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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对过敏性哮喘患儿 Th1/Th2细胞因子平衡的调控

张　娴(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 江苏苏北　225001)

[摘要 ]目的:探讨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SLIT)对过敏性哮喘患儿 T淋巴细胞表达 Th1/Th2细胞因子(IL-2、IL-4、IFN-γ)之间的平

衡以及血清 IgE水平调控的作用。方法:选择粉尘螨变应原皮试阳性的过敏性支气管哮喘患儿 95例作为观察对象 , 根据随机化

原则分为两组 ,使用 SLIT(粉尘螨滴剂)48例(治疗组),未使用 SLIT47例(对照组),在研究前 、后分别取血 ,测定 Th1、Th2细胞因

子 IFN-γ、IL-2、IL-4的表达及血清 IgE水平。 结果:SLIT疗程(1年)结束后 , 治疗组 Th1细胞因子 IFN-γ、IL-2表达分别增加了

30.76%、33.23%,而 Th2细胞因子 IL-4表达及血清 IgE的水平分别降低了 31.07%、33.60%;与对照组相比各种细胞因子表达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对于过敏性支气管哮喘 , 可显著纠正 Th1/Th2表达细胞因子功能的失衡 , 减轻

患者的变态反应性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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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oftheSLITinbalanceofTh1/Th2cytokinesandtheleveloftheserumIgEinchildrenwith

allergicasthma.Methods:68 childrenwithallergicasthmawhoshowedpositiveskinreactiontodermatophagoidesallergenskintestwere

selectedandrandomlydividedintoaSLITtreatmentgroupandacontrolgroup.TheSLITtreatmentgroupreceivedspecificimmunotherapy,

andthebloodofthetwogroupsweregatheredandtheexpressionleveloftheIFN-γ, IL-2, IL-4 intheTh1/Th2 weremeasuredbeforeand

aftertreatment, aswellastheleveloftheserumIgE.Results:TheexpressionlevelsofIFN-γ, IL-2 intheSLITtreatmentgroupwerein-

creasedby30.76% and33.23%, butthelevelsofIL-4, theserumIgEweredecreasedby31.07% and33.60%.Andcomparedwiththe

controlgroup, thereweresignificantdifferencesaftertreatmentinthetreatmentgroup.Conclusions:ThefunctionsofTh1 andTh2 cellof

cytokinesexpressionmayberebalancedafterthetreatmentwiththeSLITinthepatientswithallergicasthmacausedbydustm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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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气管哮喘是儿童最常见的变态反应性疾病 ,是

一种与 T细胞独特型细胞因子激活有关的免疫系统

紊乱 ,研究发现 , Th1/Th2细胞失衡与哮喘密切相关。

特异性免疫治疗(SIT)是 Ⅰ型变态反应性疾病(过敏

性支气管哮喘)治疗的有效途径 。临床上特异性免疫

治疗可显著改善支气管哮喘患者的气道高反应性及肺

功能 ,减轻哮喘症状及减少哮喘用药
[ 1]
。本研究以粉

尘螨变应原皮试阳性的过敏性哮喘患儿为研究对象 ,

旨在探讨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对哮喘患者外周血

Th1 /Th2细胞表达的影响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 2005年 2月至 2006年 7月哮喘门诊依

据 1998年全国儿科呼吸病会议修订标准与分度
[ 2]
确

诊为轻 、中度稳定期的哮喘病儿 95例 ,依据随机化原

则(随机数表)分为两组。治疗组 48例 ,其中男 25

例 ,女 23例 ,年龄(8.0±2.6)岁;对照组 47例 ,其中

男 24例 ,女 23例 ,年龄(7.8±2.5)岁。两组性别 、年

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76, P>0.05)。入
选病例符合以下标准

[ 3]
:(1)年龄 4 ～ 14岁;(2)典型

的常年性支气管哮喘的病史 ,伴或不伴过敏性鼻炎;

(3)粉尘螨提取物皮肤点刺试验阳性强度 >+++,

并剔除其他变应原≥++的病例;(4)轻 、中度稳定期

患儿 , FEV1≥80%预计值;(5)未规律使用吸入性糖皮

质激素 , 4周内未使用过全身性糖皮质激素(口服 、静
脉给药等), 1周内未吸入糖皮质激素 。排除标准:

(1)患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心血管病;(2)重度哮喘;

(3)过去曾使用粉尘螨提取液治疗。

1.2　方法

1.2.1　变应原皮试方法
[ 3]
　采用德国 Allergopharma

公司提供的变应原点刺液 20种 ,阳性对照液 、阴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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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液和一次性点刺针。阳性对照用组胺 ,阴性对照用

