于０．０５）、血浆总ＩｇＥ （Ｆ＝１７．２６７，犘＝

０．０００）和全血炎症细胞数 （ＷＢＣ、ＮＥ＃、ＬＹ＃、ＥＯ＃、ＢＡ＃的Ｆ值分别为４．５１２、５．３０１、４．２５１、

１１．２０４、５．７５７，Ｐ值均小于０．０５）均高于对照组。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调节性Ｔ细胞占ＣＤ４＋ＣＤ２５

＋Ｔ细胞百分比受致敏刺激影响降低 （Ｇ１、Ｇ２、Ｇ３依次为７９．６±７．６％、５９．０±２７．５％、３７．６±

５．４％），硒水平越高降低越明显且均低于对照组 （８５．２６±９．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Ｆ＝１８．２２８，犘

＝０．０００）；其中Ｇ３组降低最为明显，与 Ｇ１ （Ｆ＝０．１７４，犘＝０．０００）、Ｇ２ （Ｆ＝４０．８２８，犘＝０．０４８）

组和Ｇ４ （Ｆ＝１．４６６，犘＝０．０００）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相关与回归分析发现，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

＋调节性Ｔ细胞水平与皮肤组织硒含量呈直线负相关 （ｒ＝－０．６２３，犘＝０．００１，回归方程）。结论　膳

食硒通过其免疫学效应影响特应性皮炎小鼠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调节性Ｔ细胞的增殖分化水平。

犘犝０６０

喜热灵芝对肥大细胞介导的过敏反应的调节作用

程保辉１黄圣卓２胡田勇１马莉１范小琴１刘江琦１邱书奇２赵友兴１刘志强１

１．深圳市耳鼻咽喉研究所，深圳市龙岗区耳鼻咽喉医院；２．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目的　ＤＮＰＩｇＥ诱导的ＲＢＬ２Ｈ３细胞过敏模型评价喜热灵芝 （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ｃａｌｉｄｏｐｈｉｌｕｍ）中活性

成分抗过敏作用和机制。方法　经 ＭＴＴ比色法评价喜热灵芝小分子成分对ＲＢＬ２Ｈ３细胞生长的影响

后，ＲＢＬ２Ｈ３细胞分组 （空白对照，致敏组，小分子给药组）给药，１μｇ／ｍｌａｎｔｉｍｕｒｉｎｅＤＮＰＩｇＥ共

培养１２ｈ，致敏ＲＢＬ２Ｈ３细胞。细胞ＰＢＳ洗涤后，分别加入不同浓度含药受试液１５０～２００μｌ或等量

的阴性对照 （培养基）共培养３０ｍｉｎ后，１０ｎｇ／ｍｌＤＮＰＨＡＳ共孵育１２０ｍｉｎ，激发ＲＢＬ２Ｈ３细胞；

孵育结束后冰浴１０ｍｉｎ终止反应。取各孔上清液２５μｌ转入９６孔培养板中，同时加入５０μｌ底物 （０．１

ｍｏｌ／ｌ柠檬酸柠檬酸钠缓冲液，ｐＨ４．５，１ｍｍｏｌ／Ｌｐ硝基苯Ｎ乙酰基βＤ氨基葡萄糖胺），３７°Ｃ孵

育６０ｍｉｎ，最后加入１５０μｌ终止液 （０．１ｍｏｌ／Ｌ碳酸钠液，ｐＨ调１０．０），终止反应，测定４０５ｎｍ各孔

反应液吸光度，测定细胞裂解液中β己糖胺酶含量。根据公式计算不同处理组β己糖胺酶释放量。氨基

糖苷酶净释放度计算公式：释放度 （％）＝ （不同浓度给药组吸光度空白组吸光度）／ （总含量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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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光度空白组吸光度）×１００％。ＲＢＬ２Ｈ３细胞分组 （空白对照，致敏组，小分子给药组）给药，

１μｇ／ｍｌａｎｔｉｍｕｒｉｎｅＤＮＰＩｇＥ共培养１２ｈ。细胞ＰＢＳ洗涤后，小分子共培养３０ｍｉｎ后，１０ｎｇ／ｍｌＤＮＰ

ＨＡＳ激活细胞２４ｈ后，ＥＬＩＳＡ检测上清中白三烯及Ｔｈ２细胞因子ＩＬ４含量变化。结果　肥大细胞分

组 （空白对照组，ＤＮＰＩｇＥ致敏组，小分子给药组）给药，１μｇ／ｍｌａｎｔｉｍｕｒｉｎｅＤＮＰＩｇＥ共培养２４ｈ。

细胞Ｔｙｒｏｄｅ′ｓ液洗涤后，小分子共培养２４ｈ后，ＭＴＴ检测细胞活性。细胞Ｔｙｒｏｄｅ′ｓ液洗涤后，小分

子共培养３０ｍｉｎ后，１μｇ／ｍｌＤＮＰＢＳＡ激活细胞１ｈ。ＥＬＩＳＡ检测上清中Ｔｈ２细胞子ＩＬ４、ＬＴＢ４含

量和β氨基己糖苷酶释放量，结果显示喜热灵芝小分子可抑制β氨基己糖苷酶活性，生物碱类可以剂量

依赖性抑制肥大细胞释放Ｔｈ２细胞因子ＩＬ４和ＬＴＢ４。结论　喜热灵芝中酚类和生物碱可以抑制肥大

细胞介导的过敏反应。

犘犝０６１

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犐犔１３狉狊２０５４１犘狅犾狔犿狅狉狆犺犻狊犿犪狀犱犚犻狊犽狅犳犃犾犾犲狉犵犻犮犚犺犻狀犻狋犻狊：
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犳狉狅犿犪犕犲狋犪犃狀犪犾狔狊犻狊

Ｗａｎｇｍｅｉｑｕ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３３０００６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ｉｓａｎａｔｏｐ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ｈｉｃｈｉｎｖｏｌｖ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

ｎｅｔｉｃ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３（ＩＬ１３）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ｇｅｎｅｓｆｏｒＡＲｒｉｓｋ，ａｎｄ

ｍａｎ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ｖ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ｏ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ｒｓ２０５４１ｉｎＩＬ１３ｇｅｎｅｏｎＡＲ

ｒｉｓｋ，ｂｕｔ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ｒｅ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ｐｕｔａｂｌ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ｗ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ｉｓ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２３１３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４０９６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ｏｍｏ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ｃｌａｒｉｆｙｔｈｉｓｉｓｓｕｅ．犕犲狋犺狅犱狊　Ｓｔｕｄ

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Ｌ１３ｒｓ２０５４１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ａｎｄＡＲｒｉｓｋｗｅ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ＰｕｂＭｅｄ，Ｗａｎｇｆａ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ＮＫＩ）

ａｎｄＥｍｂａｓｅ．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ｓ（ＯＲｓ）ａｎｄ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９５％ ＣＩ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ａｎｄＡＲ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ｌ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ｕｓｉｎｇＳＴＡＴＡ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２．０．犚犲狊狌犾狋狊　Ｏｖｅｒａｌｌ，ＩＬ１３ｒｓ２０５４１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ｉｍｐｏｓｅｄａｒｉｓｋ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ＡＲ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ｕｎｄｅｒｆｉｖ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ｓｏｆＧｌｎＧｌｎｖｓ．ＡｒｇＡｒｇ，

ＧｌｎＧｌｎ＋ＡｒｇＧｌｎｖｓ．ＡｒｇＡｒｇ，ＧｌｎＧｌｎｖｓ．ＡｒｇＧｌｎ＋ＡｒｇＡｒｇ，ＡｌｌｅｌｅＧｌｎｖｓ．ＡｌｌｅｌｅＡｒｇ，ａｎｄＡｒｇＧｌｎ

ｖｓ．ＡｒｇＡｒｇ（ＯＲ＝１．６０，９５％ＣＩ＝１．２８１．９９；ＯＲ＝１．２７，９５％ＣＩ＝１．０７１．５０；ＯＲ＝１．５０，９５％ＣＩ＝

１．２２１．８６；ＯＲ＝１．２１，９５％ＣＩ＝１．１１１．３２；ＯＲ＝１．１６，９５％ＣＩ＝１．０３１．３０）．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ｂｙ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ｕｒｃｅａｌｓｏ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ａｎｄＡＲ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Ａｓｉ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ａｓｅｄｇｒｏｕｐｓ．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ＩＬ１３ｒｓ２０５４１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ｍａｙｂｅａ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ＡＲ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ｎＡｓｉａｎｐｅｏｐｌｅ．

犘犝０６２

基于过敏性鼻炎核心家系的全基因组重测序研究

张媛１，２，３赵亚丽２张罗１，２，３１．北京同仁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２．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３．北京同仁医院 鼻过敏科

目的　应用高通量测序技术为基础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策略、以过敏性鼻炎核心家系为切入点，在

全基因组范围内发现过敏性鼻炎的易感基因和通路。方法　根据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制定的

２００９版 《过敏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收集中国北方地区居住的、父代和子代均确诊为过敏性鼻炎的

核心家系４个，共计９个患病个体的外周血。从血液中提取ＤＮＡ，利用鸟枪法构建０．５ＫＢ插入片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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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库，进行测序，获得每个样本约４５Ｇ测序数据，平均测序深度约１５倍；对测序结果的测序深度、覆

盖度和均一性等进行评价；分析ＳＮＰ、插入缺失、结构变异等，并进行功能注释；对检测到的ＳＮＰ位

点进行关联分析，寻找与过敏性鼻炎相关的变异。结果　对９个样本的全基因组数据进行ＳＮＰｓ分析，

筛选可能和过敏性鼻炎相关的候选变异，筛选常见的变异共８５个，包括多名患者共有的功能变异以及

和过敏性疾病相关的变异；低频及罕见变异共计１０８个，其中部分变异所在基因参与了抗原呈递通路、

内吞作用通路以及吞噬体通路三个可能与变态反应相关的通路。以上变异通过在４０２名过敏性鼻炎散发

病例和４１６名正常对照中的验证研究，初步证实了４个已报道和过敏性疾病相关的基因变异或区域。同

时发现了５个和过敏性鼻炎相关的新的易感基因及功能变异。结论　利用基因组测序技术开展基于核心

家系的过敏性鼻炎致病基因筛查具有潜在优势，将为未来过敏性鼻炎发病机制的研究提供新的靶点。

犘犝０６３

桃犘狉狌狆１三种同种异型过敏原犐犵犈结合能力比较

高中山１周湘１杨朝崴２高岭１ＳｅｒｇｅＡＶｅｒｓｔｅｅｇ
３付婉艺１汪慧英４周建英５

ＪａａｐＨ．Ａｋｋｅｒｄａａｓ
３ＲｏｎａｌｄｖａｎＲｅｅ３

１．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２．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３．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实验免疫和耳鼻喉科；４．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过敏科；

５．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

目的　我国北方桃果实过敏病例有一部分是与桦树花粉Ｂｅｔｖ１交叉反应所致，桃果实中至少有两

种类似的蛋白，花粉有一种。本研究比较桃果实和花粉中存在的三个Ｐｒｕｐ１同种异型过敏原 （ｉｓｏａｌ

ｌｅｒｇｅｎ）的ＩｇＥ结合能力。方法　在大肠杆菌表达体系重组表达桃Ｐｒｕｐ１三个同种异型过敏原Ｐｒｕｐ

１．０１，Ｐｒｕｐ１．０２，和Ｐｒｕｐ１．０３。用质谱、肽段指纹图谱和圆二色谱对这三种重组蛋白进行了理化鉴

定，并确认具有ＲＮＡｓｅ活性功能。通过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系统和ＥＬＩＳＡ定量分析４７例欧洲桃过敏患者和

４例中国患者血清与三个组分结合的ｓＩｇＥ含量，并进行免疫结合抑制实验。结果　有６０％的患者血清

与三种同种异型的ＩｇＥ结合能力非常相似，另外的４０％血清呈现出２倍以上的差异。总体来讲，Ｐｒｕｐ

１．０２的ＩｇＥ结合活性一般高于另外２种。对于结合活性相似的血清池，同源组分的ＩｇＥ抑制效果大于

异源同种异型过敏原。如果单个血清在三个组分呈现很大的结合活性差异，那么结合活性最高的那个组

分显现更强的ＩｇＥ结合抑制能力。结论　桃果实中新的同种异型过敏原Ｐｒｕｐ１．０２具有更高的免疫活

性，花粉中的Ｐｒｕｐ１．０３也具有过敏原性。三个重组蛋白可以应用于组分精准临床诊断。

犘犝０６４

虫螨过敏患者外周血中犐犔３７水平的检测

陈章权１朱建冬１陶爱林２赖荷２

１．广东医科大学医学检验学院；２．广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虫螨过敏患者外周血中新型抗炎细胞因子ＩＬ３７水平。方法　分别收集３０例尘螨过敏

性鼻炎患者以及１５例健康志愿者外周血，分别采用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和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外周血单个

核细胞中ＩＬ３７ｍＲＮＡ表达和血清中ＩＬ３７水平。结果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结果显示尘螨过敏患

者外周血中ＩＬ３７ｍＲＮＡ表达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 （犘＜０．０５）；ＥＬＩＳＡ检测结果显示尘螨过敏患者血

清中ＩＬ３７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结论　尘螨过敏性鼻炎患者

外周血中新型抗炎细胞因子ＩＬ３７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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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６５

犎２犲犫１基因敲除小鼠的饲养繁殖及鉴定和犎２犲犫１
基因在变应性鼻炎中功能的实验研究

李林格 张华 马涛 张鼎昊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８３００５４

目的　探讨变态反应性疾病中应用Ｈ２ｅｂ１基因 （人类同源基因称：ＨＬＡＤＲＢ１基因）敲除小鼠的

饲养、繁殖及基因型鉴定的方法，以及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 （ＩＬ４，ＩＦＮγ和ＩｇＥ）在 Ｈ２

ｅｂ１基因敲除纯合、野生型ＡＲ小鼠和正常组小鼠鼻黏膜中的表达差异。方法　本课题组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课题 （基金号：８１１６０１２５）的支持下与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公司合作按照遗传学规则将１２９／

ＳＶ种系小鼠成功构建Ｈ２ｅｂ１剔除小鼠模型。结果获得Ｈ２ｅｂ１基因敲除杂合子小鼠，按照遗传学规则

对杂合子小鼠进行配对繁殖，用ＰＣＲ、蛋白免疫印迹 （肺、胸腺、鼻黏膜组织蛋白）的方法对幼鼠进

行基因型鉴定。按鉴定结果随机选取８周雌性野生型两组各１２只、纯合子型１２只，取野生型和纯合子

型各一组为实验组，野生型一组为对照组，实验组采用卵清蛋白致敏激发，建立小鼠ＡＲ模型。建模成

功后取血分离血清与建模前血清，ＥＬＩＳＡ法检测ＩＬ４和ＩＦＮγ细胞因子水平和ＯＶＡ特异性ＩｇＥ抗体

浓度。结果　Ｈ２ｅｂ１纯合子型小鼠的繁殖和饲养均获得成功，采用ＰＣＲ成功地对所获得的小鼠进行基

因分析在子代小鼠中存在野生纯合子型、杂合子型及纯合子型，３种基因型小鼠存活率无明显差异，出

生后１０天、２０天、３０天质量无明显差异。成功建立变应性鼻炎模型之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血清中

ＯＶＡＩｇＥ、ＩＬ４浓度明显升高，ＩＦＮγ浓度明显降低 （犘＜０．０５）；而实验组中基因敲除纯合子造模组

ＯＶＡＩｇＥ、ＩＬ４浓度明显低于基因敲除野生型造模组，基因敲除纯合子造模组ＩＦＮγ浓度明显低于基

因敲除野生型造模 （犘＜０．０５）。结论　本研究应用Ｃｒｅ／ＬｏｘＰ系统与ＥＳ细胞基因剔除技术成功构建了

变态反应性疾病敲除 Ｈ２ｅｂ１基因纯合子小鼠，为进一步研究确的饲养繁殖以及鉴定方法可从杂合子型

（因实验需同窝野生型和纯合子型小鼠，因此选用杂合子小鼠作为种鼠繁殖鉴定）或纯合子型小鼠中都

可获得纯合子型小鼠。在变应性鼻炎中ＯＶＡＩｇＥ、ＩＬ４表达升高而ＩＦＮγ降低，但敲除 Ｈ２ｅｂ１基因

之后的纯合子造模组的ＯＶＡＩｇＥ、ＩＬ４表达升高程度明显低于野生型造模组，而野生型造模组ＩＦＮγ

降低程度纯明显低于合子造模组，提示 Ｈ２ｅｂ１基因在变应性鼻炎的发病机制中的Ｔｈ１／Ｔｈ２失衡有重

要调节作用。

犘犝０６６

犈３泛素连接酶 犕犐犇１在过敏性鼻炎小鼠鼻黏膜
组织中表达水平的研究

马进 陈彩玲 刘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４３００３０

目的　探讨Ｅ３泛素连接酶 ＭＩＤ１在过敏性鼻炎小鼠鼻黏膜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作用。方法　选取

Ｂａｌｂ／ｃ小鼠２０只，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１０只。建立卵清蛋白致敏的过敏性鼻炎小鼠模

型，同时使用生理盐水作为对照组，取各组小鼠鼻黏膜组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及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法检测小鼠鼻黏膜组织中 ＭＩＤ１以及炎性因子 ＣＣＬ２４、ＣＣＬ１１、ＣＣＬ２０、ＩＬ５、ＩＬ１３、ＴＳＬ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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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２５的表达水平。结果　实验组小鼠鼻黏膜组织中 ＭＩＤ１ｍＲＮＡ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免

疫组化结果显示 ＭＩＤ１主要表达在小鼠鼻黏膜上皮细胞，且实验组的阳性表达要高于对照组。实验组小

鼠鼻黏膜组织中各炎性因子的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小鼠鼻黏膜组织中 ＭＩＤ１ｍＲＮＡ表

达水平与各炎性因子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均呈正相关。结论　Ｅ３泛素连接酶 ＭＩＤ１参与过敏性鼻炎的发生

发展过程，该结果将有希望提高对过敏性鼻炎发病机制的了解，为过敏性鼻炎免疫调节治疗潜在靶点的

选择提供新的思路。

犘犝０６７

白杨素对哮喘模型小鼠肺组织核因子κ犅表达的影响

朱成华 杜强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２１００１１

目的　观察白杨素对急性哮喘模型小鼠肺组织核因子 （Ｎｕｃｌｅａｒｆａｃｔｏｒ，ＮＦ）κＢ表达的影响。方

法　２４只雌性ＢＡＬＢ／ｃ小鼠随机分成四组：正常对照组、哮喘组、白杨素组、布地奈德组，每组６只。

使用卵蛋白腹腔注射致敏，气道激发制备哮喘模型，白杨素组小鼠给予白杨素５０ｍｇ／ｋｇ灌胃，布地奈

德组小鼠给予布地奈德雾化液雾化吸入。肺功能测定评价小鼠气道阻力，ＨＥ染色评价小鼠气道炎症，

酶联免疫吸附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ＢＡＬＦ）中ＩＬ４，ＩＬ１３和血清总ＩｇＥ的水平，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肺组织ＮＦκＢ蛋白表达。结果　哮喘组小鼠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明显加重，白

杨素能够显著抑制哮喘模型小鼠的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白杨素能够抑制哮喘小鼠ＢＡＬＦ中ＩＬ４，

ＩＬ１３和血清总ＩｇＥ水平。哮喘组小鼠肺组织高表达的ＮＦκＢ水平经白杨素治疗后显著降低。结论　白

杨素能够抑制哮喘小鼠的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其机制可能通过抑制肺组织ＮＦκＢ的表达有关。

犘犝０６８

黄芪甲苷对犃５４９细胞胸腺基质淋巴细胞
生成素 （犜犛犔犘）表达的影响

朱成华 杜强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２１００１１

目的　观察黄芪甲苷对ＴＳＬＰ基因表达的影响以及此作用是否与核因子κＢ有关。方法　ＴＮＦα＋

ＩＬ４刺激Ａ５４９细胞４ｈ、１０ｈ和１８ｈ后，使用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方法观察Ａ５４９细胞ＴＳＬＰｍＲＮＡ表达的

变化；选择４ｈ时间点，使用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方法观察黄芪甲苷以及ＮＦκＢ抑制剂ＰＤＴＣ对ＴＳＬＰｍＲ

ＮＡ表达的影响，使用免疫荧光观察ＮＦκＢＰ６５核转录的变化，用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检测ＩκＢα表达的

变化。结果　ＴＮＦα＋ＩＬ４刺激Ａ５４９细胞后ＴＳＬＰｍＲＮＡ表达明显增加，４ｈ增加最明显，１０ｈ逐渐下

降，１８ｈ后基本降到正常；ＰＤＴＣ能够显著抑制ＴＳＬＰｍＲＮＡ表达，黄芪甲苷抑制作用不明显；黄芪

甲苷能够显著抑制Ａ５４９细胞ＮＦκＢＰ６５的核转录，升高胞浆ＩκＢα的蛋白水平。结论　气道上皮细胞

Ａ５４９细胞中ＮＦκＢ对ＴＳＬＰ基因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黄芪甲苷能够升高胞浆ＩκＢα的蛋白水平，抑

制ＮＦκＢ的核转录，但黄芪甲苷对ＴＳＬＰ的基因表达没有抑制作用。

—７９３—



犘犝０６９

镍变应性接触性皮炎小鼠模型的同步辐射分析

魏若尧１张静２陈栋梁２孙劲旅３

１．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２．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３．北京协和医学院

目的　建立镍变应性接触性皮炎ＡＣＤ小鼠模型，观察模型皮肤镍离子的分布情况，为临床前评价

镍ＡＣＤ治疗药物提供动物模型。方法　选择２４只Ｃ５７ＢＬ／６小鼠，随机分为４组 （阳性对照，阴性对

照，２０％硫酸镍组，３０％硫酸镍组），于第０天致敏且第２天激发，分别于激发后的２４、４８、７２ｈ对激

发部位皮肤红斑和水肿情况进行动态分级；ＨＥ染色观察激发部位皮肤病理变化。通过同步辐射Ｘ射线

荧光分析法对皮损组织不同深度下镍元素含量进行检测。结果　１．各剂量组动物激发部位皮肤２４ｈ红

斑程度最强，皮肤水肿各组均不明显。２．各剂量组激发部位皮肤表皮增厚，出现表皮结痂，基底层液

化变性细胞内细胞间水肿，真皮毛细血管扩张，真皮炎性细胞浸润，随时间推移分别表现为急性和亚急

性炎症症状，与人类镍过敏的急性和亚急性病理变化一致。３．３０％硫酸镍组皮肤组织中镍含量均值为

２４ｈ＞４８ｈ＞７２ｈ，各实验组镍浓度与阴性对照存在显著性差异；激发２４ｈ后镍离子含量随深度增加，镍

离子含量于激发４８ｈ时含量在距皮肤表面５００μｍ处达到峰值；激发７２ｈ后镍含量变化平缓。结论　成

功建立ＡＣＤ急性和亚急性小鼠模型；同步辐射元素分析方法手段对变应性接触性皮炎研究具有一定的

价值。

犘犝０７０

联合使用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对中重度持续性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观察

徐鸥 任秀敏 董金辉 王建星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０５００００

目的　探讨联合使用糖皮质激素、口服抗组胺药以及抗白三烯药物对中重度持续性过敏性鼻炎的治

疗效果和临床治疗时程的选择。方法　８４名过敏性鼻炎患者其随机分为两组，即对照组鼻喷激素＋地

氯雷他定组和实验组鼻喷激素＋地氯雷他定＋孟鲁司特钠组，给予糠酸莫米松鼻喷剂２００μｇ，１／日，

地氯雷他定１０ｍｇ口服，１／日，孟鲁司特钠１０ｍｇ口服，１／日，连续用药８周，观察治疗前后临床症

状的改善和治疗效果。结果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评分治疗４周、治疗８周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治疗８周加用孟鲁司特钠组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改善优于鼻喷激素＋地氯雷他定

组。治疗４周两组治疗有效率分别为７８．６％和８８．１％，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治疗８周两组

治疗有效率分别为８１．０％和９７．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鼻喷激素、抗组胺药物和抗

白三烯药物联用效果明显优于鼻喷激素和抗组胺药物联用，值得推荐。

—８９３—



犘犝０７１

哮喘儿童外周血淋巴细胞中犜犚犘犞１犿犚犖犃表达
与通道蛋白介导的机制研究

陈宏１宋瑜欣２，１于晓华２，１柳琳琳１１．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变态反应科

目的　观察和探讨支气管哮喘儿童白介素４／白介素４受体 （ＩＬ４／ＩＬ４Ｒ）通路过度活化与外周血

淋巴细胞中ＴＲＰＶ１ｍＲＮＡ表达的关系。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２到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对我院儿科收治的１００

例支气管哮喘患儿通过ＲＴＰＣＲ、ＩＦ和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经过抗人ＩＬ４Ｒ单克隆抗体 （ｍｈＩＬ４ＲＡｂ）

干预前后外周血淋巴细胞中ＴＲＰＶ１ｍＲＮＡ的表达、ｐＴＲＰＶ１表达量的变化及培养上清液中ＩＬ４和γ

干扰素 （ＩＦＮγ）质量浓度。并对同期体检的１００名对照组儿童进行同样检测。结果　对研究组和对照

组患儿淋巴细胞培养上清液中ＩＬ４及ＩＦＮγ水平分别进行比较，研究组干预前与干预后两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均 犘＜０．０５）。对两组淋巴细胞中 ＴＲＰＶ１ｍＲＮＡ 表达进行比较：研究组干预前 ＴＲ

ＰＶ１ｍＲＮＡ表达量显著低于干预后和对照组，ＴＲＰＶ１ｍＲＮＡ表达则显著高于干预后和对照组 （均犘＜

０．０５），研究组干预后和对照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ｐＴＲＰＶ１表达水平则显著提

高，研究组干预后和对照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阻断哮喘患儿ＩＬ４／ＩＬ４Ｒ通

路能够通过影响ｐＴＲＰＶ１的表达影响ＩＬ４和ＩＦＮγ的分泌，从而扭转Ｔｈ２细胞分化亢进的状态。ｐ

ＴＲＰＶ１的表达之间存在相互拮抗。ＩＬ４及ＩＦＮγ分泌量的变化可以反向影响ＴＲＰＶ１的转录。

犘犝０７２

犈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犿犲犿狅狉狔犜犮犲犾犾狊犻狀犪狊狋犺犿犪犿狅狌狊犲犿狅犱犲犾

Ｌｉｕｌｉ，Ｌｉｙａｎｃｈｕｎ，Ｙｕｘｉｕｈｕａ，Ｈｕａｓｈｕｃｈｅｎｇ，ＬｉＦａｎ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Ｊ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３００２１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ＣＤ４＋ａｎｄＣＤ４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ｍｅｍｏｒｙＴ（Ｔｅｍ）ｃｅｌ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ａｎｔｉｇｅ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ｉｎａｍｏｕ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ｓｔｈｍａ．犕犲狋犺狅犱狊　ＦｅｍａｌｅＢＡＬＢ／ｃｍｉｃｅｗｅｒｅｄｉ

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ａｎａｓｔｈｍａ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ａｓｔｈｍａ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ｅｄｗｉｔｈＯＶＡｔｈｅｎ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ｄｗｉｔｈＯＶＡｆｏｒ７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ｄａｙ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ｅｄ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ｗｉｔｈＰＢＳ．

Ｓｐｌｅｅｎａｎｄｌｕｎｇ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ａｔ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ｉｍｅｓｕｐｔｏ３０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ｇｅｏｆＣＤ４＋ａｎｄＣＤ４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４４ＨｉｇｈＣＤ６２Ｌ）ｉｎｔｏｔａｌＣＤ４＋ａｎｄＣＤ４Ｔ

ｃｅｌｌｓｗ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ｕｓｉｎｇｆｌｏｗ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犚犲狊狌犾狋狊　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ＣＤ４＋ａｎｄＣＤ４Ｔｅｍ４８ｈｏｕｒｓ

ａｆｔｅｒｆｉｎａｌＯＶ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ＯＶ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ｍｉｃｅｔｈａｎ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ｉｃｅ．ＩｎＯＶ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

ｍｉｃｅ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ＣＤ４＋ 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ｉｎｌｕ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ｒａｐｉｄｌ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Ｖ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

ｕｅｄ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ｅｎｄｅｄ，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ｐｅａｋｖａｌｕｅｏｆ５５．６９％６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ＣＤ４＋ 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ｔｈｅ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ｔｏ２５．２１％３０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ｈｅｐｅｒ

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ＣＤ４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ｉｎｌｕｎｇａｌｓ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ｐｅｒｉｏｄ，ｂｕｔｐｅａｋｅｄｅａｒｌｉｅｒ

ａｔ６１．９７％２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ｏｒｅｒａｐｉｄｌｙｔｏ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２０％ｔｗｏ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犆犇４＋犪狀犱犆犇４犜犲犿犮犲犾犾狊犫狅狋犺狆犾犪狔狉狅犾犲狊犻狀狋犺犲狆犪狋犺狅犵犲狀犲狊犻狊狅犳犪狊狋犺犿犪

犫狌狋狋犺犲犻狉狉狅犾犲狊犪狉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犫犪狊犲犱狅狀狋犺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犻狀狋犺犲犻狉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犱狌狉犻狀犵犪狀犱犪犳狋犲狉犗犞犃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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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７３

脂肪干细胞能抑制小鼠慢性哮喘模型的气道重塑

朱灿红 陈正荣 王美娟 孙惠泉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２１５００３

目的　过敏性哮喘是以ＴＨ２辅助细胞免疫反应为主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重症哮喘需要大剂量

药物来维持哮喘控制，少数患者即使给与大剂量药物或者药物停止后仍有持续症状，慢性炎症可以导致

气道重塑并加重疾病，近来研究表明脂肪干细胞 （Ａｄｉｐｏｓ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ｓｔｒｏｍａｌｃｅｌｌｓ，ＡＤＳＣｓ）能减轻小鼠

哮喘模型气道炎症。本研究探讨 ＡＤＳＣｓ在小鼠慢性哮喘模型中对气道重塑的防治作用。方法　取

ＢＡＬＢ／ｃ小鼠 （６８ｗ）腹部脂肪进行ＡＤＳＣｓ的分离、培养、传代、鉴定，取生长良好的第三代ＡＤＳＣｓ

用于小鼠体内实验。雌性ＢＡＬＢ／ｃ小鼠 （６８ｗ）２４只，体重１８２２ｇ，随机分为：实验组、哮喘组、对

照组，在实验第０、７、１４天给予ＢＡＬＢ／ｃ小鼠腹腔及大腿内侧注射ＯＶＡ 液２００μｌ（ＯＶＡ２０μｇ，ＡＬ

（ＯＨ）３４ｍｇ）致敏，在实验第２１天予以吸入３％ ＯＶＡ溶液进行激发，每周三次，每次３０ｍｉｎ，制作

哮喘气道重塑模型；对照组致敏和激发均用生理盐水；实验组在第一次激发前一天经尾静脉注入０．１ｍｌ

ＡＤＳＣｓ（２×１０６个），哮喘组和对照组经尾静脉注入０．１ｍｌ生理盐水，最后一次激发后２４ｈ进行气道反

应性 （Ａｉｒｗａｙｈｙｐ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ＨＲ）测定、肺泡灌洗、肺组织切片、ＨＥ染色，分析各组气道

对乙酰胆碱的反应性、各组肺泡盥洗液 （Ｂｒｏｎｃｈｏａｌｖｅｏｌａｒｌａｖａｇｅｆｌｕｉｄ，ＢＡＬＦ）中炎症细胞数量、细胞

分类及肺组织切片中炎症细胞浸润情况和气道平滑肌厚度及气道壁总厚度，并测定ＢＡＬＦ中细胞因子

的变化情况。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哮喘组ＡＨＲ显著增高；ＢＡＬＦ中炎性细胞总数、嗜酸粒细胞比例

增高，细胞因子ＩＬ４、ＩＬ５增高、ＩＦＮｖ下降；组织切片中炎症细胞浸润显著增加，气道平滑肌厚度及

气道壁总厚度显著增加。与哮喘组比较，静脉给与 ＡＤＳＣｓ显著减少小鼠慢性哮喘模型的 ＡＨＲ，显著

减少ＢＡＬＦ中炎性细胞总数、嗜酸粒细胞比例，显著减少细胞因子ＩＬ４、ＩＬ５浓度、显著增加ＩＦＮｖ

浓度，显著减少组织切片中炎症细胞浸润，显著减少气道平滑肌厚度及气道壁总厚度，以上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ＡＤＳＣｓ能有效减少小鼠慢性哮喘模型气道反应性、气道慢性炎症及气

道重塑，ＡＤＳＣｓ在哮喘气道重塑的防治中具有重要作用。

犘犝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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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ａｌ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ａｓｔｈｍａ．Ａ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ｏｆａ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ＴＧＦＢ１，５０９Ｃ／Ｔ，ｍｉｇｈｔ

ｂ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ｂｕｔｉｔｓ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ｒｅｍａｉｎｓ

ｕｎｋｎｏｗｎ．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ＴＧＦＢ１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５０９Ｃ／Ｔ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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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ＡＲａｎｄ２７５ａｔｏｐｙｆｒｅ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Ａ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ａｓｍｉｌｄｏｒ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Ａｓｔｈｍａ（ＡＲＩ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ＧＦＢ１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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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ｕｓｉｎｇ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１００Ｅｓｙｓｔｅｍ．犚犲狊狌犾狋狊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ａｌｌｅｌｅｆ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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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ｐｅｓｗａｓａｌｓ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ｅｖｅｒｅＡ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犘＝０．０３６）．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ｉｓｖａｒｉ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ｉｌｄｇｒｏｕｐａｌ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ｅｖｅｒｅ

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３８）．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ｍｉｌｄＡ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犘＝０．０７５）．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５０９Ｃ／ＴｉｎｔｈｅＴＧＦＢ１ｇｅｎｅｍ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ＡＲ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犘犝０７５

甲醛对变应性鼻炎小鼠鼻黏膜上皮细胞的影响

向荣 许昱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４３００６０

目的　近年来，随着甲醛等室内空气污染日益严重变应性鼻炎的发病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目前，

尚缺乏甲醛对变应性鼻炎影响的相关研究。本文旨在研究甲醛对变应性鼻炎小鼠鼻黏膜上皮细胞的影

响。方法　将３２只雄性ＢＡＬＢ／ｃ小鼠随机分为４组 （每组８只）：（Ａ）正常对照组，（Ｂ）ＡＲ模型组，

（Ｃ）单纯３．０ｍｇ／ｍ３甲醛暴露组和 （Ｄ）３．０ｍｇ／ｍ３甲醛暴露ＡＲ组。第１和第７天，Ｂ、Ｄ组小鼠通

过腹腔注射屋尘螨第一变应原组分 （Ｄｅｒｐ１）致敏，从第２１天起，连续一周以Ｄｅｒｐ１对各组小鼠进行

双侧交替性滴鼻激发。Ｃ、Ｄ组小鼠自第１天至第２０天连续进行３．０ｍｇ／ｍ３气体甲醛暴露２０天，每天

４小时。于最后一次局部激发后２小时处死各组小鼠，取材。观察小鼠喷嚏、挠鼻次数进行；ＥＬＩＳＡ法

检测各组小鼠血清中总ＩｇＥ的表达水平；ＨＥ、ＰＡＳ观察鼻黏膜组织学改变；透射电镜观察鼻黏膜超微

结构变化。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ＡＲ组小鼠喷嚏、挠鼻次数明显增多，血清中总ＩｇＥ水平均升高

且组织学染色见鼻黏膜中嗜酸性粒细胞、杯状细胞等炎性细胞浸润增多提示造模成功。甲醛暴露ＡＲ组

小鼠喷嚏、挠鼻症状较单纯ＡＲ组高，血清中ＩｇＥ水平和 ＨＥ染色中嗜酸性粒细胞浸润程度均高于单纯

ＡＲ组。透射电镜示ＡＲ组鼻黏膜柱状上皮细胞表面纤毛部分脱落，细胞顶端侧面的紧密连接数量减

少，细胞间隙增宽。甲醛暴露ＡＲ组鼻黏膜炎性浸润程度较单纯ＡＲ组高，鼻黏膜超微结构破坏更严

重。甲醛暴露ＡＲ组透射电镜结果示：上皮细胞表面的纤毛脱落较单纯ＡＲ明显，细胞顶端侧面的紧密

连接不可见，细胞间隙较单纯ＡＲ组明显增宽，胞内的高尔基体、线粒体等细胞器聚集、水肿。结论　

甲醛暴露可能通过损伤ＡＲ小鼠鼻黏膜的超微结构影响变应性鼻炎的炎症状态。

犘犝０７６

糖皮质激素对鼻黏膜上皮细胞犜狅犾犾样受体的调控

崔昕燕

江苏省人民医院２１００２９

目的　在人原代鼻黏膜上皮细胞模型中探索抗炎药物糖皮质激素 （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ｓ，ＧＣ）对鼻黏膜

慢性炎症中特异性识别病原菌的ＴＬＲｓ以及下游炎症因子的干预作用。方法　构建人原代鼻黏膜上皮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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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模型，分别给予不同浓度细菌脂多糖，以及细菌脂多糖和氢化可的松混合干预，通过荧光定量ＰＣＲ

观察不同方法干预后ＴＬＲ２、ＴＬＲ４以及细胞因子ＩＬ６、ＩＬ８、ＩＬ１０和ＩＬ１２的表达变化。结果　低浓

度氢化可的松 （１μｇ／ｍｌ）预先处理可上调ＴＬＲ２、ＴＬＲ４以及细胞因子ＩＬ６、ＩＬ８和ＩＬ１０的 ｍＲＮＡ

表达，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中、高浓度氢化可的松 （１０μｇ／ｍｌ、１００μｇ／ｍｌ）则不同程度抑制ＴＬＲ２、

ＴＬＲ４以及细胞因子ＩＬ６、ＩＬ８和ＩＬ１０的 ｍＲＮＡ表达 （犘＜０．０５）。ＩＬ１２ｍＲＮＡ表达与氢化可的松

未处理组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不同浓度ＧＣ干预对鼻黏膜上皮细胞ＴＬＲｓ表达有不同影响，ＧＣ可能

通过调控ＴＬＲｓ来实现对下游炎症因子的控制，但ＧＣ直接或间接作用于ＴＬＲｓ的具体机制有待于以后

的研究探索。

犘犝０７７

变应性鼻炎患者中变应性鼻咽炎的发病情况的研究

武琼 金光华 李琳

中日联谊医院１３００３３

目的　观察变应性鼻炎患者鼻咽部是否出现黏膜水肿，探讨变应性鼻炎患者鼻咽部黏膜是否同时存

在变应性炎症．方法　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查确诊的变应性鼻炎患者，对患者行鼻内镜或电子鼻咽镜检查

观察鼻咽部黏膜的水肿状态．结果　诊断为变应性鼻炎的患者８０例 （其中男４６例，女３４例，年龄１５～

４８岁，中位年龄为３１［２６，３９］），２１．２５％ （１７／８０）的患者发现同时存在变应性鼻咽炎，表现为粘膜水

肿，苍白，并可见水样分泌物，其中男女比例１：０．７，中位年龄为２８ ［２３，３５］。结论　变应性鼻炎可同

时伴发变应性鼻咽炎，这可能与鼻腔粘膜与鼻咽部粘膜的连续性有关，鼻咽部的变应性炎症既可能是隶属

于变应性鼻炎又可能是变应性鼻炎的并发症之一，因而针对变应性鼻炎的治疗同时需兼顾鼻咽部。

犘犝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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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ｖｅｓｉｃｌｅｓａｒｅｎａｎｏｓｉｚｅｄｖｅｓｉｃｌｅｓｏｆｅｎｄｏｓｏｍ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ｉ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ｍｉＲ

Ｎ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ｅｘｏｓｏｍｅｓｉｎＡＲ．犕犲狋犺狅犱狊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ｖｅｓｉｃｌｅｓｗｅｒ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ｎａｓａｌｍｕｃｕｓｆｒｏｍ

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狀＝１０）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ＡＲ（狀＝１０）．ＶｅｓｉｃｌｅＲＮＡ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

ｕｓｉｎｇａＴａｑＭａｎ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ａｓｓａｙｓＨｕｍａｎＰａｎｅｌＥａｒｌｙＡｃｃｅｓｓｋｉｔ（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ｓｔｅｒＣｉｔｙ，

ＣＡ，ＵＳＡ）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ｂｅｓｆｏｒ３６６ｈｕｍａｎｍｉＲＮＡｓ，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ｗｅｒｅ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ｑｕａｎｔｉ

ｔａｔｉｖｅＲＴＰＣＲ．Ｔａｒｇｅ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ｈｗａ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ｍｉＲＮＡｓ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ｕｓｉｎｇＤＩＡＮＡｍｉｒＰａｔｈ． 犚犲狊狌犾狋狊　ＴｗｅｎｔｙｏｎｅｖｅｓｉｃｌｅｍｉＲＮＡｓｗｅｒｅ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１４

ｍｉＲＮＡｓｗｅｒｅｕｎｄｅ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犘＜０．０５）ｉｎｎａｓａｌｍｕｃｕｓｆｒｏｍＡ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ｙＤＩＡＮＡｍｉｒＰａｔｈ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３２ＫＥＧＧ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ｅｎｒｉｃｈｅｄ（犘＜０．０５，ＦＤ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ｖｅｓｉｃｌｅ

ｍｉＲＮＡ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ｔｈｅＢｃｅｌｌ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犘＝３．７０９Ｅ０９），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

ｋｉｌｌｅｒｃｅｌｌ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犘＝８．４６６Ｅ０５），ｔｈｅＴｃｅｌｌ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犘＝０．０００７５），

ｔｈｅＲＩＧＩ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犘＝０．００１２７），ｔｈｅＷｎｔ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犘＝０．００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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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ｄｏｃｙｔｏｓｉｓ（犘＝０．００４４０），ａｎｄｓａｌｉｖａｒｙ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犘＝０．０４６６０）ｗｅ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ｅｎ

ｒｉｃｈｅｄｉｎｑｕａｎｔｉｌ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ｍｉＲＮＡ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ｍｉＲ３０５ｐ，ｍｉＲ１９９ｂ３ｐ，

ｍｉＲ８７４，ｍｉＲ２８３ｐ，ｍｉＲ２０３，ａｎｄｍｉＲ８７５５ｐ，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Ｂｃｅｌｌ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ｎｄｓａｌｉｖａｒｙ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

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ｆｏｒ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４４Ａ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２０

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ＭｉＲ３０５ｐａｎｄｍｉＲ１９９ｂ３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ｖｅｓｉｃｌｅｓｆｒｏｍ

ｎａｓａｌｍｕｃｕｓｗｈ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ｗｈｉｌｅｍｉＲ８７４ａｎｄｍｉＲ２８３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ｏｗ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ｍｉＲＮＡ２０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Ａ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ｉｌｅｍｉＲＮＡ８７５５ｐ

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ｏｂ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Ａ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ｖｅｓｉ

ｃｌｅｍｉＲＮＡｍａｙｂｅ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Ｒ．

犘犝０７９

犌犆和犆犢犘２７犅１基因多态性与中国汉族人群尘螨致敏的
持续性变应性鼻炎的关联研究

田慧琴１陆莹２吴中飞１袁源１程雷１

１．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２．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群体保健科

目的　本研究探讨维生素 Ｄ 代谢相关的维生素 Ｄ 结合蛋白基因 （ＧＣ）及１α羟化酶基因

（ＣＹＰ２７Ｂ１）的多态性与中国汉族人群变应性鼻炎易感性的关联。方法　应用病例对照研究，纳入中国

汉族人群中尘螨致敏的持续性变应性鼻炎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ＰＥＲ）患者５６４例和健康对照

５８３例。选取ＧＣ及ＣＹＰ２７Ｂ１的单核苷酸多态性 （ｓｉｎｇｌｅ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ＳＮＰｓ）位点共８

个，分别为 ＧＣ 的ｒｓ４５８８，ｒｓ７０４１，ｒｓ３７３３３５９，ｒｓ１６８４７０２４，ｒｓ８４３００８，ｒｓ１５６５５７２，ｒｓ１１９３９１７３ 和

ＣＹＰ２７Ｂ１的ｒｓ１０８７７０１２。采用ＴａｑＭａｎ法对两组研究对象的候选位点ＳＮＰｓ进行分析。结果　ＧＣ的７

个位点及ＣＹＰ２７Ｂ１的ｒｓ１０８７７０１２位点与ＰＥＲ的易感性均未发现有统计学关联。但对病例组进行年龄、

性别、是否合并哮喘及总ＩｇＥ水平的高低分层后发现，ＧＣ的ｒｓ１６８４７０２４位点中，大于等于１７岁的ＣＴ

和ＣＴ／ＴＴ基因型、男性的ＣＴ／ＴＴ基因型、ＰＥＲ不伴哮喘的ＣＴ和ＣＴ／ＴＴ基因型，以及总ＩｇＥ水平

较低者的ＣＴ和ＣＴ／ＴＴ基因型与野生基因型ＣＣ相比，均可降低ＰＥＲ的发病风险。对ＧＣ所有７个位

点的单倍型分析发现，ＣＴＣＣＴＡＧ，ＡＴＣＣＴＣＧ及ＣＧＣＣＴＣＧ可以增加ＰＥＲ的发病风险 （Ｐ值分别为

０．００９，０．０２４和 ０．０２７）。ＧＣ 和 ＣＹＰ２７Ｂ１ 的基因交互作用分析发现，涉及 ＧＣ 基因两个位点

（ｒｓ３７３３３５９和ｒｓ１５６５５７２）的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０１），而同时涉及两个基因位点的模型均未

发现统计学意义。结论　维生素Ｄ代谢相关基因ＧＣ的ｒｓ１６８４７０２４位点与中国汉族人群尘螨致敏的

ＰＥＲ的易感性关联可能受到患者年龄、性别、是否合并哮喘及总ＩｇＥ水平的影响。维生素Ｄ代谢相关

基因ＧＣ的ｒｓ３７３３３５９位点和ｒｓ１５６５５７２位点在ＰＥＲ的遗传学发病机制中可能存在联合作用。

犘犝０８０

长链非编码犚犖犃与支气管哮喘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王倩１钱俊２

１．无锡市人民医院儿呼吸科；２．南京医科大学

长链非编码ＲＮＡ （ｌｎｃＲＮＡ）是一类长度大于２００个核苷酸的非编码ＲＮＡ （ｎｃＲＮＡ）。支气管哮

喘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以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性和气道重塑为特点。研究发现，一些ｌｎ

ｃＲＮＡｓ可参与激素抵抗性哮喘的鉴别，并且在糖皮质激素的治疗中有着重要作用，另有一些ｌｎｃＲＮ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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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微小ＲＮＡ （ｍｉＲＮＡ）、炎症反应、表观遗传修饰以及气道平滑肌细胞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推断，

ｌｎｃＲＮＡｓ可能参与调控哮喘的发生发展。该文就ｌｎｃＲＮＡｓ与哮喘的相关性进行总结陈述。

犘犝０８１

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疗效评价

李广 练状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２２５０００

目的　评价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 （ＡＲ）的临床疗效，探讨提高ＡＲ疗效的治疗措施。

方法　选择同期门诊及住院治疗的ＡＲ患者７６例，在患者自愿的前提下，将患者分为对照组 （狀＝４０

例）和观察组 （狀＝３６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药物治疗措施，观察组患者在上述治疗措施的基础上

加行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治疗１２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过敏性鼻炎症状评分、过敏性鼻炎体征评分、

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情况。结果　治疗１２个月后，两组患者过敏性鼻炎症状评分与体征评分比较，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显效与无效病例数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观察组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治疗期间两组间出现的不良反应例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应采取ＳＬＩＴ的方法治疗ＡＲ，其临床疗效确切且安全可靠，值得广泛推广施行。

犘犝０８２

口腔前庭含服粉尘螨滴剂治疗变应性鼻炎临床疗效观察

苏芳 谢景华 孟庆翔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５１０１８０

目的　评价标准化粉尘螨滴剂口腔前庭含服方式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诊断为变应

性鼻炎的８５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治疗组，口腔前庭含服粉尘螨滴剂治疗组，完

成１２个月特异性免疫治疗后，根据治疗前后的症状、体征评分及疗效评定。结果　治疗１２个月后，粉

尘螨滴剂舌下含服组与口前庭含服组，喷嚏、流涕、鼻塞、鼻痒症状总评分均低于治疗前。舌下含服组

治疗变应性鼻炎总有效率为６９．４４％，口腔前庭含服治疗组治疗变应性鼻炎总有效率为７２．２２％，两组

无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结论　无论是舌下含服还是口腔前庭含服粉尘螨滴剂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

