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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联合清热八味胶囊治疗变应性
鼻炎的疗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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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联合清热八味胶囊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疗效# 方法+选取 "#$A年 $"月至 "#"#年 $"月琼
海市人民医院收治的变应性鼻炎患者 $"#例!采用简单随机化法分为观察组"常规组!每组 @#例# 常规组患者给予糠酸莫米松鼻
喷雾剂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常规组的基础上加用清热八味胶囊# 观察两组患者的疗效"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和症状改善情况*治疗
前"治疗 $和 "个疗程后的免疫功能-’型固有淋巴细胞&KY8")"树突状细胞&I8)."鼻黏膜生理状态-嗜酸性粒细胞&%JM)计
数"肥大细胞&d8)计数).# 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F@Ai&?BD@#)!明显高于常规组的 B$F@Ai&<=D@#)!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k#F#?)# 观察组患者喷嚏"清涕"鼻痒和鼻塞的缓解时间明显短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k#F#?)# 治疗 $"" 个
疗程后!两组患者外周血KY8""I8含量降低!不同时间"组间和交互作用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k#F#?)# 治疗 $""个疗程后!
两组患者鼻黏膜d8计数"%JM计数降低!不同时间"组间和交互作用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k#F#?)# 观察组"常规组患者的
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i&#D@#)"$F@Ai&$D@#)!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g#F#?)# 结论+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联合清
热八味胶囊治疗变应性鼻炎!能进一步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及鼻黏膜生理状态!促进患者康复!效果显著!安全性高#
关键词!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 清热八味胶囊* 变应性鼻炎* ’型固有淋巴细胞* 鼻黏膜生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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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P26+-+*+0+00+3-+1+P’-*Q+*6 6+36520’15*/+ Q6+P6 P’- 1)2*652+O72,&5*65+OO)-51)-P*+,- ’-. 76/0+,(,3+P’(
0*’*)0,1-’0’(O)P,0’,17’*+5-*0’-. 72,O,*5*65256’‘+(+*’*+,-:
<!=>7;?6! d,O5*’0,-51)2,’*5-’0’(072’/% m+-325b’Q5+P’70)(50% G((523+P26+-+*+0% c/75KK+--’*5
(/O76,P/*5% ;’0’(O)P,0’76/0+,(,3+P’(0*’*5

!!变应性鼻炎#’((523+P26+-+*+0+GE$是个体暴露于环境变应
原后+主要由免疫球蛋白%#K3%$介导的一种鼻黏膜非感染性
炎性疾病+以鼻痒*喷嚏等为主要表现) 尽管近年来随着深入
研究发现+以’型固有淋巴细胞#+--’*5(/O76,P/*5"+KY8"$*
树突状细胞#.5-.2+*+PP5((+I8$为代表的免疫细胞及鼻黏膜生
理状态变化与GE发生发展关系密切+但仍缺乏 GE的有效治
疗方案.$4"/ ) 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是局部用糖皮质激素+起效
迅速+具有抗炎及免疫调节等作用+是临床治疗 GE的常用药
物+但其仅可缓解症状+整体治疗效果难以满足临床需求.>/ )
中医认为+GE的病机属肺气虚寒+外邪入侵+发为此症%另外+
&黄帝内经(中记载+,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CC人之伤
于寒也+则为病热-+即虚寒生内热+故 GE治宜清热解毒.</ )
清热八味胶囊是由檀香*石膏*瞿麦*苦地丁*红花*麦冬*胡黄
连和人工牛黄等制成的中药制剂+具有清热解毒之效.?/ ) 基
于清热八味胶囊的功效与GE中医治则相符+本研究首次将其
与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联合用于GE的治疗+通过探讨患者的
免疫功能*鼻黏膜生理状态变化等+为临床完善相关治疗方案
提供参考+现报告如下)