生理盐水。取患儿前臂曲侧面的皮肤作点刺 ,在皮试

后 15 ～ 20 min时观察皮肤点刺反应 ,测算大小 。

1.2.2　变应原皮试结果评价
[ 3, 4]
　以变应原及组胺

所致风团和红晕直径比而定其反应级别 ,风团和红晕

的大小 =(最小横径 d+最大横径 D)/2, d与 D成直

角 。皮肤指数(SI)=过敏原直径 /组胺直径 。 “0”为
阴性 , “ +”为 SI<0.5, “ ++”为 0.5 ≤SI<1.0,

“ +++”为 1.0≤SI<2.0, “ ++++”为 2.0 ≤Sl。

注意观察阴性对照有无反应 ,若阴性对照有反应 ,应在

点刺阳性直径中减去阴性直径 。

1.2.3　特异性免疫治疗方案　采用粉尘螨滴剂(我

武生物有限公司 ,商品名:畅迪)为脱敏药物。脱敏治

疗分为递增期及维持期两个阶段 ,递增期用药 3周 ,维

持期用药至少 2年 ,建议使用 3 ～ 5年(本研究观察时

间 12个月)。递增期使用 1号 、2号 、3号 ,维持期使用

4号 。按 1 ～ 4号顺次使用 。具体用药方法:滴于舌

下 ,含 1 ～ 3min后吞服 , 1次 /d,均于早饭前用药。对

于不能自行服药的儿童 ,由家长亲自将药物滴在患儿

舌下 ,并监督其含服 1 ～ 3 min,然后咽下 ,具体剂量按

说明书服用 。治疗过程中根据病情需要可合并使用短

效支气管扩张剂 、短效抗组胺药 、小剂量吸入性糖皮质

激素(≤200 μg/d),不使用白三烯受体拮抗剂。

1.2.4　血清 IL-2、IFN-γ、IL-4含量测定　在治疗前

及治疗后抽取静脉血 ,取血清 ,采用 ELISA方法 ,试剂

盒购自上海轩昊科技 (英国 Randox公司),按其说明

书进行操作 。

1.2.5　血清总 IgE含量测定 　采用双抗体夹心

ELISA法 。IgE免疫测定盒购自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
究所 ,操作步骤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

1.3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以  x±s表示 ,各值之间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的 t检验。使用统计软件 SPSS12.0进行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SLIT治疗组经粉尘螨滴剂治疗一年后 ,再次进行

变应原皮试 ,结果显示 88%的患儿点刺反应强度较前

有不同程度的减弱(+～ +++), 12%无明显改变。

经血清学检测发现 ,治疗前治疗组与对照组各细胞因

子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治疗

组 Th2表达的细胞因子 IL-4及 IgE水平显著下降 ,分

别减少了 31.07%、 33.60%, Th1表达的细胞因子

IFN-γ、IL-2水平显著增加 , 分别增加了 30.76%、

33.23%,与对照组比较各种细胞因子表达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 1。

表 1　脱敏治疗前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 x±s)

组别 例数 IL-2(μg/L) IL-4(μg/L) IFN-γ(ng/L) IgE(103 U/L)

