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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咳嗽变异性哮喘在不明原因慢性咳嗽中的

患病率及相关因素分析
牛瑞

邵明举刘波黄晓春车晓文王伟

【摘要】

目的调查咳嗽变异性哮喘（ｃｖＡ）在不明原因慢性咳嗽中的患病率并进行相关因素分

析。方法对入选的慢性咳嗽患者经过详细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胸部ｘ线检查、血嗜酸粒细胞分类

计数、肺通气功能和组织胺激发试验或支气管扩张试验，根据检查结果做出ｃ、ｒＡ的明确诊断；并对
ｃｖＡ患者填写相关因素调查问卷。结果４７３例慢性咳嗽患者中，确诊ｃＶＡ ９５例（２０．０８％），其中男

４４例（４６．３ｌ％）、女５ｌ例（５３．６８％）。相关因素分析显示ｃ、，Ａ与多种因素有关。结论ｃＶＡ以春秋两
季多发，与过敏史、哮喘家族史相关，可由呼吸道感染、吸人油烟或刺激性气体、运动及劳累诱发。
【关键词】咳嗽变异性哮喘；患病率；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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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原因慢性咳嗽指持续８周以上、Ｘ线胸片

病因进行相关因素分析，以提高ＣＶＡ的诊治水平。

无明显异常的咳嗽ｎ。】。在临床上引发慢性咳嗽的
常见病因有咳嗽变异性哮喘（ｃｏｕｇｈ

对象与方法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ａｓｍｍａ，

ｃＶＡ）、鼻后滴流综合征（肿ｓ）、胃食管返流

１．调查对象：为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在山

（ＧＥＲ）、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ＥＢ）、变应性咳嗽

东大学第二医院呼吸科门诊就诊的４７３例慢性咳嗽

（ＡＣ）、慢性支气管炎等。ＣＶＡ是以咳嗽为惟一症状

患者，其中男２５２例，女２２ｌ例，平均年龄（３９±１０）岁

或主要症状的一种特殊类型支气管哮喘。由于

（１８—７０岁）；平均咳嗽时间（１６±２１）个月（２～５４个

ＣＶＡ症状缺乏特异性，Ｘ线胸片一般正常，患者易被

月）。均符合以下条件：①咳嗽时间持续８周或以

误诊误治，而目前对ｃＶＡ的发病率及其相关因素鲜

上；②胸部ｘ线未见明显异常；③年龄在１５岁以上

有报道。本研究通过对４７３例慢性咳嗽患者病因分

的非吸烟患者；④近８周内无呼吸道感染或呼吸道

析，旨在了解ＣｖＡ在慢性咳嗽中的患病率，并对其

感染８周后仍然咳嗽者ｎ Ｊ。所有病例均征得患者本

ＤＯＩ：ｌＯ．３７６０，ａｍｊ．ｉｓ舳．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２４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３３济南，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呼吸科（牛瑞、邵明举、黄

人的知情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详细登记完整的
临床资料，包括咳嗽病程、性质、时相及伴随症状、各

晓春、车晓文、王伟）；威海市立医院呼吸科（刘波）

项检查结果；并在专业医师指导下填写自制的相关

通信作者：王伟，Ｅｍａｉｌ：ｗｗｒ８１６０＠１６３．ｃ哪

因素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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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方法：

１０例（１０．５３％），秋季２９例（３０．５２％），冬季１２例

（１）制定ＣＶＡ的诊治程序：４７３例患者均经过仔

（１２．６３％），季节交替１３例（１３．６８％），主要为冬春季

细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胸部ｘ线检查，血嗜酸粒细

交替或夏秋季交替。

胞分类计数及行肺通气功能＋支气管激发试验或支
气管扩张试验等。肺功能仪为日本产ＦＵＫｕＤＡ
ＳＡＮＧＹＯ

ＳＴ－３００型，激发剂选用组织胺，由中国科

表２

ＣＶＡ发病相关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鼢１裟合计ｆ值

Ｐ值

伽值（９５％ｃ，）

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提供；支气管扩张试验选
用药物为特布他林。根据病史及支气管激发或扩张
试验阳性结果，并与ＰＮＤｓ、ＧＥＲ、ＥＢ、ＡＣ等鉴别诊
断，即可确诊ＣＶＡ。ＣＶＡ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

呼吸病学分会制定的诊断标准（２００３）ｂ］。
（２）设计ＣＶＡ相关因素调查问卷：确诊为ＣＶＡ
的患者填写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哮喘家族史和过敏

