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堡』Ｌ型盘查！！！！堡！Ｑ旦筮！！鲞筮！！塑鱼！也』旦！ｉ堕！：Ｑ！！！！竺！！！！：ｙ！！：！！：盟！：！Ｑ

７４１·

．呼吸疾病研究．

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治疗螨过敏性哮喘
患儿的长期疗效
田曼

陆悦倩王屿

【摘要】

姜艳荷赵德育

目的观察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ｓｕｂｌｉｎｇｕａｌ 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ＬＩＴ）在治疗期间及停药

后１年对过敏性哮喘患儿的疗效。方法开放、回顾性研究。选择２００９年５月至８月在南京医科大
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就诊的主要对尘螨［粉尘螨和（或）户尘螨］过敏的轻、中度过敏性哮喘患
儿８０例，年龄４—１４岁。所有患儿人组时（基线）均已接受抗哮喘药物治疗３个月。分组：（１）ＳＬＩＴ
组３９例，抗哮喘药物治疗的同时，采用ＳＬＩＴ ２年，停止ＳＬＩＴ后再随访１年，共随访３年；（２）药物组
４１例，仅采用抗哮喘药物治疗，随访３年。比较ＳＬＩＴ组和药物组在基线，治疗第２年结束时、第３年
结束时（停止ＳＬＩＴ １年时）的哮喘症状评分、用药评分、停药例数、人组前１年、治疗第３年哮喘急性
发作频率。结果

（１）症状评分：ＳＬＩＴ ２年结束时，ＳＬＩＴ组患儿哮喘１３间症状评分低于药物组

（０．１８±０．０６，０．９３±０．１２，Ｚ＝一４．８７３，Ｐ＜０．０５），夜间症状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停止ＳＬＩＴ １年
时，ＳＬＩＴ组患儿哮喘日问症状评分（０．１８±０．０６）和夜间症状评分（０．０５ ４－０．０４）均低于药物组（日问
１．４６±０．７２，夜间０．６６±０．１４，ｚ＝一５．０８２，一４．０１９，Ｐ均＜０．０５）。（２）用药评分和停药例数：ＳＬＩＴ
２年结束时和停止ＳＬＩＴ １年时，ＳＬＩＴ组用药评分（０．３１±０．０７和０．１７ ４－０．０６）均低于药物组（０．７５±
ｏ．１２和０．８７ ４－０．１７，Ｚ＝一２．８１３，一４．１０６，Ｐ均＜０．０５）；ＳＬＩＴ组停药例数（２０例，２９例）均多于药物
组（１０例，１３例）（ｘ２＝６．１６７，１４．５８１，Ｐ均＜０．０５）。（３）人组前１年两组哮喘急性发作频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治疗第３年（停止ＳＬＩＴ １年）间，ＳＬＩＴ组哮喘急性发作频率小于药物组（０．６９±１．２０，
１．２０

４－１．４４，Ｚ＝一１．９６８，Ｐ＜０．０５）。结论ＳＬＩＴ能明显改善哮喘的症状，减少药物使用和哮喘急性

发作，同时在停止ＳＬＩＴ后１年仍能保持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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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哮喘（ＡＳ）是一种常见慢性呼吸道炎症

浓度１００斗ｇ／ｍ１），每周１～７ ｄ依次服用１、２、３、４、

疾病。在我国各个地区变应原谱调查发现，尘螨是

６、８、１０滴。第４周至治疗结束服用４号（总蛋白浓

我国大部分地区引起过敏性哮喘的主要致敏原，常

度３３３¨ｇ／ｍ１），每次服用３滴。在治疗期间需接受
随访和复诊，疗程２年。停止ＳＬＩＴ后继续接受至少

见过敏患儿为同时对尘螨过敏的多重过敏患儿¨ｊ。
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ｓｕｂｌｉｎｇｕａｌ