@A资料与方法
@B@A资料来源

选取 "#$A年 $"月至 "#"# 年 $" 月琼海市人民医院收治
的GE患者 $"#例%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e?> 岁+平
均#>@FA?j?F>B$岁%体重指数 $Be"@ _3DO"+平均#"$FA>j
$F>$$ _3DO"%病程 $eA 年+平均#>F>$j$F#<$年%参考&鼻炎
分类和诊断及鼻腔用药方案的专家共识( .@/评定病情严重程
度"轻度 <A例+中度 A>例) 纳入标准"符合&变应性鼻炎诊断
和治疗指南#"#$?年+天津$( .A/中 GE的诊断标准%均伴不同
程度喷嚏*清涕*鼻痒和鼻塞症状%近 $ 个月内无相关治疗史%
无其他呼吸道疾病%精神*认知正常+可正常沟通%知情本研
究+签署同意书) 排除标准"存在免疫缺陷病者%有严重肝*
肾*心功能障碍者%对本研究药物成分过敏者%伴鼻窦炎*鼻息
肉等鼻腔解剖结构异常者)

采用简单随机化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常规组+每组
@#例) 观察组患者中+男性 ><例+女性 "@例%年龄 ">e?$岁+
平均#>AF$@j?F<<$岁%体重指数 $Be"@ _3DO"+平均#"$F=@j
$F><$_3DO"%病程 $e@年+平均#>F<<j$F#>$年%病情程度"轻
度 ""例+中度 >B例) 常规组患者中+男性 >$例+女性 "=例%年
龄 "$e?>岁+平均#>@F><j@F$>$岁%体重指数 $Be"@ _3DO"+平
均#"$F<=j$F"B$ _3DO"%病程 $eA年+平均#>F$Bj$F#?$年%病
情程度"轻度 "?例+中度 >? 例) 两组患者上述基础资料的均
衡性较高+具有可比性)
@BCA方法

指导两组患者尽量避免变应原暴露) #$$常规组患者给
予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规格"每瓶 @#揿+每揿含糠酸莫米松

?# .3+药物浓度为 #F#?i$治疗+每侧鼻孔 $ 次 " 揿+$ 日
$次) #"$观察组患者在常规组的基础上加用清热八味胶囊
#规格"每粒装 #F> 3$+以白糖水为引+口服+$ 次 > 粒+$ 日
"次) 两组患者均以连续治疗 $< . 为 $ 个疗程+共治疗 " 个
疗程)
@BDA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疗效*症状#喷嚏*清涕*鼻痒和鼻塞$改
善情况*免疫功能#KY8"*I8$*鼻黏膜生理状态.嗜酸性粒细
胞#%JM$计数*肥大细胞#d8$计数/和鼻出血不良反应) 免
疫功能"治疗前+治疗 $*" 个疗程后+采用枸橼酸真空管采集
两组患者清晨空腹肘静脉血 " O(+通过 G**)-5;Uc型全自动
流式细胞仪#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检测KY8"*I8含量) 鼻黏
膜生理状态"治疗前+治疗 $*" 个疗程后+采用直视采集法采
集患者鼻黏膜脱落细胞+石蜡包埋+脱蜡+苏木精染色+脱水+
制作标本+通过VdM4$#>A型光学显微镜#上海无陌光学仪器
有限公司$连续观察 $# 个视野#<#o$# 倍$+记录 %JM 计数*
d8计数)
@BEA疗效评定标准

参考&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 年+天津$( .A/ +
评定临床疗效"显效+治疗后喷嚏*清涕等症状完全消失+鼻镜
示鼻黏膜无水肿+@个月内未复发%有效+治疗后喷嚏*清涕等
症状显著改善+但至少 $ 项症状未完全消失%无效+治疗后喷
嚏*清涕等症状未缓解) 总有效率n#显效病例数f有效病例
数$D总病例数o$##i)
@BHA统计学方法

采用 MaMM "$F#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症状缓解时间*免
疫功能指标等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j标准差#&3j2$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检验+不同组间*时间及交互
作用下指标以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总有效率等计数资料采用
率#i$表示+两组间比较进行 "" 检验%&k#F#?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CA结果
CB@A临床疗效

