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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一体”防治小儿过敏性鼻炎
—访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姚红兵教授
文/《妇儿健康导刊》特约撰稿

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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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过敏性疾病是一组由于机体免疫系统对环
境中典型无害物质产生的超敏反应性疾病，包括过
敏性鼻炎、特应性皮炎、过敏性哮喘、食物过敏、药物
过敏和过敏反应等。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姚红兵教授长期从事小儿先天
性疾病及过敏性疾病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工作，姚红
兵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了小儿过敏性疾病的主要
发病原因和危害，并指出小儿过敏性鼻炎（AR）等
小儿过敏性疾病的主要治疗策略是环境控制、药物
姚红兵教授做学术报告

治疗、免疫治疗和健康教育，可概括地形容为“防治
结合，四位一体”。

小儿 AR 危害大

体处于致敏状态，当机体再次吸入相同的过敏原时，
与 IgE 抗体结合导致肥大细胞与嗜碱粒细胞释放各

姚红兵教授首先介绍说，导致小儿过敏性疾病

种炎症介质，引起打喷嚏、流鼻涕、鼻痒等症状。从

的常见发病因素包括：一是遗传因素，过敏性疾病

这个发病机制上来看，导致小儿过敏性疾病发生的

为多基因遗传并与环境交互，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具

最主要原因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

有遗传倾向和遗传易感性，以 AR 为例，如果父母是

姚红兵教授说，小儿过敏性疾病涵盖的范围比

AR 患者，那么他们的孩子发生 AR 的概率要比其他

较广，涉及皮肤、消化道、呼吸道等。过敏性疾病的

人群高出三到四倍。二是环境因素，环境因素主要

发作有轻有重，轻者主要是产生一些局部症状，例如

是指环境中的过敏原，接触过敏原，是导致过敏性疾

食物过敏导致的恶心、呕吐、腹痛及腹泻，AR 发作

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如环境烟草烟雾暴露、PM2.5 等

时出现的鼻塞、鼻痒、喷嚏、流清涕等。重者可能危

悬浮微粒物暴露、微生物变应原暴露、动物变应原暴

及生命，如严重全身性过敏反应，可在数分钟内发生

露。大多数研究发现微量元素缺乏，如维生素 D 的

呼吸或心搏骤停，需要紧急抢救处理。

缺乏与 AR 的患病率呈正相关。三是肠道有益菌群

以小儿 AR 为例介绍，过敏性疾病对患儿健康

的缺乏、肥胖等也是造成小儿过敏性疾病发病的因

的影响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短期来说，

素之一，此外其他环境因素如空气污染、气候变化、

主要是鼻炎发作导致的鼻部症状影响日常学习、工

吸烟、病毒感染等，也对气道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发展

作以及夜间休息；长期来讲，反复发作 AR，对儿童

有一定影响。

的生长发育、心理健康，乃至面容发育都有不良影

姚红兵教授介绍，国内外有关小儿过敏性疾病

响。家长们普遍都很关心孩子的颜值，AR 的患儿

的研究发现，小儿过敏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包括 IgE

如果长期反复鼻炎发作，且控制不佳的话，儿童经

介导引起的过敏和非 IgE 介导引起的过敏，部分患

常鼻塞，可能被迫形成张口呼吸的习惯，久而久之，

儿可同时存在 IgE 及非 IgE 混合介导的过敏机制。

就容易形成“口呼吸面容”，表现为上切牙突出、唇

IgE 介导过敏主要指临床最常见的Ⅰ型超敏反应，小

厚、硬腭高拱、下颌后缩等，严重影响儿童颜值。

儿过敏性疾病是由于特应性个体接触过敏原后发生

小儿 AR 的主要典型症状为喷嚏、清水样涕、鼻

的变态反应性疾病。以 AR 为例，首先花粉、尘螨等

痒和鼻塞。婴幼儿可见鼻塞，可伴随张口呼吸、打鼾、

吸入过敏原在鼻腔黏膜局部诱发产生 IgE 抗体使机

喘息、喂养困难、揉鼻揉眼；学龄前期以鼻塞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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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伴有眼部症状和咳嗽；学龄期以清水样涕为主，

