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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临床研究

陈洁

【 摘要 】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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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佩华

探讨不同治疗方案对学龄期中度持续性支气管哮喘患儿的临床疗效。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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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108 例学龄期中度持续性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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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治疗 方案对学龄期中度
持续性支气管哮喘患儿的临床
疗效对比

喘患儿按照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EOS）和百分比是否正常分为 EOS 增多组 63 例和 EOS 正常组 45 例，再将两组患儿按照治疗
方案的差异分为糖皮质激素（ICS）+β2 受体激动剂（LABA）和 ICS+ 白三烯受体拮抗剂（LTRA）亚组。ICS+LABA 亚组使用沙美特罗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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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松气雾剂，应用带口含器的储物罐吸入，每次 1 吸，2 次 /d。ICS+LTRA 亚组使用丙酸氟替卡松吸入气雾剂，应用带口含器的储物罐
吸入，每次 1 吸，2 次 /d，并嚼服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5mg/ 次，1 次 /d。比较两组患儿应用不同方案治疗前和治疗 12 周后日间哮喘评
分、夜间哮喘评分、儿童哮喘测试（C-ACT）评分、血清半胱氨酸白三烯（CysLTs）、IL-5 水平、肺功能指标的变化。 结果

两组患儿无

论用何种方案，治疗后日间哮喘评分、夜间哮喘评分、C-ACT 评分、
血清 CysLTs、IL-5 水平和肺功能指标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均 P＜
0.05）。EOS 增多组中 ICS+LTRA 亚组夜间哮喘评分、C-ACT 评分、血清 CysLTs、IL-5 水平、用力肺活量、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的改
善幅度显著大于 ICS+LABA 亚组 （均 P＜0.05）。EOS 正常组中两亚组上述各指标的改善幅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 ＞
对于外周血 EOS 增多的哮喘患儿，ICS+LTRA 方案较 ICS+LABA 方案更有利于哮喘的控制；对于外周血 EOS 正常

址

0.05）。 结论

的患儿，两种治疗方案均可应用。
学龄期儿童

糖皮质激素

β2 受体激动剂

白三烯受体拮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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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icacy of different treatment regimens for school-age children with moderate persistent asthma
China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different treatment regimens for moderate persistent bronchial

网

【 Abstract 】 Objective

asthma in school-age children.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ight school-age children with moderate persistent asthma were

divided into EOS increased group (n=63) and EOS normal group (n=45) according to the peripheral blood eosinophil (EOS)

》

count.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ICS+LABA or ICS + LTRA.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 the daytime asthma score,
nocturnal asthma score, C-ACT score, pulmonary function, serum cysteinyl leukotrienes(CysLTs) and interleukin -5 (IL-5) levels

学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daytime asthma score, nocturnal asthma score, C-ACT score, lung

function and serum CysLTs and IL-5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both groups after treatment (all P＜0.05). For EOS
increased group the nocturnal asthma score, C-ACT score, 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FEV1), serum

医

CysLTs and IL-5 levels in ICS+LTRA sub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ICS + LABA subgroup(all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bove indexes in the two subgroups of EOS normal group (all P ＞
Conclusion

江

0.05).

For asthma children with increased EO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the ICS+LTRA regimen is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ICS+LABA regimen in asthma control; while for those with peripheral blood EOS normal, both treatment options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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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a 2 receptor agonist

Leukotriene

2008 版 《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
（以下

简称《指南》
）建议，逸5 岁儿童哮喘的长期治疗方案中，
中度持续性哮喘（第 3 级）的控制药物可选择低剂量吸

入性糖皮质激素（ICS）联合长效 茁2 受体激动剂（L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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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初步统计结果显示，部分应用 ICS+LABA 方案治疗

效果不理想的患儿，尤其是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

（EOS）增多者，采用 ICS+LTRA 方案可能获得更大的收
益，
但是目前国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报道较少。因此，为