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F@Ai#?BD@#$+明显高于常
规组的 B$F@Ai#<=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F#?$+见
表 $)

表 @A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20G@A’(3#0%.*()(451.).501$44.505R G$&O$$)&O(

8%(+#*)50*$*"[#*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4n@#$ >? #?BF>>$ "> #>BF>>$ " #>F>>$ ?B #=@F@A$
常规组#4n@#$ $B #>#F##$ >$ #?$F@A$ $$ #$BF>>$ <= #B$F@A$
"" =FA@@ "F$?? @F=BB @F=BB
& #F##" #F$<" #F##B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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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A症状改善情况
观察组患者喷嚏*清涕*鼻痒和鼻塞的缓解时间明显短于

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k#F#?$+见表 ")
表 CA两组患者症状改善情况比较"’"Z#’-#

20GCA’(3#0%.*()(4.3#%(/$3$)&(4*R3#&(3*G$&O$$)
&O( 8%(+#*"’"Z#’ -#

组别 症状缓解时间
喷嚏 清涕 鼻痒 鼻塞

观察组#4n@#$ <F#$j#F?# <FB=j#F@$ <F$@j#F<> >FA>j#F<=
常规组#4n@#$ <F"Bj#F<B ?F$$j#F?" <F<"j#F>= <F#$j#F?@
/ >F#$A "F$"@ >F<@= "F=$?
& #F##> #F#>@ #F##$ #F##<

CBDA免疫功能
治疗前+两组患者外周血KY8"*I8含量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g#F#?$%治疗 $*"个疗程后+两组患者外周血 KY8"*
I8含量降低+不同时间*组间*交互作用下+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k#F#?$+见表 >)

CBEA鼻黏膜生理状态

治疗前+两组患者鼻黏膜d8计数*%JM计数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g#F#?$%治疗 $*"个疗程后+两组患者鼻黏膜
d8计数*%JM计数降低+不同时间*组间*交互作用下+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k#F#?$+见表 <)

表 DA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功能指标比较"’"Z##
20GDA’(3#0%.*()(4.33+)$4+)5&.()G$&O$$)&O( 8%(+#*G$4(%$0)-04&$%&%$0&3$)&"’"Z##

组别
KY8"Di I8D#o$#@DY$

治疗前 治疗 $个疗程后 治疗 "个疗程后 治疗前 治疗 $个疗程后 治疗 "个疗程后
观察组#4n@#$ =F"?j$F>A AF>>j$F"$ >F@<j$F"B "BF>@j<FA$ $=F@?j>FB" BF@?j$F=<
常规组#4n@#$ BFB@j$F?" AF="j$F># <F>$j$F$= "AF=<j?F#$ "$F>@j<F$? $$F>@j"FBA
)组间D&组间 @F?<=D#F#"" =FBA>Dk#F##$
)时间D&时间 BF@?<Dk#F##$ $"F<=$Dk#F##$
)组间!时间D&组间!时间 =F<>"Dk#F##$ $?FA=>Dk#F##$

表 EA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鼻黏膜生理状态比较"’"Z#’个]YM#
20GEA’(3#0%.*()(4#NR*.(1(8.501*&0&+*(4)0*013+5(*0 G$&O$$)&O( 8%(+#*G$4(%$0)-04&$%&%$0&3$)&"’"Z#’ $05N]YM#

组别
d8计数 %JM计数

治疗前 治疗 $个疗程后 治疗 "个疗程后 治疗前 治疗 $个疗程后 治疗 "个疗程后
观察组#4n@#$ =F#@j$FA? @F>"j$F<$ "F""j#F=A $>F#?j$F>> BF<#j$F?= >F$$j$F#>
常规组#4n@#$ BFBAj$F@$ AF>Bj$F>@ >F<?j$F#< $"FA$j$F"B =F">j$F<$ <F=Aj$F"=
)组间D&组间 AF=?<Dk#F##$ =F>B>Dk#F##$
)时间D&时间 $#F"<$Dk#F##$ $$F<?=Dk#F##$
)组间!时间D&组间!时间 $>F@<$Dk#F##$ $?F?=ADk#F##$