第二是药物治疗，目的是减轻疾病发作时的症

可伴有眼部症状和鼻出血。鼻出血是儿童 AR 另一

状。姚红兵教授介绍说，鼻用糖皮质激素对 AR 的

较为多见的症状，可在白天或夜间发作，多易止血，

所有症状均有显著改善作用，是 AR 的一线治疗。

部分患儿以鼻出血为主要症状就诊。眼痒、眼红等

鼻用激素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临床推荐使用全

症状也可在患儿中出现，部分同时有湿疹、哮喘等变

身生物利用度低的鼻用激素，临床要根据患儿的年

应性疾病的相关症状。低龄患儿的 AR 症状多不典

龄选择合适的鼻用激素。

型，可引起食欲下降、喂养困难或睡眠呼吸障碍。此

抗组胺药可缓解 AR 的喷嚏、流涕和鼻痒等症

外，一些认知和精神问题也可能与 AR 相关，包括注

状，包括口服和鼻用两种剂型。口服抗组胺药临床

意力缺乏、多动和运动能力下降等。

推荐使用第二代口服抗组胺药，为治疗儿童 AR 的

姚红兵教授介绍了临床常见的小儿 AR 体征。

一线用药。临床常用药物有氯雷他定、西替利嗪、氯

小儿 AR 发作时最主要的体征是双侧鼻黏膜苍白肿

马斯汀等。鼻用抗组胺药的疗效与第二代口服抗组

胀，下鼻甲水肿，鼻腔内有多量清水样分泌物，针对

胺药相当，在鼻塞症状的缓解上优于口服剂型，且起

儿童还应注意以下特殊体征。
“过敏性黑眼圈”或“熊

效快，临床推荐使用。

猫眼”，是指下眼睑由于慢性充血变黑，黑色的深度

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对儿童 AR 具有重要治疗作

与病程和疾病严重程度相关；过敏性皱褶，是指由

用，临床推荐使用，临床常用的为孟鲁司特钠，按推

于患儿经常向上揉搓鼻尖和鼻翼，而在鼻部皮肤表

荐剂量每天口服 1 次，睡前服用，疗程不少于 4 周。

面出现的横行皱纹；
“过敏性敬礼症”，是指患儿为缓

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对鼻塞症状的改善作用优于第二

解鼻痒和使鼻腔通畅而用手掌或手指向上揉鼻的动

代口服抗组胺药，而且能有效缓解喷嚏和流涕症状，

作。小儿 AR 对儿童青少年的主要危害是干扰儿童

尤其在合并哮喘、腺样体肥大及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的校内和课外活动；身体和社会功能受损，显著降

