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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安徽地区儿童暴露于农村生活环境
对过敏性哮喘的影响
吴静

胡东

朱钰

目的

【摘要】

张荣波

研究暴露于农村生活环境对预防儿童哮喘及致敏的保护作用。方法

向２９８６

名在校儿童父母发放哮喘标准调查表，采用放射性变应原荧光酶免疫吸附实验（ＲＡＳＴ．ＦＥＩＡ）检测儿
童血清中特异性ＩｇＥ（ｓＩｇＥ）含量。结果

与在城镇生活的儿童相比，暴露于农村生活环境儿童的过敏

性哮喘与非过敏性哮喘、过敏性哮鸣及特应性哮鸣危险度显著性降低（０Ｒ＝０．４５，９５％凹：Ｏ．１３～
０．９６；ｏＲ＝０．４１，９５％ＣＩ：０．１５～０

９５；０Ｒ＝０．３２，９５％Ｃ』：Ｏ．１１～０．６２；ｏ尺＝０．４４，９５％Ｃｆ：０．１３～

０．９１）。１周岁内暴露与农村生活环境的儿童过敏性哮喘及特应性致敏危险度较低（０尺＝０．２３，
９５％ＣＪ：０．０４～０．９１；０Ｒ＝０．３２，９５％ｃｆ：０．１７～０．７８）；若暴露持续至６周岁，过敏性哮喘及特应性
致敏危险度更低（０Ｒ＝０．２１，９５％Ｃ，：Ｏ．０３～Ｏ＿８７；ｏＲ＝０．３１，９５％ｃＪ：Ｏ．１５～０．７８）。结论

暴露于

农村环境对预防儿童过敏性哮喘及致敏的发生可能有保护作用，持续的暴露能加强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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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生活及与家畜接触能明显防止个人过敏性

疫为主的特应性疾病的产生瞳３，而农村生活为频繁

哮喘及致敏的产生，“卫生假设”认为此效应可能与

的微生物成分接触提供了机会。因此，本调查旨在

频繁的细菌或细菌成分暴露有关¨ｊ。生命早期是人

明确农村生活对儿童过敏性哮喘及致敏的保护作

体免疫系统成熟的重要时期，对过敏症或免疫耐受

用，及生命早期的持续暴露对此作用的影响。

的形成极为关键，此时内毒素或其他微生物成分诱

对象与方法

导机体形成Ｔｈｌ型免疫优势，从而抑制以Ｔｈ２型免
１．对象：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向安徽省安庆、淮南地
作者单位：２３２００１淮南，安徽理工大学医学院病原生物学及免

区２９８６名小学生发放哮喘标准调查问卷，包括国际

疫学教研室（吴静、胡东、张荣波）；淮南新华医疗集团新华医院检验

儿童哮喘与过敏性研究（ＩＳＡＡＣ）核心问题㈦，进行

中心（朱钰）

横断面调查，收回有效问卷２５７６份（８６．３％，２５７６／

通讯作者：张荣波，Ｅｍａｉｌ：１０ｒｙ４１＠１２６．ｃ。ｍ

２９８６）。在取得学生父母、所在学校及本人同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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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儿童血液样本，最终获得完整资料为９０４人。

结

２．方法：参照文献［３］方法，使用ＣＡＰ酶免疫荧
光检测仪及ｓＩｇＥ检测试剂盒（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Ｂ，Ｕｐｐｓａｌａ，Ｓｗｅｄｅｎ），进行儿童血清ｓＩｇＥ的半定

