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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孟鲁司特钠对儿童咳嗽变异型哮喘(CVA)的临床疗效及其对患儿血清免疫球蛋白 E

（IgE）以及白介素-4（IL-4）的影响。方法 将2013年1月至2015年2月我院儿科收治的98例CVA患儿以数表法

随机分为观察组(n=49)与对照组(n=49)，对照组给予布地奈德气雾剂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孟鲁司特钠

治疗，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以及治疗前后患儿血清 IgE及 IL-4水平的变化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治疗

总有效率为95.9%（47/49），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7.3%(33/49)，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观察组患儿的咳嗽缓解

时间和咳嗽消失时间分别为(3.82±1.11) d和(6.46±1.38) d，均显著短于对照组的(6.02±1.14) d和(10.23±1.50) d，差异均

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后观察组 IgE为(148.2±43.5) KU/L，IL-4为(67.6±11.7) ng/mL，均显著低于治疗前的

(277.4±44.2) KU/L与(90.4±12.2) ng/mL，对照组治疗后IgE为(168.3±42.9) KU/L，IL-4为(75.4±12.1) ng/mL，均显著低

于治疗前的(278.3±43.6) KU/L与(91.0±12.4) ng/mL，且治疗后观察组的 IgE及 IL-4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孟鲁司特钠用于CVA患儿的治疗能够有效降低 IgE、IL-4水平，抑制Ⅰ型变态反

应，从而更加快速的缓解患儿临床症状，疗效确切，安全可靠，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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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s of montelukast in the treatment of cough variant asthma (CVA) and its influence on serum 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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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ntelukast in the treatment of effect cough variant asthma

(CVA) and its influence on serum immunoglobulin E (IgE) and interleukin-4 (IL-4). Methods A total of 98 children with

CVA, who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3 to February 2015, were randomly di-

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n=49) and the control group (n=49) according to digital tab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

ed with budesonide aerosol,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budesonide aerosol and montelukast. Then the clin-

ical effects and level changes of IgE and IL-4 were contrast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95.9% (47/49)]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67.3% (33/49)] (P<0.01). The

time of cough relief and disappearance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3.82±1.11) d, (6.46±1.38) d, respectively] were sig-

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6.02±1.14) d, (10.23±1.50) d, respectively] (P<0.01). In the observation,

the levels of IgE and IL-4 after the treatment [(148.2±43.5) KU/L, (67.6±11.7) ng/mL, respectivel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the treatment [(277.4±44.2) KU/L, (90.4±12.2) ng/mL, respectively] (P<0.01);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IgE and IL-4 after the treatment [(168.3±42.9) KU/L, (75.4±12.1) ng/mL, respectivel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

fore the treatment [(278.3±43.6) KU/L, (91.0±12.4) ng/mL, respectively] (P<0.01), and the levels of IgE and IL-4 of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Montelukast can effective-

ly reduce the level of IgE and IL-4, inhibit type Ⅰ allergic reaction, and more rapidly relie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Montelukast is effective, safe and reliable in the treatment of cough variant asthma, which is worth popul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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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变异型哮喘(Cough variant asthma，CVA)也称

为过敏性咳嗽、隐匿性哮喘或咳嗽性哮喘，以气道反应

性增高为疾病特点，实际也是哮喘的一种特殊类型。该

病在临床以长期反复咳嗽为主要表现，但缺乏典型的喘

息或肺部症状体征，是导致小儿慢性咳嗽的常见原因。

该病在小儿慢性咳嗽中占17%~40% [1-2]。近年来随着

饮食习惯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环境污染的加重，该病

发病率逐年增高。该病因不具备哮喘典型症状体征，

临床治疗中多迁延不愈，仅通过抗生素以及镇咳化痰

药物治疗，效果欠佳，极易导致误诊漏诊，严重危害患

儿身心健康 [3]。笔者采用孟鲁司特钠治疗 49 例 CVA

患儿，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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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儿科于 2013年 1月至

