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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区 员 园源苑 例过敏性疾病儿童血清特异性过敏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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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南京

圆员园园园愿冤

目的院了解南京地区儿童哮喘尧过敏性鼻炎及荨麻疹的过敏原状况遥 方法院采用体外过敏原检测系统对本院确诊的 猿

类常见过敏性疾病渊哮喘尧过敏性鼻炎和荨麻疹冤的 员 园源苑 例患儿进行过敏原特异性 陨早耘 抗体检测袁并对过敏原结果进行分析对

比遥 结果院猿 种疾病中过敏性鼻炎特异性 陨早耘 阳性检出率最高袁其次是哮喘和荨麻疹遥 吸入性过敏原以屋尘螨粉尘螨为主袁食入
性过敏原以鳕鱼龙虾扇贝为主遥 结论院屋尘螨粉尘螨及鳕鱼龙虾扇贝是南京地区儿童最常见的过敏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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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境污染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袁过敏性疾病
越来越多袁特别是儿童群体遥治疗过敏性疾病的关键在
于寻找过敏原袁避免过敏性疾病发生发展遥各个地区因

咱文章编号暂

皮尧蟑螂尧点青霉 辕 分枝孢霉 辕 烟曲霉 辕 交链孢霉尧葎草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 耘曾糟藻造 表格进行数据统计袁 计算过敏原

为地理环境尧气候和人们饮食习惯不同袁诱发过敏性疾

分布尧分组排名尧种类等遥

病的过敏原也有一定差异遥 南京地区生活水平和工业

圆

化程度相对较高袁过敏性疾病发病率高袁本文对呼吸尧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远冤园源鄄缘园愿鄄园圆

结

果

耳鼻喉和皮肤科常见过敏性疾病患者的过敏原特异

圆援员

疾病患者常见的过敏原及其在不同疾病之间的差异袁

愿远援圆豫袁 其次是哮喘为 远缘援愿豫袁 荨麻疹阳性率最低为

性 陨早耘 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袁 寻找南京地区儿童过敏性
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袁现报告结果如下遥
员
员援员

资料和方法
资料
所有病例均来自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

院袁包括哮喘尧过敏性鼻炎和荨麻疹 猿 类常见过敏性

猿 种疾病 泽陨早耘 阳性率分布

猿 种过敏性疾病中过敏性鼻炎阳性率最高为

源远援愿豫遥
圆援圆

猿 种疾病吸入性过敏原比较

哮喘患者阳性率最高的前 猿 位为屋尘螨粉尘螨

源猿援员员豫尧屋尘 员园援源愿豫尧艾蒿 愿援猿缘豫袁过敏性鼻炎阳性
率 最 高 的 前 猿 位 是 屋 尘 螨 粉 尘 螨 苑缘援园园豫 尧 屋 尘

员圆援猿员豫尧蟑螂 员园援愿远豫遥 荨麻疹阳性率较高的为屋尘螨

疾病遥 共收集病例 员 园源苑 例袁其中哮喘 缘员缘 例渊男 猿员怨

粉尘螨 圆园援苑豫尧柳树杨树榆树 员园援怨猿豫尧蟑螂 愿援怨愿豫遥

圆苑远 例渊男 员远圆例袁女 员员源 例袁年龄 圆 岁 愿 个月耀员源 岁袁

疾病中的总阳性率为 源远援园猿豫袁其次是屋尘 员园援猿员豫袁

龄 员园 个月耀员源 岁袁平均 缘援怨 岁冤遥

圆援猿

例袁女 员怨远例袁年龄圆耀员源 岁袁平均 远援缘 岁冤袁过敏性鼻炎

平均 怨援圆 岁冤袁荨麻疹 圆缘远 例渊男 员源愿 例袁女 员园愿 例袁年
员援圆

方法

屋尘螨粉尘螨是最主要的吸入性过敏原袁 在 猿种

蟑螂 愿援愿愿豫袁霉菌 愿援缘怨豫渊表 员冤遥

猿 种疾病食入性过敏原比较

哮喘患者阳性率最高的前 猿 位为鸡蛋白

抽取静脉血 圆 皂蕴袁离心分离血清后袁源益备用并

员园援愿苑豫尧鳕鱼龙虾扇贝 怨援缘员豫尧鲑鱼 愿援员缘豫袁过敏性率

过敏原筛查以及配套的试剂盒遥 方法为免疫印迹

鸡蛋白 怨援苑愿豫尧鲑鱼 愿援猿猿豫遥 荨麻疹阳性率较高的为

于 源 澡 内检测遥 采用德国欧蒙公司 耘哉砸韵造燥贼酝葬贼藻则造造
法遥 过敏原分为食入组和吸入组袁食入组过敏原主要
为日常生活中的食物袁包括鸡蛋白尧牛奶尧花生尧黄豆尧
鳕鱼龙虾扇贝尧鲑鱼尧虾尧蟹曰吸入组为院柳树杨树榆
树尧普通豚草尧艾蒿尧屋尘螨粉尘螨尧屋尘尧猫毛尧狗上