１２个月后均能明显改善鼻炎症状，但两组的临床疗效无显著差异，但口前庭含服方式更方便，特别是

儿童，家长操作容易，患儿依从性更好，故粉尘螨滴剂口前庭含服治疗变应性鼻炎的投药途径值得推

广。

犘犝０８３

尘螨变应原滴剂舌下含服治疗变应性鼻炎远期疗效观察与分析

孟庆翔 谢景华 吴晓忠 高雄辉 李鹏 苏芳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５１０１８０

目的　评价尘螨变应原滴剂舌下含服治疗变应性鼻炎远期疗效，分析作用机制。方法　随访２２例

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免疫治疗大于２年 （２４个月）的持续性中重度变应性鼻炎患者，ＴＮＳＳ及ＩＮＳＳ法

评估鼻部症状的临床疗效；鼻分泌物涂片染色，观察嗜酸细胞计数；鼻腔灌洗液检测ＩＬ４、ＩＬ１３及

ＩＮＦγ表达；观察体液免疫 （ＴＩｇＥ、ｓＩｇＥ及ＩｇＧ）的变化。结果　１８例持续性中重度变应性鼻炎患者

舌下含服尘螨滴剂治疗时间２８．２２±３．０３ （月）。ＴＮＳＳ （５．２１±０．７２；１．３７±０．１１）与ＩＮＳＳ临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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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都较免疫治疗前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鼻分泌物嗜酸细胞计数较免疫治疗前下降，

差异有统计意义 （犘＜０．０５）。鼻腔灌洗液检测ＩＬ４ （７６．０１±６．３９ｐｇ／ｍｌ；２２．３３±３．３９ｐｇ／ｍｌ）、

ＩＬ１３ （５５．６８±７．８６ｐｇ／ｍｌ；）下降，较免疫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ＩＮＦγ表达无显著

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体液免疫 （ＴＩｇＥ、ｓＩｇＥ及ＩｇＧ）表达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结论　持续性中重度变应性鼻炎舌下含服尘螨变应原治疗２年临床疗效显著，鼻粘膜免疫ＴＨ２

型免疫状态下调。

犘犝０８４

屋尘螨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评价

顾苗 尤易文 陈静 张洁 严勇兵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２２６００１

目的　探讨屋尘螨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ＩＴ）变应性鼻炎 （ＡＲ）的疗效。方法　将对尘螨过

敏的ＡＲ患者分为ＳＩＴ组 （６０例）和药物治疗组 （３０例），比较两组治疗前和治疗２年的鼻炎症状评

分、用药评分、血清ｓＩｇＥ、血清ｓＩｇＧ４的变化。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症状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

且ＳＩＴ组低于药物治疗组。ＳＩＴ组治疗后，用药评分较治疗前明显下降。药物治疗组治疗前后用药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治疗前后血清ｓＩｇＥ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ＳＩＴ组治疗后血清ｓＩｇＧ４较治疗

前升高，药物治疗组治疗前后ｓＩｇＧ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尘螨引起的常年变应性鼻炎，ＳＩＴ优

于对症药物治疗。血清ｓＩｇＧ４的升高在变应性鼻炎的免疫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犘犝０８５

南通地区儿童变应性鼻炎９６５例吸入变应原分析

乐慧君 尤易文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２２６００１

目的　探讨南通地区变应性鼻炎患儿吸入性变应原的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方法　采用阿罗格变应

原制剂，对９６５例疑似变应性鼻炎患儿行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结果　受试患儿皮试结果总阳性率为

７０．６％ （６８１／９６５），其中粉尘螨、屋尘螨及花粉Ⅰ最高，其次为霉菌Ⅰ及蟑螂。屋尘螨的阳性率高低

与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花粉Ⅰ及蟑螂在＞６岁组中的阳性率高于≤６岁组 （犘＜０．０５）。

粉尘螨、屋尘螨、霉菌Ⅰ及蟑螂在市区组中的阳性率高于郊县组 （犘＜０．０５）。前五种变应原在６月份

的阳性率均高于１月份 （犘＜０．０５）。前五种变应原阳性率及各年份变应原总阳性率均无线性趋势 （犘＞

０．１）。结论　南通地区儿童变应性鼻炎的主要变应原为粉尘螨及屋尘螨，而霉菌Ⅰ及蟑螂的高阳性率也

是其分布特征。性别、年龄、生活环境及季节会影响变应原的分布。变应性鼻炎；儿童；变应原；皮肤

点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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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８６

８０例成人持续性变应性鼻炎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估

张薇 尤易文 陈静 顾苗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２２６００１

目的　探讨尘螨所致持续性变应性鼻炎 （ＰＡＲ）成年患者生活质量 （ＱＯＬ）状况，及其经标准化

尘螨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ＩＴ）或药物治疗前后ＱＯＬ的改变。方法　对２０１１年４～８月期间该院

确诊的ＰＡＲ患者行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挑选对尘螨过敏的成年患者８０例，随机分为ＳＩＴ组和药物

治疗组，每组各４０例，在治疗半年前后给予鼻结膜炎生活质量调查问卷 （ＲＱＬＱ）量表进行问卷调查；

选取４０例在该院健康体检的无变应性疾病者作为健康对照组并予 ＲＱＬＱ 量表进行问卷调查。比较

ＰＡＲ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的ＱＯＬ，比较ＰＡＲ患者治疗前后ＱＯＬ的变化及两种治疗方法对ＱＯＬ影响的

差异。结果　ＰＡＲ患者的ＱＯＬ在ＲＱＬＱ量表的各个维度及总分方面均高于健康对照组 （趌＜０．０５），

其中在鼻部症状方面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ＳＩＴ组ＲＱＬＱ 各维度的积分均较治疗前下降 （趌＜０．０５），

药物治疗组ＲＱＬＱ各维度的积分亦较治疗前下降 （趌＜０．０５），且ＳＩＴ组ＲＱＬＱ各维积分均低于药物

治疗组 （趌＜０．０５）。结论　ＡＲ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成年ＰＡＲ患者，经ＳＩＴ或药物治疗后，其

ＱＯＬ较治疗前改善，且经ＳＩＴ治疗的患者ＱＯＬ改善更明显。

犘犝０８７

标准化尘螨变应原疫苗治疗变应性鼻炎三年疗效观察

陈静 尤易文 顾苗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２２６００１

目的　评价标准化尘螨变应原疫苗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采用回顾分析，比较

５４例尘螨变应性鼻炎患者在接受３年的免疫治疗前后的症状、体征评分。结果　５４例患者均坚持完成

免疫治疗，治疗后５０例患者的症状、体征积分较治疗前均明显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

。在总共３３８２次注射中出现４２５例次局部不良反应，３２例次轻微全身不良反应，未出现致命性全身不

良反应。结论　标准化变应原免疫治疗是治疗尘螨引起变应性鼻炎的一种有效、安全的治疗方法。

犘犝０８８

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疫苗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评价

张洁 尤易文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２２６００１

目的　分析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疫苗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ＩＴ）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的疗效及其可能机制。方法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于南通大学附属

医院耳鼻喉科门诊确诊为主要对屋尘螨过敏的变应性鼻炎患者９０例，其中６０例患者自愿接受标准化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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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螨变应原疫苗特异性免疫治疗＋药物治疗 （ＳＩＴ组），３０例患者仅接受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组）。所

有患者于治疗前，治疗半年，治疗一年后行症状视觉模拟评分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及用药评

分；所有患者于治疗前，治疗一年后行特异性免疫球蛋白Ｇ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Ｇ４，ｓＩｇＧ４）及

特异性免疫球蛋白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Ｅ，ｓＩｇＥ）水平。结果　 （１）ＳＩＴ组和药物治疗组治疗

后患者症状ＶＡＳ评分均减少，而ＳＩＴ组用药评分较治疗前下降 （犘＜０．０５），而药物治疗组用药评分无

明显下降。（２）经一年的治疗后，ＳＩＴ组的有效率为９３．３３％，药物治疗组有效率为７６．６７％，两组治

疗有效率比较犘＜０．０５，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３）ＳＩＴ组及药物治疗组ＡＲ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ｓＩｇＥ水

平比较均为犘＞０．０５，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ＳＩＴ组患者治疗后血清ｓＩｇＧ４较治疗前明显升高，差别有

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药物治疗组治疗前后ｓＩｇＧ４无明显变化 （犘＞０．０５）。（３）ＳＩＴ组患者共注射

１２８０次，出现局部不良反应１４３次 （１１．１７％），未出现全身不良反应。结论　１．ＳＩＴ及药物治疗均能改

善ＡＲ患者症状，但是ＳＩＴ能减少患者用药，其疗效优于药物治疗。２．ＳＩＴ组和药物治疗组ＡＲ患者治

疗一年前后ｓＩｇＥ水平均无明显变化，而ＳＩＴ治疗后血清 “保护性抗体”ｓＩｇＧ４水平升高。３．ＳＩＴ是一

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犘犝０８９

儿童特异性皮炎患者血清特异性犐犵犌分析

林志斌 徐睿 李添应 陈冬 陈德华 罗晓青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医院５１００８０

目的　观察分析儿童特异性皮炎患者血清特异性ＩｇＧ检测结果，总结其临床意义。方法　选择我

院变态反应科门诊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２８例特异性皮炎患儿，分别对其进行１４种特异性ＩｇＧ

检测，分析其临床意义。结果　①特异性ＩｇＧ总阳性率８３．７％，其中鸡蛋 （蛋清／蛋黄）的阳性检出率

最高为４２．６％，其次为牛奶３８．５％，明显高于其他事物；②阳性率１～３级患者高于阳性率４～６级患

者；③４岁以下患儿阳性检出率高于５岁以上患儿；均犘＜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检测特异性

皮炎患儿血清特异性ＩｇＧ，能协助临床诊断，并合理选择饮食治疗方案，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犘犝０９０

北京地区可疑变应性鼻炎患者吸入性变应原特征分析

马思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回顾性分析可疑过敏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患者皮肤点刺试验 （ｓｋｉｎｐｒｉｃｋｔｅｓｔ，ＳＰＴ）

受试者吸入性变应原特征。方法　采用２１组共４３种标准化变应原对２０１１年１月日至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

日就诊于北京同仁医院的北京地区２６６２例可疑ＡＲ患者进行皮肤点刺试验，不同性别患者按照年龄分

为儿童 （４１４岁）、青少年 （１５２４岁）、青年 （２５４４岁）、中年 （４５５９岁）、年轻老年 （６０７４岁）共

５组。分析比较不同组患者过敏原检测结果差异，以及不同致敏原与特异性伴随症状的关系。结果　①

在２６６２例可疑过敏性鼻炎患者中，有２３４８例 （８８．２％）患者至少对一种变应原有临床意义上的阳性。

②变应原皮肤试验阳性率前４位的变应原依次为：粉尘螨 （４３．２％）、屋尘螨 （３７．８％）、德国小蠊

（３２．８％）、艾蒿 （２６．４％）。树１组合、粉尘螨、屋尘螨变应原的阳性率女性显著低于男性。③粉尘螨

与屋尘螨对于儿童有更高的阳性率，且阳性率随年龄呈负相关。④春秋季花粉 （树１、树２、禾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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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本科／谷类、艾蒿、蒲公英、大豚草、藜、草、刺槐、松、长叶车前草）变应原阳性更易引起眼部

症状。⑤持续性与间歇性分型对于春秋季花粉的阳性率存在显著性差异。⑥伴发哮喘与动物毛、禾本科

／谷类、艾蒿、蒲公英、松、新月弯孢属、交链孢霉菌致敏原阳性有显著相关性。结论　粉尘螨、屋尘

螨、德国小蠊、艾蒿是北京地区主要变应原，不同年龄、疾病分型及合并症患者，致敏原存在差异。

犘犝０９１

２３９例变应性疾病患者体内体外特异性变应原检测结果对比研究

鄢勤文１，２程琦１，２何本超１，２徐必生２颜风波２郑志刚２王佳龙１

１．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天门医院过敏反应科

２．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天门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目的　探讨变应性疾病患者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 （ｓｋｉｎｐｒｉｃｋｔｅｓｔ，ＳＰＴ）结果与血清特异性Ｉｇ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ｇＥ，ｓＩｇＥ）检测值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就我科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就诊的２３９例变

应性疾病患者的ＳＰＴ与血清特异性ＩｇＥ （使用Ｕｎｉｃａｐ系统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对屋尘螨

检测的结果中ＳＰＴ、ｓＩｇＥ的阳性率分别为７６％、６６％，总阳性率为８１％，一致性为８０％；对粉尘螨检

测的结果中ＳＰＴ、ｓＩｇＥ的阳性率分别为８１％、６６％，总阳性率为８５％，一致性为７７％；ＳＰＴ阳性率

均高于ｓＩｇＥ（屋尘螨Ｘ２＝７０、粉尘螨Ｘ２＝５０，均犘＜０．０１）；ＳＰＴ强度与ｓＩｇＥ等级呈正相关 （屋尘螨

ｒ＝０．７６４、粉尘螨ｒ＝０．７８９，均犘＜０．０１）。结论　变应性疾病患者变应原ＳＰＴ检测敏感性高于血清特

异性ＩｇＥ，两者同时检测可以提高检出率；两种检测结果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提倡在有条件的基层医

院，可以用ＳＰＴ作为初筛，再考虑是否进行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

犘犝０９２

粉尘螨滴剂舌下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评估

曹忠胜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２１５００４

目的　探讨粉尘螨滴剂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ｕｂ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ＬＩＴ）变应性鼻炎

（ＡＲ）的疗效。方法　对９９例完成两年粉尘螨滴剂ＳＬＩＴ的ＡＲ患者于治疗前、治疗半年、１年、２年

及停止治疗后１年进行鼻部症状总分 （ＴＮＳＳ）、ＶＡＳ评分及药物评分，比较两组之间的疗效。结果　

ＳＬＩＴ治疗半年、１年和２年后患者症状较治疗前出现明显改善，ＴＮＳＳ由治疗前的７．００［６．００；９．００］

分分别降低为５．００［４．００；７．００］、３．００［１．００；４．００］和３．００［１．００；４．００］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Ｚ值分别为７．８６８、８．５７０和８．５７０，Ｐ均＜０．０１）；患者ＳＬＩＴ治疗治疗１年后症状改善较治疗半年

时明显 （ＴＮＳＳ由治疗半年时的５．００［４．００；７．００］分降低为３．００ ［１．００；４．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Ｚ值为８．４３０，犘＜０．０１），治疗２年后较治疗１年后症状继续改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Ｚ值

为１．７３２，犘＞０．０５）；患者停止治疗１年后ＴＮＳＳ为３．００ ［１．００；４．００］，同完成２年治疗时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Ｚ值为１．９４１，犘＞０．０５）。同治疗前相比疗程满半年、满１年、满２年及停止治疗后１年

时的药物评分均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值分别是１１．６０９、２０．２２３、２１．３１０和２０．７３６，犘＜

０．０１），且在两年的疗程中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药物评分逐渐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

患者ＳＬＩＴ治疗治疗１年后药物评分较治疗半年时明显降低 （药物评分由治疗半年时的２．４２±０．７６分

降低为１．２７±０．８６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ｔ值为１９．６２０，犘＜０．０１），但停止治疗一年后同完成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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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２年时相比，虽然药物评分增加，但差异却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粉尘螨滴剂ＳＬＩＴ治

疗ＡＲ一年时才可较好地缓解ＡＲ症状，且在２年疗程结束１年后仍能维持较好疗效。

犘犝０９３

食物变应原皮试与血清特异性犐犵犈检测的相关性研究

郑青 郭胤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２００１２７

目的　探讨食物变应原皮试反应强度与血清ｓＩｇＥ浓度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对５７例拟诊过敏性疾

病患者 （单系统症状２４例，多系统症状３３例。其中有呼吸道症状３３例，皮肤症状４４例，其他系统症

状３例，严重过敏反应病史９例），以４种食物变应原：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小麦、花生、海虾、海

蟹／河蟹试剂作皮肤点刺试验，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ａｄｉａ２５０ （ＵｎｉＣＡＰ）的小麦ｆ４、花生ｆ１３、虾ｆ２４、蟹ｆ２３作血

清ｓＩｇＥ检测。结果　①皮试阳性率为小麦７．０％、花生１２．３％、海虾７．０％、海蟹１９．３％、河蟹

２４．６％。血清ｓＩｇＥ≥０．１ＫＵＡ／Ｌ的阳性率为小麦１９．３％、花生１７．５％、虾３５．１％、蟹２６．３％；≥

０．３５ＫＵＡ／Ｌ的阳性率为小麦１０．５％、花生７．０％、虾２４．６％、蟹１９．３％。②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的相

关系数：小麦皮试ｖｓ小麦ｓＩｇＥ０．３７７，犘＜０．０１；花生皮试ｖｓ花生ｓＩｇＥ０．５０５，犘＜０．０１；海虾皮试ｖｓ

虾ｓＩｇＥ０．２５９，犘＞０．０５；海蟹皮试ｖｓ蟹ｓＩｇＥ０．５５７，犘＜０．０１；河蟹皮试ｖｓ蟹ｓＩｇＥ０．６３０，犘＜０．０１。

③两种方法的总符合率 （≥０．１ＫＵＡ／Ｌ）为小麦皮试ｖｓ小麦ｓＩｇＥ８７．７％，阳性１００％阴性８６．８％；花

生皮试ｖｓ花生ｓＩｇＥ８４．２％，阳性５７．１％阴性８８．０％；海虾皮试ｖｓ虾ｓＩｇＥ６８．４％，阳性７５．０％阴性

６７．９％；海蟹皮试ｖｓ蟹ｓＩｇＥ８２．５％，阳性７２．７％阴性８４．８％；河蟹皮试ｖｓ蟹ｓＩｇＥ８７．７％，阳性

７８．６％阴性９０．７％。总符合率 （≥０．３５ＫＵＡ／Ｌ）为小麦皮试ｖｓ小麦ｓＩｇＥ８９．５％，阳性５０％阴性

９２．５％；花生皮试ｖｓ花生ｓＩｇＥ９１．２％，阳性４２．９％阴性９８．０％；海虾皮试ｖｓ虾ｓＩｇＥ７８．９％，阳性

７５．０％阴 性 ７９．２％；海 蟹 皮 试 ｖｓ 蟹 ｓＩｇＥ８６．０％，阳 性 ６３．６％ 阴 性 ９１．３％；河 蟹 皮 试 ｖｓ 蟹

ｓＩｇＥ８７．７％，阳性６４．３％阴性９５．３％。结论　４种食物变应原中：①海蟹／河蟹的皮试阳性率最高，虾

ｆ２４的ｓＩｇＥ阳性率最高；②海蟹／河蟹皮试ｖｓ蟹ｓＩｇＥ及花生皮试ｖｓ花生ｓＩｇＥ的相关性较高；③Ｕｎｉ

ＣＡＰ血清ｓＩｇＥ在以≥０．３５ＫＵＡ／Ｌ为阳性标准时，与皮试结果的总符合率较高。但由于样本量有限，

此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犘犝０９４

上海地区５６０例光斑贴试验结果分析

唐慧 胡跃 沈燕芸 王朵勤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２０００４０

目的　回顾分析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我院皮肤科门诊进行的５６０例光斑贴试验结果，探

讨接触性变应原和光接触性变应原在一些皮肤炎症性疾病中的作用。方法　收集接受光斑贴试验检测的

患者５６０例，根据国际接触性皮炎研究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ＩＣＤＲＧ）

的标准判读光斑贴试验结果，比较２０种变应原的光接触性皮炎 （ｐｈｏｔｏ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ｃｏｎｔａｃｔ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

ＰＡＣＤ）及接触性皮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ｃｏｎｔａｃｔ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ＣＤ）的阳性率。结果　５６０例患者中，ＰＡＣＤ阳

性３７８例 （６５．１７％），ＡＣＤ阳性３４２例 （５８．９７％），ＰＡＣＤ和ＡＣＤ同时阳性６２例 （１０．６９％）。ＰＡＣＤ

最常见阳性变应原是氯丙嗪 （５６．８１％），硫柳汞 （１２．１９％），甲醛 （７．８９％），ＡＣＤ最常见阳性变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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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甲醛 （２２．０４％），重铬酸钾 （２１．１４％），氯丙嗪 （１４．７０％）。ＰＡＣＤ和ＡＣＤ同时阳性的变应原中最

常见的变应原是氯丙嗪 （６．２７％），硫柳汞 （２．３３％），硫酸镍 （１．６１％）。结论　部分光接触性变应原

和接触性变应原和慢性光化性皮炎、面部皮炎、湿疹等炎症性皮肤病的发病密切相关。

犘犝０９５

洛阳地区诱发过敏性鼻炎及哮喘的主要致敏花粉的临床探讨

王美华 李雪花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洛阳东方医院４７１００３

目的　洛阳地区主要致敏花粉的临床探讨。方法　对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４年，来我院门诊已确诊为花粉

症的３６０例患者中男２１０例，女１５０例中，进行主要花粉：春季花粉Ⅰ （ＳＰⅠ），春季花粉Ⅱ （ＳＰⅡ），

春季花粉Ⅲ （ＳＰⅢ），夏季花粉 （ＰＰ），蒿属花粉 （Ａｒ），草花粉 （ＨＳ）六组检测，采用上臂皮内试

验法，前臂内侧皮肤点刺法和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 （ｓＩｇＥ）免疫印迹法。结果　在３６０例花粉症患者

中，结合临床分析花粉症患者在８１０月份，对Ａｒ、ＰＰ、ＨＳ花粉的阳性率最高均在≥＋＋和≥＋＋＋

之间，部分病人出现全身反应，春季花粉症患者发病率较底，说明花粉症患者的发病时间有明显的季节

性。根据临床表现结合皮肤试验和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更进一步证实Ａｒ、ＰＰ、ＨＳ花粉是洛阳地区最

主要的致敏花粉。结论　夏秋季花粉症患者中在５１０年内可发展为过敏性哮喘 （ＢＡ），夏秋季花粉引

起的过敏性鼻炎 （ＡＲ）应尽早开始特异性免疫治疗，可防止其发展为过敏性哮喘 （ＢＡ），对已有哮喘

的患者更应积极进行特导性免疫治疗，防止哮喘进一步加重。

犘犝０９６

黑龙江地区疣皮桦花粉症患者变应原皮下特异性
免疫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评价

张静 王忠祥 马春晖 关红妮

哈尔滨华医过敏性疾病医院１５００１６

目的　探讨黑龙江地区疣皮桦花粉症患者变应原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ＣＩＴ）的临床疗效及安全

性。方法　选择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春季疣皮桦花粉症患者 （过敏性鼻炎或鼻炎合并哮喘）应用标准化疣皮桦

变应原进行ＳＣＩＴ，选用自身对照方法，比较治疗３年后疣皮桦花粉症患者的症状评分、用药评分、皮

肤点刺试验 （ＳＰＴ）的皮肤指数、总ＩｇＥ、血清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鼻炎发展成哮喘的比例和不良反

应。结果　８９例ＳＣＩＴ治疗３年后临床症状评分、用药评分、ＳＰＴ的皮肤指数、总ＩｇＥ与ＳＣＩＴ前比较

明显改善 （均犘＜０．０１），有显著统计学意义；治疗前后血清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水平比较，未见明显

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没有鼻炎患者发展为哮喘；８例次局部不良反应，３例次轻微全身不良反应，

无致死性不良反应。结论　ＳＣＩＴ使机体对过敏原产生良好的免疫耐受状态，明显地改善花粉症患者的

临床症状，可以防止过敏性鼻炎发展为哮喘，是治疗花粉症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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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９７

舌下含服标准化粉尘螨滴剂治疗儿童变应性鼻炎的疗效及机制研究

王佳蓉 高锦团 许雄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３６２０００

目的　分析舌下含服标准化粉尘螨滴剂治疗儿童变应性鼻炎 （ＡＲ）的疗效及可能机制。方法　选

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期间因鼻塞、喷嚏、清水样涕、鼻痒等症状于我院确诊为变应性鼻炎的４

１４岁儿童８０例。根据患儿监护人意愿分为粉尘螨滴剂舌下含服免疫治疗组 （ＳＬＩＴ组）与单纯药物治

疗组，以症状视觉模拟量表和用药评分评定疗效，采用流体细胞技术检测治疗前、治疗１年后外周血辅

助性Ｔ细胞１７ （Ｔｈ１７）和 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 Ｔ细胞 （Ｔｒｅｇ）的细胞比例，所获资料采用ＳＰＳＳ

２１．０统计学软件分析结果。结果　ＳＬＩＴ组ＡＲ患儿免疫治疗后ＶＡＳ评分及用药评分分别为：（１３．１３

±６．３８）分、（１．０３±０．７９）分，较治疗前的 （３３．４５±８．１２）分、（３．６４±１．３７）分明显下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Ｐ值均＜０．０５）；药物治疗组治疗后ＶＡＳ评分由 （３１．９８±６．２６）分降至 （１８．３５±５．６３）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用药评分无明显变化 （犘＞０．０５）。ＳＬＩＴ组患者治疗１年后外周血

Ｔｈ１７细胞比例降低，Ｔｒｅｇ细胞比例显著升高，Ｔｈ１７／Ｔｒｅｇ细胞比例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而药物治疗组治疗前后上述各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ＳＬＩＴ及药物治疗

均能改善ＡＲ患儿症状，而ＳＬＩＴ不仅能减少患者用药，且其疗效优于单纯药物治疗。同时发现ＳＬＩＴ

能明显降低患者外周血种Ｔｈ１７细胞比例，提高Ｔｒｅｇ细胞比例，进一步证实ＳＬＩＴ可以通过改变ＡＲ患

儿的免疫状态从而达到治疗ＡＲ患者的良好效果。

犘犝０９８

１１００例花粉症患者变应原免疫治疗情况分析

朱晓明 叶晶 魏庆宇 关卫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本文分析了１１００例坚持长期脱敏治疗和随疹的花粉过敏病人的情况和二项实验指标的变化。结果

提示：１、脱敏治疗结果单纯花粉性鼻炎的疗效高于花粉性鼻炎并发哮喘者，这就是由于单纯的花粉性

鼻炎病程一般较短，病情较轻，因此治疗及时，可以取得较好的疗效。２、脱敏治疗时较长，应让患者

树立信心，坚持下去。３、应正确认识脱敏治疗的疗效。本组病例治疗后能达到基本痊愈者仅有６０人，

占５．５％，出现明显好转者有４９２人占４４．８％，减轻症状者４０２人，占３６．６％，总有效率为８６．９％。

因此目前所称脱敏疗法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达到减敏作用。所以必要时还应适当配合一些非特异性对症治

疗。以便更好地控制症状。４、脱敏治疗虽需完善和提高，但仍不失为当前最有效的防治方法。５、应进

一步研究和开发其他有效的防治方法及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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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０９９

标准化尘螨变应原注射液治疗过敏性哮喘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

朱晓明 李全生 江盛学 魏庆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评价标准化尘螨变应原注射液治疗轻～中度过敏性哮喘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采用病例自

身对照方法，比较３９例对屋尘螨和 （或）粉尘螨敏感的稳定期轻～中度过敏性哮喘患者在接受１年的

皮下注射阿罗格 （ＮＨＤ）标准化尘螨变应原注射液作脱敏治疗前后症状、体征评分。结果　３９例患者

完成了免疫治疗，经标准化尘螨变应原注射液免疫治疗后，３９例患者的症状和体征积分较治疗前均明

显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第一秒用力呼气量 （ＦＥＶ１）和最大呼气流量 （ＰＥＦ）比治

疗前增加 （犘＜０．０５），在总共１２９６次注射中出现１８５例次局部不良反应，１４例次轻微全身不良反应，

未出现致命性全身不良反应。结论　标准化变应原免疫治疗是治疗尘螨引起过敏性哮喘的一种有效、安

全的治疗方法。

犘犝１００

支气管哮喘２５８例常见吸入变应原检测及脱敏治疗疗效观察

朱晓明 李全生 江盛学 魏庆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探讨支气管哮喘的病因、发病机制、常见吸入变应原，观察脱敏治疗的疗效。方法　对２５８

例支气管哮喘患者进行吸入变应原皮试，并对１２４例皮肤试验阳性患者，并且经过临床治疗，肺功能

ＦＥＶ１＞７０％的患者进行常规脱敏治疗。结果　皮内试验检测结果阳性率４８．０６％，阴性率５１．９３％。常

见变应原依次为：花粉４２例 （３３．８７％）、尘螨６３例 （２９．３２％）、经过治疗后肺功能不达标者１９例

（１５．３２％）采用常规脱敏治疗后，总有效率７４．５３％。结论　环境因素与慢性支气管哮喘的发生密切相

关，特异性脱敏治疗针对变应原具有比较满意的疗效，值得推荐。

犘犝１０１

霉菌感染与霉菌点刺试验阳性率的关系

陈晓阳 高锦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３６２０００

目的　探索霉菌感染与霉菌皮内点刺试验阳性率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过敏科２０１５年５

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一年期间所做的皮内点刺试验结果。均采用阿罗格变应原试剂盒，均设阳性及阴性

对照，以＋以上者为霉菌皮内点刺试验阳性。并统计期间接受霉菌皮内点刺试验的临床诊断霉菌感染的

患者，观察霉菌感染与霉菌皮内点刺试验阳性率之间关系。结果　观察期间霉菌皮内点刺试验阳性的患

者共２１７例，男性８９例，女性１２８例，阳性率１４．５％。其中存在皮肤霉菌感染２８例，女性患者妇科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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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感染１９例，其它霉菌感染１２例。霉菌皮内点刺试验阴性患者共１２７６例，男性５１２例，女性７６４，阴

性率８５．５％。其中存在皮肤霉菌感染１９例，女性患者妇科霉菌感染２１例。霉菌皮内点刺试验阳性患

者存在临床霉菌感染的可能性高于点刺试验阴性患者。结论　霉菌感染可能与霉菌皮内点刺试验阳性有

关。

犘犝１０２

犈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犱狌狊狋犿犻狋犲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犻犿犿狌狀狅狋犺犲狉犪狆狔犳狅狉犪犾犾犲狉犵犻犮狉犺犻狀犻狋犻狊犻狀

犱狌狊狋犿犻狋犲狊犲狀狊犻狋犻狏犲狊狌犫犼犲犮狋狊

ｄｉｎｇｊｕｎｊｉｅ

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Ｎｏ．８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２００２３５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ＩＴ）ｗｉｔｈ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ｖａｃｃｉｎｅｉｎ３５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犕犲狋犺狅犱狊　Ａ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ｓｉｇｎｓａｎｄＡ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ｗｅｒｅｓｃｏｒ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ＳＩ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１ｙｅａｒａｎｄ２ｙｅａｒｓｏｆＳＩ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ａｃｙ．犚犲

狊狌犾狋狊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１ｙｅａｒ，ａｌ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ｓｉｇｎ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ｓｃｏｒ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ｔｏ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犘＜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２ｙｅａｒｓｏｆＳＩ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ｌｌｓｃｏｒ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

ｄｕｃ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１ｙｅａｒ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ｒ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ｕｌｔｓａｔ１

ａｎｄ２ｙｅａｒ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Ｎｏｓｅｒｉｏｕ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ｖａｃｃｉｎｅｉｓａｓａｆ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ｆｏｒＡＲｉｎ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ｓａｒｏｕｔ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ｗｏｙｅａｒｓ

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ｓ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ａｎｏｎｅｙｅａｒ．

犘犝１０３

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疫苗治疗过敏性哮喘的长期疗效评价

柴若楠 林小平 吕智慧 冯小娟 迟秀丽

沈阳军区总医院１１００１５

目的　探讨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疫苗 （ＡＬＫＡｂｅｌｌｏ屋尘螨提取液，Ａｌｕｔａｒｄò（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ＳＩＴ）特异性免疫治疗过敏性哮喘病人的长期疗效。方法　选择２００７年门诊对屋尘

螨 （Ｄ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ａｇｏｉｄｅｓｐｔｅｒｏｎｙｓｓｉｎｕｓＤｅｒＰ）过敏的轻中度哮喘患者狀＝３３例 （男，１７例，女１６例，

年龄７４６岁，平均年龄２０．２１±１１．０６），应用标准化屋尘螨变应原疫苗 （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ｉｃＶａｃｃｉｎｅ，ＡＶ）安

脱达 （Ａｌｕｔａｒｄò）进行ＡＳＩＴ治疗３年。观察停止ＡＳＩＴ后４年的长期疗效。观察指标：哮喘症状评分、

用药评分、生活质量评分、皮肤试验指数 （ＳＩ），肺功能指标、外周血ＥＯＳ计数，血清ｓＩｇＥ，ｔＩｇＥ和

新的致敏原和过敏症发生比例，结果　停止后随访４年，哮喘症状评分、用药评分、生活质量评分、皮

肤试验指数 （ＳＩ），肺功能指标、外周血Ｅｏｓ计数与治疗后相比犘＞０．０５。血清ｔＩｇＥ水平维持正常水

平，ｓＩｇＥ等级有所下降，但无明显统计学意义。ＡＳＩＴ后４年随访中未见新的致敏原和过敏症的发生。

结论　停止ＡＳＩＴ后，过敏性哮喘患者仍具有长期、稳定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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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１０４

安脱达尘螨疫苗治疗慢性荨麻疹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柴若楠 林小平

沈阳军区总医院１１００１５

目的　观察安脱达尘螨疫苗治疗慢性荨麻疹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５７例尘螨过敏的慢性荨麻疹

患者，比较免疫治疗前及接受治疗后３年时的病情变化，总结疗效，分析免疫治疗过程中的局部和全身

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后患者的症状评分 （采用 Ｕｒｔｉｃａｒｉａ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ｃｏｒｅ评分标准）等多项指标均较治

疗前有显著改善 （犘＜０．０５）；应急用药量较治疗前明显减少 （犘＜０．０５）；脱敏治疗３年过程中，１６例

出现局部不良反应，均出现在第１周起始阶段，表现为口唇或舌下肿胀，口腔发麻瘙痒不适或干燥，５

例出现不同程度的全身不良反应，表现为腹部不适、喷嚏、流涕、急性荨麻疹症状，均出现在维持期；

所有出现全身不良反应的病例经观察或变应原疫苗减量和 （或）药物治疗后，症状迅速缓解。治疗期间

未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结论　安脱达免疫治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犘犝１０５

人工喂养与过敏性鼻炎相关性分析

里晓红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２３００３２

目的　回顾性探讨人工喂养在过敏性鼻炎中的作用及意义。方法　收集５５０例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耳鼻喉科变态反应室诊断过敏性鼻炎患者，过敏原皮试均显示有 （＋＋）以上过敏原阳性，病史

采集母乳喂养时间。结果　５５０例ＡＲ患者中，人工喂养１４９人 （２７．１％），混合喂养１２７人 （２３．１％），

纯母乳喂养２７４人 （４９．８％）。结论　本研究显示人工喂养与过敏性鼻炎之间无明显相关性，人工喂养

可能不是过敏性鼻炎发病的重要因素。

犘犝１０６

粉尘螨滴剂治疗儿童和成人变应性鼻炎的疗效比较

李永贺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５１０２８０

目的　了解粉尘螨滴剂舌下含服治疗在儿童和成人的疗效比较。方法　１．临床资料：１．１　病例选

择：按照ＡＲＩＡ２００８诊断标准 （过敏症状＋变应原点刺皮肤试验），选择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１１年９月在我

科门诊就诊的过敏性鼻炎患者５０例，过敏原皮肤试验尘螨阳性≥＋＋，无药物过敏史，无哮喘等并发

症。１．２　性别、年龄与病情：成人组年龄１８５８岁，２６例；儿童组年龄７１６岁，２４例。男３０例，女

２０例。病情均为中重度。１．３　疗效评定：诊断及疗效评定标准依据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制定

的２００４年兰州会议 “变应性鼻炎诊断及疗效评定标准”。评定治疗效果计算方法为：改善百分率＝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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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前总分－治疗后总分）／治疗前总分×１００％，≥６６％为显效，６５％２６％为有效，≤２５％为无效。２．

脱敏方法：变应原点刺皮肤试验所用变应原提取液及舌下含服脱敏剂均为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舌下含服免疫疗法用药方法：药瓶倾斜４０°—６０°，将药物滴于舌下，含１３分钟后吞咽，每日

一次，每天固定时间用药。１４岁以下儿童，使用１、２、３号各１瓶 （递增期），４号使用至疗程结束

（维持期）。１４岁以上患者，使用１、２、３、４号各１瓶 （递增期），５号使用至疗程结束 （维持期），具

体用药方法详见说明书。结果　两组患者用药后未见明显不良反应，成人组退出１例，其余随访２年。

评定两组患者用药后１月、３月及９月治疗效果，见表１、２、３。用药１月、３月、９月，对两组总有效

率进行统计学处理：用药１月χ２＝０．８１，犘＞０．０５；用药３月χ２＝０．２５４，犘＞０．０５；用药９月χ２＝

０．２６６，犘＞０．０５。两组脱敏治疗均有明显效果，没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５），儿童组总有效率高于成

人组。两组脱敏治疗均在用药１月后起效，３月到９月达到稳定，儿童组症状控制有效平均时间１７．７

天，显效平均时间４５．８天；成人组症状控制有效平均时间３５．２天，显效平均时间５９．６天；儿童组平

均起效时间短于成人组。成人组脱漏１例，其他患者使用后未发现明显不适。评价治疗效果，各组患者

用药１月后起效，３９月达到稳定，儿童和成人总有效率无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儿童总有效率高于成

人，起效时间较成人短。结论　粉尘螨滴剂舌下含服治疗对于儿童及成人均有疗效，儿童比成人起效

快，有效率更高。

犘犝１０７

皮下免疫与舌下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疗效比较

王丰 张虹婷 孟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６１００４１

目的　比较皮下免疫治疗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ＣＩＴ）和舌下免疫治疗 （ｓｕｂｌｉｎｇｕａｌ

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ＬＩＴ）针对过敏性鼻炎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对２００９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在我科

门诊采取脱敏治疗的变应性鼻炎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行ＳＣＩＴ患者７９例，ＳＬＩＴ患者４８例。结果

　治疗３年后，ＳＣＩＴ组有效率为７５．９％ （６０／７９）；ＳＬＩＴ组有效率为７２．９％ （３５／４８），两组的有效率

无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χ２＝０．１５）。ＳＣＩＴ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２６．６％ （２１／７９），高于ＳＬＩＴ组

１０．４％ （５／４８），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χ２＝４．７９）。结论　两种脱敏治疗方法对变应性鼻

炎都能取得较好的疗效，但ＳＬＩＴ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

犘犝１０８

非索非那定治疗变应性鼻炎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犿犲狋犪分析

王玲玲 王松 胡斌 阳玉萍 张华 皮力东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８３００５４

系统评价非索非那定改善变应性鼻炎症状的有效性及评价用药安全性。方法　计算机检索ＯＶＩＤ、

Ｔｈ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ＣＮＫＩ和万方数据库，收集有关非索非那定对变应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疗效的随机对照试验 （ＲＣＴ），并追查了所有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检索年限均从建库

到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由２位评价者按纳入和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文献方法

学质量后，采用ＲｅｖＭａｎ５．１软件进行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最终共纳入９个ＲＣＴ研究，合计３７７６患者。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非索非那定可明显改善变应性鼻炎总症状 （ＴＳＳ）且优于安慰剂组，差异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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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 ［ＳＭＤ＝－０．４２；９５％ＣＩ（!０．４９，!０．３６），＜０．００００１］；改善变应性鼻炎清晨瞬总症状优于

安慰剂组 ［ＳＭＤ＝－０．２９；９５％ＣＩ（!０．３７，!０．２２），犘＜０．００００１］；改善变应性鼻炎单个鼻症状优

于安慰剂组：鼻塞 ［ＳＭＤ＝－０．２４；９５％ＣＩ（!０．２１，!０．０７），犘＜０．０００１］，流涕 ［ＳＭＤ＝－０．２４；

９５％ＣＩ（!０．３１，!０．１７），犘＜０．００００１］，打喷嚏 ［ＳＭＤ＝－０．３７；９５％ＣＩ（!０．４４，!０．３０），犘＜

０．００００１］，鼻痒 ［ＳＭＤ＝－０．３１；９５％ＣＩ（－０．３８，－０．２４），犘＜０．００００１］。非索非那定的不良反应发

生率与安慰剂组相似，无统计学差异 ［ＯＲ＝１．０２；９５％ＣＩ（０．８６，１．２１），犘＝０．８４］。本文只纳入一个

受试者为儿童的ＲＣＴ，因样本量小，证据强度较低，尚不能有效证明非索非那定治疗儿童变应性鼻炎

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结论　非索非那定治疗变应性鼻炎安全有效，可明显改善变应性鼻炎总体症状，改

善生活质量。受纳入研究数量和质量限制，针对非索非那定治疗变应性鼻炎儿童用药，尚需开展大样

本、高质量的ＲＣＴ进一步论证。

犘犝１０９

回顾性分析粉尘螨滴剂舌下脱敏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依从性

邱婷 许昱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４３００６１

目的　通过电话随访分析粉尘螨滴剂舌下脱敏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依从性。方法　本回顾性研究随访

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２００７年６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收治的８７例诊断明确的粉尘螨变应性鼻炎患者。记录

其停药时间与停药原因，用ｓｐｓｓ１８．０对计数资料进行统计描述。结果　６月内停药占总人数４４．８％，６^

１２月为１３．８％，１２^２４月为２３％，２４月以上为１８．４％，自行停药的原因主要为自觉症状好转自行停

药，其次为症状反复放弃治疗，而因发生不良反应的占比低。结论　粉尘螨滴剂舌下脱敏治疗疗程较

长，病情易反复，需要医生与患者共同配合，提高患者依从性从而提高疗效。

犘犝１１０

梧桐花粉变应原犘犾犪犪１的表达纯化及单克隆抗体的制备

倪玮玮１黄雯１吴德芹１周艳君１季春梅１曹梦妲１孙劲旅２魏继福１

１．江苏省人民医院；２．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表达及纯化梧桐花粉变应原Ｐｌａａ１，并且制备其特异性单克隆抗体。方法　将Ｐｌａａ１基因

亚克隆至ｐＥＴ２８ａ载体，再转化到大肠杆菌表达系统ＢＬ２１ （ＤＥ３）中，经ＩＰＴＧ诱导目的蛋白的表达，

用镍柱亲和层析的方法纯化目的蛋白，再以 Ｗｅｓｔｅｒｎ的方法对其免疫活性进行检测。将纯化的Ｐｌａａ１

蛋白作为免疫原，经皮下多点注射对ＢＡＬＢ／ｃ小鼠进行免疫，待血清检测为阳性，取小鼠脾细胞与小

鼠骨髓瘤细胞ＳＰ２／０以１０：１的比例在聚乙二醇的作用下进行融合，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

对阳性杂交瘤细胞进行筛选，用有限稀释法对筛选出的阳性杂交瘤细胞进行亚克隆，通过ＥＬＩＳＡ的方

法检测产生抗体的效价，最后利用蛋白Ａ琼脂糖的方法对以阳性的细胞株扩大培养所得到的腹水进行

纯化，从而得到纯化的Ｐｌａａ１特异性的单克隆抗体。结果　表达和纯化了梧桐花粉变应原Ｐｌａａ１，并

且检测出它能与梧桐花粉过敏病人血清中的ＩｇＥ特异性结合。且获得１１株能够稳定分泌抗Ｐｌａａ１的单

克隆抗体的杂交瘤细胞，分别命名为６Ｄ１２，６Ｅ１，６Ｆ１０，６Ｆ１２，６Ｈ２，１０Ｃ９，１０Ｄ９，１０Ｅ９，１０Ｆ９，１１Ｄ５

和１１Ｆ５，并且以６Ｄ１２细胞株产生的抗体的效价大于５１２０００。结论　获得的单克隆抗体具有较高的特异

性，为样品中梧桐花粉变应原Ｐｌａａ１的快速微量检测奠定了基础，也可用于梧桐花粉中各种变应原成

分的精确定量以及梧桐花粉脱敏疫苗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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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１１１

应用噬菌体展示肽技术筛选尘螨变应原犅细胞表位功模拟肽
及其体内外生物学功能的研究

李杰 陈浩 王静茹 杨林 祝戎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４３００３０

目的　用尘螨变应原阳性患者血清中针对尘螨的特异性ＩｇＥ抗体为钓饵，进行由果到因的反推，通

过噬菌体展示随机肽技术进行阴阳双重筛选，得出与尘螨特异性ＩｇＥ结合的模拟肽，并验证其功能。方

法　首先用尘螨变应原ＩｇＥ阴性的过敏患者血清中ＩｇＥ进行阴性筛选排除ＩｇＥ保守的重链结合肽，再用

尘螨阳性患者血清中ＩｇＥ为钓饵，得到和ＩｇＥ抗体高变区结合的尘螨Ｂ细胞线性以及构象表位模拟肽

库。为了验证筛选的尘螨Ｂ细胞表位模拟肽的体内生物学功能，我们利用户尘螨诱发的变应性鼻炎伴

支气管哮喘小鼠模型，观察所筛选的尘螨Ｂ细胞表位模拟肽１，２与３对小鼠模型气道炎症的治疗作用，

为进一步研制和开发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的Ｂ细胞表位疫苗提供实验依据。结果　一、与尘螨ＩｇＥ结

合的噬菌体的筛选将８４个噬菌体克隆进行ＤＮＡ测序后，除去相同序列以及克隆无效的序列，最后获

得４４个噬菌体克隆。将这４４个噬菌体单克隆的ＤＮＡ序列与尘螨主要变应原分子Ｄｅｒｐ１，Ｄｅｒｐ２，Ｄｅｒ

ｐ５与Ｄｅｒｐ７的三维结构通过软件比对，将３个特异性强且氨基酸序列与尘螨主要变应原比对性高的噬

菌体单克隆合成模拟肽。二、户尘螨模拟环肽对实验性变应性鼻炎伴支气管哮喘模型的作用模拟肽干预

组小鼠的抓鼻、流清涕、打喷嚏的症状明显改善，无口唇发绀、喘气以及呼吸频率加快等症状。模拟肽

干预组鼻黏膜上皮细胞完整，无柱状和杯状细胞增生，黏膜下层无腺体增生、无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

浸润，仅有少量嗜酸性粒细胞；模拟肽干预组肺组织血管与支气管炎症浸润明显减少、气道上皮结构好

转。模拟肽干预组１、２、３鼻黏膜上皮ＩＬ２５ｍＲＮＡ、ＩＬ３３ｍＲＮＡ水平明显低于模型组；模拟肽干预

组肺组织中ＩＬ２５ｍＲＮＡ、ＩＬ３３ｍＲＮＡ水平明显低于模型组。模拟肽干预组鼻腔与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

嗜酸性粒细胞均显著低于模型组。模拟肽干预组血清户尘螨特异性ＩｇＥ抗体水平明显低于模型组，而

ＩｇＧ１抗体水平则明显高于模型组。结论　综上所述，应用噬菌体展示技术成功筛选到尘螨Ｂ细胞表位

模拟肽，且筛选到的模拟肽能显著减轻尘螨诱导小鼠变应性气道炎症的病理损伤，改善症状，有效抑制

鼻腔与肺组织中炎性细胞的浸润，减少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降低尘螨特异性ＩｇＥ水平，提高保护性抗

体ＩｇＧ１水平。本研究为进一步研制和开发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的表位疫苗提供实验依据。

犘犝１１２

广州地区多重致敏患者过敏原阳性分布分析

霍毅婷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５１００００

目的　分析多重致敏患者过敏原与ＴＩｇＥ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类型的多重致敏模式分布情况，评

估多重致敏过敏性疾病患者过敏原ｓＩｇＥ阳性检测率及分布特征，为过敏性疾病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提供

参考。方法　收集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就诊于变态反应科和呼吸科被诊断为过敏性疾病且过敏原ｓＩｇＥ检测２项

或２项以上阳性的多重致敏的过敏性患者２１６例，采用免疫印迹法分别检测１６种吸入性过敏原和８种

食物过敏原ｓＩｇＥ的浓度升高情况，χ２检验对过敏原组间比较分析，卡方检验对数据间差异进行分析，

犘＜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尘螨类阳性检测率高于食物类阳性检测率 （犘＜０．０５），其中户尘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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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最高９０．３％、第二为粉尘螨８８．４％，第三为屋尘７０．８％；在食入过敏原中，蟹阳性率最高

