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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治疗学龄前与学龄期
儿童过敏性哮喘伴变应性鼻炎的疗效评估
陈实

王灵廖锋
【摘要】

曾霞邢琼波陈冰林小珍

目的评估标准化粉尘螨滴剂舌下含服特异性免疫治疗（ＳＬＩＴ）学龄前与学龄期儿童

对１２２例３～１４岁粉尘螨过敏的哮喘伴变应性鼻炎

过敏性哮喘伴变应性鼻炎的疗效差异。方法

患儿，按就诊年龄分为学龄前期组（≤６岁，５９例）和学龄期组（＞６岁，６３例），采用标准化粉尘螨滴
剂ＳＬＩＴ至少２年，并进行临床观察及随访研究。评估学龄前与学龄期组患儿免疫治疗前及治疗半
年、１年和２年的哮喘日间、夜间症状、鼻部症状评分以及用药评分变化。同时收集治疗期间出现的
不良反应事件。结果

ＳＬＩＴ半年、１年、２年后，学龄前期组患儿的哮喘日间症状评分（０．３

４－０．５、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与学龄期组患ＪＬ（Ｏ．３－，Ｉ－０．４、０．０ ４－０．１、Ｏ．０±０．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
一１．６８７、～０．６１３、０．０００，Ｐ均＞０．０５）；学龄前期组患儿的哮喘夜间症状评分（０．２±０．５、０．１
０．０

４－０．０）与学龄期组患ＪＬ（ｏ．２

４－０．４、０．１±０．３、０．０

４－０．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一０．４９６、

一０．４８６、０．０００，Ｐ均＞０．０５）；学龄前期组患儿的鼻炎症状评分（１．４
学龄期组患儿（１．３

４－０．９、０．５ ４－０．６、０．２

４－０．９、０．４±０．５、０．１

４－０．７、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３）与

４－０．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一０．３９４、一１．１６６、

一１．０７５，Ｐ均＞０．０５）；学龄前期组患儿的鼻炎用药评分（１．６±０．８、０．０
组患儿（１．７

４－０．３、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与学龄期

４－０．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一０．６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Ｐ均＞

０．０５）。２年ＳＬＩＴ后，学龄前与学龄期组患儿大部分不再使用哮喘控制药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
０．０００，Ｐ＞０．０５）。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总发生率７％，学龄前与学龄期患儿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ｘ２＝０．０００，Ｐ＞０．０５）；主要表现为轻度肠胃不适和皮疹，学龄前期组患儿以腹泻居多，未发生严重
不良事件。结论

学龄前与学龄期组粉尘螨过敏的哮喘伴变应性鼻炎患儿采用标准化粉尘螨滴剂

进行２年ＳＬＩＴ均能获得显著疗效；提示对年幼儿开展ＳＬＩＴ安全有效，并为ＳＬＩＴ的早期干预提供
依据。

【关键词】投药，舌下；免疫疗法；粉尘螨；哮喘；鼻炎，变应性，常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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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哮喘（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ａｓｔｈｍａ，ＡＳ）及变应性鼻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是常见的儿童呼吸道慢性疾
病，近１０年来由尘螨导致的过敏性哮喘和变应性鼻