治疗前
治疗组 48 2.498±1.101 6.816±2.253 139.845±55.521 12.122±6.025

对照组 47 2.668±1.032 6.042±2.187 136.101±47.948 10.858±5.650

t 1.683 1.722 1.396 1.942

P >0.05 >0.05 >0.05 >0.05

治疗后
治疗组 48 3.216±1.199 4.691±1.653 178.023±64.182 8.078±4.702

对照组 47 2.560±1.058 5.812±1.790 139.690±38.890 10.314±4.597

t 3.875 4.269 5.127 4.291

P <0.01 <0.01 <0.01 <0.01

3　讨论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 ,

受到遗传基因与环境变应原的双重作用 ,发病机制十

分复杂 。现认为哮喘发病与 Th1/Th2细胞功能紊乱

关系密切 ,变应原对特异性个体诱导高 Th2细胞因子
IL-4、 IL-5、IL-9等应答和低 Th1细胞因子 IL-2、IFN-γ

等应答 ,导致患儿 Th1/Th2分化和调控比例失衡;IL-4

被认为是起主导作用的因子 ,它诱导 IgE产生 ,导致了
IgE介导的速发性变态反应 , IL-4还能抑制 IL-2诱导

的外周淋巴细胞和 T细胞的增殖 , 从而抑制细胞免
疫

[ 5, 6]
。同时调节性 T细胞(Treg细胞)亚群在机体调

抑 Th1/Th2平衡中 ,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常是

以抑制方式调抑其他免疫活性细胞功能 ,主要包括
Th3、 Tr1、 Tr等

[ 7]
。

本次实验着重研究特异性免疫治疗对于 Th1/Th2

系统平衡的调控 。研究结果表明 ,舌下特异性免疫治
疗(SLIT)可使得过敏性哮喘患儿变应原皮试反应减

弱 ,其血清中 IgE及 IL-4的水平明显降低 , 而 IL-2、

IFN-γ水平显著增高 ,说明脱敏治疗使变应原特异性
应答从 Th2转移到 Th1,调节了 Th1 /Th2细胞之间的

平衡 ,从而降低了气道对变应原的特异性反应 ,提高其

反应阈值 ,减少了炎性细胞的浸润 ,抑制了肺部变态反
应性炎症的发生与恶化

[ 8, 9]
。

目前认为脱敏治疗的免疫机制 ,系持续用高剂量

的变应原治疗建立了外周 T细胞的特异性无反应性 ,

T细胞增殖和 T细胞的细胞因子活性受到抑制 ,同时
特异性 T细胞产生 IL-10增加 ,它以自分泌的方式抑

制 T细胞及特异性 IgE, 并增加 IgG4的产生 , 使

IgE∶IgG4比值下降 ,变应性炎症效应细胞的活化受
到抑制 ,细胞凋亡增加 。在成功的脱敏治疗中 ,无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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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T细胞受微环境中 IL-2和(或)IL-5的影响而恢复

产生 Th1细胞因子 INF-γ, 抑制 Th2细胞因子 IL-4、

IL-5,在特异质个体 IL-4可能重建 Th2细胞因子类型

并再度激活变态反应
[ 10]
。

特异性免疫治疗作为一种病因性治疗手段 , 已被

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所认识及应用 ,而 SLIT是近年来

提倡的针对过敏性哮喘的新疗法 ,粉尘螨滴剂即是一
种 SLIT制剂 ,它适用于粉尘螨过敏的过敏性哮喘等患

者 ,相对于皮下注射疗法 、舌下含服更安全 ,不良反应

轻微 ,治疗过程中未发现严重的全身不良反应及过敏

性休克 ,可进行长期的脱敏治疗 。该方法尤其适用于

儿童 ,一方面用药方便 ,给药方式温和 ,另一方面可避

免长期化学药物如激素 、抗生素等应用造成的不良影

响 ,特别是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 。由于粉尘螨滴剂

需长期使用 ,成本相对较高 ,但如与哮喘反复发作而经

常治疗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等相比 ,仍然有一定优势。

同时研究过敏性疾病的发生与多种病因有关 ,目前认

为先天因素可能占主导地位。尘螨过敏母亲通过对新

生儿 Th1/Th2平衡功能产生影响 ,使胎儿免疫细胞在

宫内可能已暴露于变应原并致敏 ,产生过敏原特异性

免疫记忆反应 ,从而导致宝宝患上过敏性疾病。孕前

脱敏 ,使患者与未来宝宝共同拥有健康快乐生活。还

发现 ,经过 1年 SLIT以后 , Th1 /Th2平衡失调有所纠

正 ,但相较正常儿童而言 , Th1 /Th2失衡仍然存在 ,说

明 SLIT一般应坚持 3 ～ 5年 ,这样可以使体内 IgE及
Th2细胞因子保持在持续低水平状态 ,以达到哮喘病

因治疗和病因预防的双重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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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儿科呼吸系统疾病学术会议 ”征文通知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 、《中华儿科杂志》编委会

将于 2008年 9月下旬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 “第十一届全国儿

科呼吸系统疾病学术会议” 。会议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进行

专题讲座 , 并评出会议优秀论文予以奖励。 会议同时还将对

2007年内发表的优秀儿科呼吸方面的论文进行奖励。现向全

国儿科医务人员征集会议稿件 ,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1.征文主要内容:(1)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原学和防治进

展研究;(2)儿童哮喘和过敏性鼻炎等呼吸系统变态反应性疾

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3)儿童呼吸系统真菌感染的诊断 、治疗

及对诊治指南制订的建议;(4)儿童结核病 、呼吸睡眠障碍和其

他儿科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经验;(5)呼吸系统影像学 、支气管

镜检 、肺功能测定等诊断技术的应用体会。

2.征文要求:(1)来稿必须未公开发表过;(2)来稿请寄全

文 1份(限 3 000～ 4 000字), 摘要一式两份(600 ～ 800字),应

包括目的 、方法 、结果 、结论四部分;并请加盖单位公章或附单

位介绍信;(3)被录用的文章将编入 “论文汇编”;参会者将颁

发论文证书并获国家Ⅰ类继续教育学分。

3.投稿方式:(1)邮寄投稿:A4纸 、小四号字 、隔行打印 ,信

封上注明 “呼吸年会征文”;稿件请寄:北京市东四西大街 42

号《中华儿科杂志》编辑部江澜收 , 邮编 100710。 (2)电子邮件

投稿:主题务必写明 “呼吸年会征文 ”, 电子邮箱:w-jianglan@

263.net,编辑部收到稿件后会给作者回复。 (3)邮寄投稿和电

子邮件投稿方式请任选其一 ,切勿重复投稿!

4.截稿时间:2008年 7月 31日(以邮戳为准)。

5.联系电话:江澜 010-85158218;姚开虎 010-68028401-

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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