３８．９％，其次虾为３１．９％，牛奶２５．５％，吸入性过敏原在＜１４岁年龄组高于＞１４年龄组，食物过敏原

方面并没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多重致敏的过敏性疾病患者主要以尘螨类户尘螨、粉尘螨过敏原为主，

食入过敏原以虾蟹为主，螨虫和虾蟹之间存在相关性，可能与交叉反应有关。

犘犝１１３

变应原特异性犐犵犈在屋尘螨特异性免疫治疗患者中的变化

苏秋娟 冯木林 李靖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观察屋尘螨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在过敏性哮喘和／或鼻炎患者屋尘螨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

（ＡＩＴ）中的变化。方法　２０例经屋尘螨变应原ＡＩＴ的哮喘和／或鼻炎患者为ＡＩＴ组，另２０例仅药物治

疗的患者为对照组。于第０周、４周、１２周、１６周、５２周使用ＵｎｉＣＡＰ法检测患者血清中屋尘螨特异

性ＩｇＥ水平。结果　ＡＩＴ组患者屋尘螨特异性ＩｇＥ在０周、４周、１２周、１６周、５２周的结果分别为：

７７．６６±９１．１４ｋＵ／ｌ，７１．７２±７５．０６ｋＵ／ｌ，８８．９７±９８．９２ｋＵ／ｌ，１１６．２９±１７９．５０ｋＵ／ｌ，５３．６２±６９．７２

ｋＵ／ｌ；第４周、１２周、１６周、５２周与０周相比均无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结论　屋尘螨ＡＩＴ是否下

调屋尘螨ｓＩｇＥ水平尚需进一步研究。

犘犝１１４

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尘螨过敏性鼻炎患者的快速起效观察

唐力行 杨小健 王蓬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１０００４５

目的　观察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ＬＩＴ）应用于对尘螨过敏的鼻炎患者，是否能快速起效。方法

　采用前后自身对照，比较４４例３１３岁尘螨过敏的鼻炎患者治疗前及治疗３个月、６个月的症状评分、

药物评分、ＶＡＳ评分及血液嗜酸性粒细胞水平 （ＥＯＳ％），评价ＳＬＩＴ的快速起效性。结果　ＳＬＩＴ治

疗３个月和治疗６个月后，患者的鼻部症状评分、药物评分及ＶＡＳ评分较治疗前显著下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ＳＬＩＴ治疗３个月与治疗６个月相比，患者鼻部总症状评分、药物评分及 ＶＡＳ

评分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３个月和６个月患者喷嚏、流涕、鼻塞症状改善相似，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而鼻痒症状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ＳＬＩＴ治疗６个月与治疗前相比，血液嗜酸性粒细

胞水平 （ＥＯＳ％）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

犘犝１１５

不同疗程粉尘螨滴剂舌下含服治疗儿童过敏性
哮喘伴鼻炎的疗效及安全性评估

陈惠文

广西南宁市妇幼保健院５３００１１

目的　评估不同疗程粉尘螨滴剂舌下含服特异性免疫治疗 （ＳＬＩＴ）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对１５８

例３１４岁粉尘螨过敏性哮喘伴鼻炎的患者，按照ＳＬＩＴ治疗疗程分组 （１年、２年、３年和４年组），进

行定期临床观察及随访。评估不同组别患者治疗前、后的哮喘日间、夜间症状，鼻炎症状和用药评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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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同时收集治疗期间出现的不良反应。结果　 （１）哮喘日间症状评分与治疗前相比，ＳＬＩＴ治疗疗程

１年、疗程２年、疗程３年、疗程４年均具有显著性差异 （Ｚ＝－５．６８７、５．５８８、４．４２７、４．０９３，Ｐ

均＜０．０１）；（２）哮喘夜间症状评分与治疗前相比，ＳＬＩＴ治疗疗程１年、疗程２年、疗程３年、疗程４

年均具有显著性差异 （Ｚ＝－２．６６０、３．８４４、２．９８９、２．３７３，Ｐ均＜０．０１）；（３）哮喘用药评分与治疗

前相比，ＳＬＩＴ治疗疗程１年、疗程２年、疗程３年、疗程４年，均具有显著性差异 （Ｚ＝－３．６５４、

４．０２５、３．６５５、４．０６４，Ｐ均＜０．０１）；不同疗程组间对比发现ＳＬＩＴ治疗疗程４年组与１年、２年和３

年组有显著性差异 （ｑ＝３．９６６、４．８９４、２．８３８，Ｐ均＜０．０５）。（４）鼻炎症状评分与治疗前相比，ＳＬＩＴ

治疗疗程１年、疗程２年、疗程３年、疗程４年均具有显著性差异 （Ｚ＝－５．５６７、５．５２２、４．３８３、

３．５４４，Ｐ均＜０．０１）；（５）鼻炎用药评分与治疗前相比，ＳＬＩＴ治疗疗程１年、疗程２年、疗程３年、

疗程４年均具有显著性差异 （Ｚ＝－４．９５２、４．５４７、３．７６１、３．５４４，Ｐ均＜０．０１）；不同疗程组间对比

发现ＳＬＩＴ治疗后２年与３年组有显著性差异 （ｑ＝２．８７２，犘＜０．０５），３年与４年组无差异 （ｑ＝

３．７７２，犘＞０．０５）；结论　通过对过敏性哮喘伴变应性鼻炎患者１４年的观察，发现不同疗程标准化粉

尘螨滴剂ＳＬＩＴ对尘螨过敏的患者均具有显著疗效；同时４年疗程具有更佳疗效。

犘犝１１６

特异性免疫治疗儿童哮喘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观察

罗荣华 艾涛 段亚平 张蕾 陈铭佳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６１００９１

目的　探讨特异性免疫治疗儿童哮喘治疗进程中的不良反应及临床疗效。方法　对７９例临床诊断

为儿童哮喘患儿应用屋尘螨提取液皮下注射进行特异性免疫治疗，观察每次免疫注射后全身及局部不良

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　７９例患儿中１３．９２％有不同程度的局部不良反应，１６．４６％有不同程度的全身

不良反应，全身不良反应主要发生在注射维持剂量阶段。而治疗前后患儿肺功能有所改善。结论　屋尘

螨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儿童哮喘的治疗耐受性、安全性好，该治疗对缓解患儿临床症状及改善肺功能有良

好意义。

犘犝１１７

采用酶联免疫捕获法检测过敏原特异性犐犵犈抗体———
与荧光酶联免疫法的比较研究

王瑞琦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采用酶联免疫捕获法 （Ｃａｐｔｕｒｅｅｎｚｙｍｅｄ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的符克ＴＭ系统和荧

光酶联免疫法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ｅｎｚｙｍｅ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ＦＥＩＡ）的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系统分别检测过敏原特异

性ＩｇＥ抗体，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至６月３０日于我科就诊的病

例７９２例，遵医嘱，分别用上述两系统检测常见吸入物过敏原 （户尘螨、粉尘螨、猫毛屑、狗毛屑、链

格孢、艾蒿花粉）特异性ＩｇＥ抗体。均以０．３５ＫＵＡ／Ｌ为ｃｕｔｏｆｆ，＜０．３５ＫＵＡ／Ｌ为阴性 （０级），≥

０．３５ＫＵＡ／Ｌ为阳性，阳性结果又依据定量数值由低到高分为１６级，两系统分级规则一致。对定性结

果进行Ｋａｐｐａ一致性分析，对分级结果进行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相关性分析。结果　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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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共计１６２４项次，阳性符合率７６．９％，阴性符合率９９．２％，调整一致性９０．６％。其中户尘螨、粉尘

螨、猫毛屑、狗毛屑、链格孢、艾蒿花粉分别检测３２５、３３８、１３５、１５８、３４４、３２４项次；链格孢的阳

性符合率最高 （８８％），其次为艾蒿 （８７％）、户尘螨 （７７％）、狗毛屑 （７４％）、粉尘螨 （６９％），猫毛

屑的阳性符合率最低 （５６％）；各种过敏原的阴性符合率均＞９７％，其中户尘螨、链格孢和狗毛屑的阴

性符合率为１００％。各种过敏原分别做Ｋａｐｐａ分析，均为犘＜０．００１，两者定性结果一致性好；Ｋｅｎｄａｌｌ′

ｓｔａｕｂ分析，均为犘＜０．００１，两者分级结果相关性好。结论　采用酶联免疫捕获法的符克ＴＭ 系统，

是定量检测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抗体的新检测系统，与ＦＥＩＡ法的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系统比较，阴性符合率

高，一致性及相关性好，为临床提供了更多应用选择。

犘犝１１８

过敏性鼻炎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疗效观察 及健康教育护理的作用

杜小晶 陈红丽 刘美玲 吴凌颍 杨静 王雪峰

山西省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０３７００８

目的　观察过敏性鼻炎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疗效及健康教育护理在其中的作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

科诊治的１６６例典型过敏性鼻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８６例，为坚持全程脱

敏治疗一年半及以上者，给予相应的新华联变应原试剂进行正规脱敏治疗；对照组８０例，为未进行或

间断进行脱敏治疗者。两组均按需给予一定的药物治疗，并给予健康教育和护理干预。首次脱敏患者均

详细告知免疫治疗的注射方法及注意事项，每月进行一次脱敏治疗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在每次注射后

针对患者个体情况指导患者认识过敏原，避免和减少过敏原接触，如除螨和减螨措施等；并依据患者脱

敏注射的反应调整注射剂量和依据患者病情做必要的药物治疗。在治疗前和治疗一年半时进行症状体征

评分，观察症状、体征的改善，对比两组的有效率及接受健康教育的次数。（疗效判定标准：⑴减分率

（Ｒ）＝ （治疗前总分—治疗后总分）／治疗前总分 １００％ 。⑵ Ｒ≥５１％为显效，２１％＜Ｒ≤５０％ 为

有效，Ｒ≤２０％为无效）。结果　 （１）治疗组的临床有效率为９０．７％，对照组的有效率７０．０％，两组

有效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ⅹ２检验）；（２）治疗组接受健康教育的次数为１５±２．３，对照

组接受健康教育的次数为４±０．６，治疗组接受健康教育次数明显高于对照组，有高度显著差异 （犘＜

０．０１）（Ｔ检验）。结论　过敏性鼻炎患者，接受健康教育次数多者，脱敏治疗的依存性好，治疗效果明

显优于对照组。本组病例说明，健康教育和护理干预，能有效提高脱敏治疗的依存性，提高过敏性鼻炎

患者的疗效。

犘犝１１９

一种新的鼻粘膜激发试验的应用

祁姗姗 罗光伟

武汉市第一医院４３００２２

目的　多重花粉过敏的过敏性鼻炎在诊断其主要致敏花粉时往往十分困难。而过敏原鼻粘膜激发试

验已被证实是一种有效诊断方法被西方国家应用于过敏原的临床诊断。根据多数指南的要求，过敏原激

发试验都需要经过皮肤终点滴定、梯度浓度激发，并通过鼻炎临床症状评分和鼻阻力测试判断阳性结

果，这样的过程繁琐耗时耗材限制了临床的应用。本研究通过对比传统鼻粘膜激发试验，评估一套更简

便更有效率的鼻粘膜激发试验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安全性。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４９名成年过敏性鼻炎

患者 （２９名梧桐花粉过敏患者及２０名非梧桐花粉过敏患者）。在非梧桐花粉季节，使用基于传统的鼻

粘膜激发方法激发：梧桐花粉提取物梯度浓度点刺试验确定鼻粘膜激发起始浓度，梯度浓度鼻粘膜给

药，根据鼻炎临床症状评分和鼻阻力判断激发阳性。四周后，使用新的激发方法再次激发：三个固定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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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梧桐花粉提取物间断给药，仅根据鼻炎临床症状评分判断激发阳性。结果　本研究纳入患者平均年龄

２９．３岁，其中女性３３人，男性１６人，２３％合并有哮喘。新的激发方法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８５．２％和１００％。两种激发方法的相关性研究局域统计学意义 （０．８１３，犘＜０．００１），且两种方法都十

分安全。新激发方法平均操作耗时 （ｍｅａｎ±ＳＤ，２３±１１分钟），传统激发方法平均操作耗时 （ｍｅａｎ±

ＳＤ，９３±１７分钟）。结论　新的鼻粘膜激发方法安全有效，相较于较传统激发方法操作更简便，并大幅

减少了操作时间，提高了临床运用的可行性。新方法能有效运用于过敏性鼻炎的花粉过敏的临床诊断和

过敏原免疫治疗前的诊断。

犘犝１２０

多种牛奶制品及牛奶组分过敏原蛋白特异性犐犵犈的检测分析

刘奕 朱明芝 周贤东 贺莎 王溢飞 吴善东

杭州浙大迪迅生物基因工程有限公司３１００５２

目的　牛奶是母乳最重要的替代品，牛奶过敏不但引发各种症状，还严重影响着婴幼儿的营养吸收

和生长发育。本研究通过对各种奶制品或牛奶组分过敏原蛋白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进行检测分析，以期

帮助患者尤其是婴幼儿患者有效回避危险的奶制品，寻找安全的营养替代品，减少牛奶过敏对儿童生长

发育的影响。方法　实验共收集已诊断为牛奶或鸡蛋过敏的患者血清１８６例，根据年龄分为儿童组 （＜

１６岁）和成人组 （≥１６岁）。采用免疫印迹法对鲜奶 （奶牛）、煮过的牛奶、脱脂奶粉、乳清蛋白部分

水解配方奶粉、水牛牛奶、酪蛋白 （ＣＮ）、β乳球蛋白 （βＬｇ）、α乳白蛋白 （αＬａ）的ｓＩｇＥ进行检测

和分析。结果　除αＬａ外，其余７个项目的ｓＩｇＥ阳性率均表现为儿童组显著高于成人组 （犘＜０．０５）。

与鲜奶相比，儿童组煮过的牛奶 （犘＜０．０５）和脱脂奶粉的ｓＩｇＥ阳性率 （犘＜０．０１）都有不同程度的降

低，而乳清蛋白部分水解奶粉ｓＩｇＥ阳性率的降低程度不明显 （犘＞０．０５）；而成人组煮过的牛奶、脱脂

奶粉和乳清蛋白部分水解奶粉的ｓＩｇＥ阳性率均有明显降低 （犘＜０．０５）。儿童组和成人组的水牛牛奶

ｓＩｇＥ阳性率均极显著高于其它奶制品和组分 （犘＜０．０１）。对于牛奶蛋白组分ｓＩｇＥ，儿童组中阳性率最

高的是βＬｇ，酪蛋白 （ＣＮ）次之，α乳白蛋白 （αＬａ）最低；成人组三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结论　儿童是牛奶过敏的主要人群，为控制住过敏患儿的过敏进程，建议采取饮食回避治疗法。

加热或脱脂处理，可使牛奶的变应原性降低，牛奶过敏患者可根据检测结果依医嘱进行适当选择。对于

儿童来说，部分水解奶粉不是低变应原性的，对于症状较为严重的牛奶过敏患儿建议食用完全水解或深

度水解配方奶粉。水牛牛奶变应原性高，牛奶过敏或过敏性体质患者应禁用或慎用。βＬｇ和酪蛋白是

儿童牛奶过敏最主要的过敏原蛋白组分，可有针对性地进行低敏或非敏食品的加工。

犘犝１２１

过敏原特异性犐犵犈检测结果分析及探讨致敏特征

梁雪清 孙宝清 韦妮莉 杨璎琳 黄惠敏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广州医科大学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分析临床特异性ＩｇＥ检测结果，探讨常见吸入过敏原和重要食物过敏原。方法　根据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免疫室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进行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检测的结果，统计临

床患者检测每种过敏原的项次，阳性检出量和阳性率，并对其进行排序分析。结果　过敏原测试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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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４６０项次，其中，食物过敏原占总测试量２７％ （单价食物过敏原占２３％），吸入性过敏原占总测试量

７３％ （单价吸入性过敏原占６１％）。吸入性过敏原中，屋尘螨、热带螨和粉尘螨检出阳性率较高。食物

过敏原中，牛奶和鸡蛋白的阳性率较高。混合过敏原检测项目中，阳性率较高的的是ｐｈａｄｉａｔｏｐｉｎｆａｎｔ

（婴幼儿食物和吸入物过敏原过筛试验）（５２．６％）、ｐｈａｄｉａｔｏｐ （吸入过敏原过筛试验）（３８．７％）、ｈｘ２

（屋尘混合）（３８．５％）和ｆｘ５ （食物过筛）（１３．８％）。屋尘螨、粉尘螨在１３１５岁年龄段内出现较高阳

性率，热带螨是７９岁阶段出现高阳性率，鸡蛋白、牛奶过敏原在０３岁年龄段均有高阳性率。除屋尘

螨和粉尘螨外，其余吸入性过敏原８１．６％以上占其阳性结果比值处于低级别，屋尘螨和粉尘螨４６级阳

性占比都大于５０％ （屋尘螨６６．２％；粉尘螨７６．２％）。各食物过敏原阳性结果处于１３级的占比大于

９０％。结论　屋尘螨、粉尘螨、热带螨是常见吸入过敏原，鸡蛋白和牛奶是重要食物过敏原。食物过敏

原中较明显的是鸡蛋白和牛奶在婴幼儿时期有高致敏率，随年龄增长则逐渐下降。大部分过敏原都为低

级别阳性，而屋尘螨和粉尘螨在高级别阳性占比明显高于其它过敏原，说明明屋尘螨和粉尘螨是我国常

见且对患者影响较大的吸入性过敏原。同时可能由于大部分患者来自南方地区，可以解释热带螨过敏率

高甚至在本研究中高于粉尘螨过敏率。了解过敏原致敏情况，探讨过敏原致敏特征，有助于医生联系临

床相关疾病做出精准的诊治。

犘犝１２２

口周皮炎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相关性调查

尹洁 吴秀蓉 赖蓉 杨黎鸿 林波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过敏反应科６１００４１

目的　探讨口周皮炎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间的关系。方法　对我院已确诊的１１２例口周皮炎病人

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将合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治疗分为两组，ａ组治疗同时给予口周皮炎

对症治疗以及幽门螺旋杆菌正规三联治疗，ｂ组仅给予口周皮炎对症治疗。结果　１１２例口周皮炎患者

中有９５例ＨＰ阳性，阳性率达到８４．８２％，其中ａ组 （５２例 ＨＰ阳性患者）治愈率为７３．０７％，ｂ组

（４３例ＨＰ阳性患者）治愈率仅为４８．８４％。结论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可能是口周皮炎发病的重要因素

之一，对于口周皮炎的患者有必要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检测提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在给予口周

皮炎对症处理的同时，应同时进行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提高其疗效。

犘犝１２３

嗜酸性粒细胞肺炎的诊断及治疗

马赞厢 张焕萍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０３０００１

目的　一例诊断和治疗嗜酸性粒细胞肺炎的临床过程。方法　对本院成功治疗一例嗜酸性粒细胞肺

炎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并文献复习。结果　此例有血嗜酸性粒细胞增高、双肺中外带浸润影像学

改变，患者给予糖皮质激素，辅以抗生素等对症支持治疗，病情迅速好转，嗜酸性粒细胞恢复正常，治

疗７６天斑片影几乎完全吸收。结论　嗜酸性粒细胞肺炎有着特有的典型症状，体征，影像学改变，容

易被误诊，给予糖皮质激素维持治疗后可显著改善症状并控制病情的发展，改善预后。

—２２４—



犘犝１２４

中医药治疗急性咳嗽

马云孝

永平县中医医院６７２６００

目的　中医药治疗急性支气管炎型形成的咳嗽，目前在临床上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并取得较大进

展。急性支气管炎，在现象上是一个局部性疾病，在实质上是一个整体性疾病，与机体的抵抗力、免疫

力、整体素质有相当大的关系。本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应用中医药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望闻问切，理法

方药理论指导，寻找治疗急性支气管炎型 （包括慢性的急性发作期）咳嗽的恒法，并探索中药治疗与提

高机体抗病力的关系。方法　从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５日起至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５日止，凡是以咳嗽胸痛为主的就

诊患者，除非特异性支气管炎 （非原发型）引起的咳嗽胸痛、要求西药治疗的、中药治疗后又转入西药

治疗的，均不纳入本研究。自始至终用纯中药治疗的仅剩４２例，年龄在６岁至６５岁之间，男性２８例，

女性１４例，全部给予口服中药。在治疗过程中，均采用分型、分期治疗，观察患者情绪感受变化、临

床症状发展变化、病程变化以及整体素质变化。结果　４２例患者均治愈，从患者精神情绪变化上看，

初期精神萎靡，中期痛苦难耐，后期至恢复期生机盎然，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从临床症状上看，初期以

感冒样全身症状为主，中期以肺部咳嗽胸痛症状表现为主，后期以肺部咳痰，身体乏力为主，通过中药

数天的激发机体修复，咳痰消失，体力恢复正常。从病程变化和整体素质变化来看，从感冒到咳嗽胸痛

期，大约需要一周，从稀少咳痰、乏力到咳痰消失、体力恢复正常大约也需要一周时间。结论　中医药

治疗急性咳嗽 （原发支气管炎型），疗效是肯定的，以肺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之功，对稀释和清除痰

液，改善支气管内膜功能可能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医药调理脾肺功能对提高机体的抵抗力、免疫力、抗

病力与机体素质也同样发挥着积极作用。“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此之谓也。

犘犝１２５

吸入辅舒酮与信必可都保治疗儿童轻、中度哮喘缓解期的疗效观察

林荣军 管仁政 杨茜

青到大学附属医院２６６０００

目的　观察吸入辅舒酮和信必可都保在治疗儿童轻、中度哮喘缓解期临床治疗效果。方法　选取青

医附院崂山院区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月，门诊就诊４１４岁符合中度哮喘诊断标准并经治疗症状缓

解的患儿１００例，其中５０例应用辅舒酮治疗，为观察组，５０例用信必可都保治疗，为对照组，随访时

间为１年，观察无哮喘症状的时间、急诊就诊的次数及ＰＥＦ在治疗前后的变化，将两组患者临床治疗

效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对照组与治疗组在轻度、中度哮喘治疗效果无明显差异，两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０．０５）。结论　应用辅舒酮或信必可都保治疗对儿童轻、中度哮喘缓期治疗疗效无明显

差异。

—３２４—



犘犝１２６

老年支气管哮喘患者犉犲犖犗与肺功能指标的相关性

王中新 姚红梅

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５５０００２

目的　探讨老年支气管哮喘患者呼出气一氧化氮 （ＦｅＮＯ）水平与肺功能指标的相关性。方法　对

１２０例老年支气管哮喘患者给予吸入信必可和异丙托溴铵喷雾剂，疗程为３个月。与７０例健康体检者

进行比较，观察治疗前、后ＦｅＮＯ、肺功能指标变化，采用哮喘控制测试 （ＡＣＴ）评分评价其疗效。结

果　与对照组比较，哮喘组治疗前ＦｅＮＯ、ＥＯＳ水平明显升高，ＰＥＦ、ＦＥＶ１、ＦＥＶ１ｐｒｅｄ肺功能指标

明显下降 （犘＜０．０５）；治疗后，各指标均明显改善 （犘＜０．０５），ＰＥＦ、ＦＥＶ１、ＥＯＳ基本恢复至对照

组水平 （犘＞０．０５）；治疗后完全控制组、部分控制组各项指标均优于未控制组，完全控制组ＦｅＮＯ、

ＥＯＳ水平均明显低于部分控制组 （犘＜０．０５）；治疗前，哮喘组患者ＦｅＮＯ水平与ＥＯＳ呈正相关 （犘＜

０．０５），与肺功能指标呈负相关 （犘＜０．０５），但治疗后，ＦｅＮＯ水平与ＥＯＳ呈正相关 （犘＜０．０５）。结论

　ＦｅＮＯ水平在支气管哮喘患者中明显升高，结合肺功能指标，有助于提高老年支气管哮喘的诊断及治

疗水平。

犘犝１２７

两种血清支原体抗体检测在诊断儿童支原体肺炎中的价值

刘欣

１．青岛大学附属医院；２．邢台市第三医院

目的　比较金标法和颗粒凝集法用于临床检测肺炎支原体 （ＭＰ）抗体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方法　

对１９０份肺炎患儿的血清标本 （感染组）和５０份近３个月内无感染病史 （健康组）儿童的血清标本，

分别采用金标法和颗粒凝集法进行 ＭＰ抗体检测。结果　感染组患儿血清标本中：金标法两种试剂的检

测结果表明：在颗粒凝集阴性的标本阳性率分别为４０．６％和５３．１３％；１：４０滴度阳性的标本，阳性率

分别为７１．４３％和６４．２９％；１：８０滴度阳性的标本，阳性率为８１．８２％；在１：１６０滴度阳性的标本，

阳性率为８２．６１％，甚至金标法在颗粒凝集１：５１２０滴度时仍有阴性结果。健康组患儿血清标本检测

中：颗粒凝集滴度１：１６０阳性标本为８％，金标法阳性率为２８％，两者有统计学差异。结论　与颗粒

凝集法相比，金标法用于临床血清支原体抗体的定性诊断时敏感性低、特异性差，不适合于临床用于肺

炎支原体现症感染的诊断。

犘犝１２８

支气管哮喘患儿外周血犐犔１７、犐犔３５检测结果及临床意义

韩志英 梁东阁

山西省儿童医院０３００１３

目的　检测支气管哮喘患儿急性发作期和临床缓解期外周血细胞因子ＩＬ１７、ＩＬ３５浓度，分析它

们的变化规律及其与肺功能指标的相关性，进一步探讨两者在儿童支气管哮喘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及意

义，为儿童哮喘的防治提供依据。方法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于山西省儿童医院呼吸

科门诊或住院部就诊的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患儿３０例和临床缓解期患儿３０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另

随机选取同期于我院进行体检的健康儿童２５例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所有受试者外周

—４２４—



血清ＩＬ１７、ＩＬ３５浓度，同时对急性发作组及临床缓解组行肺功能检测，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

果　 （１）急性发作组血清ＩＬ１７浓度高于临床缓解期组及健康对照组 （犘＜０．０５），临床缓解组血清

ＩＬ１７浓度稍高于健康对照组 （犘＞０．０５）。（２）急性发作组血清ＩＬ３５浓度明显低于临床缓解期组及健

康对照组 （犘＜０．０５），临床缓解组血清ＩＬ３５浓度低于健康对照组 （犘＜０．０５）。（３）急性发作组、临

床缓解期组及健康对照组ＩＬ１７浓度与ＩＬ３５浓度呈明显负相关性 （犘＜０．０１）。（４）急性发作组、临床

缓解组ＩＬ１７浓度与ＦＥＶ１、ＦＶＣ呈负相关 （犘＜０．０５）。急性发作组ＩＬ１７浓度与Ｘ５呈正相关 （犘＜

０．０５）。临床缓解组ＩＬ１７浓度与Ｘ５无明显相关性 （犘＞０．０５）。（５）急性发作组及临床缓解组ＩＬ３５与

ＦＥＶ１、ＦＶＣ呈正相关 （犘＜０．０５）。急性发作组ＩＬ３５浓度与Ｘ５呈负相关 （犘＜０．０５）。临床缓解组

ＩＬ３５浓度与Ｘ５无明显相关性 （犘＞０．０５）。结论　ＩＬ１７作为促炎因素参与儿童哮喘发病，哮喘急性

发作期患儿外周血ＩＬ１７浓度较临床缓解期及对照组升高。ＩＬ３５作为抑炎因素参与儿童哮喘发病，哮

喘急性发作期患儿外周血ＩＬ３５浓度较临床缓解期及对照组降低。ＩＬ１７与ＩＬ３５之间存在负相关性，

两者的失衡可能参与哮喘发病。哮喘患儿血清ＩＬ１７、ＩＬ３５浓度与ＦＥＶ１、ＦＶＣ、Ｘ５有相关性，同时

监测两者对哮喘的治疗及病情评估有一定指导意义。

犘犝１２９

犠狀狋／β犮犪狋犲狀犻狀信号通路在哮喘大鼠气道重塑中的作用研究

王磊１朱婷婷１，２张维溪１，２李昌崇１，２

１．温州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２．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 Ｗｎｔ／βｃａｔｅｎｉｎ信号通路在哮喘气道重塑中的作用。方法　选取无特定病原体 （ＳＰＦ）

级健康雄性ＳＤ大鼠１６只，年龄为８周，体重为１８０２００ｇ，随机分成哮喘组和对照组两组。哮喘组大

鼠用鸡卵清白蛋白 （ＯＶＡ）作为致敏物建立哮喘气道重塑模型，对照组大鼠相应采用生理盐水进行处

理。肺组织标本用苏木精伊红染色 （ＨＥ）染色，观察两组大鼠肺组织的病理结构，图像分析技术测定

两组大鼠支气管管壁厚度 （Ｗａｔ）和支气管平滑肌厚度 （Ｗａｍ），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肺组织中

Ｗｎｔ７ｂ、βｃａｔｅｎｉｎ、和ｃＭｙｃ蛋白的分布和表达，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多聚酶链反应法 （ｑＲＴＰＣＲ）测

定 Ｗｎｔ７ｂ、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ｃＭｙｃｍＲＮＡ的表达。结果　哮喘组大鼠 Ｗａｔ和 Ｗａｍ均高于对照组。免疫组织

化学法显示，哮喘组大鼠肺组织 Ｗｎｔ７ｂ、βｃａｔｅｎｉｎ和ｃＭｙｃ蛋白的表达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

（犘＜０．０１）。ｑＲＴＰＣＲ法显示，哮喘组大鼠肺组织 Ｗｎｔ７ｂ、βｃａｔｅｎｉｎ和ｃＭｙｃｍＲＮＡ的表达均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显著性 （犘＜０．０１）。肺组织中 Ｗａｔ、Ｗａｍ与 Ｗｎｔ７ｂ、βｃａｔｅｎｉｎ和ｃＭｙｃ的蛋白表达成正

相关。结论　Ｗｎｔ／βｃａｔｅｎｉｎ信号通路参与哮喘气道重塑的形成。

犘犝１３０

犈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犾狅狀犵狀狅狀犮狅犱犻狀犵犚犖犃犾犻狀犮犚犖犃犃犓１４９６４１犻狊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犲犱

狑犻狋犺狊犲犮狉犲狋犻狅狀狅犳犜犖犉α犪狀犱犐犔６犳狉狅犿犿犪狊狋犮犲犾犾狊
犻狀犪犿狅狌狊犲犿狅犱犲犾狅犳犪犾犾犲狉犵犻犮犪狊狋犺犿犪

ＧｕＬｉｎａ，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ｍｉｎ，ＹａｎｇＱｉａｎｙｕａｎ，ＺｈａｏＤｅｙｕ，ＦｅｎｇＬｉｕＦｅ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Ｎａｎｊ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１０００８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犃犻犿　Ｒｅｃｅ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ｈａｖｅｓｈｏｗｎｔｈａｔｌｏｎｇ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ＲＮＡｓ（ｌｎｃＲＮＡｓ）ｐｌａｙａｎ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ｉｔｔｌｅｉｓｋｎｏｗ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ｒｒｏｌｅｓｉ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ｈｅａｉｍ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ｔｏｃｌａｒｉｆｙｗｈｉｃｈｌｎｃＲＮＡｗ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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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犪狀犱犕犲狋犺狅犱狊　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ｇｅｎｅ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ｏ

ｓｃｒｅｅ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ｌｎｃＲＮ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ｕ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ｍｉｃｅ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ｉｃ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ｏｕｓｅ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ＬＰＳ）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ＬＰＳ．

Ａｆｔｅｒ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ｗｄａｔａａｎｄｍａｋｉｎｇ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ｗｅｕｓｅｄ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ｔｏ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Ｐ８１５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ｉＲＮＡ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ｌｎｃＲＮＡｏｒ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ｃｅｌｌｓｓｕｐｅｒ

ｎａｔａｎｔＴＮＦαａｎｄＩＬ６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

．犚犲狊狌犾狋狊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ｎｃＲＮＡｓ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ｍｉｃｅａｎｄＬＰＳｔｒｅａｔｅｄ

ｃｅｌｌ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ｓｅｌｎｃＲＮＡｓ，１５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ｌｎｃＲＮＡ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ｆｏｒ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２．０ｆｏｌｄ，犘＜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ｅｌｎｃＲＮＡｓｗｅｒ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ｋｎｏｃｋｅｄｄｏｗｎ，ｗ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ＮＦαａｎｄＩＬ６ｗｅｒｅｂｏｔｈｒｅｄｕｃｅｄｉｎｌｉｎｃＲＮＡ

ＡＫ１４９６４１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ｃｅｌｌｓ．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ｔｈａｔｌｉｎｃＲＮＡＡＫ１４９６４１ｗａｓａｂｌｅｔｏ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ＬＰ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犘犝１３１

呼出气一氧化氮检测对慢性咳嗽的临床价值

王思勤１高爱群２马希涛３

１．河南省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２．河南省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３．河南省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

目的　评估呼出气一氧化氮 （ＦｅＮ０）检测在慢性咳嗽病因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对２０１３

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就诊的慢性咳嗽病例，根据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咳嗽的诊断与治疗指南

（２００９版）》，通过询问病史、体格检查、诱导痰细胞分类计数、肺功能、支气管激发试验、变应原皮试

及血清ＩｇＥ检测等，同时进行ＦｅＮ０检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 （Ｒ０ｃ）曲线，探讨ＦｅＮ０对咳嗽变异

性哮喘 （ＣＶＡ）的鉴别诊断价值，分析ＦｅＮ０诊断ＣＶＡ的最佳临界点。同时分析ＦｅＮ０在非ＣＶＡ患者

中诊断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 （ＥＢ）的最佳值。结果　１１６例慢性咳嗽患者中，诊断ＣＶＡ４５例，ＥＢ

３６例，诊断其他病因慢性咳嗽３５例。ＣＶＡ组的ＦｅＮ０值为 （５３±２２）ｐｐｂ，显著高于ＥＢ组的 （３２±

１５）ｐｐｂ及其他病因慢性咳嗽组的 （２０±９）ｐｐｂ （均犘＜０．０１），ＥＢ组高于其他慢性咳嗽组 （犘＜

Ｏ．０１）。应用ＦｅＮＯ对慢性咳嗽中诊断ＣＶＡ的Ｒ０ｃ曲线下面积为Ｏ．８３，最佳界值为４１ｐｐｂ，以该界值

诊断ＣＶＡ的敏感度为７４％，特异度为８４％，准确度为８０％。应用ＦｅＮ０从非哮喘慢性咳嗽中诊断ＥＢ

的ＲＯｃ曲线下面积为Ｏ．７５，最佳界值为３０ｐｐｂ，以该界值诊断ＥＢ的敏感度为６２％，特异度为９１％，

准确度为７１％。结论　慢性咳嗽不同病因患者的ＦｅＮ０水平存在明显差异，ＦｅＮＯ检测对慢性咳嗽的诊

断和鉴别具有临床价值。

犘犝１３２

苏黄止咳胶囊联合西替利嗪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１００例的疗效观察

王蠩 高扬 贾晰

沈阳医学院附属二院１１０００２

目的　应用苏黄止咳胶囊联合西替利嗪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 （ＣＶＡ）的患者，观察其疗效及安全

性。方法　选取门诊确诊的 ＣＶＡ 患者１００例，随机分两组，治疗组 （５０例），采用苏黄止咳胶囊

（１．３５克／次 每日三次）联合盐酸西替利嗪 （１０毫克 每日一次）口服治疗；对照组 （５０例），孟鲁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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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 （１０毫克 每日一次）联合盐酸西替利嗪 （１０毫克 每日一次）口服治疗，均治疗２周，观察两组患者

治疗前后咳嗽症状缓解情况、肺功能变化、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等改善情况、血清ＩｇＥ水平变化及不良

反应。结果　治疗组咳嗽缓解率９２．６％，对照组咳嗽缓解率为７１．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

＝ ；治疗组肺功能改善率为９４．１％，对照组改善率７１．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治疗

组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明显减少 （犘＜０．０５＝，血清ＩｇＥ水平明显降低 （犘＜０．０５＝，且安全性高，不

良反应较少。结论　苏黄止咳胶囊联合盐酸西替利嗪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能够显著提高疗效，改善肺

功能，减少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及血清ＩｇＥ水平，安全性高，不良反应少，可作为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

的有效药物。

犘犝１３３

小鼠支原体肺炎肺组织犜犔犚２、犜犔犚４和肺泡灌洗液犐犔４、
犐犔６的变化研究

郭沙沙１曲政海１岳稳娜１李美香１

１．青岛大学附属医院；２．济宁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小鼠肺炎支原体肺炎肺组织ＴＬＲ２、ＴＬＲ４和肺泡灌洗液 （ＢＡＬＦ）ＩＬ４、ＩＬ６的变化，

初步明确 ＴＬＲ在肺炎支原体感染和保持免疫稳态中的作用。方法　以对肺炎支原体易感的ＳＰＦ级

ＢＡＬＦ／Ｃ小鼠 为材料，设立对照组 （２０ 只）和 实 验组 （２０ 只），实 验 组 鼠 接 种 肺 炎 支 原 体

（ＡＴＣＣ１５３３１）ＦＨ型标准株，对照组鼠注射等量生理盐水，所有鼠隔离，无抗生素饲养，监测临床表

现；７ｄ试验结束时记录体重，麻醉并解剖小鼠，采集肺脏，称量双肺重量，并按照公式 （肺重／体重×

１００％）计算湿重肺指数；取部分肺组织行 ＨＥ染色，光镜 （×２５，×４００）下观察肺组织病理学结果；

用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 （ＲＴ—ＰＣＲ）测定肺组织ＴＬＲ２和ＴＬＲ４的ｍＲＮＡ表达。以免

疫组化方法检测 ＴＬＲ２和 ＴＬＲ４的表达。酶联免疫吸附法 （ＥＬＩＳＡ）测定肺泡灌洗液中白细胞介素

（ＩＬ４、ＩＬ６）的含量。结果　感染组小鼠肺指数 （３．０６±０．０４）明显高于对照组肺指数 （０．９１±

０．０３），（Ｔ＝１６６．３２，犘＜０．０５）。感染组小鼠肺组织ＴＬＲ２、ＴＬＲ４ｍＲＮＡ的表达水平 （２．５８±０．６６，

４．３９±０．６８）明显高于对照组 （１．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６）， （Ｔ＝７．５１，犘＜０．０１；Ｔ＝１５．６５，犘＜

０．０１）。感染组小鼠肺组织细胞胞浆和胞核呈不同程度的褐色或黄棕色阳性染色，对照组肺组织细胞无

阳性或极弱阳性染色。ＴＬＲ２、ＴＬＲ４感染组肺泡灌洗液中ＩＬ４、ＩＬ６水平 （１１３．９９±８．４９，１１６．０１±

１２．３４）明显高于对照组ＩＬ４、ＩＬ６水平 （９５．３４±７．３８，４４．０１±３．７０）（Ｔ＝－７．４２，犘＜０．０１；Ｔ＝

－２４．９８，犘＜０．０１）。对照组肺组织病理切片基本正常，感染组病理切片可见明显炎症反应，主要表现

为肺泡结构破坏、炎性细胞浸润等。结论表明：肺炎支原体感染后ＴＬＲ２、ＴＬＲ４及炎症因子ＩＬ４、ＩＬ

６表达量增加，导致肺部炎症；肺炎支原体感染与ＴＬＲ２、ＴＬＲ４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参与启动机体天

然免疫并激活获得性免疫。

犘犝１３４

鼻炎患者现症咳嗽的研究

林亚丽１孙永昌１，２刘晓芳１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呼吸科；２．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科

目的　探索鼻炎与咳嗽的相关性，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ＵＡＣＳ）的复合病因及治疗效果。方法　收

集鼻炎患者 （６７０例）的咳嗽病史并评分，分析鼻炎与咳嗽的相关性；鼻炎伴慢性咳嗽的患者 （３５例）

填写胃食管反流病问卷，并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诱导痰检测和ＦＥＮＯ测定，根据咳嗽的病因分析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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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治疗和随访。结果　１、鼻炎患者中现症咳嗽的发生率为２９．９％，其中慢性咳嗽的发生率最高

（１２．１％）。２、咳嗽的发生率在中重度鼻炎组高于轻度鼻炎组 （犘＜０．０５），持续性鼻炎组高于间歇性

鼻炎组 （犘＜０．０５）。３、各鼻炎分组咳嗽的ＶＡＳ评分无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鼻炎综合病情 ＶＡＳ评

分／ＰＳＲ评分与咳嗽ＶＡＳ评分之间无相关性 （犘＞０．０５）。４、拟诊为 ＵＡＣＳ的慢性咳嗽患者中，存在

复合病因者占４５．７％，针对慢性咳嗽病因治疗后，总有效率为９１．４％。结论　鼻炎严重程度与咳嗽发

生率有关，但与咳嗽严重程度无明显相关。ＵＡＣＳ患者中咳嗽的复合病因较为多见，针对性治疗有效。

犘犝１３５

空气压缩雾化泵连接鼻腔冲洗器生理盐水鼻冲洗辅助治疗
儿童鼻炎合并哮喘发作的疗效观察

胡天一

天津市公安医院儿科３０００４２

目的　探讨空气压缩雾化泵连接鼻腔冲洗器加入生理盐水鼻冲洗辅助治疗儿童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

发作的疗效。方法　选取来我院儿科门诊就诊的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发作的患儿５０例做为观察组，应

用雾化吸入、鼻喷激素、抗组胺药物、支气管扩张剂等治疗措施，并加用生理盐水鼻腔冲洗做为辅助治

疗措施，另外选取３０例做为对照组只应用雾化吸入、鼻喷激素、抗组胺药物、支气管扩张剂等治疗措

施，观察两组症状缓解时间。结果　两组比较观察组各项症状缓解时间短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有统

计学意义，故观察组疗效好于对照组。结论　空气压缩雾化泵连接鼻腔冲洗器加入生理盐水鼻冲洗治疗

儿童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发作是一项较好的辅助治疗措施，可有效缓解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发作的患儿

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涕、喘息、夜间憋醒等临床症状，可起到预防和治疗儿童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

的发作的作用，可在儿科推广使用。

犘犝１３６

２２５例哮喘患者常见接触性变应原分析

宋薇薇 林小平 谢华 柴若楠

沈阳军区总医院１１００１５

目的　探讨辽宁地区哮喘患者常见的接触性变应原，并分析其性别、年龄及职业特点。方法　对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１月于我院变态反应门诊就诊的２２５例哮喘患者行斑贴试验 （共２０种变应原），

同时对患者的性别、年龄、职业以及环境等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２２５例患

者中，斑贴试验阳性９８例，阳性率４３．６％，阳性率前五位的变应原依次为对苯二胺、硫柳汞、卡松

ＣＧ、重铬酸钾、甲醛。成人阳性率高于儿童，女性患者中对苯二胺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男性。从事某

些特定职业的患者阳性率明显较高。结论　接触性变应原过敏在哮喘患者中较常见，其可能和哮喘的发

病有关。对苯二胺、硫柳汞等是辽宁地区过敏性哮喘的主要接触性致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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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１３７

离线法犉犲犖犗测定在儿童哮喘预测及早期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王梦娟 刘长山 王雪艳 王峥 郝长锁 杨静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３００２１１

目的　１． 评价离线法ＦｅＮＯ检测在３岁及以下儿童哮喘发展风险预测及哮喘早期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１．喘息儿童８０例，按喘息次数分为喘息组和反复喘息组，同期非喘息健康儿童３０例为对照组。

３组分别行ＦｅＮＯ水平测定。２．喘息儿童据ＡＰＩ评估结果分为ＡＰＩ（＋）组及ＡＰＩ（）组，通过两组

ＦｅＮＯ水平比较，评价ＦｅＮＯ与ＡＰＩ的一致性。３．８０例喘息儿童按血清ＴＩｇＥ水平分组，通过两组Ｆｅ

ＮＯ水平比较，评价ＦｅＮＯ与ＴＩｇＥ水平的相关性。４．８０例喘息儿童中符合哮喘试验性治疗的患儿予试

验性治疗，随访６个月后观察喘息患儿哮喘诊断情况，计算ＡＰＩ及ＦｅＮＯ用于近期哮喘诊断的敏感度、

特异度、阳性预测值 （ＰＰＶ）、阴性预测值 （ＮＰＶ）及优势比 （ＯＲ）。结果　１．反复喘息组、喘息组及

对照组平均 ＦｅＮＯ 水平分别为２８．６５ （１７．６８，４５．２０）ｐｐｂ，１５．１５ （１２．４３，２７．０８）ｐｐｂ及１１．４０

（６．８０，１８．６０）ｐｐｂ，三组比较存在显著差异 （Ｐ均＜０．０５）。２．ＡＰＩ（＋）组平均ＦｅＮＯ水平高于ＡＰＩ

（）组平均ＦｅＮＯ水平 （犘＜０．０５）。３．高血清ＴＩｇＥ组平均ＦｅＮＯ水平高于正常血清ＴＩｇＥ组平均Ｆｅ

ＮＯ水平 （犘＜０．０５）。４．８０例喘息儿童随访到６个月，ＡＰＩ（＋）患儿中哮喘诊断比例为６５．００％，高

于非ＡＰＩ（＋）患儿中哮喘诊断比例 （４０．００％）（犘＜０．０５）。高ＦｅＮＯ患儿中诊断哮喘比例５７．８９％，

与正常ＦｅＮＯ患儿 （４７．６２％）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ＡＰＩ（＋）且高ＦｅＮＯ患儿中哮

喘诊断比例为７８．５７％，高于非两个指标同时阳性的患儿中哮喘的诊断比例 （３８．４６％） （犘＜０．０５）。

ＡＰＩ（＋）诊断哮喘的 ＯＲ （９５％ＣＩ）为２．７９ （１．１３６．９０），ＡＰＩ联合ＦｅＮＯ检查，哮喘诊断的 ＯＲ

（９５％ＣＩ）为５．８７ （２．０３１６．９６）。结论　１．３岁及以下喘息儿童的高ＦｅＮＯ水平与 ＡＰＩ阳性、血清高

ＴＩｇＥ水平、既往反复喘息次数存在相关性，可作为３岁及以下反复喘息儿童未来哮喘发展风险预测的

参考指标。２．在３岁及以下儿童近期哮喘诊断方面，ＡＰＩ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ＡＰＩ联合ＦｅＮＯ检测

对哮喘诊断具有较高的优势比。

犘犝１３８

犜犖犉α诱导大鼠气道平滑肌细胞自噬的发生
及自噬、凋亡的相互关系

饶立宗１莫碧文２牛坤汀３王志霞４吕欣１

１．桂林医学院；２．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３．山东潍坊市护理职业学院；４．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１．探讨ＴＮＦα是否诱导大鼠ＡＳＭＣｓ自噬的发生及凋亡的抑制对细胞自噬是否产生影响。

２．观察自噬是否参与了哮喘大鼠的气道重塑。方法　我们以ＴＮＦα、经典的细胞自噬诱导剂雷帕霉素

（Ｒａｐａｍｙｃｉｎ）、特异性自噬抑制剂３甲基腺嘌呤 （３ｍｅｔｈｙｌａｄｅｎｉｎｅ，３ＭＡ）、ｃａｓｐａｓｅ酶活性抑制剂Ｚ

ＤＥＶＤＦＭＫ作为工具药，体外培养ＡＳＭＣｓ、建立慢性哮喘大鼠气道重塑模型，通过透射电镜检测自

噬小体、细胞免疫荧光检测自噬体膜标志性蛋白质、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ＡＳＭＣｓ自噬相关蛋白的表达

等技术检测细胞自噬的发生，判断ＡＳＭＣｓ细胞自噬是否参与了哮喘气道重塑。结果　１． ＷＢ检测显示

ＴＮＦα可促进ＬＣ３ＩＩ表达增高，但低于雷帕霉素 （ｒａｐａｍｙｃｉｎ）组 （犘＜０．０１）的表达．ＴＮＦα＋３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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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噬抑制剂）ＬＣ３ＩＩ表达增高，ＴＮＦα组＋ＺＤＥＶＥＦＭＫ （凋亡抑制剂）组ＬＣ３ＩＩ表达增高 （犘＜

０．０５）．２．免疫荧光显示：自噬标志蛋白ＬＣ３ＩＩ，正常气道平滑肌自噬不明显，经典自噬诱导剂雷帕

霉素 （ｒａｐａｍｙｃｉｎ），可见ＬＣ３ＩＩ的表达明显增多。ＴＮＦα处理后，可见ＬＣ３ＩＩ的表达。３．透射电镜结

果显示：正常平滑肌存在低水平的自噬，可见双膜自噬小体，ＴＮＦα及Ｒａｐａｍｙｃｉｎ组自噬小体增加。

４．哮喘大鼠模型免疫荧光显示：哮喘大鼠肺组织中自噬的存在。结论　１．ＴＮＦα可以诱导大鼠气道平

滑肌自噬的产生，其可能与凋亡的抑制有关。２．气道平滑肌细胞自噬参与了哮喘大鼠模型的气道重塑。

犘犝１３９

误诊为哮喘的原发性气管支气管淀粉样变１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吴巧珍 董凌云 胡晓蕴