CBHA不良反应
常规组患者出现鼻出血 $例+观察组患者未见明显不良反

应) 采用确切概率法计算+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i+与常规组的 $F@Ai#$D@#$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

$F###$)

DA讨论
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宁夏地区 ?eA# 岁常住居民 GE

患病率为 $>F#@i+海口市儿童 GE自报患病率为 $$F@=i+重
庆市儿童自报患病率为 "BF?i+乌鲁木齐市医学生GE患病率
为 $=F>i+西部地区官兵 GE患病率为 "<FA$i+可见不同地
区*年龄群体的 GE发病率存在一定差异.B4$"/ ) 近年来+受沙
尘*雾霾天气频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GE发病率逐年升高+已
发展成为严重危害公众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 目前
GE尚无法根治+如何完善治疗方案*控制病情是研究的热点)

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为新型鼻用糖皮质激素+适用于常年
性或季节性鼻炎+经鼻给药能直达病灶+对快速缓解鼻痒*喷嚏
等不适症状有重要作用+但治标不治本+停药后易复发+整体效
果欠佳.$</ ) GE属于中医学,鼽嚏-,鼻鼽-等范畴+病位在鼻+

累及肺*脾*肾+肺气虚+开窍于鼻+风寒湿邪侵袭+肺气不通+鼻
窍不利+发为喷嚏*流涕和鼻痒等.$?/ ) &素问!至真要大论(中
记载+,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失运化+聚湿成痰+痰湿泛鼻+

造成鼻腔黏膜肿胀+鼻流清涕%肾乃先天之本+主机体生理机能

阴阳调节+而,鼻鼽-多与机体阴阳失调有关) 清热八味胶囊
用于人体虚弱*劳累等所致外邪入侵证的效果显著) 方中+檀
香入脾*胃*肺经+理气调中*辛温通鼻+祁坤在&外科大成(中
记载+,余治脑漏+于对症药内+加檀香片一大撮+无不奏效-%

石膏清热泻火+清肺胃之热+通鼻窍.$@/ %瞿麦清热利水%苦地丁

消肿止痛*清热解毒%红花补肝益肾%麦冬滋阴去火.$A/ %胡黄连

清热凉血%人工牛黄解毒清热*定惊化痰.$B/ %诸药合用+起到清

热解毒的功效) 本研究首次将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联合清热
八味胶囊用于GE的治疗+结果显示+g?Bi的患者治疗后 @个
月内未复发+且症状缓解更迅速+治疗过程中无不良反应发生+

提示该联合用药方案效果显著+安全性高) 结合现代药理学研
究结果分析+清热八味胶囊中富含多种生物碱及挥发油+其中
胡黄连苷’已被临床应用于预防及治疗哮喘*过敏性皮肤病等
炎症性疾病.$=/ %檀香中的 *4檀香醇*,4檀香醇有强抗菌作用%

石膏有免疫系统调节作用+动物实验结果显示+石膏能增强小
鼠脾*胸腺功能+调节c淋巴细胞免疫平衡."#/ %苦地丁的有效
成分为生物碱+具有抗菌消炎*消除疲劳等功用%红花主要含有
甾体类*链烷双烯醇类*苷类*聚炔类和黄酮醇等化学成分+具
有良好的抗炎*免疫调节等作用%麦冬富含甾体皂苷*生物碱和
沿阶草苷等活性成分+有研究结果显示+麦冬皂苷 8能显著增
加小鼠脾脏重量+可调节免疫功能."$/ %人工牛黄中胆酸*去氧
胆酸和麦角固醇等成分对急慢性炎症均有显著抑制作用+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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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减轻鼻黏膜水肿+恢复鼻黏膜生理功能.""/ ) 糠酸莫米松鼻喷
雾剂*清热八味胶囊联合用药+内外兼治+可强化治疗效果+促进
患者康复) 此外+鼻黏膜d8计数*%JM计数是反映鼻黏膜生理
状态主要指标) 鼻黏膜直接与外界环境各种抗原物质接触+正
常情况下+适应性或先天性免疫可清除抗原物质+但病理状态下
d8*%JM生成异常+对抗原产生过度免疫时则诱发GE.">4"</ ) 本
研究结果中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鼻黏膜 d8计数*%JM
计数显著降低+表明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联合清热八味胶囊
内外兼治+可通过不同途径促进鼻黏膜恢复正常生理状态)