平的变化。肺功能的检测由本院肺功能检查室同一位检

查人员完成，观察指标包括用力肺活量（FVC）、第 1 秒
用力呼气容积（FEV1）、用力呼气 25%肺活量时的呼气

m

发现，患儿对这两种治疗方案的应答反应并不完全相

血，外送检测血清半胱氨酸白三烯（CysLTs）和 IL-5 水

流 速（FEF25）、用 力 呼 气 50% 肺 活 量 时 的 呼 气 流 速

（FEF50）。

了进一步验证该结论，本研究对比了中度持续性哮喘患

1.4

效，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现 2 次或 2 次以上短暂的哮喘相关症状计 2 分，日间经

分，日间出现 1 次短暂的哮喘相关症状计 1 分，日间出

纳入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本院收治

何症状计 0 分，夜间由于哮喘相关症状醒来 1 次或早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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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日间哮喘评分：日间无任何症状计 0

常出现哮喘相关症状计 3 分。夜间哮喘评分：夜间无任

1 对象和方法
1.1

评分标准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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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中 EOS 增多者和正常者应用不同治疗方案的临床疗

计 1 分，夜间由于哮喘相关症状醒来 2 次或 2 次以上计

的学龄期中度持续性哮喘患儿 108 例，男 62 例，女 46

2 分，夜间由于哮喘相关症状多次醒来计 3 分。C-ACT

（1.03依0.60） 年。诊断标准和病情严重程度均参照 《指

患儿独自完成，若患儿无法独自完成，可由专业医护人

南》。排除标准：
（1）合并有严重心、
肝、肾功能不全及其

问卷包括 7 个问题，其中 1耀4 题采用 0耀3 分评分法，由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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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6~14（7.24依2.35）岁；病程 3 个月~4 年，平均

员帮助其阅读和理解后由患儿自己进行回答；5耀7 题采

他肺部疾病者；
（2）入组前 4 周内诊断过急性上呼吸道

用 0耀5 分评分法，由家长完成；总分 27 分，臆19 分为未

无法配合检查或问卷回答可信度较低者。患儿入院后检

1.5 统计学处理

感染者及使用过全身激素和免疫治疗者；
（3）依从性差，
查血常规，外周血 EOS 参考范围：EOS（0.05~0.3）伊10 /L

得到妥善控制，逸20 分为控制良好。

以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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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常，EOS 百分比 0.5%~5.0%为正常。按照外周血

地

EOS 和百分比是否正常，将两者均升高的 63 例患儿纳
入 EOS 增多组，
将两者均正常的 45 例患儿纳入 EOS 正

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

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例；平均年龄（7.15依2.10）岁；平均病程（1.06依0.53）年；

日间哮喘评分、夜间哮喘评分和 C-ACT 评分均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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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组。再将两组患儿按照治疗方案的差异分为 ICS+

网

LABA 和 ICS+LTRA 亚组。EOS 增多组男 36 例，女 27

两组患儿应用不同方案治疗前后哮喘症状和 C-

ACT 评分的变化

两组患儿无论用何种方案，治疗后

ICS+LABA 亚组 33 例，ICS+LTRA 亚组 30 例。EOS 正常

前显著改善（均 P＜0.01）。EOS 增多组中 ICS+LTRA 亚

（1.03依0.64） 年；ICS+LABA 亚组 24 例，ICS+LTRA 亚组

ICS+LABA 亚组（均 P＜0.05）。EOS 正常组中两亚组日

》

组男 26 例，
女 19 例；
平均年龄（7.29依2.48）岁；平均病程

21 例。两组患儿性别、年龄、病程和分组比较差异均无
1.2.1

治疗方案

ICS+LABA 方案

医

1.2

学

统计学意义（均 P ＞0.05）。

沙美特罗替卡松气雾剂 （1 吸

含 50滋g 沙美特罗和 100滋g 丙酸氟替卡松），应用带口

江

含器的储物罐吸入，每次 1 吸，2 次/d。

1.2.2

ICS+LTRA 方案

丙酸氟替卡松吸入气雾剂（1

吸含 125滋g 丙酸氟替卡松），应用带口含器的储物罐吸

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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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联合白三烯受体拮抗剂（LTRA）[1]。在临床治疗中笔者