苏州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２１５２００

目的　探讨原发性气管支气管淀粉样变 （ＰＴＢＡ）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和诊治方法。方法　总

结我院１例误诊为支气管哮喘的病例临床特点，并结合文献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ＰＴＢＡ临床表现多

样，缺乏特异性，常见症状有咳嗽、呼吸困难、咯血和声音嘶哑；影像学特征主要表现为气管支气管管

壁不均质增厚、局部见斑点状钙化灶、管腔内壁不规则凸起和局部管腔狭窄；肺功能检查以阻塞性通气

功能障碍为主，流速容量曲线可见呼气平台；支气管镜下表现为气道黏膜肥厚、充血、水肿、隆起及管

腔狭窄；病理学ＨＥ染色可见无定型嗜伊红玻璃样物质沉积于支气管黏膜下，刚果红染色阳性；治疗措

施包括支气管镜下激光、冷冻、支架植入、放化疗以及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等。结论　ＰＴＢＡ是一种罕

见病，病因不明，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组织病理检查是诊断的金标准，治疗主要有放化疗和支气管镜

下介入治疗。该病易复发，预后不良。

犘犝１４０

尘螨过敏性鼻炎和／或哮喘的家庭环境调查分析

魏庆宇 朱晓明 薛丹 李全生 江盛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调查尘螨过敏患者的家庭环境，为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材料和方法　对门诊１２０例尘螨过

敏性鼻炎、哮喘患者 （儿童由家长）与１００例非尘螨过敏性鼻炎患者发放流行病学调查表，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多元回归分析尘螨过敏性鼻炎、哮喘的危险因子。结果　尘螨过敏患者中具有家族遗传史的占５６．６％

是１００例非尘螨过敏患者的１１．３２倍。个人过敏史 （ＯＲ＝３３．９８）、家族遗传史 （ＯＲ＝１６．６１）、季节更

换 （ＯＲ＝５．９５）、地毯 （ＯＲ＝４．０１）、呼吸道感染 （ＯＲ＝３．６６）与尘螨变应原引起的过敏性鼻炎和哮

喘的关联有显著性。结论　个人过敏史、家族遗传史、季节更换、地毯、呼吸道感染等环境因素为哮喘

的主要危险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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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１４１

季节性变应性鼻炎患者肺功能变化与鼻呼气一氧化氮含量相关性研究

江盛学 魏庆宇 朱晓明 李全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探究夏秋季节变应性鼻炎 （ＡＲ）患者肺通气功能变化与鼻呼气一氧化氮 （ｎＮＯ）含量的关

系，明确二者在监测上下气道炎症中的临床意义，为季节性ＡＲ患者的早期检测并预防过敏性哮喘的发

病提供依据，为季节性ＡＲ的临床治疗提供科学根据。方法　２０１３年８１０月在本院门诊选取符合入选

标准的６２例季节性变应性鼻炎患者作为季节性ＡＲ组，另设健康成人５０例对照组。先对６２例季节性

ＡＲ患者进行皮肤点刺试验 （ＳＰＴ），再对两组成员进行肺通气功能测定与ｎＮＯ测定，将测量结果进行

统计学处理，分析比较季节性ＡＲ患者与健康人ｎＮＯ含量有无统计学差异，ｎＮＯ与ＰＴＦ在监测上下

气道炎症方面有无相关性。结果　１．根据ＡＲ症状评分分为轻、中、重三个等级，０～４分７例、５～８

分４４例、９～１２分１１例轻度。位于５～８分段的季节性 ＡＲ患者ｎＮＯ值明显高于另外两组，但各组

ｎＮＯ值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２．花粉症患者的ｎＮＯ值、ＦＥＶ１％ｐｒｅｄ、ＦＥＦ５０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３． 花粉症患者的ｎＮＯ值与肺功能各指标 （ＦＥＶ１、ＦＥＶ１％

ｐｒｅｄ、ＦＥＦ５０、ＦＥＦ２５７５）之间进行多远偏相关分析，统计结果无相关性 （ｒ１＝０．１８６，Ｐ１＝０．１４７；ｒ２

＝０．１３０，Ｐ２＝０．３１５；ｒ３＝０．１７８，Ｐ３＝０．１６７；ｒ４＝０．１６７，Ｐ４＝１．１９６，Ｐ均大于０．０５）。结论　

１．ｎＮＯ检测可以作为季节性ＡＲ的检测指标，对季节性ＡＲ的防治有临床意义。２．轻度季节性ＡＲ患

者早期进行ｎＮＯ、ＰＦＴ在预防过敏性哮喘发生方面有重要意义。３．ｎＮＯ检测与ＰＦＴ二者在检测上下

气道炎症水平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二者有无相关性仍需进一步研究。

犘犝１４２

沈阳地区夏秋季节变应性鼻炎患者变应原谱分析

江盛学 李全生 朱晓明 李桂娟 魏庆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探讨沈阳地区夏秋季节性变应性鼻炎 （ＡＲ）患者主要变应原种类，为该地区季节性ＡＲ防

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对２０１３年７～９月就诊的３２７例季节性ＡＲ患者的皮肤点刺试验结果进行统计

学分析。结果　年龄分布高峰：男性为７～１２岁、２８～３７岁，女 性为２８～４７岁；主要花粉变应原为蒿

属２７３例 （８３．４９％）、豚草１７６例 （５３．８２％）、蒲 公 英１４２例 （４３．４３％）、禾本类１２８例 （３９．１４％）、

草１１３例 （３４．５６％）；单 一 花 粉 过 敏２８例 （８．５６％），２种花粉２８例 （８．５６％），３种及以上２７１

例 （８２．８８％）；１２９例 （３９．４５％）伴 尘螨过敏，３５例 （１０．７０％）伴霉菌类过敏。结论　沈阳地区７～

９月是季节性ＡＲ的高发时节，８月达最高峰，男性学龄前及学龄儿童发病人数高于女性，主要花粉变

应原为蒿属、豚草、蒲公英、禾本科及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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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１４３

沈阳市中心城区２０１０年秋季气传花粉调查分析

魏庆宇 朱晓明 李全生 江盛学 叶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查明沈阳市中心城区秋季气传致敏花粉的种类含量，花粉飘移规律及分布特点。方法　自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至１０月３０日，用野外调查法，调查该地区树木、草类花粉的分布情况；用曝片法调

查该地区空气中花粉的种类和含量。结果　该地区秋季空气中飘散的花粉种类有３４种，分别归属２２个

科，按数量多少为蒿属、豚草、草、禾本科、藜科。结论　调查发现目前沈阳城区秋季空气中飘散的

花粉远多于现行过敏原皮试的种类，应对花粉的致敏性进行深入研究，禾本科花粉的飘散时间最长，几

乎全年都有，但以秋季为多；蒿属花粉、藜科、律草和豚草花粉飘散的高峰期在８月～９月中旬，律草

延续的时间较长。

犘犝１４４

沈阳市中心城区气传花粉调查及花粉症发病情况分析

魏庆宇 朱晓明 李全生 江盛学 李欣泽 李桂娟 叶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查明沈阳市中心城区气传花粉的种类含量，花粉飘移规律、分布特点及花粉症的发病情况。

方法　自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用野外调查法，调查该地区树木、草类花粉的分布情况；用

曝片法调查该地区空气中花粉的种类和含量；对秋季花粉症病人的发病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该地

区秋季空气中飘散的花粉种类有３４种，分别归属２２个科，按数量多少为蒿属、豚草、草、禾本科、

藜科；３２７例花粉症患者男女比例为１．１２：１，引起夏秋季节变应性鼻炎的花粉过敏原由高到低依次为

蒿属、豚草、蒲公英、禾本类、草），其余依次为灰藜、高粱、玉米、小麦、车前草。其中单一花粉

阳性２８例，占８．５６％；２种花粉阳性２８例，占８．５６％；３种及以上花粉阳性２７１例，占８２．８８％；１２９

例伴有尘螨阳性，占３９．４５％；３５例伴有霉菌类阳性，占１０．７０％。８月份达到最高峰，２１３例花粉阳

性，占３５．６８％。次高峰为９月份，８７例花粉阳性，占１４．５７％。结论　调查发现目前沈阳城区秋季空

气中飘散的花粉远多于现行过敏原皮试的种类，应对花粉的致敏性进行深入研究，禾本科花粉的飘散时

间最长，几乎全年都有，但以秋季为多；蒿属花粉、藜科、律草和豚草花粉飘散的高峰期在８月９月

中旬，律草延续的时间较长；沈阳地区７、８、９月份是季节性变应性鼻炎的高发时节，８月份发病人数

达到最高峰，男性学龄前儿童及学龄儿童发病人数高于女性，青壮年发病人数最多，主要的气传花粉过

敏原为蒿属、豚草、蒲公英、禾本科及草，与花粉播散调查结果相符，８２．８８％的患者为３种以上花

粉阳性，３９．４５％伴有尘螨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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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１４５

泰斯花粉阻隔剂预防花粉症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观察

魏庆宇 朱晓明 李全生 薛丹 叶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观察泰斯花粉阻隔剂预防花粉症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随机选取１２０例过敏性鼻炎患儿

分为Ａ、Ｂ、Ｃ三组，每组４０人，其中Ａ组单用泰斯花粉阻隔剂，Ｂ组单用鼻喷布地奈德水溶液 （雷

诺考特）、Ｃ组联合应用泰斯花粉阻隔剂与鼻喷布地奈德水溶液。结果　Ａ组总有效率为７５．６８％，Ｂ组

总有效率为７６．３３％，Ｃ组总有效率为８１．４５％，但三组无统计学差异。三组单个症状评分均有下降，

其改善率相当，三组之间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泰斯花粉阻隔剂能够防止过敏性鼻炎的发展与加重，其

临床效果与传统鼻喷激素相似，无任何不良反应。可以单独应用于防治花粉症的发生，可以缩短激素的

使用时间，减少激素的使用，避免鼻内激素过多应用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

犘犝１４６

豚草花粉调查及其致敏性研究

魏庆宇 朱晓明 李全生 叶晶 关卫平 江盛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研究豚草花粉播散规律及其致敏性。方法　通过气传花粉的采集和鉴定，利用暴片法采集豚

草花粉，并进行计数和鉴定与１９８３、１９８７、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及２０１０年共进行５次。结果　豚草花粉数量逐

年增高２０１０年是１９８７年５倍，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年龄有低龄化趋势。通过ＳＤＳＰＡＧＥ分离到８

种豚草花粉抗原，分别为１３、１６、２０、２５、５０、５６、７０、１００ｋＤａ。组分条带较宽，染色较深，含量较

高的为１３、２５、１００ｋＤａ。制备的豚草变应原浸液皮内试验阳性率与ＵｎｉＣＡＰ符合率９５．８％。结论　豚

草花粉已经成为辽沈地区重要的致敏原，其数量及发病率逐年上升。

犘犝１４７

下气道一氧化氮检测在变应性鼻炎
患者气道炎症疾病诊疗中的意义分析

李全生 朱晓明 江盛学 魏庆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通过对变应性鼻炎 （ＡＲ）患者下气道鼻呼出一氧化氮含量 （ＮＯ）的检测，为ＡＲ患者临床

诊疗、病情评估提供依据。方法　使用ＮＯ检测系统对５２例持续性ＡＲ患者 （其中轻ＡＲ患者２０例，

中重度ＡＲ患者３２例）进行鼻呼出ＮＯ含量测定，选择２５例健康成人作为对照组，同时采用肺功能仪

评估肺功能。结果　① ＡＲ患者下气道 ＮＯ含量为 （３９．４６±２．８）ｐｐｂ，对照组下气道 ＮＯ含量为

（１４．８３±４．２）ｐｐｂ；ＡＲ患者下气道ＮＯ含量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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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轻度 ＡＲ患者下气道ＮＯ含量 （２１．７６±７．９）ｐｐｂ，中重度 ＡＲ患者下气道 ＮＯ含量 （４７．６４±３．６）

ｐｐｂ；中重度ＡＲ患者下气道ＮＯ含量明显高于轻度ＡＲ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００）。结

论　ＮＯ是一种方便、迅速的检测方法，可对ＡＲ患者下气道炎症程度可进行随时检测。目前在临床上

虽然没有下气道炎症临床症状、肺功能正常等有效指标的报道，但仍考虑可将下气道ＮＯ作为气道炎症

及病情的监测指标，指导临床治疗。

犘犝１４８

草花粉变应性鼻炎与犎犔犃—犇犙犃１基因的相关性研究

李海峰 朱晓明 魏庆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研究沈阳地区草花粉过敏变应性鼻炎患者 ＨＬＡＤＱＡ１基因与草花粉过敏易感性的关

系。方法　用聚合酶链反应序列特异性引物技术 （ＰＣＲＳＳＰ），检测 ＨＬＡＤＱＡ１基因在７４例以草

花粉过敏为主的ＡＲ （缩写第一次出现时要写全名，后加扩号，扩号中写缩写）患者及５４例对照组间

的分布，并统计分析了二者间的分布差异。结果　７４例变应性鼻炎患者疾病组 ＨＬＡＤＱＡ１０１０４基

因发生率 （３７．８％）明显高于对照组 （０％），犘＜０．０１有显著性差异。而疾病组 ＨＬＡＤＱＡ１０５０１基

因发生率 （３．３８％）明显低于对照组 （２４．０７％），（犘＜０．０１）有显著性差异。结论　提示 ＨＬＡＤＱＡ１

０１０４可能是ＡＲ的易感基因，ＨＬＡＤＱＡ１０５０１可能是ＡＲ的抗性基因。

犘犝１４９

沈阳地区黄花蒿、艾蒿及大籽蒿花粉变应原致敏性比较研究

魏庆宇１朱晓明１李全生１白彩明２江盛学１

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２．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有限公司

目的　探索黄花蒿、艾蒿及大籽蒿花粉的致敏性。方法　采用规范的皮肤点刺方法对蒿属过敏病人

进行皮肤点刺试验。结果　共有１５３例病人纳入此次蒿属花粉变应原过敏流行病学调查，男，６７名，

女，８６，最小年龄７岁，最大年龄６１岁。在１５３例患者中，３例患者蒿属花粉变应原点刺结果阴性

（），１５０例患者蒿属花粉变应原点刺结果阳性 （＋）。在点刺阳性病人中，黄花蒿花粉变应原、艾蒿花

粉变应原点刺阳性 （＋），大籽蒿花粉变应原点刺阴性 （）患者有８例；艾蒿花粉变应原、大籽蒿花粉

变应原点刺阳性 （＋），黄花蒿花粉变应原点刺阴性 （）有２例；黄花蒿花粉变应原、大籽蒿花粉变应

原点刺阳性 （＋），艾蒿花粉变应原点刺阴性 （）患者有５例；黄花蒿花粉变应原阳性 （＋），艾蒿花

粉变应原、大籽蒿花粉变应原阴性 （）患者有２例；艾蒿花粉变应原阳性 （＋），黄花蒿花粉变应原、

大籽蒿花粉变应原阴性 （）的患者有１例。结论　在１５３例接受蒿属花粉变应原点刺的患者中，三例

病人对蒿属花粉变应原反应阴性，１５０例反应阳性。在１３２例对三种蒿属花粉点刺均阳性的病例中，从

表１可知，沈阳地区蒿属花粉过敏病人中，对黄花蒿花粉变应原和艾蒿花粉变应原的反应程度要强于大

籽蒿花粉。在１５０例病人中，１３２例患者对三种蒿属花粉点刺均阳性，在其余１８例点刺阳性病人中，

黄花蒿花粉变应原、艾蒿花粉变应原点刺阳性，大籽蒿花粉变应原点刺阴性患者有８例；艾蒿花粉变应

原、大籽蒿花粉变应原点刺阳性，黄花蒿花粉变应原点刺阴性有２例；黄花蒿花粉变应原、大籽蒿花粉

变应原点刺阳性，艾蒿花粉变应原点刺阴性患者有５例；黄花蒿花粉变应原阳性，艾蒿花粉变应原、大

籽蒿花粉变应原阴性患者有２例；艾蒿花粉变应原阳性，黄花蒿花粉变应原、大籽蒿花粉变应原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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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有１例。有以上结果知，三种蒿属花粉变应原有交叉免疫原性，也存在其特异的变应原。对于少数

患者来说，采用对应的花粉变应原特异性脱敏治疗和三种蒿属花粉变应原联合脱敏治疗具有很大的临床

价值。

犘犝１５０

肺功能与一氧化氮评估哮喘缓解期患儿控制状况比较及相关性研

王薇 黄燕 崔振泽

大连市儿童医院１１６０１２

目的　了解儿童哮喘缓解期肺功能及气道炎症状况，评价肺功能和呼气一氧化氮 （ＦｅＮＯ）两种方

法监测哮喘缓解期患儿的控制状况，并对二者进行相关性分析。方法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１３年１

月于大连市儿童医院哮喘专病门诊就诊的哮喘患儿，经吸入糖皮质激素规范化、系统化治疗后达到哮喘

缓解期者５０例，年龄４１５岁，进行肺功能测试及呼气一氧化氮测试，记录肺功能及呼气一氧化氮指

标。对儿童哮喘缓解期肺功能和呼气一氧化氮状况进行统计学描述，对肺功能和呼气一氧化氮两种检测

方法在监测哮喘控制状况方面进行差异性比较，对肺功能各项指标与呼气一氧化氮进行相关性分析。结

果　１．５０例哮喘缓解期患儿中，肺功能轻度异常者１７例、占３４*

。其中，肺通气功能大致正常但小

气道功能减退者１３例、占２６*

，轻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者３例、占６*

，轻度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

者１例、占２*

。２．５０例哮喘缓解期患儿中，达到哮喘控制者４６例、占９２*

，达到哮喘部分控制者４

例、占８*

。３．５０例哮喘缓解期患儿中，呼气一氧化氮异常者３３例、占６６*

；其中偏高者２１例、占

４２*

，较高者１２例、占２４*

。与健康儿童呼气一氧化氮１２ （５～２４）ｐｐｂ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 （Ｔ＝

４５，犘＜０．０１）。４．５０例哮喘缓解期患儿中，４例为哮喘部分控制，呼气一氧化氮１００*

增高；４６例达

到哮喘控制的患儿中呼气一氧化氮增高者２９例、占６３*

。其中４６例达到哮喘控制的患儿根据小气道

功能分组，在３３例肺功能完全正常的患儿中，呼气一氧化氮异常者１９例、占５８*

；在１３例肺通气功

能大致正常但小气道功能减退的患儿中，呼气一氧化氮异常者１０例、占７７*

。５．肺功能与呼气一氧

化氮两种检测方法在监测哮喘控制状况方面具有显著差异性 （ｘ２＝２７．０３，犘＜０．０１）。结论　１．儿童哮

喘缓解期有１／３的患儿肺功能异常，以小气道功能减退为主。经吸入糖皮质激素规范化、系统化治疗后

达到哮喘缓解期者，仍有２／３的患儿存在气道炎症。２．哮喘缓解期患儿达到哮喘控制后，气道炎症并

未完全控制，其中小气道功能减退者的气道炎症比例高达４／５。３．肺功能与呼气一氧化氮两种检测方法

在监测哮喘缓解期控制状况评价中肺功能反映的是气道通气功能状况，一氧化氮反映的是气道炎症水

平。

犘犝１５１

过敏性鼻炎飞行人员在疗养中的干预措施

范业忠 赵哲 张晓臣

沈阳军区兴城疗养院１２５１００

目的　摸索适于在疗养期间对过敏性鼻炎飞行人员干预的措施和效果。方法　对大体检时确诊的过

敏性鼻炎飞行人员进行系统的疾病矫治和效果分析１．健康宣教干预 　１．１详细讲解过敏性鼻炎的病因、

病理生理过程、症状体征表现和对生活、飞行的影响，特别是患者最关注的并发症和转归。使其在明白

的前提下配合疗养治疗。１．２　教导针对性的预防保健措施，如：花粉过敏者可在高浓度花粉传播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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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带口罩，有条件的可选择到较远的外地疗养或休假。尘螨过敏者要保持室内湿度在５０％以下、

常清洗并烘干床上用品、不用地毯等。有食物过敏者要少食用海鲜、芒果、色拉油等易致敏物。１．３　

教导患者养成坚持洗鼻的习惯：洗鼻已经成为治疗鼻内疾病的重要手段，要指导其正确的洗鼻方法：可

采用吸鼻器，也可直接用自来水洗，常年坚持，每天不少于三次。１．４　建议患者和航医，飞行前一定

要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如果在飞行前有发作，特别是中到重度的患者，建议上机前３０分钟点呋麻滴

鼻液，上机前２小时仍有症状者口服第三代抗组胺药如：非索非那定，是患过敏性鼻炎飞行人员的推荐

药物。自然和物理疗养因子的干预。充分利用疗养院丰富的疗养因子，如海水浴、温泉浴对改善其发作

期症状和提高机体免疫力方面都有确切的功效。针灸、推拿、ＴＤＰ、超短波等理疗器械局部或穴位治

疗，都是疗养期间安全有效的干预措施。结果　对参与干预的３５例患者行６个月随访，症状控制满意

率９１％，对飞行影响率７．５％，无因该病导致的飞行损伤发生结论　对过敏性鼻炎的飞行人员，疗养期

间的积极干预意义重大

犘犝１５２

孟鲁斯特钠防治小儿哮喘病疗效的研究

郑冬凌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过敏病医院１６３３１２

目的　评估孟鲁斯特钠治疗及预防３７岁儿童哮喘的疗效，探讨其能否替代低剂量吸入性激素作为

一线单药防治学龄前儿童的轻中度哮喘。方法　按照儿童哮喘诊断标准，选择３～７学龄前患儿８０例，

随机分为两组：孟鲁斯特钠组和布地耐德组，每组患儿均为４０例，两组患儿性别、年龄、病情无显著

性差异 （Ｐ＞０．０５）。所有病例均给予常规治疗：布地耐德雾化溶液 （普米克令舒）泵吸、沙丁胺醇

（万托林）泵吸、氨茶碱静脉滴注或口服，必要时给与抗感染治疗。孟鲁斯特钠组在以上常规治疗基础

上加用孟鲁斯特钠 （商品名顺尔宁）口服，每晚睡前口复４ｍｇ。在症状体征消失后，布地耐德组按病

情分级应用有活瓣的面罩储雾罐给予布地耐德气雾吸入，孟鲁斯特钠组继续口服孟鲁斯特钠，两组疗程

各治疗３个月。结果　孟鲁斯特钠组急性发作症状缓解时间及肺部哮鸣音消失时间均较布地耐德组明显

缩短；哮喘症状长期控制方面优于布地耐德组；两组患儿的外血嗜酸细胞水平均下降，但孟鲁斯特钠组

外周血嗜酸细胞计数下降更明显。结论　孟鲁斯特钠可有效的治疗及预防儿童哮喘，其单独应用也可预

防学龄前儿童的轻中度哮喘。

犘犝１５３

中性粒细胞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痰、外周血 犕犘犗、
犐犔８水平及联合吸入治疗对其影响的研究

陈晓丽 邓静敏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５３００２１

目的　探讨ＭＰＯ、ＩＬ８在中性粒细胞哮喘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　选取３７例未应用糖皮质激素

治疗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以诱导痰细胞计数结果将哮喘患者分为中性粒细胞哮喘组和非中性粒细胞哮

喘组，中性粒细胞哮喘 （ＮＡ组）１３例，非中性粒细胞性哮喘 （ＮＮＡ组）共２４例，通过ＥＬＩＳＡ等方

法测定两组痰上清液和外周血 ＭＰＯ、ＩＬ８水平，检测痰、血细胞总数 （Ｗ）、中性粒细胞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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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Ｕ）及其百分比 （ＮＥＵ％）、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ＥＯＳ）及百分比 （ＥＯＳ％）、肺功能、ＡＣＴ评分

等指标。结果　１．治疗前，ＮＡ组诱导痰 Ｗ、ＮＥＵ及ＮＥＵ％均显著高于ＮＮＡ组，ＥＯＳ％低于ＮＮＡ

组，ＥＯＳ、ＡＣ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１个月后，ＮＡ组诱导痰 Ｗ、ＮＥＵ、ＮＥＵ％降低，ＥＯＳ％、

ＡＣＴ升高，ＥＯ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ＮＮＡ组ＡＣＴ升高，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ＮＡ组诱导痰ＮＥＵ、

ＮＥＵ％仍高于ＮＮＡ组，而痰 Ｗ、ＥＯＳ、ＥＯ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２．治疗１月后，两组患者均有少

数患者出现气道炎症类型的相互转变。３．治疗前，两组外周血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１个月后，

两组外周血指标均无下降及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４．治疗前，ＮＡ组痰液 ＭＰＯ、ＩＬ８水平高于ＮＮＡ

组，而ＥＣＰ水平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１月后，ＮＡ组痰 ＭＰＯ、ＩＬ８、ＥＣＰ水平变化

均无统计学意义；ＮＮＡ组痰ＥＣＰ降低，ＭＰＯ、ＩＬ８无变化；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５．治疗前，ＮＡ

组外周血 ＭＰＯ、ＩＬ８、ＥＣＰ水平与ＮＮＡ组无差异；治疗１月后，ＮＡ组与ＮＮＡ组外周血 ＭＰＯ、ＩＬ

８、ＥＣＰ水平均无变化；两组比较无差异。６． 治疗前，ＮＡ 组ＦＥＶ１％、ＦＥＶ１／ＦＶＣ％、ＭＭＥＦ７５／

２５％均低于ＮＮＡ组。治疗１月后，ＮＡ组ＦＥＶ１％升高，ＦＥＶ１／ＦＶＣ％和 ＭＭＥＦ７５／２５％有升高趋势，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ＮＮＡ 组 ＦＥＶ１％ 、ＦＥＶ１／ＦＶＣ％、ＭＭＥＦ７５／２５％均无升高；两组 ＦＥＶ１％ 、

ＦＥＶ１／ＦＶＣ％、ＭＭＥＦ７５／２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１．ＭＰＯ 、ＩＬ８可能参与了ＮＡ的气道炎症

机制。２．ＮＡ慢性持续期患者的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较ＮＮＡ严重。３．规范化吸入治疗对ＮＡ慢性持续

期的气道炎症可能仅有部分疗效。４．少数慢性持续期ＮＡ患者和 ＮＮＡ患者的气道炎症类型可相互转

变。

犘犝１５４

支气管哮喘患者治疗依从性与其生活质量相关性研究

高晓盼 黄建安 张秀琴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１５００６

目的：通过研究门诊哮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与其生活质量的相关性，为提高患者哮喘控制和预防急

性发作提供有效依据。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诊的７９例成

人支气管哮喘患者，根据２０１４全球支气管哮喘防治创议 （ＧＩＮＡ）给予规范化治疗，并进行哮喘防治

知识及吸入性激素装置的宣教，记录患者哮喘控制测试 （ＡＣＴ）在治疗１２个月前后的评分情况及哮喘

用药依从性量表 （ＭＡＲＳＡ）治疗后评分，依据 ＭＡＲＳＡ评分分为依从性好组 （平均分≥４．５分）和

依从性差组 （平均分＜４．５分），对比两组患者的ＡＣＴ评分情况，以此进行哮喘患者治疗依从性与其疾

病控制情况的相关性分析。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分析所有资料，计量资料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χ２检验，

犘＜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哮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与ＡＣＴ评分相关分析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结

果　接受调查的患者共７９例，年龄１８７０岁，其中男性３６例，女性４３例，两组患者在基线处的年龄、

性别、家族史、过敏性鼻炎方面无统计学差异。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好者比率为５０．６３％，依从性好组

ＡＣＴ评分较依从性差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患者的生活质量与其对吸入性激素规范化

治疗的依从性有良好的相关性，Ｆ＝７８．３４，ｒ＝０．６８９，犘＜０．０５。结论　哮喘患者对吸入性糖皮质激素

治疗的依从性与其疾病控制情况紧密相关，良好的治疗依从性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通过加强对患者的

健康教育提高治疗依从性对临床工作者选择治疗阶梯、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及对患者获得更好的临床疗

效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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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１５５

１０４例支气管哮喘常见吸入性变应原调查分析

于秀丽 任淑玲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０２２１５０

目的　探索大兴安岭地区支气管哮喘患者的主要致敏原。方法　采用北京协和医院变应原生产研制

中心提供的标准变应原皮试液对１０４例支气管哮喘患者进行１２种常见吸入性过敏原的皮内实验，阴性

对照为山西太原制药厂生产生产的溶媒，阳性对照为０．０１ｍｇ"ｍＬ的盐酸组织胺。结果　儿童组阳性

百分率８１．８％，成人组阳性百分率６６．７％，卡方检验犘＜０．０２５，两组百分比有显著差异。无论是儿童

组，还是成人组，尘螨都是支气管哮喘的首要过敏原，其次是尘土。结论　尘螨是大兴安岭地区支气管

哮喘的最主要的致敏原，它能引起许多过敏症状，特别是儿童。有效的去除尘螨，必要时进行尘螨标准

变应原浸液作特异免疫治疗，可使症状减轻到最低限度，能获得较好的疗效。

犘犝１５６

犜犺犲犚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犆狌狉犮狌犿犻狀狋狅犃犻狉狑犪狔犐狀犳犾犪犿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犃狊狋犺犿犪狋犻犮犕狅狌狊犲

犪狀犱犠犖犜β／犮犪狋犲狀犻狀犛犻狀犵犾犲犠犪狔犻狀犇犲狀犱狉犻狋犻犮犆犲犾犾

ｙａｎｇｘｉａ，ｌｉｙａｌｉ，ｚｈａｎｇｑｉｕ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ｅ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狊　Ａｓｔｈｍａｉｓａ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ａｉｒｗａ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ｍｉｌｌｉｏｎｓ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ｆｏｕｎｄｔｏｈａｖｅ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ａｎｔｉｎｅ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ｄａｎｔｉｆｉ

ｂｒｏｓ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ｔｈａｔ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Ｗｎｔ／ｂＣａｔｅｎ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ｉｎｌｏｔｓｏｆｔ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ｃｅｌｌ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ｈｅｔｈｅｒ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Ｗｎｔ／ｂｃａｔｅｎ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ｉｎｌｕ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ＤＣｓｒｅｍａｉｎｓｕｎｃｌｅａｒ．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ｅ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ｏｎＤ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ｈ

ｍａ．犕犲狋犺狅犱狊　Ｃ５７ＢＬ／６ｍｉｃｅｉｍｍｕｎｉｚｅｄｗｉｔｈＯＶＡｗｅｒ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ｔｈｒｉｃｅｗｉｔｈａｎａｅｒｏｓｏｌｏｆＯＶＡｅｖｅｒｙ

ｓｅｃｏｎｄｄａｙｆｏｒ８ｄａｙｓ．Ｄｅｘａｍｅｔｈａｓｏｎｅ（１．０ｍｇ／ｋｇ）ｏｒ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２０ｍｇ／ｋｇ）ｗａ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ｉｎｔｒａｐｅｒ

ｉｔｏｎｅａｌｌｙｔｏＯＶＡｉｍｍｕｎｉｚｅｄＣ５７ＢＬ／６ｍｉｃｅｏｎｄａｙ２４ｏｎｃｅａｄａｙｆｏｒ９ｄａｙｓ． Ｍｉｃｅ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ｏｎａｓｔｈｍａ，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ｅｌｌ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ｌｕ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ＤＣｓ

ｗｅｒ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ｍｏｕｓｅｂｏｎｅｍｏｒｒｏｗ．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ａｒｋｅｒｓＣＤ４０，ＣＤ８６ａｎｄＣＤ１１ｃｏｆＤＣｓｗａｓｄｅｔｅｃ

ｔｅｄｂｙＦＡ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Ｃｓ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ｍｉｘｅｄ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ＧＳＫ３ｂａｎｄｂｃａｔｅｎｉｎ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犚犲狊狌犾狋狊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ＯＶＡ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ＢＡＬＦ，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ｌｕｎｇ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ｓｉｎｍｉｃｅ．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ｄｏｓｅ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ｒｅｖｅｒｓｅｄｔｈｅ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ＯＶＡｉｎｔｈｅ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ｍｉｃｅ．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Ｗｎｔ／ｂ

ｃａｔｅｎ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ｎＤ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ｍｏｕｓｅｌｕｎｇｓ．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ｃｏｕｌ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Ｃｓ，ｅａｓｅａｓｔｈｍ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ｎ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ｍａｉｎ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ｎｔ／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ｎｅｗ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ｏｎａｓｔｈ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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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１５７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临床表现及危险因素分析

李静 刘长山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３００２１１

目的　了解目前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 （ＭＰＰ）流行病学特点及临床表现，并分析儿童重症 ＭＰＰ的

相关因素，为诊断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于我科住院治疗的肺炎支原体

肺炎患儿１８０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分别按照年龄分组、病情严重程度分组进行分析临床特点及实验室

指标，同时分析导致重症 ＭＰＰ的相关因素。结果　本研究发现儿童 ＭＰＰ多以秋 （８４，４６．７％）、冬

（５６，３１．１％）季节为主，婴幼儿组 （０３岁）４２例、学龄前期 （３６岁）５７例、学龄期 （＞６岁）８１

例，三组在性别、热程、咳嗽性质比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有无喘息、影像学表现 （大叶性、

小叶性、间质性）、住院时间比较有显著差异 （犘＜０．０１），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两比较发现婴幼儿

组及学龄前期儿童 ＭＰＰ较学龄儿童 ＭＰＰ更容易伴有喘息，胸片多以小叶性肺炎表现为主，而学龄期

ＭＰＰ以大叶性肺炎为主，且住院时间长，进展成重症 ＭＰＰ的可能性大。重症 ＭＰＰ （７３例）、普通

ＭＰＰ （１０７例）两组比较发现在性别、热程比较无差异，在年龄、咳嗽性质、影像学表现、住院时间上

比较存在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在实验室指标方面两组比较降钙素原 （ＰＣＴ）、血清ＩｇＭ 指标无差异，

而重症 ＭＰＰ儿童查外周血白细胞计数、Ｃ反应蛋白 （ＣＲＰ）、血清ＩｇＡ、血清ＩｇＧ、乳酸脱氢酶

（ＬＤＨ）、铁蛋白 （ＳＦ）明显高于普通 ＭＰＰ，将上述指标进行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ＣＲＰ、ＬＤＨ

均为危险因素 （ＯＲ＝１．０７５，１．０１２）。结论　儿童 ＭＰＰ多发生在秋冬季、以学龄期儿童为主，重症

ＭＰＰ多发生在学龄期，咳嗽以干咳为主，胸片多表现为大叶性肺炎，外周血白细胞计数、ＣＲＰ、

ＬＤＨ、ＣＲＰ等炎症指标升高明显，同时导致一定程度的免疫功能受损，ＣＲＰ、ＬＤＨ与病情严重程度有

关。

犘犝１５８

犐犔３７通过刺激犜细胞的活化抑制路易斯肺癌的生长

万荣１，２徐国纲２

１．南昌县人民医院；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研究外源性ＩＬ３７对肺癌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并探讨其可能作用机制． 方法　通过ＡｄｖＩＬ

３７转染ＬＬＣ细胞后，Ｅｌｉｓａ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检测转染ＡｄｖＩＬ３７转染后的ＬＬＣ细胞ＩＬ３７的表达情况。流

式细胞仪分析转染ＩＬ３７后ＬＬＣ细胞的增殖能力、细胞周期及凋亡情况。建立ＩＬ３７对于Ｃ５７ＢＬ／６小

鼠和Ｃ５７ＢＬ／６裸鼠肺癌治疗模型，评价ＩＬ３７对小鼠Ｌｅｗｉｓ肺癌的冶疗效果。体外实验研究外源性ＩＬ

３７对ＣＤ４＋ Ｔ细胞和ＣＤ８＋ Ｔ细胞活化及增殖的影响。通过对比Ｃ５７ＢＬ／６小鼠与Ｃ５７ＢＬ／６裸鼠结果

差异性，从而进一步验证外源性ＩＬ３７对ＣＤ４＋ Ｔ细胞和ＣＤ８＋ Ｔ细胞增殖活化的影响。结果　Ａｄｖ

ＩＬ３７腺病毒能成功转染ＬＬＣ细胞。通过Ｅｌｉｓａ及 Ｗｅｓｔｅｒｎ结果显示ＩＬ３７能够在转染了ＡｄｖＩＬ３７的

ＬＬＣ细胞中高效且稳定的表达。ＡｄｖＩＬ３７转染对ＬＬＣ细胞的体外增殖能力无明显影响。ＡｄｖＩＬ３７

转染对ＬＬＣ细胞的细胞周期及细胞凋亡无明显影响。在Ｃ５７ＢＬ／６小鼠ＬＬＣ肺肿瘤治疗模型中证实ＩＬ

３７对ＬＬＣ肺癌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体外实验证实ＩＬ３７对ＣＤ４＋Ｔ细胞和ＣＤ８＋ Ｔ细胞活

化及增殖有促进作用。在Ｃ５７ＢＬ／６裸鼠ＬＬＣ肺肿瘤治疗模型中证实ＩＬ３７对ＬＬＣ肺癌的发生发展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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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抑制作用。通过分析Ｃ５７ＢＬ／６小鼠与Ｃ５７ＢＬ／６裸鼠ＩＬ３７抑瘤效果的差异性，进一步验证了ＩＬ

３７通过促进ＣＤ４＋ Ｔ细胞和ＣＤ８＋ Ｔ细胞活化、增殖来抑制肿瘤生长，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的作

用。结论　ＡｄｖＩＬ３７能有效转染ＬＬＣ细胞，并能使之高效且稳定表达ＩＬ３７。转染对ＬＬＣ细胞的体外

增殖能力、细胞周期及凋亡无明显影响。ＩＬ３７对ＣＤ４＋ Ｔ细胞和ＣＤ８＋ Ｔ细胞活化增殖有促进作用。

ＩＬ３７对ＬＬＣ细胞所致正常小鼠ｌｅｗｉｓ肺癌有抑制作用，但对其所致缺少Ｔ细胞的裸鼠的ｌｅｗｉｓ肺癌生

长无抑制作用。从而间接验证了ＩＬ３７通过激活Ｔ细胞触发肿瘤细胞免疫，发挥抗肿瘤的作用。

犘犝１５９

肺炎支原体肺炎患者的犻犜犚犃犙定量蛋白组学研究

余嘉璐 卢根 江文辉 谢志伟 樊慧峰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呼吸科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肺炎支原体是引起儿童和青少年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主要原因。虽然肺炎支原体肺炎的病情通

常较轻，呈自限性，但有时它可以发展为危及生命的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 （ＲＭＭＰ）。然而，难治性

肺炎支原体肺炎的病原体较难检出。因此，对于ＲＭＭＰ相关的蛋白的鉴别和特性描述有助于我们做出

正确的诊断和治疗策略。方法　应用一个基于相对和绝对定量的蛋白质组学技术全面地分析血清中与肺

炎支原体相关的蛋白。血清样本分别来自于五个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 （ＲＭＰＰ）的患者、五个非难治

性肺炎支原体肺炎 （ＮＲＭＰＰ）患者以及五个健康的儿童作为对照组。功能分类、亚细胞定位、蛋白质

相互作用网络的结果分析基于ＰＡＮＴＨＥＲ和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分析。结果　共有１７６个差异表达蛋白质分别

在ＲＭＰＰ和ＮＲＭＰＰ组中检出。与对照组相比，有１３２种 （７０种上调和６２种下调）和１２４种 （６２种

上调和６２种下调）差异表达蛋白质分别可在ＮＲＭＰＰ和ＲＭＰＰ组里检出。检出蛋白的复杂的功能分类

和相互作用网络反映了ＲＭＰＰ的复杂的发病机理。结论　本研究提供了第一个肺炎支原体肺炎患者血

清中与ＲＭＰＰ相关的较为全面的蛋白质谱。这些成果可能可以作为诊断的一个有用的辅助手段，同时

也为探究ＲＭＰＰ的潜在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见解。

犘犝１６０

慢性咳嗽和哮喘患者血清特异性过敏原检测结果的临床分析

范晓艳 郭瑞斌

阳泉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０４５０００

目的　通过检测慢性咳嗽和哮喘患者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抗体，探讨特异性过敏原在慢性咳嗽和哮喘患

者中的作用。方法　将患者分为慢性咳嗽组３４例和哮喘组３４例，所有患者均采用免疫印迹法检测血清

中特异性ＩｇＥ抗体。结果　慢性咳嗽患者与哮喘患者吸入性过敏原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两组患者总过敏原阳性率、食物过敏原阳性率及吸入性过敏原等级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犘＜０．０５）。两组患者均是以淡水组合和树木组合阳性率最高。结论　慢性咳嗽与哮喘患者过敏原

检出情况不同，但是检测特异性过敏原对慢性咳嗽和哮喘的诊断均有临床意义。寻找过敏原，采取有效

措施避免接触过敏原为防治哮喘、慢性咳嗽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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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１６１

年龄相关哮喘急性发作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

刘晓芳 刘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呼吸科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避免哮喘急性加重是哮喘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哮喘诊断及治疗的规范化，哮喘控制已

经较前明显改善，但仍有患者因为哮喘急性加重住院，不同年龄哮喘急性加重的住院患者可能存在不同

的临床特征。针对不同年龄组哮喘急性加重患者临床特征的关注并加强诊治对于指导不同年龄组哮喘患

者的稳定期管理，达到哮喘控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方法　分析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收住呼吸

科普通病房哮喘急性加重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不同年龄阶段分为青年组 （年龄１８～４０岁），中年组

（年龄４１～６４岁），老年组 （年龄≥６５岁），分析各组患者临床特征的差异。结果　共入组５９例患者，

其中青年组１５例，中年组２４，老年组２０例；三组患者合并变应性鼻炎的比例分别为８６．７％ （１３／１５），

６２．５％ （１５／２４），４０％ （８／２０）；合并鼻窦炎的比例为１３．３％ （２／１５），３７．５％ （９／２４），１５％ （３／２０）；

合并下呼吸道感染的比例为１３．３％ （２／１５），２９．２％ （７／２４），８５％ （１７／２０）；合并ＣＯＰＤ的比例为

０％ （０／１５），８．３％ （２／２４），２０％ （４／２０）；合并糖尿病的比例为０％ （０／１５），８．３％ （２／２４），１５％

（３／２０）。结论　哮喘急性加重患者中合并变应性鼻炎的比例较高，对于哮喘合并变应性鼻炎患者应该加

强鼻炎控制，尤其在青中年人群；对于中年哮喘患者更应该重视鼻窦炎的筛查，并应给予针对性治疗；

合并下呼吸道感染、ＣＯＰＤ及糖尿病是老年哮喘急性加重患者的重要特征，为此，在老年哮喘患者的哮

喘慢病管理中应强调预防感染，重视ＣＯＰＤ及糖尿病合并症的诊断和长期治疗和管理。

犘犝１６２

皮肤点刺过敏原试验５７９１例结果分析

赵青 苏楠 严玲

中日友好医院１０００２９

目的　了解北京地区呼吸科及耳鼻喉科门诊就诊患者常见过敏原种类及其性别、年龄分布情况。为

过敏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及临床诊断、预防提供依据。方法　应用阿波罗点刺试液金星皮肤点刺试

验，过敏原主要为１７种吸入性过敏原。结果　５７９１例皮肤点刺试验，反应阳性排列前五位分别为粉尘

螨 （３３．８％）、屋尘螨 （３２．８％）、热带螨 （２５．３％）、蟑螂 （１７．０％）及艾蒿 （１５．３％）。男性变应原阳

性率高于女性，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不同年龄段变应原阳性率有差异，儿童青少年组、中

青年组高于老年组 （犘＜０．０５）。结论　螨虫、蟑螂及艾蒿为呼吸道过敏性疾病的主要过敏原，儿童、

中青年尤其应注意避免接触相关过敏原，以防止及减少过敏性疾病的发生。

犘犝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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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ｓｅｄｗｉｔｈＭ．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ｂｙｓｅｒｏｌｏｇｙｍｅｔｈｏｄ （ＳｅｒｕｍＩｇＧ＋ａｎｄＩｇＭ＋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５９ｃａｓｅｓ

（７１．０８％）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１３ｃａｓｅｓ（１５．６６％）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ａｎｄ１１ｃａｓｅｓ（１３．２６％）ｉｎｇｒｏｕｐＣ．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ｇｒｏｕｐＡ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ｗｏｗｅｅｋｓｏｆｉｌｌｎ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ｇｒｏｕｐ （犘＜０．０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ｉａｇ

ｎｏｓｅｄｂｙｓｅｒｏｌｏｇｙ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ｍｏｒｅｏｆｔｅｎｈａｄｓｈｏｒｔｅｒ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犘＜０．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ｌｏｂａｒ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Ａ．ｔｈ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ａｇｅｓ，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犘＞０．０５）．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Ｔｈｅｓ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ｇＭｔｉｔｅｒｏｆ０．９１．８

ｍａｙｂｅｕｓｅｆｕｌｆｏ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Ｍ．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ｉｎｅａｒｌ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ｉｎ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ｌｏｂａｒ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犘犝１６５

潍坊市花粉症主要致敏花粉分析

朱香顺１王夕娟２张续德２刘凤霞２

１．潍坊医学院；２．潍坊市人民医院

目的　调查分析潍坊市花粉症主要致敏花粉种类以及在不同人群、不同季节分布情况，为花粉症防

治提供临床参考。方法　对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期间就诊于我科针对有花粉症典型症状和体征

的患者进行过敏原皮肤试验，分析其结果同时对患者发病年龄、临床症状及发病以及持续时间进行临床

问卷调查。结果　皮肤试验阳性患者共４２５例，阳性率最高的致敏花粉为大籽蒿，占６８％，其次为

草、夏秋季花粉组合Ⅰ、豚草、法桐；花粉症患病人群主要集中于１５４０岁，无明显性别差异 （犘＞

０．０５）；发病时间集中在３～５月以及７～９月，与气传花粉高峰期相吻合；各月份致敏花粉不同，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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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致敏花粉为法桐，夏秋季主要致敏花粉为大籽蒿、草、豚草、夏秋季花粉组合Ⅰ。结论　大籽

蒿、豚草、草、法桐、夏秋季花粉Ⅰ为潍坊市地区花粉症主要致敏花粉。

犘犝１６６

神经生长因子调控犚犛犞感染大鼠犜犺１／犜犺２免疫失衡参
与支气管哮喘的发病研究

汪俊

江西省人民医院３３０００６

目的　探讨神经生长因子对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大鼠Ｔｈ１／Ｔｈ２类细胞因子分泌的影响及其在哮喘

发病中的作用。方法　１周龄ＳＤ雄性乳鼠共３０只，区组随机分为对照组、ＲＳＶ感染组和抗ＮＧＦ抗体

组，每组１０只。ＲＳＶ感染组采用每周１次ＲＳＶ滴鼻法复制ＲＳＶ感染模型。抗ＮＧＦ抗体组先腹膜腔

内注射山羊抗大鼠βＮＧＦ抗体，３ｈ后按照ＲＳＶ感染组相同的方法进行ＲＳＶ感染。第８周对３组大鼠

进行气道反应性测定，ＨＥ染色观察各组大鼠气道炎症细胞浸润变化，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清ＮＧＦ、ＩＦＮγ、

ＩＬ４浓度变化，ＲＴＰＣＲ检测各组大鼠肺组织中ＩＦＮγｍＲＮＡ、ＩＬ４ｍＲＮＡ表达差异。结果　气道反

应性测定结果显示：随着盐酸组胺浓度的升高，ＲＳＶ感染组和抗体组大鼠气道阻力均显著增高，盐酸

组胺浓度达０．０８ｍｇ／ｍＬ时，与对照组大鼠气道阻力比值 （反映气道反应性）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 （犘

＜０．０５），而与ＲＳＶ感染组相比，抗ＮＧＦ抗体组气道阻力显著下降 （犘＜０．０５）。ＨＥ染色显示：ＲＳＶ

感染组大鼠气道上皮细胞增生，肿胀，层次紊乱或脱落，肺泡以及肺间质均有嗜酸细胞、淋巴细胞、中

性粒细胞细胞浸润，抗ＮＧＦ抗体组肺组织炎症反应明显减轻，上皮细胞水肿明显减轻，未见明显嗜酸

细胞浸润。ＥＬＩＳＡ结果显示：和对照组相比，ＲＳＶ组血清ＮＧＦ浓度显著升高 （犘＜０．０５），抗体组和

对照组血清ＮＧＦ浓度无明显变化。与对照组相比，ＲＳＶ组和抗体组ＩＦＮγ均显著下降 （Ｐ分别＜

０．０１，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ＲＳＶ组血清ＩＬ４显著增高 （犘＜０．０１），而抗体组与对照组血清ＩＬ４无