Ａｓｔｈｍａ；

有限公司），血清ｓＩｇＥ检测，采用敏筛ｓＩｇＥ抗体检测
试剂盒。粉尘螨点刺（＋＋）或（＋＋）以上，血清粉

炎有明显上升趋势，已严重影ｎｌ句ＪＬ童的身心健康，同

尘螨ｓＩｇＥ水平２级或２级以上，合并或不合并其他
过敏原，患儿的症状、病史显示，其过敏症状与尘螨

时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Ｊ。变应原特异

具有临床相关性。（２）所有患儿均接受了至少２年

性免疫治疗被认为是目前惟一可能会改变变应性疾

的ＳＨＴ并辅以局部用糖皮质激素、抗白三烯类药物

病自然进程的治疗方法旧Ｊ。其常见给药途径有皮

或联合药物（如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人剂和布地奈

下注射特异性免疫治疗和舌下含服特异性免疫治疗

德福莫特罗粉吸入剂）等抗炎治疗，且随访资料完

（ｓｕｂｌｉｎｇｕａｌ 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Ｅｒｆ）。近年来ＳＬＩＴ作

整。（３）ＡＳ入选者均为非急性发作期的轻、中度患

为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的一种新型给药方式，大

儿，诊断及分级依据儿童哮喘防治常规（试行）［６ Ｊ，

量临床研究证实，ＳＬＩＴ对ＩｇＥ介导的Ｉ型过敏性疾
病安全有效，能预防新的过敏症发生”引。虽然国内

ＡＲ患儿诊断符合变应性鼻炎的诊断及疗效判定标
准一Ｊ。（４）患儿用药前经肺功能测定（ＦＥＶｌ≥

外文献对儿童ＳＬＩＴ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均有所报道，

７０％预计值或ＰＥＦ≥７０％个人最佳值）。

但关于小年龄与年长患儿之间疗效差异性的研究资

按就诊年龄将患儿分为（１）学龄前期组（≤６

料相对匮乏。２０１０年５月一２０１３年４月，我们总结

岁）和（２）学龄期组（＞６岁）。学龄前期组共５９

了１２２例ＡＳ伴ＡＲ患儿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哮

例，其中男４６例，女１３例，年龄（４．４±１．０）岁；学龄
期组患儿共６３例，其中男５０例，女１３例，年龄（９．８

喘防治中心采用标准化粉尘螨滴剂ＳＬＩＴ的疗效，并
对学龄前与学龄期组患儿之间疗效的差异性进行了
分析研究。

±２．１）岁。
二、治疗方案

对象和方法

采用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试剂产地：浙江我
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患儿进行ＳＬＩＴ。分为

一、研究对象

剂量递增期和维持期两个阶段。按说明书提供的用

选择２０１０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４月在海南省人民

药方案使用：第１、２、３周分别使用滴剂１号（１斗ｇ／

医院儿童哮喘防治中心收治的１２２例ＡＳ伴ＡＲ患

ｍ１）、２号（１０¨ｇ／Ｉｎｌ）、３号（１００斗ｇ／ｍ１）作为递增剂

儿作为研究对象，年龄３～１４岁，平均（７．２±３．２）

量，第１～７天按１、２、３、４、６、８、１０滴依次递增服

岁，其中男９６例，女２６例。４岁以下患儿的监护人
均被告知有关治疗的观察信息，同时签署了知情同

用；从第４周开始使用滴剂４号（３３３斗∥ｍ１）作为维
持剂量长期服用，每次３滴。直至疗程结束。具体

意书。患儿人组标准：（１）患儿在治疗前均进行了

用药方法为：患儿自行或在家长协助下将粉尘螨滴

皮肤点刺试验（试剂产地：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

剂滴于舌下，含服１～３ ｍｉｎ后吞咽，服药后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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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再饮水进食，每日１次，固定时间用药。

在ＳＬＩＴ的同时根据患儿的哮喘和鼻炎症状进

总分即为哮喘用药积分和鼻炎用药积分。
四、统计学分析

行相应临床药物的控制，哮喘长期控制药物的使用

采用ＳＰＳＳ 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

按照全球哮喘防治创议指南的阶梯治疗方案升级或

资料（男女比例）基线值不同组间的比较采用ｘ２检

降级治疗，鼻炎症状控制药物的使用按照变应性鼻

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值±标准差（面

炎及其对哮喘的影响指南进行阶梯治疗。

±ｓ）描述；组间基线比较采用两样本ｔ检验，组内及

治疗开始时建立患儿档案，每３个月进行１次
随访，记录每次随访的症状和用药情况。
三、评估指标

组问比较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症状积分和药物积分）也采用孟±Ｓ
表示，两独立样本的组间比较采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

根据就诊及随访记录，分别对患儿在ＳＬＩＴ开始

验或者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检验。所有组内比较均采

前（基线）、半年、１年和治疗结束（２年）时的哮喘症

用多个相关样本的Ｆｒｉｅｄｍａｎ非参数检验，其中组内

状（日间、夜间）、鼻部症状（喷嚏、流涕、鼻塞、鼻痒）

两两比较采用ｑ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

和症状控制药物进行评分，同时收集患儿用药期间

学意义。

出现的不良反应。
结

哮喘症状记分标准。８ Ｊ：（１）日间症状评分标准：

果

无症状计０分；少许症状，持续很短计１分；２次或２

一、学龄前与学龄期组患儿ＳＬＩＴ前基线评估

次以上很短的症状计２分；ｌ ｄ中较多时间有轻微症

在进行ＳＬＩＴ前，学龄前与学龄期组患儿哮喘日

状，但对生活和工作影响不大计３分；１ ｄ中较多时

间症状评分、哮喘夜间症状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间症状较重，对生活和工作有影响计４分；症状严