入，
每次 1 吸，
2 次/d，
并嚼服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5mg/次，

1 次/d。

1.3

观察指标

比较 EOS 增多组和 EOS 正常组患儿

应用 ICS+LABA 和 ICS+LTRA 方案治疗前和治疗 12 周

后日间哮喘评分、
夜间哮喘评分、
儿童哮喘测试（C-ACT）
评分、肺功能指标的变化，同时采集两组患儿空腹静脉

组夜间哮喘评分和 C-ACT 评分的改善幅度显著大于

间哮喘评分、夜间哮喘评分和 C-ACT 评分的改善幅度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
见表 1。
2.2

两组患儿应用不同方案治疗前后血清 CysLTs 和

IL-5 水平的变化

两组患儿无论用何种方案，治疗后

血清 CysLTs 和 IL-5 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均 P＜
0.01）。EOS 增多组中 ICS+LTRA 亚组血清 CysLTs 和

IL-5 的改善幅度显著大于 ICS+LABA 亚组（均 P＜0.05）。
EOS 正常组中两亚组血清 CysLTs 和 IL-5 的改善幅度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
见表 2。
2.3

两组患儿应用不同方案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比较

两组患儿无论用何种方案，治疗后 FVC、FEV1、
FEF25
和 FEF50 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均 P＜0.05）。EOS

增多组中 ICS+LTRA 亚组 FVC 和 FEV1 的改善幅度显

著大于 ICS+LABA 亚组（均 P＜0.05）。EOS 正常组中两
窑153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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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儿应用不同方案治疗前后哮喘症状和 C-ACT 评分比较（分）
夜间哮喘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C-ACT 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25.41±2.54*△

m

日间哮喘评分

n

组别

ICS+LABA

33

1.75±0.54

0.32±0.11*

1.36±0.44

0.18±0.08*△

16.24±2.10

ICS+LTRA

30

1.73±0.65

0.28±0.12

*

1.37±0.50

0.14±0.06

*

16.19±2.41

ICS+LABA

24

1.86±0.56

0.22±0.10*

1.43±0.46

0.15±0.07*

16.30±2.31

ICS+LTRA

21

1.89±0.41

0.23±0.13

1.44±0.47

0.13±0.08

16.27±3.0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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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S 增多组

23.80±2.47*

EOS 正常组
*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1；与 ICS+LTRA 治疗后比较，△P＜0.05

IL-5（ng/L）

3 讨论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同 2008 版《指南》类似，最新的 2016 版《指南》[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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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sLTs（滋g/L）

治疗前

EOS 增多组
ICS+LABA 33 78.24±5.10 50.23±8.52

*△

580.24±40.25 340.51±32.56

*△

ICS+LTRA 30 79.04±6.15 45.25±8.12* 583.55±40.16 320.23±43.62*
EOS 正常组
ICS+LABA 24 74.23±4.12 49.22±5.23* 568.42±50.15 335.14±34.67
ICS+LTRA 21 73.67±5.10 46.34±5.62

*

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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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均 P ＞0.05），
见表 3。

IL-5 水平比较
n

24.64±3.01*

亚组各肺功能指标的改善幅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表 2 两组患儿应用不同方案治疗前后血清 CysLTs 和

组别

24.87±2.60*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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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10±52.31 330.35±37.34

*

性哮喘的控制药物可选择低剂量 ICS+LABA 或低剂量
ICS+LRTA，其中前者为优选方案。由于本研究启动时

2016 版《指南》尚未正式发布，因此笔者所参照的诊断
和治疗方案仍以 2008 版为准。学龄期是指 6~7 岁入小

址

*
注：
与治疗前比较，
P＜0.01；
与 ICS+LTRA 治疗后比较，△P＜0.05

也建议，逸6 岁儿童哮喘的长期治疗方案中，中度持续

FVC（L）

FEV（L）
1

FEF25（L/s）

FEF50（L/s）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1.45±0.20 1.76±0.26**△