显著变化。血清ＮＧＦ蛋白水平与血清ＩＦＮγ蛋白水平呈负相关 （ｒ＝－０．８４６，犘＜０．０１），与血清ＩＬ４

蛋白水平呈正相关 （ｒ＝０．７３９，犘＜０．０１），与ＩＦＮγ／ＩＬ４比值呈负相关 （ｒ＝－０．８２１，犘＜０．０１）。

ＲＴＰＣＲ结果显示：和对照组相比，ＲＳＶ 组和抗体组肺组织ＩＦＮγｍＲＮＡ 表达明显减弱 （Ｐ 均＜

０．０５），而ＲＳＶ组肺组织ＩＬ４ｍＲＮＡ表达明显增强 （犘＜０．０１），抗体组肺组织中ＩＬ４ｍＲＮＡ表达也明

显增强 （犘＜０．０５）。结论　ＲＳＶ反复感染大鼠体内ＮＧＦ升高可能诱导Ｔｈ１／Ｔｈ２免疫失衡参与哮喘的

发生和发展。

犘犝１６７

毛细支气管炎应用喜炎平注射液治疗的效果评估

陈宏１宋瑜欣２，１于晓华２，１柳琳琳１

１．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变态反应科

目的　探讨喜炎平注射液和常规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的疗效差异。方法　选取我院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确

诊为毛细支气管炎的患者１２０例，通过随机数表法产生对照组 （狀＝６０）和实验组 （狀＝６０）。两组均采

取常规治疗，实验组在常规治疗上给予喜炎平注射液，对照组在常规治疗上给予利巴韦林注射液。以患

儿肺部音消失时间、憋喘缓解时间、咳喘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为评价项目。结果　对照组的憋喘缓解

时间、肺部音消失时间、咳喘消失时间和住院平均时间均显著高于实验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对照组的无效率、有效率、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２５％、８．３％、６６、７％、７５％，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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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有效率分别为３．３％、１０％、８６．７％、９６．７％。其中两组的无效率、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而有效率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对比喜炎平注射液和常规治疗，喜

炎平注射液能缩短治疗时间，提高治疗效率，运用中存在一定过敏风险，临床应严格使用。

犘犝１６８

吸入蜂王浆所致职业性哮喘一例报道

李丽莎 关凯

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蜂王浆是由工蜂的唾液腺分泌的一种营养物质，对蜂王的发育和成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香港学者曾报道过进食蜂王浆过敏引起鼻炎、哮喘，甚至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例，本文报道了一例罕见的

由吸入蜂王浆引起职业性哮喘的病例。方法　采集病史，行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和体外特异性ＩｇＥ检

测，还进行了工作现场激发试验，蜂毒和蜂王浆的竞争性免疫抑制试验探讨两者的交叉过敏性。结果　

我们报道了一例４３岁的女性患者，她由于职业原因长年吸入气态蜂王浆成分，进而引发了过敏性哮喘。

这名患者是一所蜂王浆食品加工厂的管理人员，反复发作咳嗽、喘息长达十年。她的症状只在进入蜂王

浆食品生产车间后出现，一旦离开车间，则可自行缓解。同时，这名患者被蜜蜂蜇刺后，也有皮肤大局

部过敏反应。她的基础肺通气功能是正常的，使用蜂王浆作皮肤点刺试验的结果阳性。抽血行体外检

查，提示蜂毒成分ｉ１，ｉ２０８特异性ＩｇＥ阳性。工作现场激发试验提示，在进入车间后，患者峰流速值出

现明显下降，在离开车间１２小时内，其峰流速可恢复到正常范围。结合病史和辅助检查结果，考虑本

患者吸入蜂王浆致职业性哮喘诊断明确。此外，由于该患者同时存在蜂王浆和蜂毒过敏，我们进一步通

过竞争性免疫抑制试验，探讨了蜂王浆和蜂毒之间的交叉过敏性。结果提示，在ＥＬＩＳＡ竞争抑制试验

中，足量蜂毒可将蜂王浆与患者血清中ＩｇＥ的特异性结合抑制９０％；在免疫印迹竞争性抑制试验中，

蜂毒电泳成分与患者血中ＩｇＥ的结合条带可以被外加的蜂王浆完全抑制。综上提示，在本病例中，蜂王

浆和蜂毒确实存在交叉过敏反应。结论　本病例提示蜂王浆过敏可引起职业性哮喘，需要加强蜂王浆加

工厂工作人员的职业暴露防护和肺功能监测。此外，蜂王浆和蜂毒可能存在交叉过敏反应，但此关联还

需要在更大规模人群中进行验证。

犘犝１６９

呼出气一氧化氮与血清总犐犵犈对气道高反应性的关系初探

姚红梅 钱佳北 穆浩梅 洪幼兰

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５５０００２

目的　了解呼出气一氧化氮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ｈａｌｅｄ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ＦｅＮＯ）检测与气道高反应性的关系。

方法　采用瑞典Ａｅｒｏｃｒｉｎｅ公司生产的ＮＩＯＸＦｅＮＯ测定系统对７０例患者检测ＦｅＮＯ，并采用德国Ｊａｅ

ｇｅｒ公司生产的肺功能仪进行乙酰甲胆碱支气管激发试验。所有患者均于早晨抽取空腹血４ｍＬ，采用

酶联免疫法 （ＥＬＩＳＡ）测定外周血清总ＩｇＥ。结果　７０例患者中，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３３例 （阳性

组），阴性３７例 （阴性组），两组性别、年龄、吸烟情况无显著性差异。阳性组ＦｅＮＯ水平范围为 （８～

２１２）ｐｐｂ，阴性组ＦｅＮＯ水平范围为 （７～６４）ｐｐｂ，非参数检验发现，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ＦｅＮＯ用于判定慢性咳嗽患者的气道高反应性时，受试者工作特征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０Ｃ）曲线下面积为０．６６５，最佳阈值为２１．０ｐｐｂ，此时检验的敏感度为６０．６０％ ，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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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６４．９０％ ；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组总ＩｇＥ（１６８．９±６７．２）Ｉｕ／ｍｌ高于阴性组 （９６．７±３５．４）Ｉｕ／ｍ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ＦｅＮ０、血清总ＩｇＥ检测对气道高反应性的判定有一定价值。

犘犝１７０

不同时期儿童哮喘呼出气一氧化氮的检测及临床意义

宾博平 李素芬 李明忠 陈贤丽 石丹梅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５３００２３

目的　探讨呼出气一氧化氮 （ＦｅＮＯ）浓度与儿童哮喘不同时期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哮喘患

儿，依据哮喘临床分期为急性发作期、临床缓解期，进行呼出气一氧化氮水平测定。结果　两组间呼出

气一氧化氮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急性发作期ＦｅＮＯ明显高于临床缓解期。结论　呼出

气一氧化氮与儿童哮喘临床分期存在关联，可作为评价儿童哮喘控制水平的工具之一。

犘犝１７１

１２００人次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结果临床分析

于宏

山东烟台业达医院２６４００６

目的　探讨分析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在咳嗽、哮喘病人诊断、病情监测方面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

取２０１４年３月到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烟台业达医院变态反应科操作的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报告，共８１４名

患者１２００人次，应用设备为纳库伦一氧化氮分析仪，≥１２岁的高界点为５０ｐｐｂ，低界点为２５ｐｐｂ；＜

１２岁的高界点为 （年龄＋２３）ｐｐｂ，低界点为 （年龄＋８）ｐｐｂ。将患者分为儿童组 （≤１２岁），青年组

（１２３５岁），中年组 （３６５５岁），老年组 （≥５５岁）。统计分析患者的年龄分布、性别分布、检查原因、

检查频率、阳性率等。结果　８１４名患者中，儿童组６３．９％ （５２０／８１４），青年组１１．１％ （９１／８１４），中

年组２０％ （１６３／８１４），老年组５％ （４０／８１４）。其中男性５９．２％ （４８２／８１４），女性４０．８ （３３２／８１４）。

１２００次的检查原因中，寻找咳嗽原因２７％ （３２４／１２００），寻找胸闷原因３％ （３６／１２００），诊断哮喘后辨

别气道炎症３７．３％ （４４８／１２００），哮喘管理监测３２．７％ （３９２／１２００）。８１４人的检查频率，一次的５９％

（４８０／８１４），２次的３４．６％ （２８２／８１４），３次的６．４％ （５２／８１４）。在初次检查中，高于高界点的２５．５％

（２０８／８１４），界点之间的３６．４％ （２９６／８１４），低于界点的３８．１％ （３１０／８１４）。结论　在烟台业达医院变

态反应科就诊的患者中，儿童最多，老年人最少，男性多于女性。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在咳嗽胸闷哮喘

的诊断中有重要价值，而且有助于哮喘的监测管理，提示气道的嗜酸性炎症只是哮喘的一种炎症类型，

应结合临床特征综合评估。

犘犝１７２

高迁移率族蛋白犅１在支气管哮喘的研究进展

徐诗尧 李羚

无锡市儿童医院２２４０００

高迁移率族蛋白Ｂ１ （Ｈｉｇｈ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ｇｒｏｕｐｂｏｘ１，ＨＭＧＢ１）是一种保守的核蛋白，对维持核小体

稳定、ＤＮＡ重组、复制、修复及转录有着重要作用，其可由单核／巨噬细胞等固有免疫细胞在致炎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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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刺激下主动分泌，也可由坏死细胞被动释放。近年来的研究显示 ＨＭＧＢ１信号的活化与支气管哮

喘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通过阻断和抑制 ＨＭＧＢ１的作用可以减轻哮喘患者的炎症反应。该文拟对

近年来ＨＭＧＢ１与支气管哮喘相关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该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理论依

据。

犘犝１７３

犇犈犔１在支气管哮喘气道上皮的表达及作用研究

蒋昕钰 贾? 闫小逸 王玉洁 姚欣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２１００２９

目的　探讨ＤＥＬ１在哮喘气道上皮的表达及作用。方法　ＥＬＩＳＡ检测受试者呼出气冷凝液 （ＥＢＣ）

及血清中、小鼠ＢＡＬＦ中ＤＥＬ１的表达量；免疫组化测定小鼠肺组织中ＤＥＬ１的分布；分别用ＩＬ４

（２０ｎｇ／ｍｌ）、ＩＬ１３ （３０ｎｇ／ｍｌ）、ＩＬ４ （２０ｎｇ／ｍｌ）联合ＩＬ１３ （３０ｎｇ／ｍｌ）作用于１６ＨＢＥ２４ｈ，ＥＬＩＳＡ

检测细胞上清中ＤＥＬ１的分泌量，ＲＴＰＣ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１６ＨＢＥ内ＤＥＬ１表达水平；外源性

ＤＥＬ１ （０．１μｇ／ｍｌ）干预１６ＨＢＥ２４ｈ，ＲＴＰＣ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１６ＨＢＥ 内上皮间充质转化

（ＥＭＴ）相关蛋白表达水平。结果　１、哮喘患者ＥＢＣ中ＤＥＬ１的表达较对照组下降 （３６１．２±３７．１６

ＶＳ７３４．５±１７６．４ｐｇ／ｍｌ，犘＝０．００４８），且ＥＢＣ中ＤＥＬ１表达水平与ＦＥＶ１ （犘＜０．０００１，ｒ＝０．５９１９）、

ＦＥＶ１％ （犘＝０．０１０５，ｒ＝０．３５５５）呈正相关，另外，其水平与哮喘的临床控制状态也密切相关；２、

急、慢性哮喘小鼠ＢＡＬＦ中 ＤＥＬ１ （１０７．６±１３．４３ＶＳ２０６．９±２４．８６ｐｇ／ｍｌ，犘＝０．００３４；１９０．５±

３０．０４ＶＳ２８９．７±２６．２６ｐｇ／ｍｌ，犘＝０．０２４）表达均较对照组降低，其中急性哮喘小鼠ＢＡＬＦ中ＤＥＬ１

的表达水平与ＩＬ４的分泌量呈负相关 （犘＝０．０２９５，ｒ＝－０．５４３６）；３、小鼠肺组织免疫组化结果表明

ＤＥＬ１主要分布于支气管上皮细胞及其细胞外基质，同对照组相比，哮喘组表达水平下降 （０．０８±

０．００５ＶＳ０．１２±０．０１，犘＝０．０３２８）；４、ＩＬ４、ＩＬ１３、ＩＬ４联合ＩＬ１３分别刺激１６ＨＢＥ２４ｈ均能够引

起细胞上清中ＤＥＬ１的表达下降，同时，１６ＨＢＥ中ＤＥＬ１蛋白和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也下降；５、外源

性ＤＥＬ１干预细胞２４小时后能够抑制１６ＨＢＥ中波形蛋白 （０．５１６７±０．０９９３９，犘＝０．００８３）表达，

促进Ｅ钙黏蛋白 （１．６３９±０．１０１５ＶＳ１．０００±０．０，犘＝０．０２４４）表达。结论　哮喘气道内ＩＬ４及ＩＬ

１３水平的增加，抑制ＤＥＬ１表达，促进支气管上皮细胞ＥＭＴ，进而可能在哮喘的气道重建中发挥重

要作用。

犘犝１７４

结核性脑膜炎伴发阵发性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病例与文献复习

宁静

天津市儿童医院呼吸科３０００７０

目的　报告１例继发于结核性脑膜炎的阵发性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病例，结合文献，探讨诊断、临床

特征、发病机制及治疗方法。方法　结合文献分析该病例的临床情况。结果　１岁，男孩，因嗜睡、呕

吐入院，神经系统检查异常，脑脊液检查提示颅内感染，ＰＰＤ试验、ＴＳＰＯＴ．ＴＢ和影像学检查提示结

核性脑膜炎，治疗期间，患儿出现血压增高、心率增快、呼吸急促、肌张力异常和高热，上述表现经普

萘洛尔、安坦及氯硝安定治疗后改善。结论　阵发性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是结核性脑膜炎的少见表现，早

期识别可以避免误诊和过度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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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１７５

青春期哮喘患者气道反应性与气道炎症的研究

董汉权

天津市儿童医院呼吸科３０００７４

目的　了解症状缓解后患儿的肺结构与功能、气道炎症变化特征。方法　选择天津市儿童医院就诊

的哮喘患者共９０名，分为症状缓解组、现症哮喘组和初诊哮喘组，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和气道炎症指

标检测。结果　哮喘缓解组、现症哮喘组与初诊哮喘组，在气道敏感性上存在统计学差异，而哮喘缓解

组和现症哮喘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哮喘缓解组、现症哮喘组与初诊哮喘组，在气道敏感性上存在统

计学差异，而哮喘缓解组和现症哮喘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哮喘缓解组、初诊哮喘组与现症哮喘组之

间的ＴＧＦβ水平存在统计学差异，哮喘缓解组和初诊哮喘组之间无显著差异。三组患者ＩＬ４和ＩＮＦγ

水平水平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缓解期哮喘患者尽管症状减轻或消失，气道重塑的进程依旧存在。

犘犝１７６

老年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３例临床分析

俞绮虹 彭海鹰 林燕萍

天津市胸科医院３０００５１

目的　探讨老年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 （ＡＢＰＡ）的临床特点，以提高对该病的早期诊断率，减

少误诊和漏诊。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收治的３例老年ＡＢＰＡ患者的临床

特点、治疗及预后。结果　３例患者中男性２例、女性１例，年龄６６～８１岁，病史８个月～２０余年；

临床表现：咳嗽、咳痰３例，喘息２例，痰中带血１例；３例患者均曾反复住院，怀疑肺癌；化验：血

嗜酸粒细胞０．３～１．３９１０９／Ｌ（５．１～１４．６％），免疫球蛋白Ｅ１９００～４４３０Ｉｕ／ｍｌ；肺功能示轻～中度阻

塞性通气功能障碍，小气道轻～重度阻塞。胸部ＣＴ：均有支气管阻塞和肺叶不张或实变，均累及双侧

肺；病变呈游走。支气管镜下均见较多粘稠拉丝分泌物，受累支气管粘膜水肿，管腔狭窄，粘液嵌塞，

粘液吸出后可见粘膜肉芽样增生。２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ＰＡＳ＋六胺银特殊染色发现菌丝，培养为曲霉

菌，１例支气管刷检发现菌丝。给予甲泼尼龙和伊曲康唑治疗后，３例患者均症状改善，影像学肺部阴

影较前吸收好转，但均遗留支气管扩张。结论　老年ＡＢＰＡ患者临床表现不典型，易漏诊和误诊，延

误治疗可能导致支气管扩张。对于咳嗽喘息反复发作的可疑患者应及早行外周血嗜酸细胞计数、血清

ＩｇＥ检测、曲霉皮肤试验及纤维支气管镜等检查。

犘犝１７７

生物共振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观察及护理

哈惠瑜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耳鼻喉科７５０００４

目的　探讨生物共振技术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疗效与健康指导。方法　采用德国 ＭＯＲＡＳｕｐｐｅｒ生物

物理治疗仪对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就诊于我院变态反应性疾病诊疗中心的１００例变应性鼻炎患

者进行脱敏治疗，并辅以健康指导，观察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情况。结果　通过一年的临床跟踪观察，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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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过敏性鼻炎症状明显改善或消失，总治疗效果指数９４％。结论　采用 ＭＯＲＡＳｕｐｐｅｒ生物物理治疗仪

进行脱敏治疗，强化对患者的护理及健康指导，能明显改善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症状，并长期有效的控制

过敏性鼻炎发作。

犘犝１７８

鼻腔扩容术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围手术期的护理

马新宇 唐晓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探讨鼻腔扩容技术治疗以鼻腔阻塞为主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 （ＯＳＡＨＳ）患

者的围手术期护理策略。方法　对２０６例行鼻腔扩容术治疗的ＯＳＡＨＳ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围手术期护

理，包括术前告知患者鼻腔扩容术从源头上治疗ＯＳＡＨＳ的重要临床意义，针对性的给予心理护理，协

助其充分做好术前各项专科检查和准备，术后加强鼻腔观察及护理，出院详细指导等。对患者进行术后

随访，评价护理效果。结果　所有患者均顺利出院，无并发症发生，术后患者的主观症状及相关量表的

评分均较术前有明显改善 （ＶＡＳ量表术前７．９４±２．６９，术后２．１３±１．０５；Ｅｐｗｏｒｔｈ量表术前１３．５８±

１．６３，术后５．６６±１．７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术后３个月复查，１５８例患者睡眠结构有

明显改善，睡眠效率 （术前７２±１３．２３％，术后８９±９．２３％）及深睡眠时间 （术前２０．６５±５．４５％，术

后４０．５４±４．９８％）有显著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４，０．０１１）。结论　鼻腔扩容术对于治

疗以鼻腔阻塞为主的ＯＳＡＨＳ患者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针对这种新的治疗手段，进行有针对性的护理对

保证围手术期安全及疗效有重要意义。

犘犝１７９

犘犐犆犝医院获得性念珠菌血流感染５７例临床分析

魏红霞１鲍一笑２

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重症医学科；２．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童呼吸科

目的　分析危重症患儿念珠菌血症的临床特征，探讨发生医院内念珠菌血流感染的相关防治。材料

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ＰＩＣＵ８年间５７例医院获得性念珠菌血症病例的临床特征，治疗及转归，应用

ｘ２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进行预后单因素分析。结果　５７例念珠菌血症患儿的平均年龄３．００±

３．７８ａ，＜１岁２８例，占４９％，１３岁１２例，占２１％，＞３岁１７例，占３０％；男性３３例，女性２４例。

基础疾病分别为：先天性畸形１８例，肿瘤及血液系统疾病９例，短肠综合征６例，病毒性脑炎４例，

外伤３例，重症肺炎３例，结缔组织疾病３例，先天性免疫缺陷２例，腹膜炎２例，胰腺炎１例，其他

疾病６例。其中３０例有既往ＩＣＵ 治疗史，２２例营养不良，粒细胞缺乏４例，危重症评分８１．０１±

７．５１。共培养念珠菌５９株，其中近平滑念珠菌２０株，占３４％，白念珠菌１６株，占２７％；季也蒙念珠

菌９株，占１５％；无名假丝酵母菌５株，占８％；光滑念珠菌４株，占７％；热带念珠菌３株，占５％；

解脂假丝酵母菌及葡萄牙念珠菌各１株，占４％。诊断念珠菌血症距入院２４．３５±１９．０５ｄ，距入

ＩＣＵ１９．７０±１４．６１ｄ。临床表现：４２ 例 （７３．６８％）有脓毒症，２ 例发生播散性念珠菌病，９ 例

（１５．７９％）合并血小板减少。２２例 （３８．５９％）为导管相关性感染。诊断念珠菌血症后均拔除深静脉置

管，４例未行抗真菌治疗，其中３例拔除深静脉置管后体温将至正常，１例病情恶化自动出院。４４例起

始治疗为氟康唑，７例为卡泊芬净，１例为伏立康唑，１例为两性霉素Ｂ，平均疗程１７．３９±９．２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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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应用广谱抗生素，８２．４％留置中心静脉导管，４５．６％有消化道手术史，８７．７％留置胃管，８５．９％

胃肠外营养，３８．５９％有机械通气史，４例行血液净化治疗。平均住院５５．５９±２９．１１ｄ，住ＩＣＵ 时间

３１．０７±１９．８６ｄ。死亡及出院时病情恶化１１例，占１９％。死亡及病情恶化组危重症评分低 （７６．７２±

８．３６ｖｅｒｓｕｓ８２．０４±６．９０，犘＝０．０３５），既往ＩＣＵ治疗比例高 （８１．８１％ｖｅｒｓｕｓ４５．６５％，犘＝０．０４４）。

结论　念珠菌血症是危重症儿童常见的医院内感染，非白念珠菌感染比例有增高趋势；既往ＩＣＵ治疗

史、危重症评分与不良预后相关。

犘犝１８０

慢性鼻病患者围手术期血压动态变化研究

刘双

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探讨我院变态反应科慢性鼻病患者围手术期血压波动情况。方法　２０１６年４月到５月期间，

连续收集北京同仁医院变态反应科４５例慢性鼻病患者 （合并高血压组１５例，无高血压组３０例）。统计

患者人口学特征，监测并记录两组患者入院血压 （ｔ０），入手术室血压 （ｔ１）及术后返回病房血压

（ｔ２），分别对收缩压及舒张压进行统计学分析，研究两组患者围手术期血压波动情况。结果　合并高血

压的鼻病患者女性显著多于男性 （犘＜．０５），其中合并高血压患者年龄明显高于非高血压鼻病患者 （犘

＜．００１）。合并高血压的鼻病患者入院时收缩压明显高于非高血压患者 （犘＜．０００１），舒张压高于非高血

压患者 （犘＜．０１）。对于合并高血压的鼻病患者，入手术室后血压与入院血压及术后返回病房血压相比

显著升高 （犘＜．０５，犘＜．０１），舒张压各个时间点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对于非高血压的鼻病患者患者，

术前收缩压及术后舒张压与同组患者其他时间点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犘＜．０５，犘＜．０５）。结论　无论慢

性鼻病进行手术患者是否合并高血压，围手术期均应该密切关注患者血压波动情况，以减少心脑血管不

良事件发生率，尤其术后患者不能忽视血压的监测及波动情况。

犘犝１８１

健康教育及行为管理对鼻窦炎术后患者复诊情况的影响

万霞

湖北省鄂州市中心医院４３６０００

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及行为管理对鼻窦炎手术后患者复诊情况的影响。方法　将９８例患者按照住

院时间先后顺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４９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由护

士长管理，全体护理人员参与，对患者加强健康教育，实施有效的行为管理，以预防由护理原因所致的

术后恢复不良及复发的发生。结果　两组患者对复诊的知晓无差异。观察组复诊依从性及治疗总有效率

明显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结论　健康教育及行为管理是优质护理服务的体现，通过提高患者术后

复诊的依从性，有效地提高了鼻窦炎手术治疗有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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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１８２

焦虑与变态反应疾病的相关性及心理护理

李全生 朱晓明 叶晶 江盛学 魏庆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焦虑是一种内心紧张不安的情绪表现。过度的焦虑情绪是引起变态反应疾病的心理因素之

一。方法　作者曾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ＳＡＳ）对９４例变态反应疾病患者的发作期及缓解期进行了测试，

并与正常人群对照。结果　结果表明变态反应疾病组ＳＡＳ结果皆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１）。焦虑所产生

的心理因素也直接影响着变态反应疾病的愈后。因此，特异性免疫治疗与心理护理相结合，则更有力于

变态反应疾病的治疗。结论　首先是提高患者对变态反应疾病的认识；第二是解释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特

殊性；第三是宣传自我防护的意义；第四是消除焦虑因素。

犘犝１８３

胰岛素导致过敏反应的临床观察与分析

朱晓明 江盛学 李全生 魏庆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变态反应科１１０００３

目的　探讨胰岛素临床应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过敏反应，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方法　选取２０１２年

４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就诊于我院的２８３例应用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观察应用胰岛素过程中是否有

过敏反应的发生及过敏反应出现后患者的症状，并立刻采取相应脱敏治疗措施，观察过敏患者的转归情

况。结果　２８３例患者中出现胰岛素过敏的患者有２５例 （８．８３％），其中经脱敏治疗后痊愈的有２０例

（７．７７％），好转的有５例 （１．７７％），脱敏治疗安全有效 （犘＜０．０５）。结论　胰岛素是控制糖尿病患者

血糖的重要方法，但其抗原性会引起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一旦发生过敏反应，需尽早采取有效的脱敏

治疗措施。

犘犝１８４

湿疹患者应用个性化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观察

何绵玲

安徽省立医院２３０００１

目的　个性化护理干预应用在泛发性湿疹患者中的临床效果观察。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２０１４年１

月～２０１５年７月收治的泛发性湿疹患者７０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规

护理，观察组给予个性化护理干预，比较分析２组护理后的临床效果。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９４．２９％，对照组为７７．１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护理满意度１００％，对照组为８０％，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结论　个性化护理干预用于泛发性湿疹的护理中，能有效提高护理效果和护理满意度，有

效缓解患者临床症状，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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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１８５

用药指导对于过敏性鼻炎术后患者重要性的体会

刘蕴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通过用药指导改善过敏性鼻炎患者术后鼻腔的愈合状态。方法　在我院２０１６年３月４月入

院施行全组鼻窦开放术术后出院患者中抽取３０５０岁患者２０名，其中１０名每日晨对其进行电话用药指

导，指导时间为一个月。结果　经电话指导的１０位患者在一个月后返院复查时发现鼻腔愈合状态远优

于未经指导的１０位患者。结论　良好的用药指导对过敏性鼻炎患者术后的鼻腔恢复有积极作用。

犘犝１８６

护理干预在消化系统变态反应的应用

吴献阁

新乡市传染病医院４５３０００

目的　消化系统变态反应是由于某种食物或食品添加剂等引起的ｌｇＥ介导和非ｌｇＥ介导的免疫反

应，导致消化系统内或全身性的变态反应。探讨护理干预在消化系统变态反应应用效果。方法　以２６

例患者为观察对象，依据护理方法不同，分为实验组１３例，对照组１３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实验

组实施综合护理。结果　实验组掌握疾病相关知识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满意率，护理有效率高于对照

组。结论　饮食，护理，健康教育，心理护理等综合护理应用在消化系统变态反应疾病上可以提高护理

价值，减少消化系统变态反应的发生。

犘犝１８７

３岁以下儿童支原体肺炎患儿治疗前后潮气肺功能改变特点观察

郑伟华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５４１００１

目的　了解３岁以下支原体肺炎治疗前后的潮气肺功能改变特点。方法　观察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６

年５月在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住院的患儿８６例，分为感染组：３３例为４月３岁患儿，确诊为支原

体肺炎无喘息患儿。感染并喘息组：２５例４月３岁患儿２８例确诊为支原体肺炎合并喘息患儿；对照

组：为４月３岁其他非呼吸系统疾病患儿２５例。方法　检测肺功能指标：三组患儿在急性期 （入院）、

缓解期 （出院）和恢复期 （出院后２周）测定其潮气呼吸肺功能，比较三组患儿的达峰时间比

（ＴＰＴＥＦ／ＴＥ），达峰容积比 （ＶＰＥＦ／ＶＥ），潮气量 （ＶＴ）。结果　三组分别检测急性期、缓解期、恢

复期的ＴＰＴＥＦ／ＴＥ，ＶＰＥＦ／ＶＥ，ＶＴ 均呈上升趋势，不同时期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急性期，ＴＰＴＥＦ／ＴＥ，ＶＰＥＦ／ＶＥ和ＶＴ在感染并喘息组低于感染组，而感染组又低于正常组

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缓解期，感染并喘息组，感染组的 ＴＰＴＥＦ／ＴＥ和 ＶＰＥＦ／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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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Ｔ均已高于急性期，感染喘息组低于感染组，感染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恢

复期时，感染并喘息组，感染组和对照组间ＴＰＴＥＦ／ＴＥ，ＶＰＥＦ／ＶＥ，ＶＴ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结论　支原体肺炎并喘息儿童的肺功能损害比支原体肺炎无喘息患儿持续时间长；运用潮气呼

吸肺功能为反复喘息婴幼儿预测气道受损提供客观的临床指标。

犘犝１８８

食 物 过 敏

王春月

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３００１４２

目的　食物过敏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避免，减少食物过敏的发生。方法　通过病史、皮肤试验或

ＲＡＳＴ的结果判定。结果　食物过敏是一组人群由某些食物食入后引起的过敏反应。结论　食物过敏是

人们对某些食物产生的一种不良反应，在医学上属于一种变态反应。

犘犝１８９

皮肤点刺对烟曲霉过敏的诊断价值

杨燕 张立强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耳鼻咽喉科２５００１２

目的　探讨皮肤点刺检测方法对烟曲霉过敏的诊断价值。方法　对２０１５年０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０５月间

同时采用ＵｎｉＣＡＰ方法和皮肤点刺方法对１０１例患者进行烟曲霉过敏检测。结果　以ＵｎｉＣＡＰ方法为金

标准，皮肤点刺方法的诊断敏感性为７２．０％，特异性为８８．２％。两种检测方法分级有正相关，相关系

数ｒ＝０．６０５，犘＝０．０００ （双侧）。结论　皮肤点刺可作为烟曲霉过敏诊断的初筛检查，其特异性较高，

但敏感性稍差，建议临床中采用ＵｎｉＣＡＰ方法作为烟曲霉过敏的确诊方法。

犘犝１９０

如何使呼气一氧化氮检测流程标准化

于佳 赵淑红 胡继红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１５００１０

目的　检测哮喘患儿呼气一氧化氮数值，探讨呼气一氧化氮检测操作注意事项。方法　应用瑞典

Ａｅｒｏｃｒｉｎｅ公司的尼尔斯 （Ｎｉｏｘ）便携式 《呼出一氧化氮测定系统》，在系统内置动画软件的提示下，引

导患儿呼气。本试验均安排在肺通气功能检查之前进行。结果　检测３７５９人次，其中４１９例哮喘患儿

呼出气体中一氧化氮浓度测定增高。结论　患儿呼出气一氧化氮水平可以反映气道炎症及高反应性，标

准化的检测流程，为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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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１９１

教育干预在首诊哮喘患者使用吸入剂中的应用

吴艳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１１６０２７

目的　使门诊首诊哮喘患者掌握正确吸入糖皮质激素药物方法，防止技术错误而达不到预期的治疗

效果。方法　设立护士教育专员向患者介绍吸入治疗是目前哮喘最有效的治疗方式，遵循医嘱规范化用

药、定期复诊、避免诱发因素的重要性。强调正确的吸入方法是保证疗效的关键，在引起患者重视的前

提下，按流程对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到２０１６年２月３６２例首次确诊哮喘患者使用吸入剂的方法进行一对一的

指导。步骤如下：①患者观看吸入方法的视频；②护士教育专员为患者演示操作方法；③患者模拟练

习，教育专员纠正其操作中出现的错误，直到其完全掌握；④告知用药的注意事项；⑤建立药物吸入方

法微信二微码，患者通过扫描后即可观看用药指南，以便患者回家复习巩固，防止患者在使用时忘记吸

入方法；⑥向患者发放哮喘治疗手册、哮喘日记，指导患者在家使用峰流速仪，记哮喘日记。结果　患

者模拟练习过程中，有１２１例仍需护士反复演示和纠正其使用中出现的错误。出现错误多的环节主要依

次是屏气错误６３例 （５２％ ），吸药错误５８例 （４７．９％），呼气错误５５例 （４５．６％），漱口错误２６例

（２１．５％）。在整个指导过程中患者掌握吸入方法在年龄，性别及受教育程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指导专员在出错多的环节增加演示的次数更利于患者掌握正确的吸入方法。结论　首诊哮喘患

者对疾病的认识教育和掌握正确的吸入方法是以后患者如期复诊和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起着及其重要的

作用。

犘犝１９２

过敏性鼻炎及哮喘患者皮下注射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护理

王青 刘君 张伟 赵莹 徐剑娜

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是唯一能够改变过敏性鼻炎及哮喘患者疾病进程的治疗方法，本文旨

在探讨保障患者在门诊安全顺利进行皮下注射免疫治疗的护理要点。方法　对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５

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门诊进行特应性免疫注射治疗过敏性鼻炎及哮喘患者共２１３１９例次进行护

理经验总结。结果　２１３１９例次注射患者均接受规范宣教；注射前的正规评估；注射后专业观察１５～３０

分钟；对于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及时发现及处理；均未发生严重后果，保障患者特异性免疫治疗安全有

效的顺利进行。结论　通过对２１３１９例次皮下注射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护理经验总结，我们认为：

对患者的心理护理及健康宣教；整体评估；准确操作；细致观察以及对过敏反应的及早发现和正确有效

处理是保障过敏性鼻炎及哮喘患者皮下注射变应原特应性免疫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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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１９３

鼻面罩雾化吸入护理在儿童鼻窦炎及合并过敏性鼻炎中的效果观察

郑岩 韦钧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一病房１５００８６

目的　探讨鼻面罩雾化吸入普米克令舒护理对儿童鼻窦炎及合并过敏性鼻炎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

　选取因腺样体肥大入院手术的１４岁以下儿童患者，选取６０例合并鼻窦炎或过敏性鼻炎，及同时合并

鼻窦炎及过敏性鼻炎患者，随机双盲为实验组及对照组。实验组患者住院期间进行鼻面罩雾化吸入普米

克令舒１ｍｇ，每日两次，对照组患者住院期间未进行鼻面罩雾化吸入护理。对患儿的术前，术后症状改

善进行模拟量表评分。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症状改善明显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且实验组患者术后

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结论　鼻面罩雾化吸入普米克令舒护理有助于改善儿童鼻

窦炎及过敏性鼻炎的黏膜炎症状态，从而促进患者症状的改善及对护理效果的满意度。

犘犝１９４

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儿童哮喘严重不良反应的识别及处理

陈冰

海南省人民医院５７０３１１

目的　观察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儿童哮喘严重不良反应识别及处理。方法　海南省人民医院南沙儿

童脱敏中心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患儿 （５１２岁）１１５例出现不良反应 （局部和全身），对其中４例严重

不良反应进行分析，治疗前后均监测肺功能，治疗前常规给予抗组胺药口服，严格按照操作常规进行皮

下注射，注射后对出现不良反应的４例严重不良反应患儿进行识别及快速处理。结果　出现严重不良反

应的患儿为４例，均为注射屋尘螨４号药三例０．８ｍｌ、一例１．０ｍｌ，这４例患儿都在注射后１５分钟内出

现频繁咳嗽、喘息、胸闷、气促，其中２例出现嘴唇发绀，全身皮疹，诊断为全身严重不良反应，应对

的措施：１、立即皮下注射肾上腺素０．３ｍｌ，使用布地奈德加复方异丙托溴氨进行雾化治疗。２、建立静

脉通道，注射生理盐水和甲强龙，肌肉注射抗过敏药，严密观察病情，再次评估患儿保持生命体征稳

定。进行应对措施后１小时内患儿喘息、胸闷、气促症状缓解。２例患儿家长惧怕过敏反应而停止治疗，

另外２例患儿有信心继续治疗，主诊医生特别为这２例病人制定严密脱敏方案：治疗前常规雾化吸入，

将维持治疗量分两次注射，间隔半小时注射一次，两次注射前都常规进行肺功能检测，保持正常，评估

病人症状。顺利完成维持阶段的脱敏治疗。结论　严重不良反应都发生在高浓度四号药的治疗期间，对

初期的局部及轻度不良反应及时干预处理，评估患儿的反应及危险因素，由专人负责皮下注射观察避免

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并请专科医生进行评分及评估。护士从用温柔的语言和关心的态度安抚患儿，避免

产生害怕心理。跟患儿家长强调必须吸入药同步治疗，同时强调中午午休、注射后不剧烈跑动等避免疲

劳。患儿注射后半小时内严密观察十分重要，对患儿出现的气道高反应及时识别与处理，以保证脱敏治

疗的安全有效进行。总之，早期识别、早期干预可以达到安全脱敏治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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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１９５

对患者自带过敏原做斑贴试验的护理体会

赵莹 王青

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遵医嘱对接触性皮炎的患者自带过敏原进行斑贴试验的方法检测患者的过敏原，这种检测方

法对患者的过敏原查找是否有效。方法　本研究选择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到２０１３年６月到我院变态反应科科

就诊的患者，临床诊断均为接触性皮炎、湿疹样皮疹。排除全身过敏性疾病、异位性皮炎等皮肤疾病

者。根据患者在生活中的习惯，详细询问其日常可疑接触的物质种类，出现皮肤反应的时间，皮疹的位

置、表现等。选择要检查的内容，用斑试器进行检测。检测部位为患者上背部脊柱两侧、肩胛骨下方的

正常皮肤。贴敷４８小时后摘除斑贴胶带，第一次判读：为摘除斑贴胶带后半小时 （３０分钟）第二次判

读贴敷后７２或９６小时，即摘除斑贴胶带后第２～３天。必要时贴敷后一周进行第三次判读。填写斑贴

试验报告单。结果　测试的操作娴熟和对病人的指导及结果的准确判读是斑贴试验测试准确性的影响因

素。结论　患者自带过敏原进行斑贴试验检测是快速、准确的方法。

犘犝１９６

犚犺狅犃／犚犗犆犓相关蛋白在慢性鼻鼻窦炎中的表达

柯霞 洪苏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４０００１６

目的　组织修复和结构重塑贯穿于慢性鼻鼻窦炎炎症过程之中，ＴＧＦβ是其重要细胞因子，但其

下游ＲｈｏＡ／ＲＯＣＫ通路在慢性鼻鼻窦炎组织重塑中的作用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ＲｈｏＡ／ＲＯＣＫ通

路相关蛋白的表达及其对鼻窦黏膜组织重塑的可能影响。方法　收集慢性鼻鼻窦炎伴息肉及不伴息肉

（ＣＲＳｗＮＰ，ＣＲＳｓＮＰ）组织各１５例，对照鼻甲黏膜１０例。采用ＴｒｉｃｈｒｏｍｅＭａｓｓｏｎ染色检测黏膜胶原

纤维表达；免疫荧光法检测 ＲＯＣＫ１，ＲＯＣＫ２，ａｃｔｉｖｅＲｈｏＡＧＴＰ表达；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检测下游

ＩκＢα，ＮＦκＢ蛋白表达。结果　与正常对照黏膜组织和ＣＲＳｗＮＰ的鼻息肉组织相比，ＣＲＳｓＮＰ组鼻窦

黏膜中胶原纤维面积明显增加，且ＲＯＣＫ１、ＲＯＣＫ２、ＩκＢα，ＮＦκＢ及ａｃｔｉｖｅＲｈｏＡＧＴＰ表达明显升

高 （犘＜０．０５）。结论　在ＣＲＳｓＮＰ中，ＲｈｏＡ／ＲＯＣＫ通路可能被激活，调节纤维母细胞的分化和细胞

外基质蛋白合成，参与鼻黏膜组织重塑。

犘犝１９７

慢性荨麻疹患者血清抗菌肽犔犔３７表达水平的研究

李淑 陈志强 李遇梅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２１２００１

目的　对慢性荨麻疹患者血清中抗菌肽ＬＬ３７的表达水平进行研究。方法　收集慢性荨麻疹病人

血清２７例及健康人群血清 （对照组）３７例，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血清中抗菌肽

ＬＬ３７的含量。荨麻疹活动性评分 （ＵＡＳ）根据世界变态反应协会 （ＷＡＯ）建议标准进行评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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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Ｌ３７水平与年龄及ＵＡＳ的相关性。结果　慢性荨麻疹组与正常对照组血清ＬＬ３７含量分别为 （１．９８

±０．０３）、 （１．２１±０．０５）ｎｇ／ｍＬ，两组比较，犘＜０．００１。慢性荨麻疹患者血清ＬＬ３７含量与年龄、

ＵＡＳ均无相关性，Ｐ均＞０．０５。结论　慢性荨麻疹患者血清抗菌肽ＬＬ３７含量显著增高。

犘犝１９８

复方甘草酸苷联合枸地氯他定治疗慢性荨麻疹疗效观察

徐学武 汪涛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人民医院皮肤科４３８０００

目的　观察复方甘草酸苷联合枸地氯雷他定治疗慢性荨麻疹的疗效。方法　选取我院门诊１２８例慢

性荨麻疹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６４例。治疗组口服枸地氯雷他定片８．８ｍｇ／次，１次／ｄ，连服４

周后停用，同时口服复方甘草酸苷片３００ｍｇ／次，３次／ｄ。对照组口服枸地氯雷他定片８．８ｍｇ，１次／ｄ，

连用４周。均连用４周后计算疗效指数并判定疗效。结果　两组有效率 （８９．２０％，５０．２８％）和复发率

（１１．４８％，３１．３７％）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复方甘草酸苷联合枸地氯雷他定治疗慢性

荨麻疹疗效肯定，复发率低，且安全有效。结论　慢性荨麻疹是一种较常见的皮肤病，其病因及发病机

制复杂，大多数患者找不到明确病因，而被认为 “特发性”。因此，寻找可以减低复发的探索就尤为重

要。研究证
+

，该病可能与自身免疫功能有关，为免疫炎症性疾病，机体受到抗原物质刺激后引起组织

损伤及生理功能的紊乱，从而出现相应的症状，属异常的或病理炎症反应。枸地氯雷他啶是基于地氯雷

他定基础上经过结构修饰形成的一种化合，此结构可大大提高水溶性和隐定性，为药物的快速释放和不

良反应的减少奠定了良好基础。抗组胺作用强，与 Ｈ１受体结合的选择性和亲和力为与其他受体结合的

１５—２０倍，不易解离。抗炎作用，抑制细胞黏附子的表达，抑制炎症介质与细胞因子的产生与释放，

降低嗜酸性细胞的趋化性，粘附及超氧化的产生。具有起效迅速、作用持久的功效。复方甘草酸苷是以

甘草甜素为主要成分，具有抗炎、抗过敏、调节免疫等作用，作用机制通过纠正外周血Ｔｈ１／Ｔｈ２平衡

失调，降低血浆Ｉｇ正水平，减少慢性荨麻疹症状。另一方面具有降低Ｉｇ正常水平的作用，是治疗慢性

荨麻疹较理想的药物，具有糖皮激素样作用，但激素样副作用却很少见。笔者应用复方甘草酸苷联合枸

地氯雷他定治疗慢性荨麻疹，有效率达８９．２％，经随访和观察认为临床疗效好，起效快，联合应用优

于单独应用，且药物安全性高，值得临床应用。

犘犝１９９

遗传性血管性水肿一例

徐艳华 郭胤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过敏科２００００１

目的　总结收治于本科的一例遗传性血管性水肿患者病史资料，并其诊治要点进行复习。方法　报

道一例收治于本科的遗传性血管性水肿患者临床病例，并结合该疾病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与讨论。结果　

患者，男性，２９岁，２００７年起无明显诱因下出现反复皮肤血管性水肿，多从手或足末端开始，逐渐累

及前臂或下肢，时有累及外生殖器，近来发作较前频繁。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日曾因咽痛伴呼吸困难就诊于

外院急诊，诊断为 “急性会厌炎”，予以静脉使用地塞米松后，症状缓解。追问病史，患者平素有反复

腹痛史，伴有呕吐，无腹泻，外院小肠镜示 “空肠多发溃疡”，目前口服耐信、美沙拉嗪、达喜、膜固

思达等治疗。家族史中父母为近亲 （父母双方的母亲为亲姐妹），患者父母另育有一女，但父母与其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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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类似症状。收治我院后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免疫全套、血沉、ＣＲＰ均阴性；总ＩｇＥ及ｓＩｇＥ （包括

屋尘螨、粉尘螨、花粉、蟑螂、真菌、猫毛、狗毛、鸡蛋、牛奶、花生、小麦、虾、蟹）均阴性；多种

食物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结果均阴性；补体系列中，Ｃ３、Ｃ４正常，Ｃ１抑制物为０．０７ｇ／ｌ，明显低于正

常值０．１８～０．３９ｇ／ｌ。结合患者病史，考虑患者为遗传性血管性水肿，建议患者口服达那唑治疗预防类

似症状反复发生。结论　遗传性血管性水肿 （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ａｎｇｉｏｅｄｅｍａ，ＨＡＥ）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

传性补体缺陷病，病因为Ｃ１ＩＮＨ基因缺陷，导致血浆Ｃ１ＩＮＨ缺乏所致。其临床表现为反复发作的、

局限性、自限性皮肤及黏膜水肿。ＨＡＥ的诊断主要根据其典型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包括Ｃ４及

Ｃ１ＩＮＨ含量。ＣＩｌＮＨ含量及功能低于正常的５０％是ＨＡＥ诊断的实验室标准。Ｃ４含量减低，强烈提示

ＨＡＥ诊断。但也有Ｃ４正常的ＨＡＥ报道。两者同步检测有助于ＨＡＥ诊断的分型。治疗上的主要药物

种类为Ｃ１ＩＮＨ浓缩剂、雄激素、抗纤溶制剂等。由于本病较为罕见，临床医师对本病缺乏认识，尤其

ＨＡＥ因消化道表现误诊率极高，应引起临床医师的重视。

犘犝２００

过敏性紫癜３６６例临床分析

罗扬 李冬芹 宋青蔓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４５００５２

目的　通过回顾临床病例资料，对过敏性紫癜发病特点、诱因、过敏原检测、误诊情况、辅助检查

等各方面进行分析，为临床预防、诊疗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收治的过敏性紫癜患者３６６

例，统计患者发病性别、年龄、季节、诱因、临床表现、误诊情况、辅助检查结果等详细病历资料，并

制定Ｅｘｃｅｌ表格录入数据。根据年龄分为儿童组 （＜２０岁）和成人组 （≥２０岁）。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１．３６６例患者，男１９９例，女１６７例，男性多于女性 （犘＜０．０５）；

儿童２６５例，男１５０例，女１１５例，男童发病率高于女童 （犘＜０．０５）；成人１０１例，男４９例，女５２

例，男女患病人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儿童发病明显高于成人。发病诱因为上呼吸道感染

者１９６例，其人数显著高于无诱因、食物、药物、其他感染等因素 （犘均＜０．０５）。２．３６６例患者病程

中伴有消化道症状１１７例，肾脏损害６７例，关节受累５６例；成人以单纯型紫癜最多见，儿童以胃肠型

紫癜最多见，儿童与成人比较更易出现胃肠道症状及关节症状 （犘＜０．０５），但两组肾脏损害比较无显

著差异 （犘＞０．０５）。２７例误诊病例中消化道疾病最多见，与关节疾病、过敏性皮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均＜０．０５）。３． ＷＢＣ升高１９５例，ＰＬＴ升高１１０例；蛋白尿４５例，血尿６２例，两者均阳性４１

例，大便潜血试验阳性者１１例；血脂升高４５例；ＩｇＥ升高２０７例；过敏原检测阳性１８５例；抗 “Ｏ”