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ＳＬＩＴ）广泛应用在儿童哮喘治疗中∽Ｊ。目前，ＳＬＩＴ

１年的跟踪随访。同时使用的药物治疗按照ＧＩＮＡ
的阶梯治疗方案进行升级或降级治疗。

治疗儿童过敏性哮喘疗效已有大量的报道，但ＳＬＩＴ

２．药物组患儿药物使用按照ＧＩＮＡ的阶梯治疗

疗程结束后患儿的长期效果评估的相关报道还比较

方案进行升级或降级治疗，对患儿进行至少３年的

匮乏。２００９年５月一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我们观察了ＳＬＩＴ

跟踪随访。药物范围同ＳＬＩＴ组。

长期疗效特别是ＳＬＩＴ停止后１年时的疗效，旨在为

三、疗效评估

临床粉尘螨ＳＬＩＴ提供有效证据。

回收两组患儿人组时的基本情况（作为基线

对象和方法

值）、治疗第２年结束回访时以及第３年结束（停止
ＳＬＩＴ

１年）回访时最近１个月的日记卡，记录哮喘日

一、临床资料

间症状、夜间症状以及药物使用量。记录入组前

选择自２００９年５月至８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

１年、治疗第３年哮喘急性发作频率。对于资料填

属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就诊的轻、中度过敏性哮喘

写不全的，医生回访时具体询问并记录。对所有结

患儿８０例，年龄４～１４岁［（６．７２±０．２６）岁］，其中

果进行评分，哮喘日间和夜间症状评分标准参考文

男５７例，女２３例，对尘螨［粉尘螨和（或）户尘螨］

献［３］（表１），用药评分标准参考ＷＡＯ评分方

过敏，所有患儿入组时均已给予抗哮喘药物治疗

案１４ Ｊ。药物限定范围排除因不同厂家药物质量不

（简称药物治疗）３个月。分为两组：（１）ＳＬＩＴ组

同对研究的干扰，药物评分：沙美特罗／氟替卡松每

３９例，其中男２７例，女１２例，年龄（７．１０±

吸５０斗ｇ／１００“ｇ（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３分，布地

２．３０）岁。药物治疗同时，第１—２年联合ＳＬＩＴ，第

奈德／福莫特罗每吸８０ ｔｚｇ／４．５“ｇ（阿斯利康制药

３年停止ＳＬＩＴ，仅药物治疗。（２）药物组４１例，其中
男３０例，女１１例，年龄（６．４０±２．２０）岁，仅采用药

有限公司）３分，氟替卡松每吸１２５ Ｉｘｇ（英国葛兰素

物治疗。两组均随访３年。哮喘的诊断和分级依据

药有限公司）２分，西替利嗪５ ｍｇ（英国葛兰素史克

２００８年儿童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旧Ｊ。

公司）１分、氯雷他定５ ｍｇ（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

史克公司）２分，布地奈德每吸１００ ｔｘｇ（阿斯利康制

二、治疗方案

南京亿华药业有限公司）１分、孟鲁斯特５ ｍｇ（默沙

１．ＳＬＩＴ组患儿使用舌下含服粉尘螨滴剂１～

东制药有限公司）１分。比较ＳＬＩＴ组和药物组人

４号（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服用方法：

组、第２年结束和第３年结束时（停止ＳＬＩＴ １年时）

将滴剂滴于舌下，含１～３ ｍｉｎ后吞咽，每日１次，固

的哮喘症状和用药评分，比较两组人组前１年和治

定时间用药。其中前１～３周服用递增剂量，第１周

疗第３年哮喘急性发作频率。

使用１号（总蛋白浓度１¨ｇ／ｍ１），第２周使用２号
（总蛋白浓度１０斗ｇ／ｍ１），第３周使用３号（总蛋白

万方数据

四、统计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 ２０．０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计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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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分数

哮喘日间和夜间症状评分

日间症状评分标准

夜间症状评分标准

表３

ＳＬＩＴ组和药物组在不同时间段每日用药
评分比较（面４－ｓ）

三、ＳＬＩＴ组和药物组停药例数比较
ＳＬＩＴ组３９例患儿和药物组４１例患儿全部使
料用例数（％）表示，比较卡方检验；计量资料数据

用抗哮喘的药物治疗。治疗第２年结束时，ＳＬＩＴ组

不成正态分布或者方差不齐时，组间比较采用非参

３９例中已有２０例（５１．３％）停止药物治疗，药物组

数检验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或者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组

４１例中有１０例（２４．４％）已停止药物治疗，两组比

内比较采用多个相关样本的Ｆｒｉｅｄｍａｎ检验。Ｐ＜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６．１６７，Ｐ＜０．０５）；治疗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第３年结束时，ＳＬＩＴ组已有２９例（７４．４％）停止药

结

物，药物组１３例（３１．７％）已停止药物，两组比较差

果

一、ＳＬＩＴ组与药物组哮喘症状评分比较

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１４．５８１，Ｐ＜０．０５）。
四、ＳＬＩＴ组和药物组哮喘急性发作频率比较