果

１．调查对象概况：收回有效问卷２５７６份
（８６．３％，２５７６／２９８６），最终获得完整资料为９０４人

量检测，检测标准：０．３５、０．７０、３．５ Ｋｕ／Ｌ，若ｓＩｇＥ≤

（包括取得血液样本）。安庆地区４７０人（５２．０％），

０．３５

ＫＵ／Ｌ，为阴性；若０．３５ Ｋｕ／Ｌ＜ｓＩｇＥ＜

淮南地区４３４人（４８．０％），男生占５５．３％，８岁儿童

Ｏ．７０

ＫＵ／Ｌ，为Ｉ级致敏；０．７０ ＫＵ／Ｌ≤ｓＩｇＥ≤

占５２。４％，１２岁儿童占４７．６％，父母教育程度不低

３．５

Ｋｕ／Ｌ，为Ⅱ级致敏；ｓＩｇＥ＞３．５ ＫＵ／Ｌ，为Ⅲ级

致敏。依据医生诊断、症状、检测及调查表将儿童分

于初中三年级占４１．９％，出生后居室未变者占
５５．５％，父母有过敏史者占３０．０％。

为：过敏性哮喘、过敏性哮鸣、特应性致敏及非过敏

２．暴露于农村与城镇生活环境对儿童哮喘、过

性哮喘等。具体为：若儿童父母的报告有医生诊断

敏性疾病的影响：Ｉ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出生于农

或反复性的哮喘症状或梗阻性强直性支气管炎，则

村且现住农村的生活环境对儿童的特应性致敏、哮

归类为哮喘儿童；若在最近１２个月内至少有一次哮

喘、哮鸣及非特应性哮喘皆有显著影响，其ｏＲ值

鸣发作，归类为哮鸣儿童；若至少有一种ｓＩｇＥ≥

均＜１，提示其保护作用；而出生于农村后转入城镇

ＫＵ／Ｌ，归类为特应性致敏儿童；若有哮喘且至

的生活环境仅对特应性致敏有显著影响（表１）。另

少有一种ｓＩｇＥ≥０．３５ ＫＵ『Ｌ，归类为过敏性哮喘；若

外，在调整因素中，仅有父母特应性对儿童的过敏性

有哮鸣且至少有一种ｓＩｇＥ≥０．３５ Ｋｕ／Ｌ，归类为过

哮喘有显著影响，ｏＲ＝２．７８，９５％Ｃ工：１．２１～７．６３，

敏性哮鸣；若仅有哮喘，而所有ｓＩｇＥ≤０．３５ ＫＵ／Ｌ，

提示为危险因素。

３．５

归类为非过敏性哮喘。依据生活情况将儿童分为：

３．牲畜棚内不同暴露时期和水平对儿童过敏性

农村儿童（农村出生，现住农村）、农村一城镇儿童（出

哮喘及过敏性疾病的影响：１周高暴露及６周高暴

生农村，后转居城镇生活）、城镇一农村儿童（出生城

露对儿童特应性致敏及过敏性哮喘有显著影响，提

镇，后转居农村生活）、城镇儿童（出生城镇，现住城

示其保护作用（表２）。另外，在调整因素中，仅有父

镇）。依据不同时期、不同暴露水平将儿童分为：ｌ

母特应性对儿童的过敏性哮喘有显著影响，ｏＲ＝

周高暴露（在ｌ周岁内高水平暴露于牲畜棚，即≥

２．５６，９５％ＣＪ：１．０５～８．２９，提示为危险因素。

１５

ｍｉｎ／ｄ）、１周低暴露（在１周岁内低水平暴露，

即＜１５ ｍｉｎ／ｄ）、６周高暴露（６周岁内持续高水平暴

讨

论

露）、１周高与２—６周低暴露（１周岁内高水平暴露，

１９９２年Ｒｏｍａｇｎａｎ∥发现细菌和病毒感染可诱

２～６周岁内低水平暴露）、１周低与２—６周高暴露

导辅助性Ｔ细胞（Ｔｈ０）向Ｔｈｌ亚群分化，抑制其向

（１周岁内低水平暴露，２～６周岁内高水平暴露）、６

Ｔｈ２亚群分化，从而奠定了“卫生学说”的重要免疫

周低暴露（６周岁内持续低水平暴露）、６周未暴露（６

学基础。农村生活环境可提供儿童接触微生物及其

周岁内无暴露）。

成分的机会，可诱导机体的免疫平衡调节，从而预防

３．统计学分析：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法分析变量

过敏性哮喘的形成。生命早期是机体免疫状态形成

对各过敏症的影响，调整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地

的重要时期，Ｔｈ２型免疫优势易形成过敏症，若在微

区、父母文化程度、父母特应性等，采用ＳＰＳＳ

生物及其成分的免疫调节下，可上调Ｔｈｌ型免疫。

１２．０

软件分析，计算。尺值及９５％Ｃｊ，Ｐ＜０．０５具有统

本研究显示出生于农村儿童（农村与转居儿童）
的特应性致敏危险度显著降低；提示早期暴露于农

计学意义。

表１

安徽省农村与城镇不同生活环境暴露对儿童哮喘及过敏性疾病的影响

注：共分析８９６人，另有８人出生于城镇现住农村；。Ｐ＜０．０５

·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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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牲畜棚内不同暴露时期和水平对儿童过敏性哮喘及过敏性疾病的影响

注：参与此分析总人数为７０１人；４Ｐ＜（Ｊ ０５

村生活环境对预防特应性致敏具有保护作用。另

低水平暴露则未有显著性影响，提示生命早期高水

外，农村儿童的特应性哮喘、哮鸣危险度亦显著降

平暴露对预防特应性致敏及过敏性哮喘的重要作

低，丽转居儿童未显示，提示长期暴露于农村生活环

用；若高水平暴露持续至６周岁，则发生率更低

境对特应性哮喘、哮鸣的预防作用。暴露于农村生

（７．４％，７／９５；１．１％，ｌ／９５）。

活环境预防过敏性疾病的确切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目前可解释为暴露于农村生活环境是细菌内毒素及
其他微生物成分暴露情况的一种反映。然而，本研
究还显示长期暴露于农村生活环境对非过敏性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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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全国医学期干Ｉｊ创建中国临床试验注册制度联席会议首轮通知
２００６年４月４８家医学核心和统计源期刊与中国循证医学中心／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联合发起成立“中国临床试验注册
与发表协作网（ＣｈｉＣＴＲＰＣ）”并发表《成都宣言》，掀开了建立我国临床试验注册制度最重要的一页。在卫生部支持下，２００７年
７月２５日，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ｃｈｉＣＴＲ）成为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５个一级注册机构之一。我国临床试验注册制度的建
立具有深远的全球影响和里程碑意义，是医学期刊界朋友与中国循证医学中心紧密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为创建中国临床
试验注册制度、推进我国临床试验透明化、提高我国临床试验质量做出的重大贡献，于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３—２７日在兰州市举行的
“第五届亚太地区循证医学研讨会”期间组织“全国医学期刊创建中国临床试验注册制度联席会议”，将重点讨论扩大
ＣｈｉｃＴＲＰｃ、医学期刊在创建中国临床试验注册制度中应有的作用、ｃｈ·ＣＴＲＰｃ如何为各成员期刊协调服务等重要议题，并邀
请ｗＨｏ全球临床试验注册协作网最高执行官员Ｄａｖｉｎａ博士莅临举行专题讲座。
我们诚挚地邀请全国医学期刊参加ＣｈｉＣＴＲＰＣ和本次大会，并欢迎按相关议题投稿（摘要），参会者均授予国家级继续教
育学分。请用电子邮件索要本届亚太循证医学大会通知，电子邮件地址：ｃｈｉｃｔｒ＠ｓｃｕ．ｅｄｕ．ｃｎ。
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与发表协作网、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中国循证医学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