的 AR 患儿中推荐使用。

低生活质量；影响睡眠，导致日间嗜睡和疲劳；抑郁

肥大细胞膜稳定剂可阻止肥大细胞脱颗粒及其

和注意力缺陷；导致儿童易怒、粗心大意、具有破坏

引发的组胺等炎症介质的释放，临床常用药物有色

性、缺课等；学习和记忆缺陷，影响考试成绩；导致

甘酸钠、曲尼司特等。色甘酸钠用于儿童 AR 治疗

其他并发症：哮喘、腺样体肥大、鼻窦炎等。哮喘患

的主要剂型为鼻喷剂，伴有眼部症状时可同时使用

儿中 80% 有小儿 AR，40% 的小儿 AR 最终发展成

滴眼液，适用于 2 岁以上患者。由于其半衰期短，每

哮喘。

天需给药 3~6 次。肥大细胞膜稳定剂起效较慢。
鼻用减充血剂可减轻炎性反应所致的鼻黏膜充

环境控制和药物治疗可明显改善症状

血和肿胀，缓解鼻塞症状儿童常用的鼻用减充血剂
为麻黄碱、羟甲唑啉和赛洛唑啉，可快速缓解鼻塞，

姚红兵教授介绍，小儿过敏性疾病的主要治疗

但对 AR 的其他鼻部症状无明显改善作用。对于有

策略包括：首先是环境控制，环境控制就是要避免

严重鼻塞症状的 AR 患儿，可短期使用鼻用减充血

或减少接触过敏原和各种刺激物。环境控制对儿童

剂，连续使用不超过 1 周。

比对成人更重要也更有效，许多儿童 AR 症状可以

鼻用抗胆碱能药主要用于减少鼻腔分泌物，改

通过环境控制得以明显改善。2 岁以后对猫狗宠物

善流涕症状。临床上鼻用异丙托溴铵可抑制浆黏液

皮屑严重过敏的 AR 伴哮喘或特应性皮炎患儿不再

腺分泌，对 2 岁以上儿童常年性 AR 有效，起效快，

饲养或远离宠物后，其过敏症状也会明显改善甚至

但半衰期短，每天需给药 6 次。儿童 AR 多以宣通

消失。对春季或秋季花粉严重过敏的 AR 伴哮喘或

鼻窍、敛涕止嚏为治疗策略，根据寒热虚实随证施

特应性皮炎患儿从中国北方移居到南方后，其症状

治，可作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组成部分。

明显改善甚至消失；对尘螨、蟑螂或真菌严重过敏

鼻腔盐水冲洗是儿童 AR 的辅助治疗方式，使

的 AR 伴哮喘或特应性皮炎患儿从南方移居到北方

用生理盐水或高渗盐水冲洗能直接清洗鼻腔黏膜，

（特别是冬季）后，其症状显著改善。农村或农场生

有效清除鼻内炎性分泌物、过敏原及其他刺激性物

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儿童 AR 发病，而城市

质，降低鼻腔分泌物中炎症介质的含量，进而减轻鼻

生活环境则为儿童 AR 的发病危险因素。许多儿童

黏膜水肿，改善黏液纤毛清除功能。高渗盐水因具

AR 症状可以通过环境控制得以明显改善。

有较高的渗透压，鼻腔冲洗时其减轻鼻黏膜水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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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鼻塞症状的效果较好，但建议连续使用时间不超

全性已得到肯定。国内目前用于儿童舌下免疫治疗

过 6 周。由于儿童咽鼓管的位置比成人低平，应注

的标准化过敏原疫苗仅有粉尘螨滴剂，儿童剂量递

意鼻腔冲洗方法，避免引起或加重中耳炎。

增阶段为 4~5 周，然后进入剂量维持阶段。有研究

脱敏治疗是指将过敏原制成不同浓度的制剂，

报道，中国 AR 患者舌下免疫治疗的不良反应发生

通过舌下含服或者皮下注射，剂量由小到大，浓度由

率为 8.4%~27.7%，多数属于轻微的局部反应，可在

低到高，逐渐诱导患者耐受该过敏原，最终使患者对

几天内自行缓解。

此类过敏原仅产生轻微过敏反应甚至不产生过敏反

姚红兵教授强调，良好的健康教育可以预防或

应。目前来说，脱敏治疗是唯一可以改变过敏性疾

减少 AR 的发作，提高患儿对药物治疗的依从性，从

病自然进程的方法，其临床应用不需要以药物治疗

而起到更好地控制症状、减少并发症的作用。基于

无效为前提，早期开展脱敏治疗对疾病的预后具有

世界变态反应组织对变应性疾病患者健康教育的指

重要意义。生物靶向治疗也是过敏性疾病的重要选

导思想，考虑儿童理解能力有限、自制力较差，对 AR

择方法之一。

患儿监护人的健康教育应始终贯穿于首诊和随诊过
程中。

早期免疫治疗有重要意义

在过敏性疾病的诊治过程中，对患儿及家属的
宣传教育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家属充分地了

姚红兵教授介绍，免疫治疗为 AR 的对因治疗

解过敏性疾病的发病原因、发病特点、疾病进展、疾

方法，通过应用逐渐增加剂量的过敏原提取物（治疗

病风险等内容，才能保证较好的依从性，积极配合

性疫苗）诱导机体免疫耐受，当患儿再次接触相应过

医生进行规律治疗。应对患儿及其监护人进行有

敏原时症状可明显减轻，甚或不产生临床症状。免

关 AR 发病机制和临床特点的知识教育。可以就患

疫治疗具有远期疗效，可阻止变应性疾病的进展，预

儿变态反应进程、发病情况和家族史等进行沟通，针

防 AR 发展为哮喘，减少产生新的致敏原，是目前唯

对 AR 周期长、病程反复的特点，引导患儿及其监护

一有可能通过免疫调节机制改变疾病自然进程的治

人以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治疗，减轻心理压力，稳定

疗方法。免疫治疗在 AR 治疗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情绪，树立康复的动机。医护人员也要不断更新 AR