1.96±0.31

2.15±0.34*

1.87±0.30

2.06±0.45*

2.06±0.20**

1.42±0.23 1.91±0.29**

1.97±0.40

2.18±0.35*

1.86±0.28

2.05±0.43*

治疗前

治疗后

1.95±0.15**△

治疗前

站

n

组别

地

表 3 两组患儿应用不同方案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比较

治疗后

ICS+LABA

33

1.56±0.14

ICS+LTRA

30

1.58±0.19

ICS+LABA

24

1.62±0.21

网

EOS 增多组

2.10±0.23**

1.50±0.18 1.96±0.23**

2.13±0.32

2.30±0.23*

2.02±0.25

2.17±0.21*

ICS+LTRA

21

1.63±0.28

2.06±0.25**

1.52±0.20 1.95±0.24**

2.15±0.26

2.31±0.24*

2.03±0.23

2.20±0.30*

》

EOS 正常组

学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P＜0.01；与 ICS+LTRA 治疗后比较，△P＜0.05

医

学起至 12~14 岁进入青春期为止的一个年龄段，该时期

生，无论是轻度还是中重度哮喘，这一炎症状态均持续

于十分关键的阶段，如果哮喘患儿气道慢性炎症长期存

存在。针对这些炎性反应的抗炎治疗是哮喘治疗方案中

江

的儿童生长发育仍处于特殊时期，且智力和心理发育处
在，可能导致其出现气道重塑，引发喘息、呼吸困难、咳

的关键。ICS 是儿童哮喘最为有效的抗炎药物，可有效

嗽等呼吸系统症状，且这些症状会反复发生，影响生活

改善肺功能，缓解临床症状，但是单药治疗哮喘的控制

[3]

和学习，严重者可影响机体各方面的发育 ，因此，该时

情况仍不理想，且随着剂量不断增大，疗效增加的速度

期哮喘患儿的治疗同样十分重要。另外，
本研究中所用

反而减慢，药物不良反应更为明显，这与患者依从性差、

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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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4-5]，而这些不同的因素都可导致慢性气道炎症的发

药物需要患儿配合使用带口含器的储物罐，检测指标中
包括肺功能和 C-ACT 评分，大多数学龄期儿童可以良
好地配合，
这样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吸入方法不正确等因素有关，也可能与传统 ICS 颗粒较

大，未能到达小气道缓解炎症有关，因此需要减少该药
剂量并联合其他药物来提高疗效，而不是增大 ICS 的剂

大多数研究认为哮喘的发生可能与机体免疫力、 量[6]。ICS+LABA 是最为常用的联合治疗方案，本研究所
内分泌水平、神经功能、精神状态、遗传与环境因素有
窑154窑

选用的是沙美特罗替卡松，其中沙美特罗是长效 LA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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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症状。另外，
沙美特罗还可有效提高丙酸氟替卡松

的抗炎活性，最终降低 ICS 的使用剂量，减少不良反应。
但是，笔者在临床工作中发现，有些患儿即使遵照

哮喘症状、炎性反应和肺功能。但 EOS 增多组中 ICS+

LTRA 亚组夜间哮喘评分、C-ACT 评分、血清 CysLTs、
IL-5 水平、FVC 和 FEV1 的改善幅度显著大于 ICS+LA原

m

者可有效抑制气道炎症反应，两者从不同作用途径缓解

说明《指南》中建议的这两种方案均可有效改善患儿的

BA 亚组，而 EOS 正常组中两亚组上述各指标的改善幅

.c
o

BA，
丙酸氟替卡松是 ICS，前者可扩张痉挛的小气道，后

医嘱长期、规律地吸入 ICS+LABA，哮喘症状仍然得不

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对于外周血 EOS 增多的

法完全抑制的炎性介质。目前已知，哮喘患儿的气道炎

案对其哮喘症状、炎性反应和肺功能的改善更为显著，

巴细胞、中性粒细胞等，
EOS 在哮喘患儿气道高反应性
的形成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被激活后可释放各种
细胞因子和毒性蛋白颗粒，气道上皮细胞受损并从黏膜
脱落，从而导致气道损伤[7]。李权恒等[8]研究发现部分哮
喘患儿外周血 EOS 水平较高，这可能与 EOS 凋亡与抗
凋亡机制失调有关。EOS 聚集在气道内，通过脱颗粒释
放白三烯，
而白三烯是一种可导致气道平滑肌收缩痉挛
和黏液大量分泌的炎性介质，可通过 IL-5 的作用促进

EOS 向气道迁徙并活化。CysLTs 是白三烯发挥生理作

用两种治疗方案对哮喘的控制作用相当，两种方案均可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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