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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SIT)对过敏性鼻炎(AR)患者血清中IgE、IgG4和趋化因子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

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于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就诊的120例AR患者,其中69名患者接受SIT为SIT组,另外51名患者

进行常规治疗为对照组,对所有患者随访3年。在治疗前和治疗后的第4、第7、第10、第27周,以及治疗后的第1、第2、第3年

收集所有患者的血液标本,检测两组患者血清中IgE、IgG4和趋化因子[白细胞介素(IL)-8、干扰素诱导蛋白10(IP-10)、人巨噬

细胞炎性蛋白1(MIP-1)α、MIP-1β、调节激活正常T-细胞表达分泌因子(RANTES)、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Eotaxin)、单核细

胞趋化蛋白1(MCP-1)]水平。结果:随访结束时,SIT组治疗总有效率为88.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49.0%(P<0.05);两组

治疗后血清IgE、IgG4、MCP-1和Eotaxin浓度变化有明显区别,SIT组患者血清中的 MCP-1、Eotaxin浓度在治疗后第7周、第

27周均高于对照组(均P<0.05);在第10周时SIT组治疗后血清中的IgE浓度明显高于治疗前和对照组(均P<0.05),而对

照组患者血清中的IgE浓度则显著低于治疗前和SIT组(均P<0.05);第7周开始,SIT组血清中IgG4浓度逐渐升高,直到试

验终点,一直保持上升趋势,而对照组患者血清中IgG4浓度一直没有明显变化。结论:SIT能有效治疗AR,可能与IgG4介导

的免疫机制发挥的有益作用有关。
关键词 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过敏性鼻炎;IgE;IgG4;MCP-1
中图分类号:R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30X(2018)11-1526-05
DOI:10.16190/j.cnki.45-1211/r.2018.11.013

EffectofspecificallergenimmunotherapyonserumIgE,IgG4andMCP-1levelsinpatients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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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sofallergen-specificimmunotherapy(SIT)onserumIgE,

IgG4andMCP-1levelsinpatientswithallergicrhinitis.Methods:120patientsfromJanuary2013toDecem-
ber2014withallergicrhinitisinourhospitalwereincluded,69patientsreceivedSITand51patientsre-
ceivedregulartherapy.Allpatientswerefollowedupfor3years.BloodsampleswerecollectedbeforeSIT
and4,7,10and27weeksand1,2and3yearsafterthestartoftherapy.TotalIgE,IgG4andchemokine(IL-
8,IP-10,MIP-1α,MIP-1β,RANTES,Eotaxin,MCP-1)levelswereassessed.Results:TheeffectofSITwas
significantlybetterthanthatofthecontrolgroup;SITwasassociatedwithanearlyincreaseintotalIgE
duringthefirst10weeks,andthenwithasubsequentdecline,accompaniedbyamarkedincreaseinspecific
IgG4whenIgEstartedtodecline;theseSIT-inducedresponseswereaccompaniedbyandinsomedegree
correlatedwithincreasedplasmaconcentrationsofthechemokines,suchasmonocytechemoattractantpro-
tein(MCP-1),andeotaxin.Conclusion:OurfindingsfurthersupportaroleforIgG4-mediatedmechanismsin
thebeneficialeffectsofSITinpatientswithallergicrhinitis(AR)andthatincreasedlevelsofcertainche-
mokines(MCP-1,eotaxin)alsocouldbeofimportancefortheeffectofsuch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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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免疫学角度来说,过敏性鼻炎(allergicrhini-
tis,AR)是以鼻腔黏膜TH2免疫反应为主的变应性

炎症反应,组织中大量表达TH2细胞因子的细胞浸

润是其主要的免疫病理学特征[1]。虽然 Th2细胞

可以直接释放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Eotaxin)等,
而其他趋化因子如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主
要是由单核吞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通过与 Th2细

胞的相互作用而释放出来的。这些相互作用会诱发

其他细胞的活化并迁移进入靶器官,激活组织细胞

和促变应原特异性B细胞合成IgE。细胞的渗透将

会再次释放其他几种炎症介质,导致免疫失调,机体

出现持续的炎症表征,从而出现 AR及相关疾病的

表征[2-3]。

  AR的主要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过敏原特

异性 免 疫 治 疗(allergen-specificimmunotherapy,

SIT),SIT是针对过敏患者应用相应的过敏源制剂

对患者进行反复、逐渐加量的刺激,诱导患者脱敏或

对过敏源耐受,从而减轻过敏症状、遏制疾病的发

展[4]。SIT能够显著减少患者对药物的需求,且在

SIT终止后的几年内不在复发[4]。虽然SIT是公认

的治疗过敏性疾病的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法,但是其

具体的作用机制目前并不明确。目前其可能涉及到

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T淋巴细胞的调节、诱导过敏

原特异性T细胞调节、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应答的

调节以及诱导IgG亚型的产生等[4-5],但这些机制尚

未得到确切的证实。因此,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接

受SIT和常规治疗后AR患者血清中IgE、IgG4及

相关趋化因子浓度的变化,探讨SIT对AR的可能

机制,为AR的治疗研究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

于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就诊的120例 AR患者,其
中女78例,男42例;年龄19~45岁,平均30.7岁;
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分为SIT组(接受SIT,n=69)和
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n=51),两组性别、年龄等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所有