组内自身前后比较：治疗第２年结束时和治

入组前１年，ＳＬＩＴ组哮喘发作频率为（１．７４±

疗第３年结束时，ＳＬＩＴ组和药物组日间症状评分和

０．９９）次，药物组为（１．７１±１．２５）次，两组差异无统

夜间症状评分组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ＳＬＩＴ组

计学意义。治疗第３年期间，ＳＬＩＴ组３９例中有

Ｆ＝４８．５２，２７．９７，Ｐ＜均０．０５；药物组Ｆ＝８．７４，

２８例无急性发作，１例急性发作１次，５例急性发作

２０．３９，Ｐ＜均０．０５）。组间比较：入组（基线）时，

２次，４例急性发作３次，１例急性发作４次，发作频

ＳＬＩＴ组和药物组问比较哮喘日间症状评分和夜间

率为（０．６９±１．２０）次；药物组４１例中１９例无急性

症状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治疗第２年结束时，

发作，８例急性发作１次，６例急性发作２次，４例急

ＳＬＩＴ组的Ｅｌ间症状评分明显低于药物组，差异有统

性发作３次，３例急性发作４次，１例急性发作５次，

计学意义，夜问症状评分两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

发作频率为（１．２０±１．４４）次。两组急性发作频率

义；治疗第３年结束时，ＳＬＩＴ组的日夜症状评分和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一１．９６８，Ｐ＜０．０５）。

夜间症状评分均明显低于药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表２）。

二、ＳＬＩＴ组与药物组用药评分比较

讨

论

多项研究表明，ＳＬＩＴ对治疗尘螨诱发的过敏性

人组（基线）时，ＳＬＩＴ组和药物组用药评分差异

哮喘安全有效Ｋ’７ Ｊ。国内研究也肯定了ＳＬＩＴ有助于

均无统计学意义，治疗第２年结束时和治疗第３年

改善哮喘患儿的Ｅｔ间和夜间症状以及减少药物的使

结束时，ＳＬＩＴ组和药物组组内前后比较差异都有统

用哺ｊ。本研究结果表明，ＳＬＩＴ联合药物治疗对于哮

计学意义。治疗第２年、第３年结束时，ＳＬＩＴ组用

喘的控制效果优于单纯用控制哮喘的药物治疗，

药评分均明显低于药物组。ＳＬＩＴ组第３年结束时

ＳＬＩＴ组使用更少的药物就可以更好地控制哮喘的

用药评分虽低于治疗第３年结束时，但差异尚无统

症状，并且在ＳＬＩＴ停止后疗效持续存在。

计学意义（Ｚ＝一１．３４８，Ｐ＞０．０５）（表３）。
表２

ＳＬＩＴ组和药物组哮喘日间和夜间症状评分比较（元４－ｓ）

注：８Ｐ＜０．０５：ＳＬＩＴ：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后同）

万方数据

由于ＳＬＩＴ的长期疗效研究时间长，难度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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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循证医学等级较高的研究报道较少。２００６年

话疑问解答，保证了患儿较好的依从性。

Ｒｉｅｎｚｏ等一１的前瞻性研究显示，ＳＬＩＴ ４～５年结

本研究采用的变应原制剂是单一的粉尘螨滴

束时与停止ＳＬＩＴ后４～５年相比，哮喘患儿用药评

剂，由于粉尘螨和户尘螨的同源性很高，主要抗原交

分和停用抗哮喘药物例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叉反应性高达９０％以上Ｌ１ Ｊ，大部分尘螨过敏患者会

２０１０年Ｍａｒｏｇｎａ等。１ ０。对ＳＬＩＴ进行１５年的观察，每
年进行评估，研究显示经过４年ＳＬＩＴ，各种指标都

同时对两种尘螨都过敏。采用单一的尘螨脱敏，会

明显改善，此时停止ＳＬＩＴ继续观察，第５年到第

高［１２Ｉ，５３夕１，再考虑到旁观者效应¨３。，在临床当中区

１１年，改善仍然继续，逐渐加强，优于ＳＬＩＴ停止时，

分两种尘螨的意义并不大。

Ｄｉ

同时诱导另一种尘螨特异性阻断陛抗体ｓＩｇＧ４的升

然而第１２年到第１３年逐渐出现反弹，继续ＳＬＩＴ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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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治疗中心对其进行详细的管理，治疗初期提醒，电

（本文编辑：江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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