（Ｐ均＞０．０５），而学龄前期组患儿的哮喘用药积

重，不能工作及正常生活计５分。（２）夜间症状评

分低于学龄期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分标准：无症状计０分；醒来１次或早醒计１分；醒

（表１）；ＳＬＩＴ前两组患儿鼻炎症状积分、鼻炎用药

来２次，包括早醒计２分；醒来多次计３分；晚上不

积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表２）。

能入睡计４分。

鼻炎症状记分标准’９ Ｊ：（１）喷嚏：１次连续喷嚏

表１

学龄前与学龄期组患儿ＳＬＩＴ前后哮喘症状
评分与用药评分比较（分，ｘ±ｓ）

个数，＜３个：０分；３～５个：１分；６～１０个：２分；

≥１１个：３分。（２）流涕：每日擤鼻次数，无症状：０
分；≤４个：１分；５—９个：２分；≥１０个：３分。
（３）鼻塞：无症状：０分；有意识吸气时感觉：１分；间
歇性或交互性：２分；几乎全天用口呼吸：３分。（４）
鼻痒：无症状：０分；间断鼻痒：１分；蚁行感，但可忍

受：２分；蚁行感，难受：３分。上述４个鼻部症状评
分之和即为鼻炎症状积分。
药物评分标准参见世界变态反应组织工作组文
件，美国变态反应、哮喘与免疫学学会官方杂志

（（Ａｌｌｅｒｇｙ））关于舌下脱敏治疗的Ｉ临床推荐意见以及中
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鼻科学组制定的免疫治

注：８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６学龄期与学龄前相比，Ｐ＜０．０５

疗评分标准［１ ０。坦］：鼻用、口服抗组胺药均计１分，抗
白三烯类药物计１分，支气管扩张药物计１分，局部

二、学龄前与学龄期组患儿ＳＬＩＴ前后疗效比较

使用糖皮质激素（鼻用或吸人）计２分，口服糖皮质

与治疗前相比，学龄前和学龄期组患儿的哮喘

激素记３分。对于联合药物（如沙美特罗替卡松粉

Ｈ间症状评分、哮喘夜间症状评分、哮喘用药积分、

吸人剂和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粉吸人剂），考虑到同

鼻炎症状积分及鼻炎用药积分在治疗半年、１年、２

时含有激素和Ｂ２受体激动剂以及两者之间的协同

年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１，２）。

作用，此类药物计为３分。不同药物按药物说明书

学龄前期组的患儿，１年ＳＬＩＴ与治疗半年时比

的日均常用剂量作为标准单位参与上述计分。累计

较，哮喘日间症状评分、哮喘用药积分、鼻炎症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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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及鼻炎用药积分下降有统计学意义（ｑ值分别
为２．６６４、４．８９９、３．４４７、５．６９５，Ｐ值均＜０．０５）；２

对症治疗或调整剂量后消退。
讨

论

年治疗时的哮喘日、夜间症状评分、鼻炎症状积分以
及鼻炎用药积分与治疗１年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调查显示尘螨是海南地区过敏性哮喘患儿最重

意义（ｑ值分别为０．１８４、０．４２９、１．００７、０．０００，Ｐ值

要的优势过敏原，患儿对其敏感性（粉尘螨和户尘

均＞０．０５）。

螨的阳性率为８６％）比国内其他地区更高，因此，对
尘螨导致过敏性疾病的早期干预应引起足够重

表２学龄前与学龄期组患儿的ＳＬＩＴ前后
鼻炎症状与用药评分比较（分，露－－＋ｓ）

视‘１３］。２００４年ＷＨＯ已提出ＳＬＩＴ是过敏性哮喘、

变应性鼻炎等Ｉ型变态反应疾病的主要治疗方法之
一［１ ４｜。荟萃分析表明ＳＬＩＴ对３～１８岁儿童是有

效的㈣。
国内儿童ＳＬＩＴ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疗效尤其是
小年龄儿童的疗效广为关注。本研究将粉尘螨过敏
的１２２例３～１４岁过敏性哮喘伴变应性鼻炎年幼
儿分为小年龄组（学龄前期组）和年长组（学龄期
组），并依据同样的ＳＬＩＴ给药剂量和递增时间对两
注：４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组进行治疗。经过２年ＳＬＩＴ并联合症状控制药物
治疗后，小年龄组患儿的哮喘日间、夜间、鼻炎症状