患者随访3年(已排除失访患者)。病例纳入标准:
(1)所有患者符合1997年在海口修订的中华医学会

耳鼻咽喉科学分会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编辑委员会

“变应性鼻炎诊断标准及疗效评定标准”[2];(2)所有

患者均有过敏性鼻结膜炎病史且经皮肤刺激测试均

表现出对花粉过敏。排除标准:(1)有口服免疫抑制

剂药物史者;(2)存在急性或慢性感染性疾病者;(3)

有自身免疫疾病、恶性肿瘤、哮喘以及其他炎症性疾

病者。

1.2 治 疗 方 法  SIT 组 患 者 使 用 丹 麦 ALK-
ABELLO公司生产的安脱达(AlutardSQ)标准化

变应原制剂进行治疗。安脱达试剂依不同浓度分为

1号试剂(浓度:100SQ-U/mL)、2号试剂(浓度:

1000SQ-U/mL)、3号试剂(浓度:10000SQ-U/

mL)和4号试剂(浓度:100000SQ-U/mL)。于患

者上臂外侧深部皮下缓慢注射安脱达,(1)起始阶

段:第1~3周,每周依次分别注射1号试剂0.2、

0.4、0.8mL;第4~6周,每周依次分别注射2号试

剂0.2、0.4、0.8mL;依此类推,直到患者的注射量

达到100000SQ-U。(2)维持阶段:当治疗的起始

阶段结束,患者的注射量达到维持剂量100000SQ-
U(4号试剂1mL)以后,患者的注射间隔逐渐增加,
从起始阶段的每隔一周依次增加到每隔2周、4周

和8周,此后,患者在随访的3年内每隔8周进行依

次维持剂量的注射。患者接受SIT一般都会选择避

开花粉季节,在每年的晚秋或初冬进行。对照组行

常规治疗:患者早晚对每个鼻孔各喷1次布地奈德

喷鼻剂(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口服氯雷他定片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每日1次,每次10mg。

1.3 评估指标 (1)疗效评价:根据2004年兰州的

变应性鼻炎的诊治原则和推荐方案,记录患者治疗

前以及随访结束时,打喷嚏、流涕、鼻堵、鼻痒的症状

并进行打分,评分标准为:(治疗前总分-治疗后总

分)/治疗前总分×100% :显效:≥66%;有效:65%
~26%;无效:≤25%;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2)收集所有患者治疗前、治疗后的第4、第7、第10、
第27周,以及治疗后的第1、第2、第3年收集所有

患者的血液标本(空腹抽取),立即置于冰上且在

30min之内离心(2000r/min)20min,收集上清液,
于—80℃条件下保存待测。采用双抗夹心ELISA
法(其酶免测定试剂盒购自美国RapidBioLab)检测

血清白细胞介素(IL)-8、干扰素诱导蛋白10(IP-
10)、人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MIP-1)α、MIP-1β、调节

激活正常T-细胞表达分泌因子(RANTES)、Eotax-
in、MCP-1。

1.4 统计分析 应用统计软件SPSS24.0对数据

进 行 分 析。IL-8、IP-10、MIP-1α、MIP-1β、RAN-
TES、Eotaxin、MCP-1、IgE和IgG4浓度不满足标准

正态分布,采用四分位数(25分位数-75分位数)[M
(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

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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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0.05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治疗前各项生化指标比较 SIT组与对

照组各项生化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见表1。

2.2 两组治疗疗效比较 随访结束时,SIT组患者

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表1 研究组与对照组各项生化指标比较[M(P25-P75)]

对照组(n=51) SIT组(n=69) P
IL-8/(pg/mL) 11.9(4.2—58.3) 12.5(3.9—61.2) 0.763
IP-10/(pg/mL) 461.7(227.5—877.6) 436.6(218.7—913.1) 0.853
MIP-1α/(pg/mL) 5.9(0.7—17.6) 6.2(0.95—19.9) 0.621
MIP-1β/(pg/mL) 39.5(19.6—82.3) 42.2(19.3—83.4) 0.538
RANTES/(ng/mL) 10.3(0—224.5) 9.2(0—23.1) 0.381
Eotaxin/(pg/mL) 31.7(0—73.2) 33.2(0—77.1) 0.782
MCP-1/(pg/mL) 24.38(7.21—40.22) 22.1(4.9—190.0) 0.712
IgE/(kU/L) 107(0—813) 109(0—912) 0.839