升高１１４例；ＣＲＰ升高７２例；血沉增快４９例。结论　１、过敏性紫癜好发于儿童，发病诱因主要为上

呼吸道感染。２、儿童易出现胃肠道及关节症状。３、合并肾脏损害者易出现血脂代谢紊乱，推测与肾脏

受损有关。４、该病易复发，复发主要与上呼吸道感染及某些食物药物过敏有关。

犘犝２０１

４例固定性红斑药疹的临床特征的分析

冯素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２１００４２

目的　描述４例固定性红斑药疹的临床特征和病理特点，以及可能的药物因素。方法　详细询问患

者的病史，组织病理活检，药物斑贴实验等方法研究固定性红斑药疹的特点。结果　４例固定红斑药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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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男性患者，２例伴有有黏膜受累，有黏膜受累者同时皮肤有水疱发生，临床中容易被误诊为自身免

疫性水疱病。４例患者红斑消退后均有灰黑色的色素沉着斑，界限清楚。皮疹泛发，有水疱表现的患

者，需要短期糖皮质激素治疗。２例与磺胺药物有关，２例与非甾体抗炎药物有关。药物斑贴实验在该

病中诊断有意义，但要注意选择试验的时间，提高阳性率。结论　固定性药疹临床特征明显，早期诊

断，发现可疑药物非常重要。对于泛发型的水疱固定性红斑，注意与自身免疫性水疱病鉴别。

犘犝２０２

中药调整胃肠道非特异性免疫的临床应用

唐的木

马鞍山市人民医院２４３０００

非特异性免疫又称天然免疫或固有免疫，固有免疫系统包括：组织屏障 （皮肤和粘膜系统、血脑屏

障、胎盘屏障）、固有免疫细胞 （吞噬细胞、杀伤细胞、树突状细胞等）、固有免疫分子 （补体、细胞因

子、酶类物质等）。胃肠道免疫系统的作用越来越引起重视，尤其是对很多慢性变应性疾病中的预防和

治疗，其重要性不可忽视。肠道粘膜处于沟通机体内外环境的重要位置，具有消化、吸收、分泌和防御

等重要功能。肠道粘膜免疫系统包括肠道相关淋巴组织和有关细胞、分子成分，如淋巴细胞、巨噬细

胞、各种白细胞、嗜银细胞和抗体、溶菌酶、抗菌肽等；肠道相关淋巴组织是沿着呼吸道、胃肠道、泌

尿生殖道粘膜上皮，并存在于上皮下的淋巴组织。肠道有大量丰富的淋巴组织，肠道内壁是机体最大的

免疫器官。肠粘膜淋巴细胞道、乳腺、生殖道的淋巴细胞表皮认为有相关性。动物试验表明，在支气管

致敏的细胞可游走至肠粘膜固有层，鼻咽部接触的某抗原可以同时在直肠、呼吸道、阴道产生ＩｇＡ和

ＩｇＧ。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脾主运化、输布饮食精微，升清降浊，为生化之源，对人体免疫功

能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在变应性疾病发病机制中，中医认为在脏腑辨证中主要与肺、脾、肾、大肠、

三焦等脏腑有关；病因方面，与风、湿、淫、邪有关。风为百病之长，风性善行数变，病位无定处、游

走不定，变化无常，风性轻扬，多侵及体表及头面。如常见的荨麻疹，特异性皮炎、变应性哮喘、变应

性鼻炎等。湿分外湿与内湿，内湿因脾失健运，水谷精微运化转输功能失职、蓄积停滞而成；外湿是指

自然界的湿气。湿邪性重浊而粘滞，头部有湿，清阳不升，则头中如裹；湿留皮肤，则皮肤肥厚、肿

胀、瘙痒；湿邪致病，病变过程长，多缠绵难愈。湿为阴邪，易伤阳气，阻碍气机，以致脾化健运，而

出现胸闷、腹胀、便溏下利、四肢沉重等。肺主气、司呼吸，上通喉咙，开窍于鼻，主一身之气。肺卫

之气宣发到体表，可以保卫机体、抗御外邪，外邪入侵人体，也常由皮毛犯肺；肺主肃降，肺气上通则

出现胸闷、咳喘等症；肺气虚则出现全身疲倦乏力、气短、自汗等症。脾主运化，运化水谷精微以营养

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以及皮毛、筋肉各个组织器官，为人体后天之本，运化水湿促进水液代谢，运化功

能失职则水湿潴留、凝聚为痰、为饮，正如 《内经素问》所述 “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肾藏精，为人

体先天之本，人体先天免疫功能由此而生；肾主水，人体通过肾主的开阖作用以调节水量，肾气不足，

气化失常，则引起水液代谢障碍，而致病；肾主纳气，为气之根，肾虚不能纳气则出现气喘等症。大肠

传导糟粕，大肠传导失常则引起便秘，泄泻等症，长期临床实践证明，许多疾病如特异性皮炎、慢性湿

疹、胃肠道慢性炎症、甚至肿瘤与长期便秘、泄泻不无关系。三焦是人体上、中、下三焦的总称，总司

人体的气化，食物受纳，腐熟及精气的散布，代谢产物的排泄、维持三焦的气化作用，主要在于肾气及

胃气 （中气）。变应性疾病的发生，其一因为禀赋不足，遗传过敏性体质，先天免疫功能受到影响，其

二因为后天失养，免疫功能不能健全或强盛，二者有时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中医理论认为，肾精先天

之本固然重要，但必须有脾胃后天之本的充养，才能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换而言之，先天免疫功

能形成后，必须随着人体生长发育健全后，免疫功能才得以巩固增强。后天之本犹为重要。在变应性疾

病中，疾病初起与先天不足有关，但疾病迁延不愈，反复发作则与后天失养肯定有关，脾胃不足，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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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常，导致先天之本失养免疫功能得不到增强。所以胃肠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增强与否，决定着变应性

疾病，尤其是慢性变应性疾病的转归。增强胃肠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中医中药疗法，主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１．益气健脾法：适用于脾虚气弱的慢性变应性疾病如慢性荨麻疹、慢性变应性鼻炎、慢性变应

性哮喘，证见体虚乏力、面色
,

白、气短神疲，舌质淡，苔薄白或苔少，脉沉缓无力。方药：补中益气

汤加减黄芪、太子参、白术、茯苓、怀山药，防风。慢性荨麻疹加僵蚕、炙甘草、苦参、白鲜皮等药；

慢性变应性鼻炎加苍耳子、辛夷、白芷、炙甘草等药；慢性变应性哮喘加入炙麻黄、杏仁、前胡、全瓜

篓、莱菔子等药。２．除湿健脾法：适用于脾虚湿盛的慢性变应性疾病，如慢性湿疹、特异性皮炎、慢

性鼻炎等。湿盛困脾而致脾虚，脾虚不能运化水湿而致湿更盛。证见腹胀腹满，体倦或肢体沉重，口淡

不渴。舌质淡或淡红，舌苔白腻，脉濡缓或沉缓。方药：健脾除湿汤加减：生白术，生苡米、生扁豆、

怀山药、芡实、生枳壳、川草藓、黄柏、茯苓。慢性湿疹、慢性特异性皮炎加苦参、白鲜皮、地肤子、

防风；慢性鼻炎加苍耳子、白芷、川芎 、辛夷等药。３．养阴健脾法：适用脾阴虚的慢性变应性疾病如

慢性变应性鼻炎、慢性荨麻疹、慢性变应性哮喘等病。脾阴虚，指脾精不足，若胃阴虚或脾虚不运，阳

损及阴或饮食营养不良，均可使脾气散精无源而致本证。证见体倦乏力，消瘦、不思饮食、食入不化、

口干、五心烦热，舌质红，苔少或光剥，脉细数或细涩。治宜甘润养阴，健脾固中。方药：南北沙参、

石斛、天冬、麦冬、怀山药、白术、太子参、赤芍、白芍、丹皮。慢性鼻炎加黄芪、苍耳子、辛夷、白

芷、甘草；慢性荨麻疹加防风、苦参、白鲜皮、生地、熟地；慢性哮喘加黄芪、白芥子、杏仁、前胡、

全瓜篓等药。治疗该证用药宜温而不燥，凉而不寒为原则。４．化积健脾法：适用于体内积滞不化而致

脾虚的小儿慢性特异性皮炎、小儿慢性特异性哮喘、小儿慢性变应性鼻炎、慢性湿疹等病。证见面色萎

黄、消瘦或无华、腹胀、纳少、大便秘结，或口干、口臭，舌质红或干红，舌苔白厚或黄腻，脉沉数。

治宜化积导滞，益气健脾。方药：炒白术、炒苡米、炒枳壳、超莱菔子、槟榔、全瓜篓、生大黄、炒内

金、怀山药。小儿慢性特异性皮炎及慢性湿疹加苦参、白鲜皮、马齿笕、炒栀子、焦三仙；小儿慢性变

应性哮喘加炙麻黄、炒莱菔子、黄芩、全瓜篓；小儿慢性变应性鼻炎加白芷、辛夷、苍耳子、黄芩、全

瓜篓、车前子等药。中医药调整胃肠道非特异性功能治疗慢性变应性疾病具有明显优势和独特的疗效，

许多杂志都有大量的临床报道和论述，但如果形成理论体系以及有待实验室方面的证实，是一条漫长而

艰辛的征程，需要我们同仁们进一步的努力。

犘犝２０３

１例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合并艾滋病及梅毒感染的护理

徐慧 毛伟华

仁济医院 （西院）２００００１

目的　分享１例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合并艾滋病及梅毒感染的护理经验方法　实施和记录临床护

理全过程，并观察其疗效结果　经过２２天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患者病情好转出院结论　即使合并艾滋

病及梅毒感染，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在精心治疗和护理下依然能够好转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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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２０４

报道２例卡波西水痘样疹

李冬芹 宋青蔓 王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４５００５２

目的　通过此案例，使临床医生对本病的认识进一步提高。方法　报道２例Ｋａｐｏｓｉ水痘样疹。对１

例成人和１例儿童患者的病史、皮损特征及治疗详细描述。结果　此病的发生与患者的过敏体质有关，

与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有关。结论　过敏性皮肤病患者，尽量避免与单纯疱疹患者密切接触，以免发生

本病。

犘犝２０５

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的治疗及预后

肖汀 张立明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皮肤科１１０００１

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 （ＴＥＮ），最严重的药物反应，已经被报道有相当大的死亡率。在过去的十

五年，某些研究表明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 （ＩＶＩＧ）可提高其预后。目的　评估ＴＥＮ患者临床表现、实

验室检查、治疗及影响其预后的因素。方法　回顾性的研究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３年在中国三级医疗中心住院

治疗的３２例ＴＥＮ患者。结果　抗生素为ＴＥＮ患者最主要的致敏药物 （狀＝１２），其次是非甾体类抗炎

药 （狀＝８），抗风湿药 （狀＝２）以及中药 （狀＝２）。高血压 （狀＝１１）及糖尿病 （狀＝７）是最常见的合并

症，分别占总患者的３４．３８％，２１．８８％。既往存在乙肝病毒感染 （狀＝５），脑血管疾病 （狀＝４）及心血

管疾病 （狀＝４）分别占总ＴＥＮ患者的１５．６３％，１２．５０％ 及１２．５０％。３２例患者最初均接受系统激素

治疗，剂量范围为０．７４ｍｇ／Ｋｇ#ｄ至２．７８ｍｇ／Ｋｇ#ｄ。其中１６例患者联合应用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

治疗。３例患者死亡，死亡率为９．３８％。结论　延迟应用ＩＶＩＧ治疗，血尿素氮水平升高及接触致敏药

物后较早出现皮疹均可升高ＴＥＮ患者的死亡率。

犘犝２０６

００３％他克莫司软膏治疗成人银屑病面部皮损疗效观察

崔绍山 刘宇博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大连医院１１６１００

目的　观察０．０３％他克莫司 （ｔａｃｒｏｌｉｍｕｓ）软膏对银屑病面部皮损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年龄大

于１８岁的面部银屑病患者纳入观察，试验组３５例，０．０３％他克莫司软膏，每日一次，对照组３６例，

０．１％糠酸莫米松乳膏，每日一次。治疗后一、二、四周复诊，以红斑、浸润、脱屑、瘙痒为观察项目，

记录疗效及副作用。停药一月后复诊，观察副作用及复发情况。结果　治疗四周后试验组有效率为

８８．５７％，对照组为８６．１１％，两组临床疗效无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对照组依从性不如试验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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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反应发生率高于试验组 （１３．８％对２．８％），有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停药一月后复发率对照组

（２７．７８％）高于试验组 （８．５７％），有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结论　０．０３％他克莫司软膏治疗成人银

屑病面部皮损是安全、有效的。有希望替代皮质类固醇激素治疗银屑病面部皮损。

犘犝２０７

荨麻疹患者检测抗核抗体的意义

黄鹤

沈阳军区第２１０医院 检验科１１６０２１

目的　由于荨麻疹和狼疮都会出现荨麻疹样皮疹，对有同样皮疹需要鉴别诊断的患者排除狼疮性疾

病，对荨麻疹的进一步确诊提供依据，有利于荨麻疹的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疗。方法　对我院皮肤科患者

进行筛选，对其中４２例出现荨麻疹样皮疹患者的血液标本，进行抗核抗体检测 （北京和杰，免疫荧

光），抗核抗体谱检测 （北京和杰，免疫印迹１３项）。结果　荨麻疹患者抗核抗体，抗核抗体谱检测均

阴性。结论　荨麻疹患者抗核抗体，抗核抗体谱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排除了狼疮此类自身免疫系统疾

病，狼疮的诊断标准：颧颊部红斑；盘状狼疮；光敏感；口腔溃疡；非侵蚀性关节炎；胸膜炎或心包

炎；蛋白尿 （＞０．５ｇ／ｄ）或尿细胞管型；癫痫发作或精神病，除外药物或已知的代谢紊乱；溶血性贫

血或白细胞减少，或淋巴细胞减少，或血小板减少；抗ｄｓＤＮＡ抗体阳性，或抗Ｓｍ抗体阳性，或抗磷

脂抗体阳性 （包括抗心磷脂抗体，或狼疮抗凝物，或至少持续６个月的梅毒血清试验假阳性三者中各具

备一项阳性）；（１１）抗核抗体，在任何时候和末用药物诱发 “药物性狼疮”的情况下，抗核抗体滴度异

常。该１１项中，符合４项和４项以上者，在除外感染，肿瘤和其他结缔组织病后，可诊断狼疮。排除

狼疮此类自身免疫性疾病，对荨麻疹此类变态反应性疾病进行系统针对性的治疗。疗效及预后更佳。

犘犝２０８

穴位埋线治疗哺乳期慢性荨麻疹疗效观察

万明 霍伟红 任建军 梁娟

西安市北方医院７１００４３

目的　观察穴位埋线疗法治疗哺乳期慢性荨麻疹疗效。方法　共入组１０例患者，入选患者随机分

为２组，观察组５患者以穴位埋线方法治疗，每月一次，对照组５例患者给予炉甘石洗剂治疗。埋线操

作为以无菌注射器针头及中医针具将可吸收羊肠线分别植入背部足太阳膀胱经 （肺俞、膈俞、脾俞、大

肠俞）及足阳明胃经双下肢 （足三里）、手阳明大肠经双上臂 （曲池）。术后每月随访疗效 （使用瘙痒评

分量表评估瘙痒程度变化）。结果　通过对５例哺乳期慢性荨麻疹患者进行治疗后发现，经随访发现，２

例患者经三次以上穴位埋线治疗后哺乳期慢性荨麻疹患者瘙痒症状减轻 （经瘙痒评分量表评估后瘙痒总

评分由５分降低到３分），３例患者经五次治疗后瘙痒症状减轻 （经瘙痒评分量表评估后瘙痒总评分由４

分降低到２分），此５例患者埋线处出现酸胀、乏力不适感且于３日后症状逐渐消失；而对照组仅外用

炉甘石洗剂治疗者，仅２例减轻其余３例未见明显改善。结论　哺乳期是产妇通过自己乳汁喂养婴儿的

特殊时期。因惧怕药物经乳汁给婴儿生长发育造成影响，因此许多哺乳期慢性荨麻疹患者通常仅外用炉

甘石洗剂来缓解症状。而对于瘙痒症状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的哺乳期慢性荨麻疹患者来说，为了缓解痛苦

最终只能采取人工喂养婴儿的方式以便治疗。穴位埋线疗法是几千年中医针灸经验和３０多年埋线疗法

经验的精华融汇而成的一门新型学科，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虽有部分患者在经穴位埋线治疗后会有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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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乏力等不适感，但此不适症状为羊肠线刺激穴位所致，随机体适应羊肠线并逐渐吸收而消失。穴位

埋线是一种长效、低创痛的针灸疗法，它不仅特别适用于各种慢性、顽固性疾病而且适用于哺乳期慢性

荨麻疹患者这一特殊人群。

犘犝２０９

益生菌联合桂枝汤加为治疗儿童慢性荨麻疹的临床观察

张黎雯 任明星 薛国昌 沈琳娜 夏欢 宋月娟 夏雪霞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２１４０００

目的　观察益生菌联合桂枝汤加味治疗儿童慢性荨麻疹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８０例慢性荨麻疹患

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４０例。对照组口服氯雷他定糖浆，治疗组口服氯雷他定糖浆、双歧

杆菌三联活菌散及加味桂枝汤，疗程均为４周。结果　治疗前两组症状总积分无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

经４周治疗后，治疗组症状总积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且低于治疗前 （犘＜０．０５），治疗组有效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 （犘＜０．０５）。结论　益生菌联合桂枝汤加味治疗儿童慢性荨麻疹的临床疗效显著。

犘犝２１０

辛辣食物对化妆品接触性皮炎小鼠犛犜犃犜３、
犛犜犃犜４、犛犜犃犜６的影响

金哲虎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皮肤科１３３０００

目的　通过分别给予小鼠灌食辣椒与酒精后诱导出化妆品接触性皮炎，观察辣椒与酒精对化妆品接

触性皮炎的影响，及ＳＴＡＴ３、ＳＴＡＴ４、ＳＴＡＴ６在脾脏中的活性表达，并探讨 Ｔｈ１／Ｔｈ２、Ｔｈ１／Ｔｈ１７

失衡与化妆品接触性皮炎的关系。方法　１．将１５０只１８２２ｇ的雌性昆明小鼠随机分为５组，分别是空

白组 （Ａ组）、咪唑烷基脲组 （Ｂ组）、辣椒组 （Ｃ组）、酒精组 （Ｄ组）、 （辣椒＋酒精）混合组 （Ｅ

组）。Ａ组、Ｂ组给予生理盐水１０ｍｌ／ （ｋｇ·ｄ）灌胃，Ｃ组给予１０％辣椒液１０ｍｌ／ （ｋｇ·ｄ）灌胃，Ｄ

组给予５６度酒精１０ｍｌ／ （ｋｇ·ｄ）灌胃，Ｅ组给予５６度酒精＋１０％辣椒混合液按１０ｍｌ／ （ｋｇ·ｄ）剂量

灌胃，每天一次。７天后观察小鼠体征并评分。诱导、激发出变态反应后在Ｂ、Ｃ、Ｄ、Ｅ小鼠背部涂抹

０．６％咪唑烷基脲，４８ｈ后观察皮肤反应，根据 《化妆品卫生规范》皮肤刺激性实验方法和步骤为基础

进行操作及判断评分。２．取小鼠背部２×２ｃｍ皮肤，进行 ＨＥ染色，观察皮肤病理情况。３．取小鼠脾

脏使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检测ＳＴＡＴ３、ＳＴＡＴ４、ＳＴＡＴ６的表达。结果　在动物刺激状态评分中，与

Ａ组比较，其余四组皮肤均出现一定的刺激体征，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小鼠背部皮损部位皮肤

进行组织病理评分结果显示，与Ａ组比较，其余四组评分均增加，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Ｅ组分

别与Ｂ、Ｃ、Ｄ组比较，评分也增加，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２．脾脏中检测结果：与 Ａ组比较，

ｐＳＴＡＴ３、ｐＳＴＡＴ４在Ｂ、Ｃ、Ｄ、Ｅ中的表达均增加，ｐＳＴＡＴ６无明显变化；而且ｐＳＴＡＴ３、ｐＳＴＡＴ４

在Ｂ、Ｃ、Ｄ、Ｅ中的表达依次增加。结论　辣椒和酒精能加重化妆品接触性皮炎的症状，而且辣椒和

酒精刺激后咪唑烷基脲变为更强的致敏物。辣椒和酒精刺激下ｐＳＴＡＴ３、ｐＳＴＡＴ４在化妆品接触性皮

炎中表达增加，ｐＳＴＡＴ６则无明显变化，表明化妆品接触性皮炎与Ｔｈ１／Ｔｈ２失衡、Ｔｈ１／Ｔｈ１７失衡均

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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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２１１

特应性皮炎小鼠皮肤中犉犔犌和犆犪狊狆犪狊犲１４蛋白检测分析

金哲虎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皮肤科１３３０００

目的　建立特应性皮炎小鼠模型，对特应性皮炎小鼠模型皮肤ＦＬＧ和Ｃａｓｐａｓｅｌ４蛋白表达情况进

行分析，对ＢＡＬＢ／ｃ特应性小鼠模型在皮肤代谢方面提供参考数据。方法　选取６８周ＳＰＦ级雌性纯

系ＢＡＬＢ／ｃ小鼠６０只，体重约为２０ｇ，随机分为实验组、对照组 ，每组３０只。实验前７ｄ用８％硫化

钠淀粉溶液脱去四组小鼠背部体毛，面积约２．Ｓｃｍｘ２．５ｃｍ。实验组：皮损致敏与激发方法：用０．

５％ＤＮＦＢ丙酮／橄榄油 （３：１）溶液１００ｕＬ外涂小鼠背部脱毛区。实验第１天和第２天各涂擦１次，

第３天和第６天不作处理，第７天开始每隔２ｄ涂搽１次，每次涂擦７０ｕＬ，第２８天涂擦后造模完成，

共涂擦１０次。对照组：背部脱毛区仅涂擦丙酮／橄榄油 （３：１）溶液，涂搽时间及涂搽剂量与实验组完

全一致。模型建立成功后，实验组及对照组小鼠经腹腔注射１０％水合氯醛１ｍｌ／ｋｇ麻醉后，摘取右侧眼

球取血，３７℃静置３０ｍｉｎ后，３５ＯＯ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收集血清，应用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测定小鼠血清

ＩＦＮγ及ＩｇＥ浓度。在无菌条件下取实验组及对照组小鼠背部皮损部位组织，用１０％甲醛液固定，常

规石蜡包埋、切片，苏木精伊红染色，显微镜下观察组织病理学变化。在无菌条件下取实验组及对照

组小鼠背部皮损部位组织，利用 ＷｅｓｔｅｒＢｌｏｔ检测特应性皮炎小鼠模型皮肤的ＦＬＧ及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４蛋白表

达情况。结果　１．各组组织病理检测结果：对照组小鼠皮肤表现正常，组织结构基本正常，未见明显

炎性细胞浸润；特应性皮炎小鼠模型皮肤可见红斑、丘疹、结痂、苔藓样变等皮损改变，镜下可见角化

过度伴角化不全，棘层肥厚，棘细胞间海绵水肿，真皮浅层可见以淋巴细胞为主的慢性炎细胞浸润。实

验组皮损临床改变及镜下改变均与人ＡＤ慢性期类似。２．ＥＬＩＳＡ检测结果：特应性皮炎小鼠模型实验

组血清ＩＦＮγ及ＩｇＥ浓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均＜０．０５）。３．ＷｅｓｔｅｒＢｌｏｔ检测

结果：特应性皮炎小鼠模型实验组皮损部位ＦＬＧ及Ｃａｓｐａｓｅｌ４蛋白表达均低于对照组。结论　成功制

备特应性皮炎小鼠模型，特应性皮炎小鼠模型表皮屏障功能受损，皮损部位ＦＬＧ及Ｃａｓｐａｓｅｌ４蛋白表

达明显降低。

犘犝２１２

延边人群犐犔４犚犪基因犛犖犘狊与特应性皮炎的相关性研究

朱莲花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皮肤科１３３０００

目的　探讨ＩＬ４Ｒａ基因ＳＮＰｓ与延边朝和汉族ＡＤ发生的相关性。方法　例对照设计，选择朝８４

人，汉１５９人ＡＤ患者，朝２１０人，汉２０１人对照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应用ＳｎａＰｓｈｏｔ单碱基延伸方法

检测ＩＬ４Ｒａ基因ＳＮＰｓｒｓ１８０１２７５Ｃ、ｒｓ１８０５０１０Ｃ、ｒｓ１８０５０１５Ｃ的基因型与等位基因。结果　１．等位

基因频率和基因型分析结果：ＩＬ４Ｒａ基因３种等位基因、基因型频率在ＡＤ和正常组之间均符合 Ｈａｒ

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定律，具有群体代表性；ＩＬ４Ｒａ基因ＳＮＰｓ３个ＳＮＰｓ等位基因频率在朝与汉族之间

无统计学差异。３种基因型频率ＴＴ、ＴＣ和ＣＣ在朝和汉族之间无差异。２．病例对照关联分析结果：

ＩＬ４Ｒａ基因ｒｓ１８０１２７５Ｃ等位基因频率在延边人群ＡＤ与正常组之间无差异，３种基因型频率ＴＴ、ＴＣ

和ＣＣ在ＡＤ与正常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ｒｓ１８０５０１０Ｃ等位基因频率在延边人群ＡＤ与正常组之间不

存在差异，３种基因型频率 ＴＴ、ＴＣ和 ＣＣ在延边人群 ＡＤ组与正常组分布分别为０．２１ＶＳ．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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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４ＶＳ．０．３０、０．４５ＶＳ．０．４７，结果显示各基因型频率在延边人群 ＡＤ 组与正常组之间均无差异；

ｒｓ１８０５０１５Ｃ等位基因频率在延边人群ＡＤ组与正常组分布为０．０７ＶＳ．０．０８，不存在差异，３种基因型

频率ＴＴ、ＴＣ和ＣＣ在ＡＤ组与正常组分布分别为０．８６ＶＳ．０．８５、０．１４ＶＳ．０．１５、０．００ＶＳ．０．０１，结果

显示各基因型频率在延边人群ＡＤ组与正常组之间均无差异。３． 种族差异比较：将延边人群中的ＩＬ

４Ｒａ基因３种的等位基因频率分布与ＨａｐＭａｐ数据库 （ｓｓ４２５０５９８，ｓｓ１０５４３０１００，ｓｓ４２５０５９７）的ＨＣＢ、

ＪＰＴ、ＣＥＵ和ＹＲＩ比较，延边人群ｒｓ１８０１２７５Ｃ等位基因频率显著低于ＣＥＵ、ＹＲＩ、高于ＪＰＴ，与

ＨＣＢ之间无差异；延边地区人群ｒｓ１８０５０１０Ｃ等位基因频率显著高于ＣＥＵ、ＨＣＢ及 ＹＲＩ，但与ＪＰＴ

无差异；延边人群ｒｓ１８０５０１５Ｃ等位基因频率显著低于ＣＥＵ和ＹＲＩ，与 ＨＣＢ和ＪＰＴ之间无差异。结

果表明ＩＬ４Ｒａ基因三种多态位点存在种族差异。结论　ＩＬ４Ｒａ基因ＳＮＰｓ３种基因多态可能与中国延边

人群ＡＤ易感性不相关；ＩＬ４Ｒａ基因三种多态位点存在种族差异。

犘犝２１３

镍变应性接触性皮炎小鼠模型的建立

魏若尧１陈天成２李挚２孙劲旅２高虹１汤蕊２

１．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实验动物所；２．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建立镍变应性接触性皮炎ＡＣＤ小鼠模型并进行鉴定。方法　选择２４只Ｃ５７ＢＬ／６小鼠，随

机分为４组 （阳性对照，阴性对照，２０％硫酸镍组，３０％硫酸镍组），于第０天致敏且第２天激发，分

别于激发后的２４、４８、７２ｈ对激发部位皮肤红斑和水肿情况进行动态分级；ＨＥ染色观察激发部位皮肤

病理变化。结果　１．各剂量组动物激发部位皮肤２４ｈ红斑程度最强，皮肤水肿各组均不明显。２．各剂

量组激发部位皮肤基底层液化变性，细胞内细胞间水肿，真皮毛细血管扩张，真皮炎性细胞浸润，随时

间推移分别表现为急性炎症症状，与人类镍过敏的急性和病理变化一致。结论　成功建立ＡＣＤ急性小

鼠模型。

犘犝２１４

呼和浩特地区１０４２例过敏性疾病斑贴试验结果分析

王海玲 李东霞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０１００５０

目的　探讨呼和浩特地区常见化学物质过敏原的种类及其与变应性接触性皮炎之间的关系。方法　

对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０４２例呼和浩特地区过敏性疾病患者进

行斑贴试验并对性别、年龄和患病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１０４２例呼和浩特地区患者化学品斑贴试验结

果总阳性率５４．８％，男性阳性率４７．１％，女性阳性率５４．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０４２例患者中男性

１３６例，女性９０６例，平均年龄３７±１岁，病程２３０年。年龄分布特征：＜２０岁者４８例占４．５％，２１

岁３９岁者５６６例占５４．３％，４０６０岁者３７６例占３６．１％，＞６０岁者３１例占３．０％。１０４２例患者中皮

炎共７０７例占６７．９％，其中螨虫性皮炎５例占０．７％，接触性皮炎１７例占２．４％，过敏性皮炎１０５例占

１４．９％，激素依赖性皮炎１６例占２．３％，脂溢性皮炎３６例占５．１％，光敏性皮炎４例占０．６％；１０４２

例患者中湿疹共１９１例占１８．３％；皮肤瘙痒症４例占０．４％；荨麻疹１２例占１．２％；唇炎２７例占

２．６％。７０７例皮炎中面部受累者３７９例占５３．６％，１９１例湿疹中手部湿疹１２３例占６４．４％。呼和浩特

地区斑贴试验前五位致敏原分别为硫酸镍１８６例 （占１７．９％）、硫柳汞１８２例 （占１７．５％）、溴硝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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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例 （占１３．１％）、异噻唑１０１例 （占９．７％）、氯化钴８６例 （占８．３％）。结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工业技术的发展，房屋装修中大量装修材料的使用，衣物染料，含金属镍的饰品 （如项链、耳

环、手表带、眼镜架等）的增加，以及各种化妆品及日用品的增加，人们接触镍、汞、钴等抗原的机会

越来越多，而对其致病特点缺乏足够认识，使疾病反复发作，病程漫长；此外面部及手部是接触化学性

致敏原最频繁的部位，芳香混合物常常与化妆品皮炎有关，面部和双手又是我们接触化妆品最多的部

位，金属镍常常是金属性接触性皮炎的病因；综上所述，斑贴试验操作简便，安全有效，能帮助大多数

变态反应性接触性皮炎患者查找到过敏原，从而提醒患者避免再次接触，减少复发、提高治愈率。本研

究为了解呼和浩特地区变应性接触性皮炎常见的过敏原提供了相关参考。

犘犝２１５

上海地区３２例慢性荨麻疹患者血清过敏原特异性犐犵犈的分析

卢慧 徐艳华 王莲芸 陆丽华 郑青 薛璐 邵莉 郭胤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过敏科２００００１

目的　慢性荨麻疹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变，在我国患病率高达２３％，瘙痒明显，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但荨麻疹病因复杂，３／４的荨麻疹病因不明，过敏是其重要的发病因素之一。现通过分析上

海地区荨麻疹患者血清过敏原致敏情况，以进一步探讨其发病原因，为提高临床疗效提供一些参考。方

法　回顾性分析了２０１６年５６月，在我院就诊的３２例慢性荨麻疹病人血清总ＩｇＥ和ｓＩｇＥ水平。使用

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方法检测患者血清总ＩｇＥ （ａＩｇＥ）和下列过敏原ｓＩｇＥ水平：屋尘螨ｄ１、粉尘螨ｄ２、德国

小蠊ｉ６、猫皮屑ｅ１、狗皮屑ｅ５、烟曲霉ｍ３、链格孢ｍ６、艾蒿ｗ６、小麦ｆ４、花生ｆ１３、蟹ｆ２３、虾ｆ２４、

霉菌混合 ｍｘ２ （产黄青霉、腊叶芽枝霉、烟曲霉、白色念珠菌、链格孢、长蠕孢霉）、皮毛混合ｅｘ１

（猫皮屑、狗皮屑、马皮屑、牛皮屑）、食物混合ｆｘ１ （花生、榛子、巴西坚果、杏仁、椰子）、食物混

合ｆｘ５ （蛋白、牛奶、鳕鱼、小麦、花生、大豆）、杂草花粉组合ｗｘ５ （豚草、艾蒿、法兰西菊、车前

草、蒲公英、一枝黄花）。结果　ａＩｇＥ 增高者占６３％。过敏原ｓＩｇＥ 阳性率排前五位的有：ｄ２

（５８．８％）、ｄ１ （４７．５％）、ｆ２４ （４３．８％）、ｆ２３ （３１．３％）、ｉ６ （３１．３％）。阳性率前三位的混合过敏原分

别是：ｆｘ１ （４８％）、ｆｘ５ （２８％）和ｍｘ２ （２６％）。单种致敏原阳性率２５％，多重过敏原阳性率４３．７％。

结论　过敏是慢性荨麻疹的一个重要致病因素。在上海地区，吸入性过敏原致敏率最高的是螨虫，食物

致敏率最高的是贝壳类海鲜。多重过敏的发生率高于单种致敏原过敏。合理的过敏原回避和脱敏治疗可

望改善患者症状。

犘犝２１６

慢性荨麻疹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研究

王莹 刘莉萍 黄建玲 陈志强 李遇梅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２１２００１

目的　收集分析慢性荨麻疹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与病情之间的联系，研究常见焦虑、抑郁情绪

在慢性荨麻疹患者群体中的分布情况及其特点，为综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提供新的治疗靶点。方法　

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７月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就诊的慢性荨麻疹患者、排除患有精神疾病及认知受损

的情况，经知情同意后对患者开展问卷调查。进行一般资料及病史的采集，指导患者使用荨麻疹活动评

分表 （Ｕｒｔｉｃａｒｉａ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ＵＡＳ）及 医院焦虑及抑郁自评量表 （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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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ＨＡＤＳ）对自身荨麻疹病情活动、瘙痒程度及焦虑、抑郁两种常见负性情绪进行评估。

计分汇总后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调查共收集９１例有效病例，男性３５例，女性

５６例，平均年龄３９．９±１．６１岁，平均病程１３．８±２．２３月。医院焦虑及抑郁自评量表评分显示：７例患

者焦虑评分大于７分 （即存在焦虑情绪），１例患者抑郁评分大于７分 （即有存在抑郁情绪），病程均在

一年以内且年龄小于５０岁。将患者按照风团、瘙痒、病情活动程度分别分组进行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

结果均显示：不同组间 ＨＡＤＳ分量表评分值分布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将患者按照发作有无规律性、

是否有其他过敏性疾病史、是否存在相关家族史、是否有其他现患疾病分别分组进行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

检验，结果均显示：不同组间ＨＡＤＳ分量表评分值分布均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但将患者按照发作

时是否出现过血管性水肿分组时，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 检显示存在焦虑评分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犘＜

０．０５），抑郁评分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结论　根据统计结果推测焦虑情绪是慢性荨麻疹患者中较为

常见的情绪问题。并且，血管性水肿的存在与否可能是慢性荨麻疹患者焦虑评分的重要因素。临床上，

血管性水肿可产生呼吸困难、窒息等严重后果，对患者造成巨大的身心负担，对有相关病史的患者进行

治疗时应辅以必要的心理疏导以舒缓患者情绪，提高其生活质量。同时，中青年、病程一年以内的患者

可能是出现焦虑情绪的重点人群，应对其进行重点筛查。

犘犝２１７

自血疗法治疗自身免疫性慢性荨麻疹３００例临床疗效分析

吴瑜丹 王艳明 赖荷 张春梅 陈蕴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５１０２６０

目的　探讨自血疗法对广州地区自身免疫性慢性荨麻疹患者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采用患

者自身自血疗法治疗前后对照设计，选择自身免疫性慢性荨麻疹患者３００例，取患者静脉血４ｍｌ，立即

注入患者臀部肌肉，隔日一次，４周为一个疗程，共完成三个疗程，并在每个疗程结束和随访３个月时

进行疗效评定比较。结果　自血疗法治疗后比治疗前疗效明显提高，症状明显改善 （犘＜０．０５）；不良

反应发生率低，没有严重的不良反应。各疗程结束时的疗效评定都比治疗前有明显改善。４周时治愈率

６．３３％，总有效率达２１．００％；８周时治愈率２１．６７％，总有效率达６３．６７％；１２周时治愈率６９．６７％，

总有效率达９３．６７％。三个疗程后３个月随访治愈率仍达到５９．３０％，总有效率达９２％。结论　自血疗

法可以明显提高自身免疫性慢性荨麻疹患者治疗的治愈率和总有效率，无副作用且安全有效，值得推

广。

犘犝２１８

舒敏之星治疗面部激素依赖性皮炎的临床观察

陈少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３６２０００

目的　观察舒敏之星治疗仪在面部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面部激素依赖

性皮炎患者８例，女性７例，男性１例；年龄２５～４５岁，病程半年～２年。入选患者诊断标准：有明

确面部长期外用激素制剂史 （８周以上）；有激素的反跳现象，自觉明显瘙痒，灼热和干燥感；临床表

现为玫瑰痤疮样皮损、接触性皮炎样皮损、湿疹样皮损；８例患者均口服抗过敏药及外用他克莫司软

膏，采用半脸自身对照研究。半脸使用短波理疗仪ＫＬＤＢ２．６Ｃ （舒敏之星）进行治疗。疗程：头３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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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３天１次，以后每周１次共８次治疗，每次２０分钟。每次治疗前对患者进行疗效评价并记录不良反

应。观察指标包括：瘙痒、灼热、干燥、红斑、丘疹。临床评分按无症状，轻度，中度，重度计为０～３

分。疗效指数＝ （治疗前总得分治疗后总得分）／治疗前总得分×１００％。痊愈为疗效指数$９０％；显

效为疗效指数６０％～９０％；有效为疗效指数２０％～５９％；无效为疗效指数%２０％。结果　８例患者治

疗后，显效２例，有效４例，无效２例。总有效率为７５％，随着治疗次数增加，患者治疗侧半脸的疗

效逐渐增加，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研究发现激素依赖性皮炎的发生主要与皮肤屏障受损、炎症

反应增强、神经血管高反应性及微生物感染有关。目前在传统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配合激光、射频等治

疗技术在临床上应用越来越多，都获得一定疗效。短波理疗仪ＫＬＤＢ２．６Ｃ （舒敏之星）是新近技术，

工作原理是利用２７ＭＨｚ涡流电场使局部血氧供给量及深部胶原蛋白增加，促进血液循环和加速激素依

赖性皮炎炎症物的吸收和代谢，改变细胞膜断面的电位分布，影响细胞之间电子和离子的浓度，能有效

补充皮肤所需水分和脂质，修复受损角质层，恢复皮肤屏障功能。同时通过高压气体分离，将纯氧注入

皮肤深层，有效加速细胞新陈代谢、杀菌消炎。笔者通过临床观察，取得一定疗效，将扩大样本量，收

集临床资料，进一步论证其有效性及安全性。

犘犝２１９

尘螨与海虾变应原皮试阳性相关性初步调查

刘杰１曲辉１鹿道温１

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医院；２．青岛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调查３６３例由尘螨变应原与海虾变应原皮试阳性的过敏病人，初步调查尘螨与海虾两种变应

原皮试阳性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北京协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变应原诊断试剂螨和海虾抗原浸液

进行皮内和点刺试验。将３６３例尘螨变应原皮试阳性的病人分为３组。其中过敏性鼻炎组８９例；过敏

性鼻炎合并哮喘组１００例；过敏性皮肤病 （包括慢性荨麻疹、湿疹等）１７４例。年龄分别在３—８２岁 ，

其中男１６９例，女１９４例。结果　３６３例尘螨变应原阳性的病人中海虾皮试阳性者１２０例，占３３％。其

中在过敏性鼻炎组海虾点刺试验阳性者为２４例，阳性率２６．９７％；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组的海虾点刺

试验阳性者２９例，阳性率２９％；过敏性皮肤病组海虾点刺试验阳性者６７例，阳性率３９％；结论　在

尘螨皮试阳性的过敏病人中，有部分病人海虾点刺试验呈阳性反应，其中过敏性皮肤病组阳性率最高，

提示尘螨与海虾变应原存在一定的过敏交叉反应。对海虾点刺试验阳性的病人还应该询问是否有食物过

敏史，不能仅依据皮试结果，必要时应做食物激发试验明确诊断。

犘犝２２０

参麦注射液发生不良反应２４例分析

徐海萍 金涛 冯天姿

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１１００００

目的　探讨参麦注射液所致药品不良反应的特点及发病机理。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方法　对

我科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４年８月应用瓶装５０毫升参麦注射液 （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其间发生的２４

例药品不良反应进行回顾性研究。结果　所有病例都为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瓶装５０毫升参麦

注射液 （大输液），均按照药品说明书提示的直接滴注方法应用于临床。用药后大部分病人症状及异常

化验指标获得一定程度改善，尤其是体弱病人体力较治疗前明显恢复。其中有２４例 （１５％）病人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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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后发生各种不良反应。结论　大输液理论上能够减少各种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但实际应用中中药制

剂的不良反应发生概率仍十分高。随着各种中药制剂在临床的推广应用，临床医生在注意药品疗效的同

时，应对使用药物的不良反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慎重选择药物剂型，不要局限在理论及宣传疗效上，出

现不良反应及时处理，防止恶性事件的发生。

犘犝２２１

血浆置换中地塞米松过敏反应的观察

吴献阁

新乡市传染病医院４５３０００

目的　地塞米松在临床上应用十分广泛，常用于治疗过敏性疾病。血浆置换治疗中常用地塞米松预

防输血反应。但地塞米松本身可引起过敏反应，甚至危及生命。观察血浆置换中地塞米松所致不良反应

的发生。方法　以我院２０１６年１月至今４８例行血浆置换患者为观察对象。治疗前股静脉置管内给予地

塞米松５ｍｇ稀释后静推。结果　１例患者出现烦躁不安，呼吸困难，心跳加快等系列不适症状，立即

给予皮下注射０．１％肾上腺素１ｍｇ，高流量吸氧后症状缓解。一例患者出现头皮，四肢发麻，未行特殊

对症处理，自行缓解。余患者未诉特殊不适，无过敏反应的发生。结论　血浆置换治疗中地塞米松的应

用，可能有过敏反应的发生，治疗中应合理用药，做好预防。

犘犝２２２

维生素犽１注射液过敏反应病例分析

吴献阁

新乡市传染病医院４５３０００

目的　维生素ｋ１注射液临床主要用于维生素ｋ１缺乏引起的凝血因子合成障碍或异常而致的出血，

香豆素类，水杨酸钠等所致的低凝血酶原血症和新生儿出血，以及长期应用广谱抗生素所致的体内维生

素ｋ缺乏。如超量，超适应症，不适宜的给药途径都加大了维生素ｋ１临床使用的风险，探讨如何合理

用药，减少过敏反应的发生。方法　以我科３０例不同年龄，不同给药途径，不同剂量使用维生素ｋ１注

射液的患者为观察对象。结果　１例１０岁乙肝男性患者 ，维生素ｋ１１０ｍｇ静脉给药后，患者出现面部

潮红，心动过速等不适症状。１例肝硬化患者给予维生素ｋ１２０ｍｇ静推后出现呼吸困难，胸闷等不适症

状，２例患者均给予对症处理后症状缓解消失。余患者无明显不适症状。结论　维生素ｋ１注射液可能

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风险，严格掌握适应症，选择合理的给药途径，谨防超剂量用药，并严格控制给药

速度，警惕维生素ｋ１过敏反应的发生。

犘犝２２３

麒麟菜寡糖抗过敏活性研究

徐莎莎 刘庆梅 张凌晶 曹敏杰 刘光明

福建省高校水产科学技术与食品安全重点实验室３６１０２１

目的　麒麟菜为红翎菜科植物，富含胶质，可提取卡拉胶，本研究以麒麟菜寡糖为主要研究对象，

探究其抗过敏活性。方法　１．麒麟菜寡糖的制备与分析；２．建立以ＲＢＬ２Ｈ３细胞为食物过敏反应的

细胞模型；３．以ＢＡＬＢ／ｃ雌性小鼠为实验对象，以甲壳类动物主要过敏原原肌球蛋白 （Ｔｒｏｐｏｍｙｏｓｉｎ，

ＴＭ）敏化小鼠，建立食物过敏动物模型，实验共分为正常对照组，ＴＭ 过敏组，麒麟菜寡糖预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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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菜寡糖治疗组；４．运用流式细胞术检测麒麟菜寡糖对小鼠脾脏和肠系膜淋巴细胞Ｔｒｅｇ的影响。结

果　１．纯化出的麒麟菜寡糖分子量为２３６０Ｄａ，其主要单糖组分是半乳糖，含量为８６．５７％，硫酸根的

含量为１８％； （２）麒麟菜寡糖能够抑制 ＲＢＬ２Ｈ３细胞脱颗粒、组胺的释放，其抑制率分别为：

４４．３％、３１．４９％，抑制其过敏相关细胞因子ＩＬ４、ＴＮＦα的分泌，其抑制率分别为 ３２．０７％，

４０．９１％；（３）麒麟菜寡糖能够显著缓解ＴＭ过敏小鼠的过敏症状，抑制小鼠血清ＩｇＥ，ＩｇＧ１，组胺和

肥大细胞蛋白酶的水平，抑制 Ｔｈ２相关细胞因子 （ＩＬ４，ＩＬ１３）的分泌及促进 Ｔｈ１相关细胞因子

（ＩＦＮγ）的分泌 （４）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麒麟菜寡糖能够显著促进小鼠脾脏和肠系膜Ｔｒｅｇ细胞分

泌，且治疗组效果更显著。结论　 （１）通过酶解、低压浓缩、超滤过膜等方法从麒麟菜中提取得到麒

麟菜寡糖粗样，再利用ＤＥＡＥ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５２纤维素柱和内毒素去除柱层析制得高纯度的麒麟菜寡糖；（２）

麒麟菜寡糖能够抑制ＲＢＬ２Ｈ３细胞脱颗粒、组胺的释放，抑制其过敏相关细胞因子ＩＬ４、ＴＮＦα的分

泌，说明其能够抑制过敏反应中肥大细胞的激活；（３）麒麟菜寡糖能够显著缓解ＴＭ 过敏小鼠的过敏

症状，抑制小鼠血清ＩｇＥ，ＩｇＧ１，组胺和肥大细胞蛋白酶的水平，抑制Ｔｈ２相关细胞因子 （ＩＬ４，ＩＬ

１３）的分泌及促进Ｔｈ１相关细胞因子 （ＩＦＮγ）的分泌 （３）通麒麟菜寡糖能够显著促进小鼠脾脏和肠

系膜来源的Ｔｒｅｇ分泌，从而通过增强Ｔｒｅｇ细胞功能起到免疫抑制作用，从而起到抑制Ｔｈ２细胞主导

的食物过敏反应的活性。

犘犝２２４

沙棘诱发严重过敏反应２例

谢枝隽 尹佳

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严重过敏反应难以预测，后果严重。针对临床上无法进行ｓＩｇＥ检测变应原的患者，且进行

金标准激发试验风险较大时，可采用嗜碱性粒细胞活化实验 （ＢＡＴ）检测明确变应原。本文通过ＢＡＴ

诊断沙棘饮料引起的严重过敏反应患者２名，为国内首次报道。方法　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收治，服用

沙棘饮料半小时内出现过敏性休克患者２名。总结其临床表现，并进行严重程度的问卷调查和常规

ｓＩｇＥ检测。收集肝素抗凝血，进行嗜碱性粒细胞活化实验。结果　病例一为２７岁男性，来自山西大

同；病例二为１９岁女性，来自内蒙古；两患者在进食沙棘果汁后 （期间未进食其余食物）半小时内出

现全身皮痒皮疹，呼吸困难，有窒息感，病例一伴晕厥，于当地急诊诊断为食物相关严重过敏反应。

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显示：蒿花粉过敏，分别为２级１．１４ＫＵＡ／Ｌ，４级２０．０ＫＵＡ／Ｌ。ＢＡＴ结果均显示阳性，