KY8是一种独特的免疫效应细胞+近年来逐渐受到关注+

尤其是KY8"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变应性疾病中的作用倍受重
视) 临床研究结果已证实+KY8" 在食物过敏*GE的炎症反应
中均有参与+可不经过抗原呈递细胞途径而直接诱导 K3%生
成."?4"@/ ) I8是专职抗原呈递细胞+能在感染早期感知免疫系
统压力及病原体侵袭行为+其中不成熟的 I8可被 GE患者体
内K3%受体激活+因此+外周血 I8含量越高+提示 GE病情可
能越严重."A4"B/ ) 本研究对GE患者机体免疫功能进行探究+发
现采用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联合清热八味胶囊治疗的观察组
患者随着治疗的进行+外周血KY8"*I8含量显著降低+且显著
低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F#?$+可能与清热八味胶
囊中檀香*红花等的免疫调节作用有关) 本研究首次对糠酸莫
米松鼻喷雾剂联合清热八味胶囊治疗GE的效果进行了探讨+
但不足之处在于未进行长期随访观察+该联合用药方案对患者
的远期效果仍需继续探讨)

综上所述+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联合清热八味胶囊能从改
善患者免疫功能及鼻黏膜生理状态方面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
促进患者康复+且安全性高)

参考文献
.$/ 郭胤仕+卢慧:’型固有淋巴细胞在变应性鼻炎发病机制中的

作用.\/:山东大学耳鼻喉眼学报+"#$=+>>#$$"=4$":

."/ 张锦:通窍止鼽汤对过敏性鼻炎模型大鼠鼻黏膜病理学及免疫

功能的影响.\/:四川中医+"#"#+>B#<$"@#4@<:

.>/ 吕凌燕+黄萌萌+曲喆+等:清肺脱敏汤联合糠酸莫米松鼻喷雾

剂对变应性鼻炎患者免疫功能及 cX̂4,$*KY4$A 的影响.\/:中

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杂+"#$=+"A#?$"><<4><A:

.</ 忻耀杰+滕磊+魏慈芸+等:变应性鼻炎的中医诊疗心悟.\/:中

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杂志+"#$B+"@#>$"$@>4$@?:

.?/ 刘学良+刘海青+韩达斌+等:蒙药清热八味胶囊质量标准的建

立.\/:中国药师+"#"#+">#?$"=BA4==#:

.@/ 李华斌+王向东+王洪田+等:鼻炎分类和诊断及鼻腔用药方案

的专家共识.\/: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 @$"

?A>4?AA:

.A/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编辑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学分会: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 年+天津$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4"<:

.B/ 申学良+赵迪+闫小会+等:宁夏地区变应性鼻炎流行病学调查

研究.\/: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A+?"#A$"<=$4<=@:

.=/ 李淑芳+谭业农+王翔+等:热带地区儿童变应性鼻炎流行特征"

基于海南省海口市的调查.\/:环境与职业医学+"#"#+>A#$$$"

$#=?4$#==:

.$#/!胡思洁+姚红兵+彭艳玲+等:重庆市儿童变应性鼻炎的流行病

学调查分析.\/:重庆医学+"#$A+<@#>>$"<A##4<A#$+<A#<:

.$$/!阳玉萍+冯娟+王燕+等:乌鲁木齐市医学生变应性鼻炎患病率

与生活健康因素分析.\/: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4$"$#:

.$"/!陶慧+王泽明+马嘉伟+等:西北地区某部变应性鼻炎发病情况

调查.\/: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A+>?#=$"$#A>4$#A<+$#AA:

.$>/!h,2*5_’’0h2,6- K+8’((5‘’)*K+G(7+T’2ZG+5*’(:da"=4#" 25.)P50

-’0’(6/75225’P*+&+*/’-. -’0’(O5.+’*,20+- 7’*+5-*0Q+*6 6,)05.)0*

O+*54’((523+P26+-+*+0.\/:G((523/+"#$B+A>#?$"$#B<4$#=>:

.$</!王燕+杨欢+冯娟+等:糠酸莫米松鼻喷剂联合孟鲁斯特钠治疗

变应性鼻炎的疗效分析.\/: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4>?+<#:

.$?/!桂雄斌+伏广虎+李馥芊+等:健脾通窍方治疗脾气虚弱型变应

性鼻炎的临床疗效观察.\/: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4@>:

.$@/!李斯斯+张凌浩+张泉波+等:苍耳子鼻炎胶囊联合改良鼻腔冲

洗方案对急性鼻窦炎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中国中西医结

合急救杂志+"#$B+"?#<$"<><4<>@:

.$A/!黎德育+王志远:栝楼瞿麦丸方证思考与应用 .\/:新中医+

"#$=+?$#A$"@#4@":

.$B/!何洪江+范程欣+井天依+等:牛黄利咽丸防治鼻咽癌患者急性

放射性口腔黏膜炎.\/:吉林中医药+"#"#+<##>$">@<4>@@:

.$=/!86,+\+86,+bh+h+O\M+5*’(:8,225P*+,-" a+P2,0+.5KKG**5-)’*50

G+2Q’/K-1(’OO’*+,- ‘/I,Q-253)(’*+-3*65c2’-0P2+7*+,- ’̂P*,2

XGcG> ’-. c6"4E5(’*5. 8/*,_+-50+- ’d,)05d,.5(,1NId4

K-.)P5. G((523+PG0*6O’.\/:aY,M J-5+"#$A+$"#$$"5#$A#B>":

."#/!刘萍+白鑫宇+何泽祝:加味五味石膏汤对卵清蛋白致小鼠变应

性鼻炎的作用.\/:中药药理与临床+"#$B+><#"$"$4<:

."$/!陈奕澔+张雅心+江伟豪+等:麦冬皂苷I对高脂饲养G7,%HDH小

鼠血脂及肠道菌群的影响.\/:中草药+"#"#+?$#$>$">?#$4>?#B:

.""/!刘灵+白丽+陈慧婷:牛黄对慢阻肺大鼠抗炎*抗凋亡的实验研

究.\/:光明中医+"#$B+>>#@$"A=?4A=B:

.">/!修倩+高奕瑶+朱冬冬:低氧刺激鼻息肉黏膜上皮细胞炎性因

子变化的初探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4"A":

."</!于寒冰+阎艾慧:嗜酸粒细胞与慢性鼻4鼻窦炎伴鼻息肉相关性

的研究进展.\/:医学综述+"#$=+"?#>$"<<<4<<B:

."?/!d+**6’O0+2+V+a2’.)‘7,-30’a+M’-3’0’7’&+(+/’G+5*’(:I5P25’05.

8EcN" %U72500+,- ’-. E507,-05*,G((5235- E540*+O)(’*+,- ,-

K--’*5Y/O76,+. 85((0+- a’*+5-*0V+*6 G((5235-4M75P+1+PKOO)-,4

*652’7/.\/:G((523/G0*6O’KOO)-,(E50+"#$B+$##@$"@@"4@A<:

."@/!王佳慧+孟珣+林瀚青+等:KK型固有淋巴细胞在慢性鼻4鼻窦炎

中的作用机制初探.\/:国际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A=4B>:

."A/!李聪:变应性鼻炎患者KY4$EB表达及其配体 KY4>A 免疫调控作

用的研究.I/:重庆"重庆医科大学+"#$B:

."B/!熊培政+章刚+刘英+等:树突状细胞在变应性鼻炎免疫应答中

的作用.\/:免疫学杂志+"#$=+>?#"$"$A<4$AB:

#收稿日期""#"$4#?4$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