2015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CVA 患儿 98 例，其中男性 47

例，女性 51 例；年龄 3~13 岁，平均(7.2±5.3)岁；病程

2~12个月，平均(6.9±3.4)个月。所有患儿均根据《儿童

支气管哮喘诊断与治疗指南(试行)》中关于CVA的相

关诊断标准确诊为 CVA[4-8]：①无明显诱因的慢性咳

嗽，持续时间≥2个月，夜间与凌晨多见，可有变应原、

冷空气、物理及化学刺激接触史，也可与病毒性感冒、

运动等因素有关；②肺功能无异常，胸部X线片无明

显异常，查体无明显阳性体征，五官科检查无明显异

常；③运动试验或支气管激发试验与支气管舒张试验

均为阳性；④抗菌药物或镇咳化痰药物治疗无效，但

糖皮质激素或接触支气管痉挛药物治疗有效。除外

过敏性鼻炎以及其他过敏性疾病，所有患儿均无免疫

系统疾病病史，无血液系统疾病病史。本研究之前1周

内均无茶碱类药物、抗组胺药物以及β2受体激动剂使用

史。将上述患儿以数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每组49例，两组患儿在性别、年龄、病程、治疗情况方面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常规治疗 所有患儿入院前均停用白三

烯制剂、茶碱类药、抗组胺药物以及糖皮质激素等药

物≥1个月，入院后均给予常规对症支持治疗，同时按

需给予沙丁胺醇气雾剂(重庆科瑞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50020453)吸入治疗。

1.2.2 对照组 在上述常规治疗基础上，本组患儿

给予布地奈德气雾剂(普米克，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30410) 200 µg/次，每日2次，吸入治疗。

1.2.3 观察组 本组患儿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孟

鲁司特钠咀嚼片(顺尔宁，英国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

Merck Sharp＆Dohme Limited，进口药品注册证号：

J20070068)，3~5岁，4 mg；6~13岁，5 mg，每晚睡前嚼服。

1.3 观察指标

1.3.1 症状缓解时间 由患儿家长记录患儿夜

间-清晨时间段内的咳嗽情况，重点记录咳嗽次数减

少50%以上以及咳嗽消失的时间。

1.3.2 血清学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抽取

患儿空腹静脉血 3~5 mL，无菌干燥管保存，离心后将

血清置于-20℃冰箱冻存备用。采用雅培AXSYM免

疫分析仪、ELISA法检测血清 IgE及 IL-4，试剂盒均由

上海轩昊科技公司提供，机器操作均严格按照实际说

明书进行。

1.4 疗效判定标准[4-8] ①经上述治疗后患儿咳

嗽完全消失或偶有咳嗽，但可缓解为临床控制；②经

上述治疗患儿咳嗽次数明显减少或偶有咳嗽，但支

气管扩张剂治疗可缓解为显效；③经上述治疗患儿

咳嗽有缓解，但仍不能脱离支气管扩张剂为好转；

④经上述治疗后患儿咳嗽无明显改善，甚至较前加重

为无效。总有效率=(临床控制+显效+好转)/总例数×

100%。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样本

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

儿的总有效率为 95.9%，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67.3%，差

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2.2 两组患儿的症状缓解时间比较 治疗后观

察组患儿的咳嗽缓解时间及咳嗽消失时间均显著短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2.3 两组患儿的血清学指标比较 两组患儿治

疗前血清 IgE、IL-4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治疗后，两组患儿的 IgE、IL-4均显著降低，且治

疗后观察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或0.01)，见表3。

表2 两组患儿的临床症状缓解时间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n=49)

对照组(n=49)

t值
P值

咳嗽缓解时间(d)

3.82±1.11

6.02±1.14

9.678 6

0.000 0

咳嗽消失时间(d)

6.46±1.38

10.23±1.50

12.947 5

0.000 0

表3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血清学指标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IgE (KU/L)

治疗前

277.4±44.2

278.3±43.6

0.101 5

0.919 4

治疗后

148.2±43.5

168.3±42.9

2.303

0.023 4

t值
14.583 5

12.588 5

P值

0.000 0

0.000 0

IL-4 (ng/mL)