表2 两组治疗疗效比较[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SIT组
(n=69) 29(42.0) 32(46.4) 8(11.6) 61(88.4)

对照组
(n=51) 12(23.5%)13(25.5)26(51.0) 25(49.0)

χ2 25.175
P 0.000

2.3 研究期间两组患者血清中IgE、IgG4的浓度变

化 SIT组患者在进行SIT初始阶段后的第7周

(患者开始注射2号试剂),血清中的IgE逐渐明显

升高,且在第10周浓度达到最大值,随后浓度逐渐

降低,但直到第1年,较治疗前相比,血清中的IgE
仍有明显升高(P<0.05)。而对照组患者血清中的

IgE自接受治疗开始就开始降低,在第10周时,浓度

显著低于治疗前和SIT组(均P<0.05)。SIT组患

者自接受SIT后的第7周开始,血清中IgG4浓度逐

渐升高,直到实验终点,一直保持上升趋势,且在第

10周至第2年快速升高,而对照组患者血清中IgG4
浓度一直没有明显变化,见图1。

2.4 研究期间两组患者血清中趋化因子浓度比较

  SIT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 MCP-1以及Eotaxin
浓度变化存在明显区别,其中,SIT组患者血清中

MCP-1浓度在治疗后第4周一直到治疗后第2年均

高于对照组(均P<0.05);两组患者血清中Eotaxin
浓度在第2年检测时浓度几乎一致,在此之前,SIT
组患者血清中Eotaxin浓度一直高于对照组,且在第

4周、第27周时差异明显(均P<0.05),第2年的检

测结果显示,两组Eotaxin浓度几乎一致,在第3年

时,SIT组患者血清中的Eotaxin浓度高于对照组,
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2。

*表示与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表示与对照组比较,P<0.05。
图1 研究期间两组患者血清中IgE、IgG4的浓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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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与对照组比较,P<0.05,“…”表示健康者的正常值。
图2 研究期间两组患者血清中的趋化因子浓度比较

3 讨 论

  过敏性疾病最有效的免疫疗法是提高过敏人群

对过敏源的免疫耐受而不产生过敏症状[6]。目前

SIT在过敏性疾病中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但有学

者指出可能与IgG4介导的免疫应答产生的细胞趋

化因子有关[7]。本研究通过对接受SIT的AR患者

进行了为期3年的调查,结果发现,SIT的作用机制

可能与患者接受SIT后早期IgE的显著升高以及

IgG4稍晚显著性升高有关,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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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IgG4介导的免疫机制在SIT治疗AR患者的过

程中发挥的有益作用。

  此外,本次研究发现,SIT可诱导患者血清中

Eotaxin和 MCP-1趋化因子浓度的增加。目前,临
床上关于暴露过敏原后人群血清中 MCP-1水平的

变化情况的相关数据资料缺乏[8]。但有研究表明,
在花粉季节暴露于该过敏源后的 AR患者,其鼻腔

分泌物中的 MCP-1水平升高[9]。在另外一项研究

中显示[10],对气管肺泡灌洗液中存在的某些物质过

敏的患者,其血清中趋化因子包括 MCP-1在内会不

同程度的升高。曾有文献报道SIT期间患者的趋化

因子浓度变化[11],但是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免

疫治疗临床试验显示,早期特异性过敏原IgE增加,
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而IgE增加趋势的逐渐减弱,
可通过过敏原特异性记忆B细胞诱导血浆细胞因子

产生来解释[12]。因此,在本研究中虽然早期患者血

浆内的趋化因子浓度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在试验

终点时,各趋化因子的浓度并不存在上升的现象。

  本研究结果显示,特异性IgG4在SIT治疗后

的第7周开始逐渐增加,且在2~3年后血中浓度仍

保持上升趋势。而在未接受治疗的对照组AR患者

中,整个研究期间观察到IgG4水平没有出现明显变

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IgG4与过敏性疾病导致的

炎症反应关系已明确,但有一些研究表明,IgG4水

平与过敏症状呈负相关关系[13]。这可能是因为在

过敏原与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上表达的IgE结

合之前,特异性IgG4可以与过敏原进行结合或将其

捕获,防止过敏原诱导的炎症反应。且本次研究持

续3年,更有力的说明接受SIT后会保持患者体内

IgG4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综上,本研究结果表明,SIT能有效治疗AR,可
能与其保持AR患者体内有较高浓度的IgG4以在

患者体内发挥持续的有效作用有关。发挥有效作用

的趋化因子的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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