（２）发病诱因：上呼吸道感染４１例（４３．１６％），吸

史；咳嗽发病相关因素包括发病季节，呼吸道感染。

入油烟１８例（１８．９５％），冷空气刺激３２例（３３．６８％），

吸入刺激性气体、油烟及冷空气等，过敏性鼻炎史，

食物７例（７．３７％），剧烈运动３６例（３７．８９％），养宠物

食物和运动等。

后发病６例（６．３２％），无明显诱因１８例（１８．９５％）。

３．统计学分析：资料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患病率比较用］（２检验。
结

其中有两种及以上发病诱因者有４３例（４５．２６％）。
（３）哮喘家族史：ＣｖＡ患者哮喘家族史（是指四

果

代直系亲属中至少有一名是哮喘病患者）３８例
（４０％）。

１．ＣＶＡ的肺功能检测：对入选的４７３例患者均

（４）过敏性疾病史：既往有过敏性鼻炎史、过敏

经肺通气功能检测。其中肺通气功能正常者２９８

性皮炎、药物过敏史其中一项者６６例（６９．４７％），其

例；１秒量实测值与１秒量预测值之比（ＦＥＶｌ．ｏ／

中２３例（２４．２ｌ％）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过敏史。

ＦＥＶｌ．０

ｐｒ）在７０％～７９％之间有１０６例，ＦＥＶｌ．ｏ／

ＦＥＶｌ．０

ｐｒ在７０％以下者６９例。肺通气功能正常者

讨

论

及ＦＥＶｌ．Ｏ／ＦＥＶｌ．０ ｐｒ＞７０％者，给予组织胺支气管

ＣＶＡ是一类临床非典型表现的哮喘，以慢性咳

激发试验；ＦＥＶｌ．０／ＦＥＶｌ．０ ｐｒ＜７０％者给予支气管扩

嗽为特点，有时咳嗽是典睢一的临床表珊引。有研究

张试验。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者为７１例，其中男３４

发现，ＣＶＡ在慢性咳嗽中的构成比最高凸】。本研究共

例，女３７例；支气管扩张试验阳性者为２４例，其中男

收集４７３例慢性咳嗽患者资料，确诊为ｃｖＡ ９５例

１０例，女１４例（表１）。

（２０．０８％），调查显示ＣＶＡ是慢性咳嗽的重要原因。

表１

支气管扩张和激发试验阳性结果

项目簧篓基翟暑值糯譬妒鼍菱尹

ｃＶＡ发病机制与典型哮喘相同，是以气道非特
异性炎症及气道高反应性为特征ｃ６Ｊ。气道病理改变
表现为炎症细胞浸润、小血管充血、渗出，支气管黏
膜下肥大细胞活化，引起嗜酸粒细胞聚集和支气管

黏膜上皮损伤，上皮细胞脱落，神经末梢暴露，对各
种刺激的敏感性增加’７】，故临床上常引起顽同性咳
嗽，且ＣＶＡ夜间或凌晨咳嗽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病
２．ＣｖＡ患病率：人选的４７３例不明原因慢性咳

因组…。因此对于慢性咳嗽患者给予肺通气功能检

嗽患者，检出ＣＶＡ患者９５例，ＣｖＡ在不明原因慢性

查，同时采取支气管激发试验或扩张试验对诊断

咳嗽总患病率为２０．０８％。其中男性４４例，占

ＣＶＡ具有重要价值，且以此为依据与ＰＮＤｓ、ＧＥＲ、

１７．４６％（４４／２５２）；女性５ｌ例，占２２．６２％（５ｌ／２２１），两

ＥＢ、ＡＣ和慢性支气管炎相鉴别。

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１．０６，尸＞ｏ．０５）。

本研究对确诊的ｃｖＡ ９５例患者进行相关因素

３．ＣｖＡ发病相关因素分析：见表２。

分析发现，ＣＶＡ一年四季均可发病，但多发生于春

（１）ＣＶＡ的发病季节：春季３ｌ例（３２．６３％），夏季

秋两季，有明显的季节性，与普通类型哮喘相同埔１。

在各种诱发因素中，上呼吸道感染（４３．１６％）、冷空气

管哮喘的定义、诊断．治疗及教育和管理方案）．中华结核和呼吸

刺激（３３．６８％）及剧烈运动（３７．８９）占有相当比例。

杂志，２００３，２６：１３２一１３８．

９５例ＣｖＡ患者中有过敏性疾病史６６例（６９．４７％），其
中２３例（２４．２ｌ％）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过敏史；具有哮
喘家族史３８例（４０％）。

根据以上特点，临床遇有春秋季反复干咳、有一
定诱发因素如呼吸道感染、剧烈运动、吸人油烟或冷
空气时咳嗽加重，有哮喘家族史或过敏性疾病史者，
同时具有明显的夜间咳嗽应高度怀疑本病，宜及时
检查肺通气功能、支气管激发试验或扩张试验，以做
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因为有近３０％ＣｖＡ最终发
展为典型哮喘∽Ｊ，因此针对ＣｖＡ患者应早期干预，避
免或减少其发展为典型哮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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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统计学符号按ＧＢ ３３５８—１９８２《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一律采用斜体排印，常用：①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ｉ

（中位数用肘）；②标准差用英文小写ｓ；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岛；④ｔ检验用英文小写ｆ；⑤，检验用英文大写，；⑥卡方检验用希文
小写ｆ；⑦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ｒ；⑧自由度用希文小写１Ｊ；⑨概率用英文大写Ｐ（尸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如ｆ值、ｆ值、ｇ值等）。Ｐ
值应给出实际数值，不宜用大于或小于表示，而用等号表示，小数点后保留３位数。
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告
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圜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试
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４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
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孑±ｓ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肘（仉）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
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
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２０，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
方法，不应盲目套用￡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
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ｆ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
型，不应盲目套用直线同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同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

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
和评价。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尸＜０．０５（或尸＜０．０１）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显
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
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ｇ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３．４５，Ｚ＝４．６８，Ｆ＝６．７９等）；在用不等式表示Ｐ值的情况下，一
般情况下选用Ｊｐ＞０．０５、Ｊｐ＜０．０５和Ｐ＜Ｏ．ｏｌ三种表达方式即可满足需要，无须再细分为Ｐ＜０．００ｌ或Ｐ＜Ｏ．０００ｌ。当涉及总体参
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９５％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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