分别为５７．６６％ （对照０．８６％）；４９．０１％ （对照３．４１％）。结论　沙棘饮料过敏可引起严重过敏反应，

威胁患者生命健康，确诊后饮食回避对患者意义重大。嗜碱性粒细胞活化实验作为体外检测技术，有明

犘犝２２５

酶法交联对拟穴青蟹中原肌球蛋白的致敏性分析

刘光宇 杨阳 胡梦君 曹敏杰 刘光明

集美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３６１０２１

目的　本研究以拟穴青蟹 （Ｓｃｙｌｌａｐａｒａｍａｍｏｓａｉｎ）为原料，探究酶法交联对其原肌球蛋白 （ｔｒｏｐｏ

ｍｙｏｓｉｎ，ＴＭ）变应原性和致敏性的影响。方法　以纯化的ＴＭ 为研究对象，采用酪氨酸酶 （ｔｙｒｏｓｉ

ｎａｓｅ）对ＴＭ进行酶法交联，并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ＳＤＳＰＡＧＥ）分析交联程度；模拟胃肠液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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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析交联产物消化稳定性；用免疫印迹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和点杂交 （Ｄｏｔｂｌｏｔ）分析交联产物致敏性，

进一步利用小鼠食物过敏模型评价交联产物致敏性。结果　ＳＤＳＰＡＧＥ显示，酪氨酸酶可使ＴＭ 产生

高分子交联聚合物；ＴＭ在模拟胃液消化１５ｍｉｎ主条带部分降解而交联产物消化６０ｍｉｎ后高分子条带

仍存在；采用过敏患者血清对交联产物进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和Ｄｏｔｂｌｏｔ分析，结果表明交联产物的ｌｇＥ结

合活性降低；动物实验结果显示，ＴＭ交联产物组比ＴＭ组小鼠血清ＩｇＥ／ＩｇＧ１含量降低３８倍。结论

　本实验建立了ＴＭ与酪氨酸酶的交联方法，发现交联产物消化稳定性升高，致敏性降低，为低致敏

性水产品的开发研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犘犝２２６

超声降解后紫菜多糖抗食物过敏活性的研究

高媛媛

集美大学３６１０２０

目的　紫菜多糖是紫菜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目前研究发现其具有免疫调节的活性，并且能够预防

和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紫菜多糖是一类硫酸多糖，硫酸化对其活性有直接的影响。超声波降解方法是

目前较为常用的物理降解方法，超声波具有较强的机械剪切作用，长时间作用会使糖的化学键断裂，但

是不会破坏多糖的单元结构，从而保证了多糖的生物活性。因此，超声波降解法在生物活性多糖的研发

方面具有非常好的工业应用前景。本研究采用超声波降解方法，研究其对紫菜多糖结构以及抗食物过敏

活性的影响；探究超声波降解紫菜多糖的抗过敏机理。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紫菜为原料，通过水提、低

压浓缩、醇沉制得紫菜多糖粗样，超声降解多糖粗样，经过ＤＥＡＥ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５２离子柱纯化得到纯度较

高的紫菜多糖。比较超声前后样品结构，研究其单糖组分、单糖比例及其结构的变化规律，测定其硫酸

根含量的变化规律，探究合适的超声条件。建立体外大鼠嗜碱性粒细胞 （ＲＢＬ２Ｈ３）模型，测定细胞

毒性 （ＭＴＴ）、脱颗粒效率。结果　以硫酸根含量为监测指标，优化超声波降解条件：超声功率

１０４Ｗ，超声频率２０ｋＨｚ，冰浴１０Ｓ／５Ｓ，超声时间６ｈ。超声后样品的硫酸根含量增加了４．１％。ＭＴＴ

实验发现样品浓度在５０～５００μｇ／ｍＬ对于ＲＢＬ２Ｈ３几乎没有细胞毒性。２００μｇ／ｍＬ的样品浓度下，样

品脱颗粒效率由超声前的１２．７％降为７．８％ （超声组几乎接近阴性组）。结论　紫菜多糖经超声处理，

其硫酸根含量明显上升，脱颗粒抑制率也明显提高，其抗过敏活性增强。

犘犝２２７

重组肌质钙结合蛋白的表达及变应原性分析

胡梦君 杨阳 刘光宇 曹敏杰 刘光明

集美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３６１０２１

目的　本研究以拟穴青蟹 （Ｓｃｙｌｌａｐａｒａｍａｍｏｓａｉｎ）原料，通过提取ＲＮＡ对其肌肉组中过敏原肌质

钙结合蛋白 （Ｓａｒｃ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ｃａｌｃｉｕｍ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ＣＰ）进行重组表达，探究重组ＳＣＰ的变应原性的

变化。方法　以拟穴青蟹为研究对象，通过ＮＣＢＩ中相关序列，自行设计引物，通过ＰＣＲ扩增得到目

的产物；将目的基因与表达载体ｐＥＴ２２ｂ连接后转化至宿主菌中进行诱导表达；将重组蛋白经

ｓｅｐｈａｃｒｙｌｓ２００凝胶过滤柱纯化，并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ＳＤＳＰＡＧＥ）检测；用免疫印迹 （Ｗｅｓｔ

ｅｒｎｂｌｏｔ）分析重组蛋白的变应原性。结果　对拟穴青蟹的肌肉组织中提取出的ＲＮＡ进行反转录，通

过ＰＣＲ成功扩增出５７９ｂｐ基因产物；将该基因与表达载体载体连接后转化至大肠杆菌中，在３０℃经

—０７４—



０．５ｍｍｏｌ／ＬＩＰＴＧ诱导８ｈ，ＳＤＳＰＡＧＥ显示，重组蛋白分子量约为２１ＫＤａ；通过与动物多克隆抗体的

免疫印迹反应，证实表达的肌质钙结合蛋白具有ＩｇＧ免疫结合活性。结论　本实验成功表达出了ＳＣＰ，

且具有ＩｇＧ结合活性，该蛋白有望用于甲壳类食物过敏诊断试剂的开发与应用。

犘犝２２８

酒精致过敏性肺炎１例

陈骋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０３０００１

目的　总结１例酒精致过敏性肺炎的诊断和治疗过程。方法　对本院成功治疗的１例酒精致过敏性

肺炎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并文复习献。结果　住院时患者有发热，活动呼吸困难，外后周血白细

胞明显升高，且以中性粒细胞为主、ＣＲＰ、ＥＳＲ也明显升高，双肺弥漫性磨玻璃影的影像学改变，给

予患者糖皮质激素 （甲泼尼龙琥珀酸钠粉针８０ｍｇ），辅以抗生素等对症支持治疗１０天后，病情好转，

外周血白细胞、ＣＲＰ、ＥＳＲ明显下降，胸部ＣＴ双肺弥漫性磨玻璃影明显吸收。结论　过敏性肺炎有过

敏原接触史、其临床症状、体征、影像学改变常不典型，问诊不详细容易误诊为感染性肺炎，给予糖皮

质激素治疗后可显著改善症状并控制病情。

犘犝２２９

花椒交叉过敏反应分析

李宏

北京协和医院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花椒过敏并不多见，但是花椒能够诱发严重过敏反应。我们发现花椒过敏病人常常合并坚果

橘类过敏，本文就二者之间的交叉过敏反应进行分析。方法　本文总结了１５例花椒严重过敏反应临床

特点，采用统一问卷，收集所有病例临床资料。分别制备花椒籽和花椒皮的过敏原点刺液，用于皮肤试

验。用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检测血清花椒籽和花椒皮特异性ＩｇＥ。利用Ｐｏｗｅｒｌｏｏｋ２１００ＸＬ （ＵＭＡＸ）扫描软件

和ｉｍａｇｅＱｕａｎｔＴＬ分析花椒籽和花椒皮的ＳＤＳＰＡＧＥ蛋白电泳成分和免疫印迹结果。利用ＣＡＰＲＡＳＴ

抑制试验对花椒与腰果，开心果，桔子之间的交叉过敏反应进行了分析。结果　诊断花椒引起的严重过

敏反应病人１５例，男／女为６／９，就诊年龄２８～５９岁。这一组病例均伴有多种食物过敏，伴发过敏的

食物有腰果、开心果、橘子、金桔、芝麻、杏仁、榛子、松子、芒果。１３／１５病例伴有腰果过敏；１２／

１５病例伴有开心果过敏；８／１５病例伴有金桔和或桔子过敏；６／１５病例伴有芝麻过敏。１５例进食花生、

黄豆均不过敏。食物过敏病程１年至１７年不等。１０／１０花椒籽点刺试验均为阳性，风团直径为１５

３２ｍｍ，花椒籽点刺试验有２例出现全身反应，２４小时内好转． 花椒皮点刺试验３／１０为５１０ｍｍ，７／１０

＜３ｍｍ。５例健康对照显示，花椒皮和花椒籽点刺试验均为阴性，风团直径＜３ｍｍ。１３／１３病人花椒籽

特异性ＩｇＥ均呈现阳性 （３．３６６．５ＫＵａ／Ｌ）；２／１３病人花椒皮特异性ＩｇＥ均呈现阳性 （０．９６１．４８ＫＵａ／

Ｌ），１１／１３为阴性 （＜０．３５ＫＵａ／Ｌ）。７例免疫印记结果显示：１２．４～１１．４ＫＤ （１／７），１１．４ＫＤ （３／７），

１１．３ＫＤ （１／７），１２．５～１１．４ＫＤ （１／７），１例无结合条带。花椒籽对腰果的 ＲＡＳＴ 抑制 为 ３５．４

８２．５％。花椒籽对开心果的ＲＡＳＴ抑制 为４１．８８５．９％。花椒籽对桔子的ＲＡＳＴ抑制 为９７．９９７．８％。

结论　进食少量花椒即可能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甚至过敏性休克。花椒过敏反应是由ＩｇＥ介导的速发型食

物过敏反应，部分病人可表现为速发相和迟发相二相反应。花椒变应原来自花椒籽，而不是花椒皮。花

椒与腰果，开心果，桔子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过敏反应。腰果，开心果，桔子应避免食用花椒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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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２３０

别嘌呤醇所致药疹的流行病学及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梅永红 高锦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３６２０００

别嘌呤醇是临床上最常用的降尿酸药物，也逐步成为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之一，其最常见的药物

不良反应就是药疹，发生率较高，形态多样，严重者可危及患者的生命。现对近几年别嘌呤醇所致药疹

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发病机制等研究加以综述。

犘犝２３１

婴儿牛奶蛋白过敏在胃肠道表现的临床研究

潘秋莎１金玉２

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８１医院；２．南京市儿童医院

目的　研究以胃肠道表现为首发症状的婴儿牛奶蛋白过敏的临床特点，以减少误诊。方法　２０１４

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消化门诊就诊为婴儿牛奶蛋白过敏患儿，采用问卷调

查法收集临床资料，并应用ＣｏＭｉＳＳ评分发量化评估患儿症状。结果　２２４例患儿，男１０８例，女１１６

例，以０～６个月发病年龄为主。不同胃肠道首发症状就诊中腹泻５０％，便血２９％，返流或呕吐９％，

阵发性哭闹７％，便秘５％。治疗前患儿ＣｏＭｉＳＳ评分均值为１０．２５±２．６１分，饮食回避２～４周后评分

均值为３．６９±１．１８分，均值下降５０％以上。调查中发现既往诊疗中误诊病例１４８例，不同胃肠道首发

症状患儿的误诊率分别为：腹泻组７１％，便血组６８％，阵发性哭闹组５０％，返流或呕吐组４０％，便秘

组６６％。既往误诊病例中抗生素使用率达６１％。误诊病例中营养不良５６例，非误诊病例中营养不良２

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胃肠型婴儿牛奶蛋白过敏主要症状为腹泻和便血，以非

ＩｇＥ介导为主，血清牛奶蛋白特异性ＩｇＥ抗体阳性率低，很难做为胃肠型牛奶蛋白过敏的诊断依据。因

症状缺乏特异性及有效的客观检查依据，在临床实践中误诊率高。ＣｏＭｉＳＳ症状评分法有助于临床医师

对轻～中度牛奶蛋白过敏患儿的症状识别和疗效观察，但不能评估疾病的严重度。

犘犝２３２

孟鲁司特治疗纯母乳喂养婴幼儿胃肠道过敏症的临床分析

陈俊铎 蔡晓莹 林广裕 周晓华 林创兴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５１５０００

目的　探讨孟鲁司特治疗纯母乳喂养婴儿胃肠道过敏症的疗效及对保留母乳喂养的作用。方法　符

合经典的Ｇｏｌｄｍａｎ诊断标准４２例纯母乳喂养婴儿胃肠道过敏症患儿按监护人意愿分为观察组 （２２例，

接受常规消化道抗过敏及孟鲁司特治疗）和对照组 （２０例，只采用常规消化道抗过敏治疗），于治疗

前、治疗第１周、治疗第２周及治疗第４周，对两组之间各临床症状及辅助检查相关指标的比率分别进

行比较。结果　治疗第１周观察组患儿腹泻、血便、阵发性苍白哭闹的比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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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观察组与对照组之间便秘、皮疹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治疗第２

周观察组患儿皮疹的比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便秘

的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治疗１周时观察组大便中白细胞的比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余其他辅助检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２周时观察组大便中白细胞、红细胞

的比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余其它辅助检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第４周时两组总有４

例患儿依然存在消化道症状和３例再次出现皮肤症状 （其中２例同时再现消化道症状和皮肤症状），该

５例被迫停用母乳喂养，余３７例均在孟鲁司特维持治疗下能坚持继续母乳喂养。结论　孟鲁司特治疗纯

母乳喂养婴儿胃肠道过敏症患儿疗效较好，大部分患儿能够重新恢复母乳喂养或在坚持服用孟鲁司特前

提下继续母乳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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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过敏性紫癜发病的相关性研究

杨黎鸿 尹洁 梁丹 林波 吴秀蓉 赖蓉 曹可 张利 黄龙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６１００１６

目的　探讨幽门螺旋杆菌在过敏性紫癜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广州华友明康光电科技生产的

１３Ｃ呼气检测仪ＨＹＩＲＥＸＢ，北京勃然制药生产的尿素１３Ｃ呼气试验诊断试剂盒，对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０１６

年７月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过敏反应科诊断的８２例过敏性紫癜患者进行幽门螺杆菌检测，并分析幽

—３７４—



门螺杆菌感染与过敏性紫癜发病的相关性。结果　１、到我科就诊的８２例过敏性紫癜患者中单纯型１５

例，腹型９例，肾型９例，关节型３例，混合型３６例，其中有消化道症状的患者 （Ａ组）３６例，有血

尿、尿白尿的患者 （Ｂ组）１４例，有关节疼痛的患者 （Ｃ组）３３例，单纯皮肤症状患者 （Ｄ组）１５例。

２、８２例过敏性紫癜患者中检测出幽门螺杆菌感染者１８例，阳性率２２．０％。Ａ组、Ｃ组幽门螺杆菌检

出率 （分别为 Ａ组：１２／３６，３３．３％；Ｃ组：９／３３，２７．３％）明显高于Ｂ组、Ｄ组 （分别为Ｂ组：１／

１４，７．１％；Ｄ组：１／１５，６．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其中混合型３６例中幽门螺寻杆菌

检出１２例，阳性率３３．３％。结论　幽门螺杆菌感染可能是过敏性紫癜发病原因之一，有消化道或关节

症状患者幽门螺杆菌的检出率明显高于仅有皮肤症状和有血尿、尿白尿的患者，提示在有消化道症状、

关节症状的过敏性紫癜患者中应关注幽门螺杆菌的筛查。混合型过敏性紫癜幽门螺杆菌的检出率明显高

于单纯型过敏性紫癜患者，提示病情复杂的过敏性紫癜患者应注意幽门螺杆菌的筛查。

犘犝２３５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随访与血清犐犵犈

齐名 施慧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２１０００２

目的　探讨嗜酸细胞性胃肠炎的表现及血清ＩｇＥ水平的随访。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诊断为嗜酸细

胞性胃肠炎患者的临床表现，检查结果和治疗经过，随访情况。结果　例１，男１６岁，反复腹痛、腹

泻１年，阵发性绞痛伴有水样腹泻。入院后查嗜酸性细胞最高达７０．３％，ＣＴ示腹腔积液，腹水检查见

嗜酸性细胞。血清ＩｇＥ＞１０００ｋＵ／Ｌ。食物吸入物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检查结果均为阴性。无鼻炎、哮喘、

皮疹等病史。诊断为嗜酸细胞性胃肠炎，予以醋酸泼尼松片３０ｍｇ／ｄ口服，２天后腹痛腹泻减轻，１周

后复查腹水消失，嗜酸性细胞降至正常范围。连续治疗１个月后腹痛腹泻未再发作，醋酸泼尼松逐渐减

量，４个月后减至５ｍｇ／日维持治疗。３年中曾２次停用醋酸泼尼松，每次停药后１个月内腹痛、腹泻再

次发作，嗜酸性细胞升高，恢复醋酸泼尼松口服后可缓解。多次复查ＩｇＥ在３００ｋＵ／Ｌ以上。例２，男

５３岁，腹痛１个月日趋加重，以脐周和剑突下胀痛伴有糊状稀便每天１０余次。白细胞总数１２．８×１０９，

２周内嗜酸性细胞从２８．２％增至６６．８％。胃镜示食管及胃体部黏膜肿胀、充血，红白相间，以红为主。

活检病理报告见嗜酸性细胞浸润，１１０个／高倍视野。ＩｇＥ３５５ｋＵ／Ｌ。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检查结果均阴

性。无可疑食物或药物摄入史，无鼻炎等过敏病史及家族史。诊断为急性嗜酸细胞性胃肠炎，予以甲基

泼尼松龙注射液４０ｍｇ／ｄ静脉滴注，２天后腹痛腹泻明显减轻，复查嗜酸性细胞降至０．６％。腹痛腹泻

未再发作，醋酸泼尼松逐渐减至５ｍｇ／日。复查ＩｇＥ在２００～３００ｋＵ／Ｌ。结论　１嗜酸性胃肠炎因胃肠道

黏膜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可导致全消化道水肿，功能紊乱，表现为腹痛、腹泻，并可能伴有腹水。２主要

异常为外周血嗜酸性细胞计数明显升高可达６０％～７０％。血清ＩｇＥ明显升高可达１０００ｋＵ／Ｌ以上。３嗜

酸性胃肠炎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外源性或内源性变应原引起机体急性或慢性异常免疫应答，激活细胞因子

通过某些信号通路作用于造血干细胞，使嗜酸性细胞生成过多并浸润于消化道黏膜引起功能障碍。Ｂ淋

巴细胞发生抗体类别转换表达，产生大量ＩｇＥ。４嗜酸性胃肠炎的发生与过敏体质者的基因调控有关，

即使临床症状消失，嗜酸性细胞计数正常，其血清ＩｇＥ水平一直保持高值。小剂量糖皮质激素维持应

用有助于防止复发。仔细回顾分析患者发病的相关因素，有可能发现过敏、感染或其他患病诱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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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２３６

误诊１３例嗜酸细胞性胃肠炎临床特征分析

李聚林

山西省中医院０３００１２

目的　通过总结嗜酸细胞胃肠炎 （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ｓ，ＥＧ）的临床特征，提高认识，减少

对该病的误诊、误治。方法　回顾性总结分析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６年山西省中医院脾胃病科诊断的１３例ＥＧ

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病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数据、内镜、病理检、查以及治疗资料，进行整理

分析。结果　８例患者发病前有食物、药物、化学试剂等过敏史；１３例患者中出现腹痛症１２例，腹泻

症６例；外周血常规检测结果显示，嗜酸性细胞计数升高９例，血红蛋白含量降低者２例；内镜及病理

检查结果表明，水肿１３例，充血１２例，糜烂５例，出血４例，溃疡２例，嗜酸细胞浸润部位胃７例，

结肠５例，末端回肠２例，十二指肠１例，食管１例。９例经激素治疗，腹痛等临床症状显著缓解，外

周血常规嗜酸粒细胞计数较治疗前明显下降、、、（犘＜０．０５），４例非激素治疗者症状缓解，嗜酸粒细胞

有所下降，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ＥＧ无特异性临床症状，若患者出

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消化道出血等症状，尤其是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高时，应考虑ＥＧ，并

行组织活检病理结果明确诊断。糖皮质激素治疗本病疗效可靠，非激素治疗多可缓解症状，但短期内嗜

酸细胞计数下降不明显。

犘犝２３７

富氢水对变应性鼻炎豚鼠氧化作用影响的实验研究

李佳音 许雯 余少卿

上海市同济医院２００１２０

目的　通过对豚鼠给予不同浓度的富氢水，观察富氢水对变应性鼻炎豚鼠氧化作用的影响。方法　

将２４只豚鼠随机分成正常对照组 （６只）和实验组 （１８只），建立变应性鼻炎豚鼠模型，观察对照组豚

鼠和实验组豚鼠在给予不同浓度富氢水干预后血清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ＳＯＤ）、

丙二醛 （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ＭＤＡ）水平的变化。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实验对照组豚鼠血清ＳＯＤ

水平有所降低、ＭＤＡ、ＩｇＥ水平有所升高 （犘＜０．０５）；不同浓度给予富氢水后，实验组豚鼠与实验对

照组比较，血清ＳＯＤ水平有所升高，ＭＤＡ、ＩｇＥ水平有所降低 （Ｐ均＜０．０５），从而减轻过敏反应症

状；血清ＳＯＤ、ＭＤＡ活性以及ＩｇＥ水平与富氢水浓度呈一定的相关性，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结论　富氢水可升高变应性鼻炎豚鼠血清中ＳＯＤ水平并可降低血清 ＭＤＡ、ＩｇＥ水平，改善过

敏性鼻炎的炎症反应，对机体具有保护性作用，其原理可能为抗氧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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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２３８

探讨变应性鼻炎对支气管哮喘的影响

王盼盼

成都中医药大学６１００７５

目的　探讨变应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之间的关系，指导临床实践。方法　分析变应性鼻炎发病过程

中的变态反应、鼻支气管反射、鼻口呼吸方面对支气管哮喘的影响。结果　变应性鼻炎增加了对呼吸

道的直接刺激。结论　变应性鼻炎对支气管哮喘的发生起重要作用。

犘犝２３９

肺表面活性物质相关蛋白犇在慢性鼻窦炎鼻粘膜的表达

安云芳 赵长青 王瑷 耿志刚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０３０００１

目的　肺表面活性物质相关蛋白Ｄ是胶原凝集素家族的承运在气道固有免疫的防御反应中具有重

要作用，在肺的炎症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如哮喘，肺的疾病，囊性纤维化，ＳＰＤ的表达及功能的改

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旨在探讨ＳＰＤ在鼻腔是否存在，通过探讨小鼠慢性鼻窦炎模型中鼻黏膜表

面活性蛋白Ｄ （ＳＰＤ）表达、以探讨肺表面活性物质相关蛋白Ｄ在慢性鼻窦炎发病中的作用机制。方法

　１、动物组：动物模型的制备健康清洁级 Ｗａｄｍ／ｍ小鼠 （Ａ、Ｃ、Ｅ、Ｇ）和 Ｗａｄｍ／＋小鼠 （Ｂ、Ｄ、

Ｆ、Ｈ）各４０只，每组随机分为４组：Ａ组、Ｂ组 （卵清蛋白＋生理盐水）；Ｃ组、Ｄ组 （卵清蛋白＋

肺炎链球菌）；Ｅ组Ｆ组 （ＰＢＳ＋肺炎链球菌）；Ｇ组、Ｈ组 （ＰＢＳ＋生理盐水），每组各１０只。①实验

第０～８天Ａ、Ｂ、Ｃ和Ｄ组用１０％卵清蛋白 （ｏｖａｌｂｕｍｉｎ）腹腔注射、第９～１６天６％卵清蛋白鼻腔局

部激发制成ＡＲ模型；其余四组用ＰＢＳ替代。②在ＡＲ基础上于实验第１２天Ｃ、Ｄ、Ｅ、Ｆ组鼻腔滴入

肺炎链球菌ＡＴＣＣ４９６１９ （１．２×１０９ＣＦＵ／ｍｌ）；Ａ、Ｂ组和Ｇ、Ｈ组用生理盐水代替。用石蜡包埋鼻面

骨，进行连续切片，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鼻粘膜中表面活性蛋白Ｄ （ＳＰＤ）的表达。２：临床资料：回

顾性分析了我科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 住院接受接受鼻内镜手术的患者鼻组织标本随机选取慢性单纯性鼻炎

１０例，鼻息肉组１０例，有明确的过敏性鼻炎合并鼻息肉１０例组织标本进行ＳＰＤ的染色分析。结果　

鼠及人的鼻粘膜标本提示ＳＰＤ位于鼻粘膜的呼吸上皮的表面，另外在粘膜下浆液性腺体及导管上皮均

存在表达，在增生纤维组织中可见散在阳性表达的炎症性细胞。结论　ＳＰＤ在鼻粘膜存在表达，ＳＰＤ

可能参与鼻腔的固有免疫，外源性ＳＰＤ或人工重组的ＳＰＤ为治疗呼吸道的变应性疾病以及慢性炎症

提供了新的思路，提高机体的固有免疫能力。

犘犝２４０

内镜经翼突入路在蝶窦外侧隐窝病变中的应用

冀永进 赵长青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０３０００１

目的　探讨内镜下经翼突入路处理蝶窦外侧隐窝病变的手术方式及其相关问题。方法　总结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年住院诊断为蝶窦外侧隐窝病变的５例患者，其中脑膜脑膨出并脑脊液鼻漏１例，自发性脑脊

液漏３例，真菌病１例。在全身麻醉下行内镜经翼突入路蝶窦外侧隐窝病变清理并修补手术。结果　５

例蝶窦外侧隐窝病变患者均一次手术修补成功。１例术后合并患侧面部、硬腭和上唇麻木，术后６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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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逐渐缓解。随访１０—６３个月，平均２９．８个月，无复发。结论　内镜经翼突入路处理蝶窦外侧隐窝

病变，是一种微创和安全有效的技术。

犘犝２４１

鼻中隔穿孔手术修补浅析

刘荣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０３０００１

目的　探讨鼻中隔穿孔患者手术修补的治疗方案及手术难点分析。方法　５例鼻中隔穿孔患者，其

中穿孔直径≤１．０ｃｍ患者２例，采取鼻内镜下鼻中隔黏软骨膜瓣减张缝合修补鼻中隔穿孔。１．０ｃｍ＜穿

孔直径≤２．０ｃｍ患者２例，采取自体乳突黏骨膜瓣及筛骨垂直板，采用 “三明治”夹层法修补鼻中隔穿

孔。穿孔直径＞２．０ｃｍ患者１例，采取 “三明治”夹层法及带蒂鼻中隔鼻底黏软骨膜瓣减张缝合法联合

使用修补鼻中隔穿孔。结果　术后观察３月至半年，鼻中隔穿孔直径≤１．０ｃｍ２例患者均痊愈。１．０ｃｍ

＜穿孔直径≤２．０ｃｍ２例患者亦痊愈，穿孔直径＞２．０ｃｍ患者１例，修补成功。结论　鼻内镜下手术是

修补鼻中隔穿孔的最佳治疗方式。依据患者鼻中隔穿孔的情况选择不同手术方式并熟练的掌握鼻内镜手

术技巧是手术成功及减少副损伤的难点和关键。

犘犝２４２

单侧翼管神经切断术疗效分析

任建军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０３０００１

目的　评估鼻内镜下单侧翼管神经切断术治疗中重度难治性变应性鼻炎和血管运动性鼻炎的疗效。

材料和方法　收集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５年３月期间在我科行单侧翼管神经切断术治疗中重度变应性鼻炎

（ＡＲ）和血管运动性鼻炎 （ＶＭＲ）病例，共８０例，失访８例。应用视觉模拟量表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ｓｃａｌｅ，ＶＡＳ）评估术前、术后半年、１年、２年、３年双侧鼻腔流清涕、打喷嚏、鼻痒、鼻塞症状与鼻

腔整体情况。通过泪液分泌实验评估双眼术前、术后３天泪液分泌量。并对患者术后情况进行主观有效

性评估。结果　１．通过对７２例完整资料的统计学分析，单侧翼管神经切断术术后半年、１年、２年、３

年鼻腔流清涕、打喷嚏、鼻痒、鼻塞ＶＡＳ评分平均水平较术前明显降低，Ｐ值均小于０．０５，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２．术后半年、１年、２年、３年手术侧和对侧鼻腔整体ＶＡＳ评分平均水平较术前显著降低，

Ｐ值均小于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３．手术侧泪液分泌实验术后３天泪液分泌量平均水平较术前显

著减少，Ｐ值小于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后有２０例患者术侧眼睛出现干眼症状，在２月内基本

恢复正常，２例未恢复，对生活无影响。对侧泪液分泌实验术后３天泪液分泌量平均水平较术前降低，

Ｐ值小于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后对侧眼睛未出现干眼症状。４．术后１年 （狀＝７２）总显著改善

率为８４．７％，有效率为９３．３％。其中ＡＲ显著改善率为８３％，ＶＭＲ显著改善率为８７％，经卡方检验，

卡方值为０．２２４，犘＝０．６３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单侧翼管神经切断术治疗ＡＲ与ＶＭＲ显著改善率无

差异。术后１年 （狀＝２１）总有效率为９５．２％，术后３年 （狀＝２１）总有效率为９５．２％，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术后三年无复发病例。术后无严重并发症发生。结论　鼻内镜下单侧翼管神经切断术可达到单侧

手术双侧受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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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２４３

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相关基因表达谱构建及致病基因筛选

邱前辉 李献清

广东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５１００８０

目的　构建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相关基因表达谱并筛选致病基因。方法　收集鼻中隔偏曲患者及变

应性鼻炎合并哮喘患者鼻腔粘膜组织标本，采用过敏和哮喘ＰＣＲ芯片比较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组和正

常对照组鼻腔粘膜组织中基因异常表达情况，构建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基因异常表达谱，筛选出变应性

鼻炎合并哮喘致病基因。结果　对比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组与正常对照组共发现８９个异常表达基因，

其中共１７个基因表达上调，独立样本ｔ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均无统计学意义，共７２个基因表达下

调，独立样本ｔ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基因１７个，分别是ＡＤＡＭ３３，ＢＣＬ６，ＩＦ

ＮＧＲ２，ＩＬ１２Ａ，ＩＬ１２Ｂ，ＩＬ１３ＲＡ１，ＩＬ１７Ａ，ＩＬ３１，ＩＬ４Ｒ，ＩＬ５，ＫＩＴ，ＬＴＢ４Ｒ，ＭＳ４Ａ２，ＲＯＲＣ，

ＳＴＡＴ５Ａ，ＳＴＡＴ６，ＴＢＸ２１。 结 论 　 ＡＤＡＭ３３，ＢＣＬ６，ＩＦＮＧＲ２，ＩＬ１２Ａ，ＩＬ１２Ｂ，ＩＬ１３ＲＡ１，

ＩＬ１７Ａ，ＩＬ３１，ＩＬ４Ｒ，ＩＬ５，ＫＩＴ，ＬＴＢ４Ｒ，ＭＳ４Ａ２，ＲＯＲＣ，ＳＴＡＴ５Ａ，ＳＴＡＴ６，ＴＢＸ２１是变应性

鼻炎合并哮喘的致病基因，并且在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患者鼻腔粘膜组织中表达下调。

犘犝２４４

变应性鼻炎相关基因表达谱构建及致病基因筛选

邱前辉 李献清

广东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５１００８０

目的　构建变应性鼻炎相关基因表达谱并筛选出致病基因。方法　收集鼻中隔偏曲患者及变应性鼻

炎患者鼻腔粘膜组织标本，采用过敏和哮喘ＰＣＲ芯片比较变应性鼻炎组和正常对照组鼻腔粘膜组织中

基因异常表达情况，构建变应性鼻炎基因异常表达谱，筛选出变应性鼻炎致病基因。结果　对比变应性

鼻炎组与正常对照组共发现８９个过敏反应相关基因，其中２０个基因表达上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进

行统计学分析发现均无统计学意义；６９个基因表达下调，独立样本ｔ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具有统计

学意义的基因２个，分别是ＢＣＬ６和ＳＴＡＴ６。结论　ＢＣＬ６和ＳＴＡＴ６是变应性鼻炎的致病基因，并且

在变应性鼻炎患者鼻腔粘膜组织中表达下调。

犘犝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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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卓 邱前辉

广东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５１０１００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ＣＲＳ）ｗｉｔｈｎａｓａｌｐｏｌｙｐ （ＮＰ）ｒｅｍａｉｎｓｌｉｔｔｌｅｅｘ

ｐｌｏｒｅｄ．犕犲狋犺狅犱狊　１３６ＣＲＳｗＵＮＰａｎｄ１４５ＣＲＳｗＢＮ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ｅｎｄｏｎａｓａｌｓｉｎｕｓ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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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ｔｏ２０１４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ＣＴｓｃｏｒｅ，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犚犲狊狌犾狋狊　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ｓｉｎｕｓｅｓａｎｄ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ｅｔｈｍｏｉｄｗｅｒｅｍｏｓｔｌｙ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

ＣＴ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ｉｎＣＲＳｗＵＮＰ（犘＜０．０５）．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ｇｏｂｌｅｔｃｅｌｌｈｙ

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ｗｅｒｅｓｌｉｇｈｔｅｒｉｎＣＲＳｗＵＮＰ．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ｎｇｃｅｌｌｓｏｆＣＲＳｗＵＮＰｗｅｒｅ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

（ｍｅｄｉａｎｏｆ１６．３％ｏｆａｌ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ＣＤ８＋ Ｔｃｅｌｌ（１０．９％），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ＣＤ４＋ Ｔｃｅｌｌ

（１０．８％），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８．２％）ａｎｄ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３，８％）．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ｎｇｃｅｌｌ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ＣＲＳｗＵＮＰ．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ＲＳｗ

ＵＮＰｍｉｇｈｔｂｅａｌｏｃ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ＮＰｔｈａ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ａｎｄａｌｌｅｒｇｙ．

犘犝２４６

新疆地区过敏性鼻炎常见过敏原分析

尼力帕尔·阿力木１阿依恒·曲库尔汗１阳玉萍２王玲玲２

１．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２．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变态反应室

目的　调查新疆地区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在我院就诊过敏性鼻炎患者的主要过敏原。方法　

采用瑞典ｕｎｉＣＡＰ过敏原体外检测系统，检测新疆地区２９７例１４～５０岁的过敏性鼻炎患者血清总ＩｇＥ

和各种特异性ＩｇＥ的含量。结果　血清总ＩｇＥ阳性率为８９．７％，吸入性过敏原组阳性率为９１．９％ （艾

蒿５０．１％，藜属３１．７螨虫８．６％、猫狗毛皮屑６．１％、霉菌组合２．５％），食入性过敏原组阳性率为

８．１％ （牛奶４．１％，鸡蛋２．７％）。结论　艾蒿是新疆地区成人过敏性鼻炎最主要的过敏原。

犘犝２４７

变应性鼻炎相关心理学研究

赵传亮 余少卿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２０００６５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４０２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Ｎｏ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７．８磅Ｎｏｒｍａｌ０变应性鼻炎是耳鼻喉科常见的

疾病之一，也是目前最常见的呼吸道慢性疾病之一，其反复发作及不适的鼻部症状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经

济及心理压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心理健康。现代医学认为变应性鼻炎是常见十五种心身疾病

之一，可导致多种精神及心理紊乱如抑郁、焦虑、睡眠障碍、注意力障碍等，甚至可能是自杀的危险因

素之一。然而变应性鼻炎的治疗原则中尚无心理相关的诊断及治疗。因此本文就变应性鼻炎与精神心理

相关的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及心理干预治疗的必要性做一综述。

犘犝２４８

变应性鼻炎对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手术疗效的影响

冯娟 范宇琴 雍军 阳玉萍 阿依恒·曲库尔汗 张华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８３００５４

目的　探讨变应性鼻炎对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鼻内镜鼻窦手术疗效的影响。方法　收集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入院手术的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２８３例，术前根据其是否伴有变应性鼻炎的症状、体征及

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查，将其分为试验组伴有变应性鼻炎的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患

者及对照组不伴有变应性鼻炎的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所有患者均行鼻内镜鼻窦手术及术后药物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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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治疗，随访６个月，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后疗效。评价指标包括视觉模拟量表评分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ｓｃａｌｅ，ＶＡＳ）及鼻内镜 （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评分。患者在手术前完成ＶＡＳ和鼻内镜检查评估，术后６个

月再次进行所有指标的评估。疗效评定采用病情完全控制及病情部分控制为有效，病情未控制为无效。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伴有变应性鼻炎的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手术疗效为

８１．６５％ （８９／１０９），不伴有变应性鼻炎的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手术疗效为９３．１０％ （１６２／１７４），

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 （犘＜０．０１）。结论　变应性鼻炎与鼻内镜鼻窦手术疗效密切相关，是术后复发的

重要因素。术前需详细病史采集，对伴有变应性鼻炎的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行鼻窦内窥镜手术时，

必须加强围手术期抗变应性鼻炎的治疗。

犘犝２４９

天门地区变应性结膜炎变应原筛查结果分析

鄢勤文１，２何本超１，２程琦１，２王勇３徐必生２熊文波３张信仿３

１．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天门医院过敏反应科

２．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天门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３．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天门医院眼科

目的　了解天门地区变应性结膜炎患者气传变应原的分布情况。方法　采用统计学方法对３１６例天

门地区变应性结膜炎皮肤点刺试验阳性患者的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３１６例符合条件的变应性结膜炎患者

的变应原皮肤试阳性率分别为为粉尘螨 （２５２／３１６）７９．７％、屋尘螨 （２００／３１６）６３．３％、蟑螂 （１３５／３１６）

４２．７％ 、油菜 （７１／３１６）２２．５％、艾蒿花粉 （５８／３１６）１８．４％、豚草花粉 （３９／３１６）１２．３％、梧桐花粉

（４５／３１６）１４．２％、狗皮屑 （５２／３１６）１６．５％、猫皮屑 （４５／３１６）１４．２％、霉菌 （３９／３１６）１２．３％。阳性病例

中有１６２ （５１．３％）例伴有其它变应性疾病，其中过敏性鼻炎８３例，合并其它过敏性疾病组变应原阳性数

量高于单纯变应性结膜炎组 （犘＜０．０５）。结论　粉尘螨和屋尘螨是天门地区变应性结膜炎最常见变应原，

变应性结膜炎可能多合并有其它变应性疾病，最常见的是变应性鼻炎，临床上容易忽视。

犘犝２５０

鼻丘埋线治疗过敏性鼻炎

安蕊

合阳县医院７１５３００

目的　观察鼻丘埋线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疗效。方法　选用特制羊肠线在鼻丘处埋线。机理：鼻丘埋

线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机理；结果　３０例患者１次治疗后，近期疗效：显效１８例，有效１１例，无效１

例，总有效率为９７％。３０例患者１个疗程治疗后，远期疗效：显效１５例，有效１２例，无效３例，总

有效率为９０％。结论　此种疗法治疗过敏性鼻炎，可激发经络气血，通利鼻窍，起效迅速、疗效显著，

老少皆宜，无明显不良反应、简便易行，适合于各级医院推广使用。资料与方法　我院自２０１３年８月

～２０１４年７月采用鼻丘埋线治疗过敏性鼻炎３０例，均符合过敏性鼻炎诊断标准，其中男１６例，女１４

例。年龄２０～７５岁，平均４５岁。有哮喘病史者４例，有过敏性疾病家族史者３例。病程１～５年，平

均２年４个月。本组病例除７例外，其余患者均使用过一种或数种不同的方法或药物治疗过，其中鼻腔

局部使用过黏膜血管收缩剂者１２例，用过肾上腺皮质激素者５例，口服抗组织胺类药物者１１例，使用

过中医药者７例，脱敏疗法治疗者１例，鼻部微波、等离子治疗者４例。治疗方法：患者坐位或仰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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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双鼻腔１％丁卡因肾上腺素棉片填塞鼻腔，收缩和麻醉鼻黏膜，放置２次，每次约５分钟，取出棉

片，镊取一段约１～２厘米长已消毒并用马来酸氯苯那敏注射液浸泡的羊肠线，插进埋线针管的前端，

后接针芯，左手拿前鼻镜撑开鼻腔并固定鼻腔，右手持针，在中鼻甲前上方的外侧壁上找见鼻丘，针尖

缺口向上以１５°～４０°方向刺入到粘膜，当出现针感后，边推针芯，边退针管，将羊肠线埋填在鼻丘部的

粘膜下，针孔消毒棉球压迫止血数分钟，无明显出血，取出棉球，同法每侧鼻腔再分别埋线４根，双鼻

丘部消毒棉球填塞止血，嘱６小时后自行取出棉球即可。一月后再次埋线，每年连埋３次即可预防或治

疗。治疗机理总结通过特殊部位———鼻丘 （位于鼻腔外侧壁中鼻甲前端，属经外奇穴，外观呈丘状隆

突，此处有丰富的鼻腭神经末梢；也是三叉神经、嗅神经所形成的丰富的反射区）；埋线疗法是根据针

灸学理论、中药学和现代物理学相结合的产物，它通过药线在特殊部位内产生的生物物理作用和生物化

学变化，将其刺激信息和能量以及中药通过经络传入体内，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实际上埋线疗法是

一种融多种疗法，多种效应于一体的复合性治疗方法。

犘犝２５１

血清１，２５二羟维生素犇３水平与调节犜淋巴细胞亚群
在儿童扁桃体或／和腺样体肥大发病中的意义

刘业海 徐少聪 里晓红 马燕 邱建新 吴静 李亦凡 杨清 姚长玉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２３００２２

目的　探讨血清１，２５二羟维生素Ｄ３水平与调节Ｔ淋巴细胞亚群在儿童扁桃体或／和腺样体肥大

发病中的意义。方法　检测每一例因扁桃体或／和腺样体肥大住院患儿血清１，２５二羟维生素Ｄ３的浓

度及调节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比较不同程度扁桃体肥大组、是否伴有中耳疾患血清１，２５二羟维生

素Ｄ３的浓度及调节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的差异；比较不同血清１，２５二羟维生素Ｄ３浓度调节Ｔ淋巴

细胞亚群水平的差异以及不同调节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血清１，２５二羟维生素Ｄ３的差异。结果　本组

扁桃体或／和腺样体肥大儿童中，血清１，２５二羟维生素Ｄ３正常组６例，不足组２３例，缺乏组３６例；

调节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正常组４０例，异常组２６例。不同程度扁桃体肥大组、是否伴有中耳疾患组

血清１，２５二羟维生素Ｄ３血清的浓度及调节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差异无显著性；不同血清１，２５二羟

维生素Ｄ３浓度患儿其血液中调节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的差异无显著性，但在调节Ｔ淋巴细胞亚群是否

异常的二组患儿中，血清１，２５二羟维生素Ｄ３浓度差异是显著性的。结论　儿童扁桃体或／和腺样体

肥大７６％与血清１，２５二羟维生素Ｄ３不足或缺乏有关，３９％存在免疫调节异常。扁桃体肥大或／和腺

样体肥大程度、患儿是否伴有中耳疾患与血清１，２５二羟维生素Ｄ３浓度及调节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无

关；本组患儿中血液中Ｔ淋巴细胞亚群是否异常与维生素Ｄ缺乏有关，提示维生素Ｄ是否缺乏在本组

患儿免疫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

犘犝２５２

哈尔滨市中心城区小学生变应性鼻炎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解亚玲１刘晓２刘江涛２李慧军２

１．哈尔滨市第四医院；２．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调查哈尔滨市中心城区小学生变应性鼻炎的患病率及变应原分布情况，并分析其相关危险因

素。对变应性鼻炎的积极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设计 “哈尔滨市儿童呼吸道疾病问卷调查表”。

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８月到哈尔滨市教育局获得哈尔滨市中心城区小学生情况，并用ＰＥＭＳ３．１医学统计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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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包进行抽样，于２０１１年９月 ～１０月间到抽样学校班级发放问卷，共调查小学生２３０５人。调查分三

阶段：问卷调查阶段；根据问卷结果筛选变应性鼻炎可疑对象并进行专科检查予以确诊阶段；对变应性

鼻炎作变应原皮肤点刺试验，以了解常见变应原种类阶段。变应性鼻炎诊断依据２００８年ＡＲＩＡ （ａｌｌｅｒ

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ａｓｔｈｍａ）国际标准。结果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发放问卷总数为２３０５份，回收２２２５份，应答率９６．５３％，有效问卷２１３８份，有效率９６．０７％。哈尔滨

市小学生变应性鼻炎根据症状诊断患病率为１７．４０％ （３７２／２１３８），其中男１７．３９％ （１８４／１１１３），女

１８．３４％ （１８８／１０２５），男、女发病率无差异 （χ２＝１．２２，犘＞０．０５）；按 ＡＲＩＡ标准：持续性４３．２８％

（１６１／３７２），其中轻度３９．７８％ （１４８／３７２）、中重度３．４９％ （１３／３７２）；间歇性５６．７２％ （２１１／３７２），其

中轻度３６．８３％ （１３７／３７２）、中重度１９．８９％ （７４／３７２）。常见变应原依次为：户尘螨、屋尘螨、艾蒿、

黄花蒿、大籽蒿、杨树、柳树、榆树、豚草、产黄青霉。在变应性鼻炎危险因素中，３．７６％ （１４／３７２）

的患者伴有支气管哮喘，２７．１５％ （１０１／３７２）的患者有家族史。结论　初步了解哈尔滨市中心城区小学

生变应性鼻炎流行病现状，主要变应原为尘螨和蒿草类，为变应性鼻炎标准化防治提供流行病学资料。

犘犝２５３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狏犲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犮犲狅犳犮狅犿狆狌狋犲犱狋狅犿狅犵狉犪狆犺狔犻狀犲狅狊犻狀狅狆犺犻犾犻犮

犮犺狉狅狀犻犮狉犺犻狀狅狊犻狀狌狊犻狋犻狊狑犻狋犺狀犪狊犪犾狆狅犾狔狆狊

ＹｉｆａｎＭｅｎｇ
１，ＬｏｕＨｏｎｇｆｅｉ

１，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ｈｕｏ
１，ＬｕｏＺｈａｎｇ

１，２，３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 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Ｓｕｒｇｅ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ｏｎｇＲｅ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２．Ｂｅｉｊｉｎｇ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Ｎａｓ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ｏｎｇＲｅ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ｗｉｔｈｎａｓａｌｐｏｌｙｐｓ（ｅＣＲＳｗＮＰ），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

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ｕｃｏｓａ，ｉｓ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ｍｕｃｈ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ｎｏｓａｔ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ｈａｓｂｅｅｎ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ｏｄａｔｅ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ｔｈｉ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ｉｍｏｆ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Ｔ）ｓｃａｎｓ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ｐｒ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ｅＣＲＳｗＮＰ．犕犲狋犺狅犱狊　ｈｉｓｗａｓ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ｈｏｒｔ，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Ｔｗｏｈｕｎｄｒｅｄ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ＣＲＳｗＮ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１２３ｅＣＲＳｗＮＰａｎｄ７７ｎｏｎ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ｃＣＲＳｗＮＰ

［ｎｅＣＲＳｗＮＰ］）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ｉｎｕｓ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ｏｎｇＲｅ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ｒｅｃｒｕｉ

ｔｅｄ．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Ｔｓｃａｎ，ｓｋｉｎｐｒｉｃｋｔｅｓｔ（ＳＰＴ），ａｎｄｏｒａ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ｈａｌｅｄ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ＦＥＮ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ｅａｃｈｐａｔｉｅｎｔａｎｄｆｕｌｌｂｌｏｏｄｃｏｕｎ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ｇｕｌａ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１ｗｅｅｋｂｅｆｏｒ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Ｃ）ｃｕｒｖｅ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

ｔｅｒｓ．犚犲狊狌犾狋狊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ｎｓｅｔ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ｙ，ｔｏｔａｌ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ａｙｓｃｏｒｅｓ，ｐｒｅｓ

ｅｎｃｅｏｆｏｓｔｅｏｎ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ＦＥＮＯ，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ｃｏｕｎｔｓｗｅｒｅａｌ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ｔｈｅ

ｅＣＲＳｗＮＰ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ｎｅＣＲＳｗＮＰ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ｅＣＴｓｃｏｒ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ｔｈｍｏｉｄｓｉｎｕｓ

ａｎｄ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ｓｉｎｕｓ（Ｅ／Ｍｒａｔｉｏ）ｈａ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ｗｉｔｈａｎ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ＯＣｃｕｒｖｅ

（ＡＵＣ）ｏｆ０．９３８．Ｔｈｅｃｕｔｏｆｆｐｏｉｎｔｏｆ＞２．５９ｆｏｒＥ／Ｍｒａｔｉｏ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９４．２％ａｎｄ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８９．６％ｆｏｒｅＣＲＳｗＮＰ．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ＴｈｅＥ／Ｍｒａｔｉｏｉｓａｍｏｒｅｕｓｅｆｕ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