其临床应用不需要以药物治疗无效为前提，早期开

诊治知识，做好对患儿的健康管理。

展免疫治疗对疾病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临床常用的免疫治疗方法有皮下注射法
（皮下免疫治疗）和舌下含服法（舌下免疫治疗），分

姚红兵教授总结道，轻度 AR 患儿应全程避免
接触过敏原，进行健康教育，同时进行抗组胺治疗、
生理盐水冲洗、特异性免疫治疗等。中重度 AR 患

为剂量递增和剂量维持两个阶段，总疗程为 3 年。

儿应全程避免接触过敏原，进行健康教育，并使用鼻

推荐使用标准化过敏原疫苗，并注意治疗时机的选

用糖皮质激素、抗组胺药物、白三烯受体拮抗剂联合

择，严格掌握适应证和禁忌证，及时处理可能发生的

治疗，以及生理盐水冲洗、特异性免疫治疗、中医和

局部和全身不良反应。皮下免疫治疗与舌下免疫治

手术治疗。由于儿童生长发育的特殊性，其生理特

疗应用于 AR 患者疗效及依从性相似，但舌下免疫

点有别于成人。治疗儿童 AR 的药物种类与成人相

治疗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临床上使用更为广泛。

同，但药物在儿童体内的代谢和作用特点与成人差

如粉尘螨滴剂舌下免疫治疗对儿童 AR 具有近期和

别较大。在采用药物治疗时，应注意各类药物的年

远期疗效，可用于 3 岁以上儿童。

龄限制，针对不同年龄患儿选择合适的剂型和准确

姚红兵教授介绍，免疫治疗的主要适应证包括
诊断明确 AR 患者，其症状由接触过敏原诱发，且无

的剂量。除疗效外，还需重点关注药物的不良反应
及对生长发育的影响。

法避免接触尘螨过敏原等。皮下免疫治疗和舌下免
疫治疗是主要的免疫治疗方法，考虑儿童免疫系统

加强疾病预防控制

的发育成熟度和治疗的安全性，皮下免疫治疗通常
在 5 岁以上的患儿中开展。皮下免疫治疗必须在医

姚红兵教授强调，避免儿童过敏性疾病的发生

师的监督下进行，须由受过专业培训的医务人员在

或发作，最关键在于避免接触过敏原。在日常生活

医疗机构进行操作，并做好应急预案。舌下免疫治

中避免发生小儿 AR 要遵循“分级预防、早发现、早

疗是一种新型的过敏原免疫治疗方式，其疗效和安

诊断、早治疗”的原则。
FUER JIANKANG DAOKAN

Vol.1

No.10 October 2022

3

·封面报道·

2022年10月第1卷第10期

在分级预防策略中，一级预防主要针对健康个

季节采取相应措施，如果过敏原是花粉则需要注意，

体或有过敏家族史的未致敏个体，预防初始免疫致

花粉季节避免外出、避免去树木密集的地方、外出尽

敏，即预防产生过敏原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E（sIgE）；

量戴口罩、外出归来可进行鼻腔冲洗（去除吸附在鼻

同时，通过避免过敏原、改善空气质量等措施改善

腔黏膜上的花粉颗粒）、避免室外晾晒衣服（以免衣

外环境。婴幼儿期喂养及辅食添加建议：母乳喂养；

物沾染花粉颗粒）、关窗（避免花粉飘入室内）等。

4~6 月龄后常规引入固体食物，不晚于 1 岁；每次

二级预防是针对已经致敏的个体采取有效措

只引入一种新食物且持续 3~5 天或 5 天以上；食

施预防其发展为 AR。如对于有变应性疾病家族史

物多样化，保持日常摄入以维持其耐受性，在开始

或有已致敏过敏原暴露的高风险个体，过敏原检测

添加过敏性食物后，确保定期摄入（以保持免疫耐

可以帮助筛查已致敏的个体；若有足够条件并且愿

受性）。

意采取措施，建议其针对所有的致敏过敏原进行回

尘螨过敏需要注意的是，尘螨最适宜繁殖的温
度是 22~26℃、湿度是 70% 左右，当空气相对湿度
低于 70% 时，虫卵发育至成虫的时间可延长 5 周左

避。尽管过敏原回避在 AR 一级预防中的作用尚无