学龄期组的患儿，１年ＳＬＩＴ与治疗半年时比

明显改善，症状评分明显降低，用药减少，用药评分

较，哮喘用药积分、鼻炎症状积分以及鼻炎用药积分

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标准化

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ｑ值分别为４．２０８、３．８４１、
６．０４２，Ｐ值均＜０．０５）；２年治疗时的哮喘日、夜间

粉尘螨滴剂ＳＬＩＴ对改善过敏性哮喘伴变应性鼻炎

症状评分、鼻炎症状积分以及鼻炎用药积分与治疗

效。我们还发现，学龄前与学龄期组患儿在接受

１年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ｑ值分别为０．０９０、

ＳＬＩＴ的第１年与半年相比，哮喘用药积分、鼻炎症

０．８１２、１．６４６、０．０００，Ｐ值均＞０．０５）。

状积分以及鼻炎用药积分均持续改善；而ＳＬＩＴ的第

小年龄组患儿的临床症状及减少用药具有良好疗

三、学龄前与学龄期组患儿ＳＬＩＴ疗效组间比较

２年与第１年相比，两组患儿哮喘日、夜间症状评

在各个治疗时间点，学龄前与学龄期组患儿的

分、鼻炎症状积分以及鼻炎用药积分虽然有一定的

哮喘日间、夜间症状评分、鼻炎症状积分和鼻炎用药

改善，但可能更多的是对于疗效的巩固或改善程度

积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值均＞０．０５）；在

减缓。此特点是否普遍存在还需要更多大样本长期

ＳＬＩＴ半年和１年时，学龄前期组患儿的哮喘用药积

的随访评估。

分均低于学龄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在治疗

国外文献对儿童ＳＬＩＴ的疗效已有较多报道，认

２年时，两组患儿大部分不再使用哮喘控制药物，组

为早期进行ＳＬＩＴ的效果会更好，但目前临床上考察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１，２）。

年龄对ＳＬＩＴ疗效影响的研究并不多，对儿童ＳＬＩＴ

四、不良反应

仍需长期、个体化的观察分析，以期获得更为客观严

在接受ＳＬＩＴ治疗的１２２例患儿中，未出现严重

谨而为准确的判断。故本研究在ＳＬＩＴ前、半年、１

不良反应，仅有９例（学龄前期组４例，学龄期组５

年以及２年将两组患儿进行疗效对比观察，发现学

例）报告了局部轻微不良反应。两组患儿产生的局

龄前与学龄期组患儿的哮喘日间、夜间症状评分在

部不良反应症状都很轻微，主要是腹泻等轻度胃肠

各个时间点均无明显差异，而两组患儿在治疗前哮

道反应、皮疹和口舌瘙痒。学龄前期患儿以腹泻居

喘用药积分基线不平，主要原因可能是学龄期儿童

多，其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学龄期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可使用计为３分的联合药物（如沙美特罗替卡松粉

学意义（ｘ２＝０．０００，Ｐ＞０．０５）。其中２例在治疗

吸人剂和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粉吸人剂），而这两种

过程中出现口舌瘙痒；４例出现轻度肠胃不适（３例

药物在学龄前期哮喘儿童中应用受到限制（沙美特

学龄前期组患儿腹泻），除１例需要对症治疗，其余

罗替卡松粉吸人剂适用年龄≥４岁，布地奈德福莫

均自行缓解；３例在初次服用４号药时出现皮疹，经

特罗粉吸入剂适用年龄≥６岁）。但经过２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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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ＬＩＴ，两组患儿大部分不再需要使用哮喘症状控制
药物，可以达到相同的疗效；另外，在各个治疗时间

点，两组患儿的变应性鼻炎症状积分和用药积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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