ｅＣＲＳｗＮＰ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２８４—



犘犝２５４

综合疗法治疗常年性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观察

王汝玉

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人民医院耳鼻喉科２０２４５０

目的　探讨提高常年性变应性鼻炎 （ＰＡＲ）疗效的治疗方法。方法　将１１３例ＰＡＲ患者随机分为

２组，治疗组６２例用布地奈德喷鼻剂、地氯雷他定和低温等离子治疗仪联合治疗。对照组５１例，除不

用低温等离子治疗仪外，其余治疗同治疗组。对两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用计分法评价疗效，观察两组患

者的疗效改善情况。结果　治疗组５８例中显效４０例，有效１４例，无效４例，总有效率９３．１０％ （５４／

５８）；对照组４９例中显效１９例，有效１８例，无效１２例，总有效率７５．５１％ （３７／４９），治疗组总有效率

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结论　综合疗法治疗ＰＡＲ较单一使用药物疗效好。

犘犝２５５

阿司匹林耐受不良患者的鼻息肉治疗探讨

常文旭

青海省人民医院８１０００７

目的　阿司匹林耐受不良患者患者常因变态反应诱发哮喘，我们透过对并发鼻息肉患者综合治疗，

打断过敏性鼻炎、鼻息肉、过敏性哮喘的循环。方法　选取阿司匹林耐受不良三联征患者鼻息肉多，通

过鼻窦冠状位ＣＴ扫描及鼻窦内窥镜检查评估病情，再行鼻内镜治疗。此类患者鼻息肉生长特点为：多

发性生长，多为中鼻道及上鼻道同时生长。术前首先进行哮喘的治疗。哮喘的治疗一般采用对症治疗，

轻者采用口服或注射氨茶碱，重者要早加糖皮质激素治疗一周，有低氧表现的要及时给氧，注意保持呼

吸道畅通。术前常规甲强龙冲击治疗，并在术后维持３天。手术方法：麻醉诱导的过程、麻醉复苏及全

身麻醉术后均易诱发哮喘，甚至危及患者的生命。所以３２例均行局部麻醉。手术应用斯达克牌鼻内窥

镜、监视器及电动切割器，按 Ｍｅｓｓｅｒｋｌｉｓｅｒ术式，二次手术的以上颌窦开口为解剖标志。首先彻底切除

鼻息肉，再根据病变情况不同行鼻窦开放术。同期行鼻中隔、鼻甲病变的治疗。术后处理：术后鼻腔填

塞膨胀止血海绵，４８ｈ后取出，。术后５天清理鼻腔，初次清理在鼻内镜下鼻腔内凝血块、分泌物，术

后第１个月每周鼻内镜清理，第２个月每２周鼻窦内镜清理，第３～６个月每月清理。全部患者术后一

周开始用雷诺考特鼻喷和香菊胶囊治疗２～３个月。结果　术后完整随访１年者３０例，鼻内镜检查评

分：２６分１７例，７９分１２例，１０分１例。术后检查体会阿司匹林耐受不良三联征患者，中鼻道及上

鼻道息肉复发、粘膜水肿明显高于普通慢性鼻鼻窦炎患者。上鼻道息肉复发较多，多次局部清理及注

射甲强龙治疗可以治愈。结论　本文对阿司匹林耐受不良三联征患者治疗探讨有积极的意义。能改善此

类患者的鼻部症状，减少或减轻患者哮喘的发作。鼻内镜手术彻底清除鼻腔的息肉，治疗炎症病变明显

减轻患者的哮喘的发作间期及程度。此类患者的治疗，必须积极的完善的术前准备，包括：治疗和控制

哮喘发作，避免手术中哮喘发作。鼻息肉的治疗，明显的减少哮喘的复发，减少患者的对抗过敏性药物

的依赖性。

—３８４—



犘犝２５６

鼻堵程度对变应性鼻炎焦虑状态的影响

锡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耳研所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采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 （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ｉｔＡｎｘｉｅｔｙ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ＳＴＡＩ）分析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

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和血管运动性鼻炎 （Ｖａｓｏｍｏｔｏｒ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ＶＭＲ）患者的焦虑纬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方法　征集２５３例确诊ＡＲ和１０８例ＶＭＲ患者，进行状态特质焦虑问卷测试，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进行鼻

部症状评分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ｓ，ＶＡＳ）与ＳＴＡＩＳ／Ｔ相关性分析。结果　ＡＲ和 ＶＭＲ患者在

ＳＴＡＩＳ／Ｔ得分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回归分析，ＡＲ患者 ＶＡＳ评分中鼻堵程度与ＳＴＡＩＳ和

ＳＴＡＩＴ得分正相关，鼻堵越重焦虑愈加明显，焦虑人格特征在ＡＲ患者多见；而 ＶＭＲ患者的鼻部症

状与ＳＴＡＩＳ和ＳＴＡＩＴ没有显著相关性。结论　状态特质焦虑测试属于心理与行为问题的评估，可以

直观反映焦虑产生和持续的主观感受，优于其他焦虑测试问卷；主要用于区别焦虑的成因是由于人格特

质还是具体事件或者疾病继发引起。本研究结果显示ＡＲ患者继发焦虑与鼻堵程度正相关，提示鼻堵程

度可以作为预测ＡＲ患者焦虑发生的重要指标之一，改善鼻堵可避免或缓解患者的焦虑和其他精神心理

改变。

犘犝２５７

卡介菌多糖核酸对过敏性鼻炎免疫犐犔４、犐犔５、犐犉犖γ的影响

梁丹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６１００１６

目的　观察卡介菌多糖核酸对敏性鼻炎Ｔｈ１／Ｔｈ２的影响。方法　选择在本院变态反应 （过敏）科

就诊８７例，随机分为２组，治疗组４４例，对照组４３例，所有患者均给予氯雷他定抗过敏，治疗组加

用卡介菌多糖核酸肌肉注射隔日一次，３月为一疗程。观察两组患者鼻部症状改善的情况，并检测血清

ＩＬ４、ＩＬ５、ＩＦＮγ的变化。结果　治疗组患者症状明显改善，血清ＩＬ４、ＩＬ５明显下降，ＩＦＮγ升

高。结论　卡介菌多糖核酸能有效治疗过敏性鼻炎，并纠正过敏性鼻炎的 Ｔｈ１／Ｔｈ２免疫失衡。

犘犝２５８

６０例喉结核临床特点分析

蔡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１０１１４９

目的　分析喉结核的临床特点，减少喉结核的误诊及不适当治疗。方法　选取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５

年５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住院的６０例喉结核病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期间住院的结核

病患者共６７６８例），包括２０例活检诊断和４０例临床诊断。结果　患者年龄１８～８０岁，平均年龄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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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性３６例，女性２４例。最常见的主诉为声音嘶哑 （狀＝３８）和咽痛 （狀＝９）。１８例患者持续性的

咳嗽后才出现咽喉部的症状。内镜下表现分为四种类型：炎症浸润型 （狀＝２７），溃疡坏死型 （狀＝１３），

肉芽增殖型 （狀＝１７）和瘢痕狭窄型 （狀＝３）。最常见累及的部位是声带 （狀＝３１，５１．７％），５９例患者

通过肺部影像学证实伴有活动性肺结核，１例患者合并支气管结核。７６．７％ （４６／６０）的患者痰涂片抗

酸染色阳性，８３．３％ （５０／６０）的患者痰分枝杆菌培养阳性。结论　肺结核患者如出现声音嘶哑等症状，

应考虑喉结核可能。如患者内镜下喉部异常，典型的肺结核胸部影像表现和痰结核菌检查有助于喉结核

的诊断。

犘犝２５９

犛狆犲犮犻犳犻犮犐犵犈犪狀犱犐犵犌４狋狅狑犪狉犱狊犕犪犼狅狉犃犾犾犲狉犵犲狀狊狅犳犎狅狌狊犲犇狌狊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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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２６０

孟鲁司特钠在合并哮喘及过敏性鼻炎的慢性
鼻窦炎鼻息肉患者鼻内镜术后疗效的观察

王鑫 赵春源 姚鸿超 葛靖春 李亮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１５００８６

目的　观察慢性鼻窦炎鼻息肉合并哮喘及过敏性鼻炎患者鼻内镜术后应用孟鲁司特钠治疗的效果。

方法　选取３０例慢性鼻窦炎鼻息肉合并过敏性鼻炎、哮喘的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１５例，

实验组及对照组术后均进行生理盐水鼻腔冲洗，鼻喷激素治疗。实验组患者鼻内镜术后口服孟鲁司特钠

１０ｍｇ，每日一次，连续一个月口服，对照组则未进行孟鲁司特钠治疗。对患者进行鼻内镜术后随访，

分别在第２周，第４周，第６周，３个月随访 中对患者进行ＳＮＯＴ２０量表评估，并对每次鼻内镜检查

进行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ａｙ评分。结果　应用孟鲁司特钠治疗的实验组ＳＮＯＴ２０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犘＜

０．０５），鼻内镜评分改善优于对照组 （犘＜０．０５）。结论　慢性鼻窦炎鼻息肉合并过敏性鼻炎、哮喘的患

者鼻内镜术后应用孟鲁司特钠治疗有助于黏膜炎症的控制及上皮化的转归。

犘犝２６１

伴有腺样体肥大的分泌性中耳炎患者外周血中过敏原的测定意义

秦飞飞 邱建新 马燕 里晓红 张莉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二病区２３００３２

目的　了解过敏因素在伴有腺样体肥大的分泌性中耳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并探究其意义。方法　

分泌性中耳炎伴腺样体肥大的患儿２０ （观察组），健康儿童２０例 （对照组）。应用过敏原检测系统

（ＣＡＰ系统）中吸人性过敏原过筛Ｐｈａｄｉａｔｏｐ试验对２组儿童外周血中进行混合吸入性过敏原检测。结

果　伴有腺样体肥大的分泌性中耳炎患者进行Ｐｈａｄｉａｔｏｐ试验，其中阳性率：６例。总阳性率３５％。而

正常儿童阳性率：１例。阳性率为５％。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犘＜０．０５。结论　伴有腺样体肥大的分

泌性中耳炎患者Ｐｈａｄｉａｔｏｐ试验阳性率高于正常儿童，但是尚不能认为过敏因素在伴有腺样体肥大的分

泌性中耳炎发病机制中作用明显高于正常儿童。

犘犝２６２

不同类型鼻息肉患者外周血犜犺１７细胞含量的变化及意义

邹华 刘翔 田鹏 陈美恒 潘忠 谢存存 林泓霖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５１０１２０

目的　研究不同类型鼻息肉患者外周血Ｔｈ１７细胞含量及其与炎性细胞浸润的关系；探讨其与预后

的关系。方法　对８１例鼻息肉和２０例鼻中隔偏曲患者进行研究。外周血Ｔｈ１７细胞含量采用流式细胞

仪检测；鼻息肉组织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程度以每高倍视野每１０～

４μｍ～２面积所含有的数量表示；内镜表现采用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评分；主观症状采用ＶＡＳ评分；影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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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Ｔ表现采用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ａｙ评分。结果　嗜酸性鼻息肉组和非嗜酸性鼻息肉组患者外周血Ｔｈ１７细胞百

分比分别为２．１０％ （３．７５％，１．４０％）和１．１０％ （１．７０％，０．７３％），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Ｕ＝３５８．０，Ｚ＝－２．９６５，犘＝０．００１）；外周血Ｔｈ１７细胞百分比与鼻息肉组织中嗜酸性粒细胞

呈正相关 （ｒ＝０．４０８，犘＜０．００１），与术后３个月内镜评分有中等程度相关性 （ｒ＝０．４５８，犘＜０．００１）。

结论　Ｔｈｌ７细胞表达可能与噬酸性鼻息肉发病及预后有关。

犘犝２６３

益肾升阳方对小儿哮喘合并过敏性鼻炎患儿
免疫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陶宝鸿 李勇 阮桂英 储洪娟 江波

浙江省台州市立医院３１８０００

目的　探讨益肾升阳方对小儿哮喘合并过敏性鼻炎患儿免疫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将１５０

例哮喘缓解期合并过敏性鼻炎患儿分为Ａ组 （益肾升阳方）、Ｂ组 （益肾升阳方加对症治疗组）、Ｃ组

（对症治疗），比较三组患儿治疗前后的ＰＡＱＬＱ评分、鼻炎症状改善情况及免疫功能指标ＩＬ２３、ＩＬ６、

ＩＬ１７水平的变化情况。结果　治疗后Ｂ组的症状评分、活动评分显著高于Ａ组、Ｃ组，差异有显著性

（犘＜０．０５）。但Ａ组、Ｃ组之间的症状评分、活动评分及情感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犘＞

０．０５）。Ｂ组患儿治疗后的有效率达９２％，显著高于Ａ组、Ｃ组，差异有显著性 （犘＜０．０５）。且Ｂ组患

儿的ＩＬ２３、ＩＬ６、ＩＬ１７水平分别显著低于 Ａ组、Ｃ组，差异具有显著性或者极其显著性 （犘＜０．０５

或犘＜０．０１）。结论　益肾升阳方通过调节小儿哮喘合并过敏性鼻炎患儿的免疫功能而提高患儿的生活

质量，改善患儿的鼻炎症状。

犘犝２６４

慢性鼻鼻窦炎变应原特征初步探讨

黄成志 彭华 汪建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５１００１０

目的　探讨变应原在慢性鼻鼻窦炎 （ＣＲＳ）伴或不伴鼻息肉患者中的分布特点及临床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ＣＲＳ患者９９例，其中伴鼻息肉 （ＣＲＳｗＮＰ组）８０例及不伴鼻息肉 （ＣＲＳｓＮＰ组）１９

例，进行变应原总体情况的统计。选取同期变应性鼻炎 （ＡＲ）患者３１例作为对照组，分析比较ＣＲＳ

变应原分布与ＡＲ变应原分布的差异。所有患者均进行了变应原特异性ＩｇＥ的血清学检查，计算变应原

的阳性率并分析其变应原分布情况。结果　ＣＲＳ两组患者变应原总阳性率为４７．５％，ＣＲＳｗＮＰ组、

ＣＲＳｓＮＰ组变应原阳性率分别为４６．２％，５２．６％。两组变应原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 （犘＞０．０５），其致

敏原主要为吸入性变应原 （４３．４％），食物变应原致敏者较少 （７．１％）。ＣＲＳ的变应原分布情况与ＡＲ

相比，吸入性过敏原比例相似，食物变应原比例有统计学差异 （Ｘ２＝５．７０３，犘＝０．０１７）。结论　ＣＲＳ

两组患者变应原总阳性率为４７．５％，远高于过敏性疾病的普通人群患病率，说明过敏因素可能与ＣＲＳ

的发病有着密切的相关性。ＣＲＳ伴有或不伴有息肉，其变应原的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ＣＲＳ的主要变

应原依次是：螨 （２７．３％），动物上皮 （２１．２％），其他吸入性变应原 （１８．２％），食物 （７．１％）。ＣＲＳ

患者变应原的检测可能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有一定的帮助和指导意义。

—７８４—



犘犝２６５

舌下免疫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疗效和安全性的系统评价

罗玉杰 皮静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４０２１６０

目的　探讨舌下免疫治疗过敏性鼻炎 （ＡＲ）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计算机检索ＰｕｂＭｅｄ、ＥＭ

Ｂａｓｅ、Ｍｅｄｌｉｎ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图书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ＣＮＫＩ）、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ＣＢＭ）、

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维普）、万方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收集舌下免疫治疗ＡＲ的随机对照试

验 （ＲＣＴ）。采用ＲｅｖＭａｎ５．２软件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分析结果显示经舌下免疫治疗后，ＡＲ的临

床症状明显减轻或减少，并且其安全性要高于皮下免疫治疗，该方法最主要的不良反应为口腔或舌瘙

痒，发生消化道不良反应的仅有几例，无致命性不良反应出现。结论　舌下免疫治疗能够有效的治疗

ＡＲ，并且其不良反应少，症状轻，可考虑将其作为ＡＲ的首选治疗方法。

犘犝２６６

佛山地区儿童变应性鼻炎患者吸入性变应原特点分析

于青青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５２８０００

目的　了解佛山地区儿童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患者吸入变应原分布特点，为儿童

ＡＲ的诊治提供临床参考。方法　采用包括１１种吸入性过敏原的阿罗格过敏原点刺试剂盒，对２０１２年

９月２０１５年９月期间在我科门诊拟诊为ＡＲ的佛山地区５６２例患儿进行皮肤点刺试验 （ｓｋｉｎｐｒｉｃｋｔｅｓｔ，

ＳＰＴ），描述变应原的分布特征，比较不同性别及不同年龄组间变应原阳性率的差异，并分析变应原阳

性率与患儿哮喘史、湿疹史和家族史的关系。结果　变应原总体阳性率为８２．５６％ （４６４／５６２），其中粉尘

螨、屋尘螨及热带螨阳性率居于前三位，分别是８０．６４％、７８．６６％、５９．３１％，其次为狗毛１５．３６％、猫毛

１２．６３％、德国小蠊１２．３２％。阳性患者中单一变应原阳性者１６例 （３．３０％），两种变应原阳性者３９例

（８．０２％），三种及以上变应原阳性者４３１例 （８８．６８％）。不同年龄组患儿的变应原阳性率不同，１０～１４岁

组最高 （９０．１８％），７～１０岁组 （８７．５７％），３～７岁组最低 （７９．７３％），三组间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χ２＝２．４５２，Ｐ＞０．０５），男女性别间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７．１９５，犘＜０．０５）。变应原阳性率

与患儿哮喘史、湿疹史及家族史关系密切。结论　粉尘螨、屋尘螨及热带螨是佛山地区儿童最常见的吸入

性变应原，儿童变应原阳性率与性别及年龄存在一定的关系。有哮喘、湿疹及家族史的患儿变应原阳性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早期进行变应原筛查，有助于儿童ＡＲ的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

犘犝２６７

注重变应性鼻炎的防治工作

赵铭辉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３００１９２

分析变应性鼻炎的发展变化及其可能的相关诱因，与感染性疾病的相关性研究，进而提出变

应性鼻炎的综合防治措施，包括变应原的规避，个人卫生及环境的保护，加强自身的调节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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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描述了变应性鼻炎的防治措施，强调了中医 “治未病”在变应性鼻炎防治工作

中的重要性及其相关的措施。

犘犝２６８

佛山市禅城区小学生变应性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于青青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５２８０００

目的　调查佛山市禅城区１０个小学一年级和六年级学生鼻部、呼吸和皮肤变应性疾病的患病率、

性别分布状况及发病严重程度，分析病史特点及三种变应性疾病相互交叉情况，为儿童变应性疾病的防

治和管理提供流行病学依据。方法　应用国际儿童哮喘和变态反应研究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ｓｔｈ

ｍａａｎ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ＩＳＡＡＣ）课题组制定的儿童变应性疾病调查问卷，对佛山市禅城区１０

个小学的一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经得家长知情同意后，发放调查问卷，由家长与孩子共

同完成问卷，由课题组成员收回进行统计。结果　发放问卷４２４０份，结果回收有效问卷３７７７份，应答

率为８９．１％。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北佛山市禅城区一年级小学生哮喘、变应性鼻炎及湿疹患病率分别为

４．０９％、２５．７４％、４０．６３％，六年级小学生哮喘、变应性鼻炎及湿疹患病率分别为５．９６％、２７．２７％、

２２．７６％，两个年级的男童三种疾病患病率均高于女童；４３．５８％的一年级湿疹患儿５岁以后首次起病；

两个年级学生中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的患病率为１１．３％，高于无变应性鼻炎儿童的哮喘患病率；湿疹

儿童合并哮喘的患病率为６．９％，高于无湿疹儿童的哮喘患病率。结论　佛山市禅城区小学生哮喘、变

应性鼻炎患病率随年龄增长上升，而湿疹患病率随年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变应性疾病儿童在性别、病

史表现、首次疾病发作年龄及合并其他变应性疾病上有其特点。

犘犝２６９

犖犗犛２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过敏性鼻炎相关性研究

矫健１，２张罗１，２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２．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目的　过敏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作为复杂性疾病，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

研究发现一氧化氮 （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ｏｘｉｄｅ，ＮＯ）作为一种脂溶性小分子通过影响粘膜免疫功能、纤毛屏障

功能参与了ＡＲ粘膜炎症反应，其中，一氧化氮合成酶２ （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ｏｘｉｄｅｓｙｎｔｈａｓｅ２，ＮＯＳ２）是ＮＯ

生成过程中的关键酶，对产生和维持高浓度的 ＮＯ尤为重要。本研究探讨 ＮＯＳ２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

（ＳＮＰ）与ＡＲ发生的相关性。方法　研究募集了ＡＲ患者４１０例和健康对照受试者４２４例。Ｓｅｑｕｅｎｏｍ

ＭａｓｓＡＲＲＡＹｉＰＬＥＸ质谱法对 ＮＯＳ２基因上的６个标签及功能区 ＳＮＰｓ （ｒｓ２２９７５１６，ｒｓ７４０６６５７，

ｒｓ３７９４７６４，ｒｓ２８７２７５３，ｒｓ２７７９２４９，ｒｓ３７９４７６６）进行基因分型。结果　单位点分析未发现与ＡＲ关联的

ＳＮＰ。单倍型分析发现ｒｓ３７９４７６４ｒｓ２８７２７５３ｒｓ２７７９２４９组成的单倍型ＧＡＣ是ＡＲ发生的危险因素。结

论　ＮＯＳ２基因是中国汉族人群ＡＲ的易感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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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２７０

舌下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疗效分析

林志强

江苏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２１２００２

目的　评价标准化粉尘螨变应原疫苗滴剂舌下含服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选择粉

尘螨阳性的变应性鼻炎患者７８例，随机分为两组，舌下含服免疫治疗组３９人，给予舌下含服脱敏治

疗；辅助治疗组３９人，根据患者情况，在治疗初始给予适量抗组胺药口服，或鼻用类固醇局部喷鼻。

治疗疗程两年，治疗后均停药１年观察患者症状、体征变化，评定疗效，同时观察患者的不良反应情

况。结果　舌下含服治疗有效率为８２．１％，皮下注射有效率为７６．９％，两组有效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犘＞０．０５），各组治疗前后症状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两组治疗后停药１年症状评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其中舌下含服免疫治疗组３例出现局部不良反应，２例出现轻微全身

不良反应，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结论　应用标准化粉尘螨变应原疫苗滴剂舌下含服对变应性鼻炎患者

进行免疫治疗，正确掌握适应症和方法，疗效良好、安全。

犘犝２７１

经鼻内镜额窦口球囊扩张的手术疗效分析

李勇 刘湘 马志祺 曹晓林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３１０００６

目的　探讨经鼻内镜下用鼻窦球囊额窦口球囊扩张与传统额窦内镜手术疗效分析；方法　从２０１３

年１月到２０１５年１月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１５０例涉及额窦的手术，年龄６岁至７８岁，男９１

例，女５９例。单纯额窦病变１３例，多鼻窦炎１３７例，慢性鼻窦炎８６例，慢性鼻窦炎伴息肉６４例；其

中经鼻内镜下用鼻窦球囊额窦口球囊扩张１１２例，额窦口ＳＴＡＭＭＢＥＲＧＥＲ去蛋壳术３６例，ＤＲＡＦ改

良额窦开放术２例；手术方法：常规鼻内镜下切除前筛后，暴露额隐窝，换４５度鼻内镜下顺潜在的额

隐窝导入７０度的专用额窦球囊导管约２ｃｍ，打开光纤导光确认球囊导管在额窦腔，给球囊注水扩大球

囊至２０ｐａ，持续１０秒，开放额窦口月５ｍｍ至８ｍｍ，冲洗额窦腔，用４５度环切钳切除多余粘膜，可吸

止血收海绵填塞鼻腔。结果　所有手术患者随访３２４个月，鼻窦球囊扩张组１１２例窦口均保持开放，

无粘连现象，其中１１例有窦口处粘膜水肿 （上感后），经局部处理后消退；额窦口ＳＴＡＭＭＢＥＲＧＥＲ

去蛋壳术３６例，有３例出现窦口粘连明显缩小，额窦炎复发行二次手术后额窦口保持通畅至今；

ＤＲＡＦ改良额窦开放术２例窦口开放良好。结论　经鼻内镜下用鼻窦球囊额窦口球囊扩张术较额窦口

ＳＴＡＭＭＢＥＲＧＥＲ去蛋壳术，方法简单、安全性高、术后额窦口开放率高；ＤＲＡＦ改良额窦开放术仅

用于复杂病例的再次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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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２７２

咽鼓管球囊扩张治疗难治性分泌性中耳炎的初步临床观察

李勇 刘湘 马志祺 管明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３１０００６

目的　研究咽鼓管球囊扩张治疗难治性分泌性中耳炎的可行性及疗效；方法　从２０１４年６月至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对于反复发作的难治性中耳炎进行咽鼓管球囊扩张手术共

１５例，男１２例，女３例。年龄在８７２岁之间。均为经过反复多次地鼓膜置管及规范的保守治疗无效的

分泌性中耳炎患者。其中８例为鼻咽癌放疗后患者。经鼻内镜下将咽鼓管球囊导管在专用置入器引导下

放入患侧咽鼓管口，导入约１．５ｃｍ后注水扩张柱状球囊，压力至１２ｐａ维持约２０秒钟，减张球囊压力

后撤除装置；必要时可行二次扩张，同法扩张对侧咽鼓管。结果　１４例 （２２耳）难治性分泌性中耳炎

患者术后第二天均症状明显改善，声导抗测听恢复正常，１例患者应咽鼓管完全闭锁球囊扩张失败，随

后失访。其中８例 （１６耳）为鼻咽癌放疗后所致难治性分泌性中耳炎患者。均内镜随访及咽鼓管功能

障碍评分表 （ＥＴＤＱ７）随访３月以上，１２耳明显改善，６耳部分改善，４耳改善不明显。结论　咽鼓

管球囊扩张对难治性分泌性中耳炎是一种新的微创治疗方法。

犘犝２７３

真菌呼吸道变应性小鼠模型的建立

彭华 汪建 黄成志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５１００１０

目的　探讨建立真菌诱发的呼吸道变应性小鼠模型的方法。方法　采用链格孢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

Ａｌｔ）作为变应原，对ＢＡＬＢ／Ｃ小鼠进行鼻腔滴注。观察不同时间和不同Ａｌｔ浓度鼻腔滴注后小鼠肺泡

灌洗液、肺组织支气管周围炎性反应细胞浸润和支气管上皮杯状细胞增生等病理学改变情况。检查血

液、骨髓嗜酸性粒细胞变化情况。结果　采用５０ｕｇ真菌Ａｌｔ每次５０ｕｇ在第０，３，６天鼻腔滴注，成功

诱导出肺及支气管炎症细胞浸润、支气管上皮杯状细胞增生等典型哮喘病理学改变。肺灌洗液中嗜酸性

粒细胞比例超过９０％，血液及骨髓嗜酸性粒细胞明显增加。结论　采用５０ｕｇ真菌Ａｌｔ每次５０ｕｇ一周

内三次鼻腔滴注，能成功建立真菌呼吸道变应性小鼠模型，与传统的ＯＶＡ致敏和激发建立的呼吸道哮

喘模型相比，具有造模时间短，且更接近临床疾病实际情况的优点，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实验动物模型。

犘犝２７４

鼻窦置换在小儿鼻窦炎治疗中的临床疗效观察

黄兆选 吴亚斌 周小勤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４３００７０

目的　评估鼻窦负压置换在治疗小儿鼻窦炎中临床疗效；方法　将本院１４２例鼻窦炎患儿进行回顾

性分析，随机分为鼻窦负压置换治疗组 （４６例）和鼻窦负压置换加希舒美治疗组 （５４例）、单纯抗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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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４２例），三组均给予抗感染治疗，三组资料无显著性差异，观察及比较三组的疗效；结果　鼻窦负

压置换加希舒美治疗组治愈率明显优于其他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鼻窦负压置

换具有操作简单、安全、不良反应少等优点，是治疗副鼻窦炎、ＣＶＡ、ＵＡＣＳ的有效手段，口服希舒

美＋鼻窦负压置换术比较单用抗生素治疗，可以缩短疗程，避免静脉输注抗生素。

犘犝２７５

抗外毛细胞抗体与梅尼埃病

杜延顺 李颖 张伟 刘博 张罗

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１００７３０

目的　研究梅尼埃病 （ＭＤ）患者血清中是否存在抗外毛细胞抗体，探讨梅尼埃病可能的病因和发

病机理。患者选择：患者为同仁医院耳科门诊就诊的梅尼埃病患者。按照梅尼埃病的诊断依据和疗效评

估 （２００６年，贵阳）（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编辑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中

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２００７，４２ （３）：１６３，２００６年，贵阳）的标准诊断梅尼埃病。共４１例，男１２

例，女２９例；全部患者经详细询问病史、全面耳科检查和听力学测试，排除其它眩晕和耳聋病例后确

诊，入选病例最小２６岁，最大６７岁；４１例尼埃病患者中，５例为双侧 ＭＤ，３６例为单侧 ＭＤ。患耳纯

音听阈损失从４０ｄＢｎＨＬ到７０ｄＢ （ＨＬ）。方法　采用豚鼠内耳石蜡切片作为抗原，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检测梅尼埃病 （ＭＤ）患者体内的抗内耳血管自身抗体。结果　 （１）４１例梅尼埃病患者中共８例病患

者检出抗外毛细胞ＩｇＭ自身抗体，阳性率１９．５％；６例梅尼埃病患者检出抗外毛细胞ＩｇＧ自身抗体，

阳性率１４．６％；（２）对照组４４例，无一例检出抗外毛细胞ＩｇＭ和ＩｇＧ自身抗体。经统计学处理，Ｐ值

均小于０．００１，有及其显著性差异。讨论　外毛细胞是听觉的感受器细胞。１８６１年 Ｍｅｎｉｅｒｅ首次报导了

一例梅尼埃病。１９３８年Ｈａｌｌｐｉｋｅ等首次揭示了 ＭＤ的病理特征为内淋巴积水。近一百多年来，梅尼埃

病的病因和发病机理迄今尚无定论。我们发现梅尼埃患者中存在抗外毛细胞自身抗体，可部分解释患者

的听力下降机制。

犘犝２７６

嗜酸性粒细胞对鼻息肉术后复发及预后的影响

雍军 尼力帕尔 阳玉萍 皮力东 张华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８３００５４

目的　鼻息肉的病理学特征之一是组织中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增多。鼻息肉术后黏膜组织中炎性细胞

浸润、水肿、息肉样组织增生等严重阻碍了术腔黏膜上皮化的进程，研究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对鼻息肉术

后黏膜上皮化转归和预后的影响。方法　收集我院初发鼻息肉患者标本３０例作为观察１组，复发鼻息

肉患者标本３０例作为观察２组，观察组患者均术前１周应用糖皮质激素及抗组胺药后在全麻下行功能

性鼻窦内镜手术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ｉｎｕｓ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ＥＳＳ），术后局部应用糖皮质激素喷剂及抗组

胺药规范化治疗。所有病例均于术中取适量鼻息肉，术后１～２周、术后４～６周及术后１０～１２周取适

量的开放鼻窦水肿的鼻黏膜组织。收集３０例鼻中隔偏曲患者的钩突黏膜作为对照组。所用组织均采用

Ｃｈｒｏｍｏｔｒｏｐｅ２Ｒ特染，检测以上标本中嗜酸性粒细胞表达水平，在高倍镜 （×４００）下选取３个炎性

细胞浸润明显的视野进行计数，分别计算１００个炎性细胞中嗜酸性粒细胞的数量，然后取其平均数为

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指数，其浸润程度按浸润指数在０～２５％为 Ⅰ度，２６％～５０％为 Ⅱ 度，５１％～

７５％为 Ⅲ 度，７６％～１００％为 Ⅳ度计算，并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鼻息肉组织中ＥＯＳ水平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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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黏膜组织，且随时间呈现不同的变化规律 （犘＜０．０１）；ＥＯＳ在鼻息肉手术前、后鼻腔黏膜中的

表达随时间呈如下变化规律：术后１～２周组较术前病变黏膜明显减少，但术后４～６周达高峰，基本恢

复至术前水平，术后１０～１２周又明显回落，接近手术后１～２周。术前鼻息肉中 ＥＯＳ浸润程度越高，

则术后鼻息肉复发率也越高 （犘＜０．０１）。ＥＯＳ浸润程度越深，鼻腔黏膜恢复越慢，鼻息肉复发越快。

结论　鼻息肉是由于局部微环境中以ＥＯＳ为主的炎性细胞和细胞因子调控的自身延续的慢性炎症性疾

病，ＥＯＳ浸润在鼻息肉的形成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ＥＯＳ浸润程度参与鼻窦、鼻腔黏膜上皮化的进

程，直接影响鼻息肉的术后复发和预后，故可作为判断是否治愈鼻息肉的一个辅助指标。

犘犝２７７

变应性鼻炎皮肤点刺试验与血清特异性犐犵犈检测阳性率相关性分析

沈莹 王鹏举

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４４１０２１

目的　通过分析皮肤点刺试验 （ＳＰＴ）阳性的变应性鼻炎患者的血清特异性ＩｇＥ （ｓＩｇＥ）检测结

果，探讨变应性鼻炎皮肤患者皮肤点刺试验与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阳性率相关性。方法　使用浙江我武

公司的标准变应原试剂对就诊于本院的可疑变应性鼻炎患者进行检测，其中阳性２７４例 （＜１８岁１８３

例，≥１８岁９１例），根据皮肤指数 （ＳＩ）将阳性结果分为 “＋”、“＋＋”、“＋＋＋”、“＋＋＋＋”。对

ＳＰＴ阳性患者使用杭州艾康生物公司产的吸入性和食物性过敏原特异ＩｇＥ检测试剂盒 （共１４种）进行

血清ｓＩｇＥ和总ＩｇＥ检测。结果　ＳＰＴ检测阳性的２７４例患者中２３６例 （８６．１％）患者血清ｓＩｇＥ检测结

果阳性，其中＜１８岁组患者血清ｓＩｇＥ阳性者１７９例，符合率为９７．８％，≥１８岁组患者血清ｓＩｇＥ阳性

者５１例，符合率为６２．６％。在尘螨类变应原ＳＰＴ阳性患者中分析，ＳＩ“＋”时，ｓＩｇＥ阳性率为５４％；

ＳＩ“＋＋”时，ｓＩｇＥ阳性率为６７％；ＳＩ“＋＋＋”时，ｓＩｇＥ阳性率为８６％；ＳＩ“＋＋＋＋”时，ｓＩｇＥ

阳性率为１００％，具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结论　皮肤点刺试验和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检测两种检查方

法阳性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诊断变应性鼻炎可靠的检测指标。不同年龄段患者对尘螨变应原的反

应程度不同，ＳＰＴ的反应强度在不同年龄段之间存在差异。

犘犝２７８

鼻腔雾化吸入普米克令舒在鼻息肉患者围手术期的应用分析

沈莹 王鹏举

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４４１０２１

目的　探讨鼻腔雾化吸入普米克令舒在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围手术期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将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在我院耳鼻喉科住院行鼻内窥镜手术的１２０名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

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６０例。实验组术前三天及术后３７天普米克令舒鼻腔雾化吸入

（２ｍｇ／次，２次／天），而对照组则于术前三天及术后３７天使用布地奈德鼻喷剂 （６４ｕｇ／次／侧，２次／

天），其余常规治疗相同，观察术后患者术腔肿胀、出血等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鼻部症状视觉

模拟评分 （ＶＡＳ）、鼻内镜下息肉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评分均明显下降。实验组治疗后鼻部症状视觉模拟

评分 （ＶＡＳ）、鼻内镜下息肉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评分、术后出血等情况较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 （犘＜

０．０５）。结论　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围手术期鼻腔雾化吸入普米克令舒可明显减轻患者鼻腔肿

胀，减少术后出血，改善鼻塞，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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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２７９

白三烯受体拮抗剂治疗小儿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观察

敬尚林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５４５００１

目的　探讨应用白三烯受体拮抗剂治疗小儿中重度变应性鼻炎 （ＡＲ）的临床疗效。方法　随机将

６０例中重度ＡＲ患儿分为对照组 （Ａ）、观察组 （Ｂ）和观察组 （Ｃ）３个组，Ａ组用西替利嗪糖浆口

服、丙酸氟替卡松喷鼻治疗，Ｂ组在Ａ组的基础上加用孟鲁司特钠咀嚼片口服，Ｃ组在Ｂ组的基础上

加用中药玉屏风颗粒口服，疗程均为４周对３个组患儿在治疗前治疗４周结束时及治疗结束后３个月鼻

部症状视觉模拟量表 （ＶＡＳ）评分及总有效率进行比较。结果　①鼻部症状ＶＡＳ评分：治疗４周结束

时、治疗结束后３个月每组与治疗前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治疗４周结束时，２个

观察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两个观察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犘＞０．０５）；治疗结束后３月，两个观察组之间比较，差异则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②总有效

率：治疗４周结束时，２个观察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２个观察组之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治疗结束后３个月，２个观察组之间比较，差异则有统计学意

义 （犘＜０．０５）。结论　白三烯受体拮抗剂联合鼻用糖皮质激素和第二代抗组胺药治疗小儿中重度ＡＲ

可以增强疗效，增加中药玉屏风颗粒治疗能够提高患儿免疫功能，疗效持续时间较长。

犘犝２８０

苏中地区青少年变应性鼻炎生活质量和焦虑抑郁情绪症状分析

殷勇１陆青２

１．南通大学附属医院；２．南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学教研室

目的　评估变应性鼻炎 （ＡＲ）对南通地区青少年生活质量和焦虑抑郁情绪症状的影响。方法　对

ＡＲ青少年患者进行生活质量，焦虑和抑郁情绪症状进行调查。病例组随机选取变应性鼻炎青少年２２０

例，同期选择正常健康青少年２４０例。结果　ＡＲ青少年组生活质量各维度 （鼻部症状、眼部症状、其

他症状、行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评分均值都明显超过正常青少年组 （犘＜０．０１）。ＡＲ青少年组焦虑症

状得分显著高于正常组，且差异具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ＡＲ青少年组抑郁症状得分高于正

常组青少年，然而两组差异有无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犘＝０．１３４）。与ＡＲ青少年焦虑情绪症状相关的生

活质量维度包括鼻部症状，其它问题和行为问题。结论　ＡＲ影响青少年生活质量和焦虑情绪症状，应

从健康整体观出发重视ＡＲ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犘犝２８１

舌下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依从性初步调查分析

王媛媛 肖玲 陈璐 张敏 杨玉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４０００１６

目的　初步探讨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患者舌下免疫治疗的依从性。方法　电话随

访调查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０１６年６月诊断明确的变应性鼻炎接受舌下免疫治疗的患者，根据开始免疫治

疗时间分为２组 （四个月之前患者为Ａ组，四个月之内者为Ｂ组），了解患者舌下免疫治疗坚持情况及

自行终止治疗原因，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卡方检验比较两组差异。结果　①Ａ组共记录９１人，成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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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人，失访率为２８．６％ （２６／９１）；Ｂ组共记录６７人，成功随访４１人，失访率为３８．８％ （２６／６７），两

组失访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２ 值＝２．２２８，犘＝０．１３６）。失访患者中２８．８％ （１５／５２）联系方式改变，

２５．０％ （１３／５２）拒绝回访调查，余４６．２％ （２４／５２）多次电话无人接听。②Ａ组坚持舌下免疫治疗的

依从率为２９．２％ （１９／６５），自行终止率为７０．８％ （４６／６５）；Ｂ组坚持舌下免疫治疗的依从率为６１．０％

（２５／４１），自行终止率为３９．０％ （１６／４１），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
２ 值＝２０．６８７，犘＝

０．０００）。③４４名坚持治疗患者认为疗效较满意故坚持治疗。自行终止原因：症状好转认为已治愈占

３０．６％ （１９／６２）、疗效不显著占２７．４％ （１７／６２）、疗程长难以坚持占１４．５％ （９／６２），外出、价格昂贵

等各种原因占２７．４％ （１７／６２）。有８４．９％ （９０／１０６）的患者希望ＡＲ能彻底治愈，约１３．２％ （１４／１０６）

的患者认为ＡＲ无需脱敏治疗。有７７．４％ （８２／１０６）的患者对ＡＲ的相关伴发疾病完全不了解。结论

　ＡＲ患者对ＡＲ及其相关伴发疾病认识不足，舌下免疫治疗患者失访率高，依从性低，并且治疗时间

越长，依从性越低。建立ＡＲ专病门诊，加强患者教育，提高患者依从性势在必行。

犘犝２８２

妊娠期妇女变应性鼻炎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

田腾飞 袁倩 叶菁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３３０００６

目的　探讨变应性鼻炎患者妊娠期接受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分析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接受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的女性患者２０例，其中１０例为特异性免疫治疗维持阶段发生妊

娠的变应性鼻炎患者，１０例为随机选取的对照组患者，其变应原检测均为单纯尘螨阳性，均接受变应

原的特异性免疫治疗。通过症状评分、不良反应分级评价、变应性鼻炎妊娠期患者和出生子女健康状况

评价妊娠期妇女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结果　接受１年特异性免疫治疗后，两组患者症状

总评分 （４．６０±１．２６）、（４．４０±１．０７）均较治疗前 （７．９０±０．７４）、（８．００±１．０５）明显减少。在剂量维

持阶段，两组分别均进行了９０次注射，妊娠组和对照组均有１例患者出现１次全身不良发应，不良反

应发生率均为１．１１％；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妊娠组患者妊娠期常规体

检正常，８例妊娠组患者分娩后，所有出生胎儿无早产及畸形，出生子女健康状况无异常。结论　目前

观察结果表明，妊娠期患者接受特异性免疫治疗可以明显改善症状，对孕妇和胎儿无不良影响，具有良

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但还需要做更多的深入细致的研究。

犘犝２８３

变应性鼻炎患者外周血犜犛犔犘的测定及临床意义

刘瑞玲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１０２６７６

目的　检测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 （ＴＳＬＰ）在变应性鼻炎 （ＡＲ）患者外周血中的表达，探讨

ＴＳＬＰ在变应性鼻炎发病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７０例变应性鼻

炎患者及５０例健康者外周血ＴＳＬＰ表达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变应性鼻炎患者的外周血ＴＳＬＰ表达明

显升高结论　ＴＳＬＰ在变应性鼻炎的发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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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犝２８４

花粉阻隔剂治疗变应性鼻炎患儿利氏区鼻出血的疗效分析

滕尧树 李勇 曹晓林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３１０００６

目的　探讨花粉阻隔剂在治疗变应性鼻炎患儿利氏区糜烂出血中的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科门诊诊治的１１６例变应性鼻炎患儿利氏区鼻出血病例的临床资料，根据

治疗方法不同将患儿分为金霉素眼膏组 （狀＝３５）、液氮冷冻＋金霉素眼膏＋口服抗组胺药组 （狀＝３８）

和泰斯花粉阻隔剂组 （狀＝４３），治疗１个月后评估鼻腔利氏区黏膜糜烂面的愈合情况及鼻出血复发率。

结果　治疗１个月后，花粉阻隔剂组的鼻腔Ｌｉｔｔｌｅ区黏膜糜烂面愈合率和鼻出血复发率分别为８８．４％

（３８／４３）和１６．３％ （７／４３），与金霉素眼膏组 （愈合率和鼻出血复发率分别为６０．０％ ［２１／３５］和

４８．６％ ［１７、３５］）相比，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Ｐ均＜０．０５），但与液氮冷冻＋金霉素眼膏＋口服抗

组胺药组 （愈合率和鼻出血复发率为８４．２％ ［３２／３８］和１３．２％ ［５／３８］）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均＞０．０５）。结论　花粉阻隔剂治疗变应性鼻炎患儿鼻腔利氏区糜烂出血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且治疗

方法简单，易于操作。

犘犝２８５

南京地区变应性鼻炎患者诊治现状调查

朱鲁平１程雷２

１．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２．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调查南京及周边地区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患者的变应原谱及患者既往诊治

状况，剖析ＡＲ的临床诊疗中的存在的问题，增进疗效。方法　对在门诊就诊的鼻炎患者，经ＳＰＴ确

诊为ＡＲ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共计７８１名ＡＲ患者参加了问卷调查。其中，中重度持续性ＡＲ

患者５２２例，中重度间歇性１９２例；轻度持续性２６例，轻度间歇性４１例。除去部分既往确诊患者，共

７５０名患者进行了ＳＰＴ，变应原阳性百分比为：屋尘螨８７．９％，粉尘螨８６．３％；热带螨６６．４％，动物

皮屑３５．７％，交链孢霉菌１９．２％，大豚草１６．５％，艾蒿１５．５％。有７７７名患者接受了既往过敏性疾病

病史和家族史调查。有３１０例患者有家族性类似过敏性疾病史。共２８０名 （３６．０％）患者既往伴发过敏

性疾病，其中，患哮喘者７６例 （１４．８％），患特异性皮炎或湿疹的８０例 （１５．６％），患过敏性结膜炎者

３４例 （５．５％），既往有药物过敏史者６８例 （８．８％），有食物过敏史者４７例 （６％）。有７５５例患者接

受了既往ＡＲ用药情况调查，２１９例 （２９．０％）患者表示未曾接受过药物治疗，５３６例 （７１．０％）患者

曾接受药物治疗。其中，３４９例患者 （６５．１％）在有鼻部症状时每天用药治疗，症状好转后停药；１１２

例患者 （２０．９％）仅在症状严重需要用药时断续用药；７５例患者 （１４．０％）一年中几乎连续每天用药。

４９４例患者接受既往使用药物调查。其中，２９３例 （５９．３％）患者既往使用过鼻用糖皮质激素，２２６例

（４５．７％）患者既往使用口服 Ｈ１受体拮抗剂，５４例 （１０．９％）患者既往使用过口服白三烯受体拮抗

剂，５３例 （１０．７％）患者既往使用过鼻用减充血剂；２９例 （５．９％）既往曾使用吸入皮质类固醇激

素，５１例 （１０．３％）患者曾进行免疫治疗。有５１２例患者接受了药物疗效自评：１６６例 （３２．４％）患者

认为药物疗效很好，鼻部症状消失；２２１例 （４３．２％）患者认为药物疗效尚可，鼻部症状控制；１１４例

（２２．３％）患者认为药物疗效差，鼻部症状仍持续，１１例 （２．１％）患者认为药物无疗效，鼻部症状加

—６９４—



重。结论　因缺乏规范用药指导或患者对疾病的认知限制，ＡＲ的治疗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用药情况，部

分患者疗效不佳，提示临床专科医师需加强患者用药指导，患者知识普有待进一步提高。

犘犝２８６

慢性鼻窦炎伴和不伴鼻息肉患者血清炎症细胞和炎症介质的差异分析

朱鲁平１程雷２

１．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２．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检测慢性鼻窦炎伴和不伴鼻息肉患者血浆炎症细胞和Ｔｈ１和Ｔｈ２类细胞因子的含量，探讨

这些炎症细胞和炎症介质与鼻窦炎伴或不伴鼻息肉发病的联系。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ＥＬＩＳＡ）

检测５９例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和６１例不伴鼻息肉患者的血清ＩＦＮγ、ＴＮＦａ、ＩＬ１β、ＩＬ２、ＩＬ４

、ＩＬ５、ＩＬ６、ＩＬ８、ＩＬ１０、ＩＬ１２ｐ７０的浓度；采用细胞计数仪检测中性粒细胞数和嗜酸性粒细胞数。

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两组患者血清细胞因子的差异进行统计学比较。结果　１、鼻窦炎伴鼻息肉组患者

表现为较高的的血浆嗜酸性粒细胞水平 （犘＜０．０５），两者中性粒细胞水平无显著性差异 （犘＞０．０５）。

２、慢性鼻窦炎不伴鼻息肉组表现Ｔｈ１类极化状态，其血清Ｔｈ１类细胞因子ＩＦＮγ （犘＜０．０５）、ＴＮＦ

（犘＝０．０６）水平较之伴鼻息肉组水平明显升高；鼻窦炎不伴鼻息肉组患者的嗜中性粒细胞相关的细胞

因子ＩＬ８水平明显升高 （犘＜０．０５）。两组的血清ＩＬ１、ＩＬ２、ＩＬ４、ＩＬ６、ＩＬ１０、ＩＬ１２ｐ７０水平未见

明显差异 （犘＞０．０５）。３、相关性分析显示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的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和ＩＬ５水平有相

关性，相关系数０．３７８ （犘＜０．０１）。结论　慢性鼻窦炎伴和不伴鼻息肉有不同的细胞因子谱的改变，

Ｔｈ１和Ｔｈ２类细胞因子的平衡失调与鼻息肉的发生发展有关，可能在疾病发展和转归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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