定论，但在 AR 二级预防中却至关重要。
三级预防主要是针对 AR 患者采取有效措施改

右，相对湿度降至 50% 以下时，可导致成虫螨脱水、

善 AR 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预防哮喘的发生。

死亡。螨虫不耐高温，55℃以上 10 分钟可杀死尘

三级预防措施包括避免接触过敏原、过敏原免疫治

螨，100℃可使所有与尘螨相关的变应原蛋白变性。

疗、药物预防和鼻腔冲洗等。H1 抗组胺药、鼻用糖

所以对于尘螨过敏者，居家环境的控制非常重要。

皮质激素和白三烯受体拮抗剂是临床常用的 AR 三

首 先 家 里 要 保 持 相 对 干 爽，最 好 控 制 空 气 湿 度 在

级预防药物，对季节性发病的患儿，需提示家长在季

40% 以 下，勤 通 风，床 上 用 品、衣 物、地 毯 等 要 勤

节前 2~3 周预防性用药。目前尚无明确证据表明药

洗勤换，减少儿童房间中填充玩具的数量，且可以

物治疗能预防 AR 发展为哮喘，但对于 AR 伴哮喘的

选择高温烫洗、熨斗熨烫及太阳暴晒等方式除螨。

患者，鼻部症状的良好控制可减少哮喘急性发作的

可采用阻挡尘螨的床罩，减少使用生活环境中的地

风险。一项针对成人季节性 AR 的随机双盲安慰剂

毯、软体家具和窗帘，定期使用有高效分子空气过

对照研究发现，双歧杆菌能改善患者免疫状态，显著

滤器或双层集尘袋的吸尘器，尽量减少儿童房间中

降低前炎症细胞及嗜碱性粒细胞活性，从而减轻 AR

填充玩具的数量，可撤去地毯、换用其他易清洁的

患者症状。由于大样本、高质量的研究有限，益生菌

木地板、地砖。干热和蒸汽处理都可以根除尘螨，

的常规临床使用尚需进一步确认。

并减少尘螨过敏原暴露。研究证实，市售的地毯蒸
汽清洁设备能杀死尘螨，并降低尘螨过敏原水平，
每周清洗床单、枕套、床垫褥和毛毯能有效降低尘
螨数量。
湿 度 高、积 水 或 者 浸 水 的 房 屋 里 可 能 滋 生 真
菌，如果真菌致敏的个体在家中发现真菌，应尽快
处理。对于真菌过敏需要注意居家环境保持干爽、
通风，避免潮湿。对于动物皮屑，最有效的控制措
施是劝告患者或其家庭不要在室内饲养动物，但猫
狗过敏原能附着在空气中 PM2.5 上，这些小颗粒由
于体积较小而沉降缓慢，过敏原可长期留存于空气
中，小颗粒还可附着在家庭成员的衣物上被带入室

专家简介
姚红兵，主任医师，现任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长期
从事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工作，有丰富的临床
经验，擅长诊治小儿耳鼻喉畸形，耳鼻喉良、
恶性肿瘤，对先天性耳前瘘管、耳道畸形、鼻
部畸形、喉乳头状瘤等有独特的诊治方法，对
治疗耳鼻喉外伤、炎症、鼻出血、耳聋、嗓音疾

内。因此，对于没有宠物的家庭，动物过敏原致敏

病、耳鼻喉、气管、食管异物等经验丰富，同时

的个体仍需使用空气净化器或强有力的清洁措施。

治疗成人耳鼻咽喉疾病。兼任中国医师协会

对于蟑螂要注意清除储留蟑螂碎屑的物品、清理侵

儿科医师分会儿童耳鼻咽喉科学组副组长，

扰区域、减少或消灭蟑螂（设置多个诱饵陷阱和毒

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小儿耳鼻

药），并消除有助于蟑螂侵扰的因素（如积水、垃圾

喉科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重庆耳鼻喉科专

或未清洗的餐具）。

委会委员等。

花粉是一种季节性过敏原，患者需在花粉飘散
4

FUER JIANKANG DAOKAN

Vol.1

No.10 October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