治疗前

90.4±12.2

91.0±12.4

0.241 4

0.809 7

治疗后

67.6±11.7

75.4±12.1

3.243 9

0.001 6

t值
9.441 8

6.302 9

P值

0.000 0

0.000 0

表 1 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例数

49

49

临床控制

24 (49.0)

15 (30.6)

3.449 8

0.063 3

显效

14 (28.6)

10 (20.4)

0.882 9

0.347 4

好转

9 (18.4)

8 (16.3)

0.071 2

0.789 6

无效

2 (4.1)

16 (32.7)

13.338 9

0.000 3

总有效

47 (95.9)

33 (67.3)

13.338 9

0.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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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关于CVA的发病机制，多数学者认为与支气管哮

喘极为相似，均为因包括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中

性粒细胞、T淋巴细胞等炎性细胞以及气道平滑肌细

胞、上皮细胞等气道结构细胞以及部分细胞组分等多

种细胞、细胞因子等因素共同参与的一种慢性气道炎

性疾病。同时认为，该病的发生发展与 IgE介导的Ⅰ

型变态反应存在密切关系[9-10]。IgE是介导Ⅰ型变态反

应的重要免疫球蛋白，该指标增高，标志着特应性反

应的增高，也是支气管哮喘的一个重要病理生理特

征。相关研究表明，呼吸道黏膜的B淋巴细胞能够产

生具有过敏原特性的 IgE，该物质可与由肥大细胞表

面产生的高亲和力与由嗜酸性粒细胞表面产生的低

亲和力受体结合，从而使气道黏膜的肥大细胞与嗜酸

性粒细胞激活，并能够使之释放炎性介质、脱颗粒物

质等，导致支气管痉挛、局部血管渗透性增加、气道炎

症反应，进而导致气道反应性增加，诱发哮喘发作[11]。

IL-4 是一种白细胞介素，是 B 淋巴细胞活化增

殖、产生 IgE过程中所必需的一个因素，该因子的异常

增高将造成 IgE产生过量，从而加重Ⅰ型变态反应，诱

发或加重CVA或支气管哮喘的发生或发作[12]。新近的

研究发现，辅助性T淋巴细胞TH亚群功能异常可能与

支气管哮喘以及CVA的发病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探讨

IgE、IL-4在CVA患儿中的变化将具有重要意义[13]。笔

者采用孟鲁司特钠对 49 例 CVA 患儿进行了治疗，并

与未使用孟鲁司特钠的 49 例患儿进行了疗效以及

IgE、IL-4 水平对比。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9% (47/49)，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67.3% (33/49) (P<

0.01)。说明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孟鲁司特钠将有

效提高患儿临床症状缓解的有效率。在临床症状缓

解或消失的时间比较中发现，观察组咳嗽缓解时间以

及咳嗽消失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P<0.01)，也就是

说，孟鲁司特钠将更加快速、有效的缓解患儿咳嗽症

状，加快咳嗽消失。两组患儿治疗前血清 IgE、IL-4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上述治疗，两组患

儿 IgE、IL-4均显著降低(P<0.01)，且治疗后观察组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P<0.05或P<0.01)。孟鲁司特钠是一种

选择性的白三烯受体拮抗剂，能够通过干扰半胱氨酰白

三烯多肽与半胱氨酰白三烯受体的结合而抑制气道平

滑肌中白三烯的活性，进而改善气道毛细血管通透性，

抑制嗜酸性粒细胞的浸润，同时扩张支气管，且能够对

气道局部的炎症反应以及气道高反应性起到有效的抑

制作用，进而可达到缓解患儿症状的治疗目的[14-15]。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孟鲁司特钠用于CVA患儿

的治疗能够有效降低 IgE、IL-4水平，抑制Ⅰ型变态反

应，从而更加快速的缓解患儿临床症状，疗效确切，安

全可靠，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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