鼻炎阳性率最高的前 猿 位为鳕鱼龙虾扇贝 员苑援猿怨豫尧
鳕鱼龙虾扇贝 圆员援愿苑豫尧鸡蛋白 员猿援远苑豫尧虾 员园援员缘豫遥

鳕鱼龙虾扇贝是最主要的食入性过敏原袁总的

阳性率为 员源援远员豫袁其次是鸡蛋白 员员援圆苑豫袁牛奶的阳
性率较低为 猿援圆源豫渊表 圆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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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 种疾病吸入性过敏原比较 咱灶渊豫冤暂
总例数
哮喘 过敏性鼻炎荨麻疹
分类
渊灶越缘员缘冤 渊灶越圆苑远冤 渊灶越圆缘远冤 渊灶越员 园源苑冤
柳树杨树榆树 园圆苑渊缘援圆源冤 园圆员渊苑援远员冤 圆愿渊员园援怨猿冤园苑远渊苑援圆缘冤
普通豚草
园员远渊猿援员园冤 园员员渊猿援怨愿冤 园怨渊猿援员园冤 园猿远渊猿援源猿冤
艾蒿
园源猿渊愿援猿缘冤 园圆员渊苑援远员冤 员缘渊缘援愿缘冤 园苑怨渊苑援缘源冤
屋尘螨粉尘螨 圆圆圆渊源猿援员员冤 圆园苑渊苑缘援园园冤 缘猿渊圆园援苑园冤源愿圆渊源远援园猿冤
屋尘
园缘源渊员园援源愿冤 园猿源渊员圆援猿员冤 圆园渊苑援愿员冤 员园愿渊员园援猿员冤
猫毛
园圆苑渊缘援圆源冤 园圆员渊苑援远员冤 员缘渊缘援愿缘冤 园远猿渊远援园员冤
狗上皮
园员怨渊猿援远愿冤 园园缘渊员援愿员冤 园苑渊圆援苑猿冤 园猿员渊圆援怨远冤
蟑螂
园源园渊苑援苑远冤 园猿园渊员园援愿远冤 圆猿渊愿援怨愿冤 园怨猿渊愿援愿愿冤
霉菌
园源园渊苑援苑远冤 园圆怨渊员园援缘园冤 圆员渊愿援圆园冤 园怨园渊愿援缘怨冤
葎草
园员源渊圆援苑员冤 园员员渊猿援怨愿冤 园怨渊猿援缘员冤 园猿源渊猿援圆源冤
表员

表圆

猿 种疾病食入性过敏原比较
哮喘
过敏性鼻炎 荨麻疹
分类
渊灶越缘员缘冤 渊灶越圆苑远冤 渊灶越圆缘远冤
鸡蛋白
缘远渊员园援愿苑冤 圆苑渊怨援苑愿冤 猿缘渊员猿援远苑冤
牛奶
员园渊猿援远圆冤 员缘渊缘援愿缘冤
园怨渊员援苑源冤
花生
圆源渊源援远远冤
员怨渊远援愿愿冤 员园渊猿援怨园冤
黄豆
圆圆渊源援圆苑冤
园苑渊圆援缘猿冤 园远渊圆援猿源冤
鳕鱼龙虾扇贝 源怨渊怨援缘员冤
源愿渊员苑援猿怨冤 缘远渊圆员援愿苑冤
鲑鱼
源圆渊愿援员缘冤
圆猿渊愿援猿猿冤 员愿渊苑援园猿冤
虾
员远渊猿援员员冤
园怨渊猿援圆远冤 圆远渊员园援员缘冤
蟹
猿猿渊远援源员冤
员源渊缘援园苑冤 员愿渊苑援园猿冤

猿

讨

咱灶渊豫冤暂
总例数
渊灶越员 园源苑冤
员员愿渊员员援圆苑冤
园猿源渊猿援圆源冤
园缘猿渊缘援园远冤
园猿缘渊猿援猿源冤
员缘猿渊员源援远员冤
园愿猿渊苑援怨圆冤
园缘员渊源援愿苑冤
园远缘渊远援圆园冤

论

变态反应性疾病最常累及呼吸系统和皮肤系

高于其他两种疾病袁说明过敏性鼻炎患者更需注意
生活上过敏原的防护遥
吸入性过敏原检测结果显示屋尘螨粉尘螨为
主要过敏原袁提示了南京地区主要的过敏原为粉尘
螨和屋尘螨袁这与国内的一些研究一致咱猿原源暂遥 柳树杨

树榆树和艾蒿阳性率均在 缘豫以上袁 可能与南京绿
化较好有关遥 蟑螂和霉菌阳性率也较高袁可能与南
京地区梅雨季节多潮湿尧家中绿化多袁适合蟑螂真
菌孢子生长有关遥
食入性过敏原以鳕鱼龙虾扇贝为主袁 其次是鸡

蛋袁与国内一些报道有部分不同咱缘原远暂袁国内一些报道牛
奶是主要过敏原袁本研究牛奶过敏仅占 猿援远员豫遥 笔

者推测牛奶过敏相对少袁 可能与目前市场上低敏
奶粉逐渐让家长接受袁摄入低敏奶粉的患儿增多袁
家长开始有意识避免牛奶过敏原有关遥 鳕鱼龙虾
扇贝过敏的增多袁特别是过敏性鼻炎患者袁可能与
现在生活水平上升袁家长均衡营养意识强袁普遍给
婴幼儿添加海产品有关遥

总的来说袁南京地区 猿 种过敏性疾病儿童过敏原

检测分析显示袁 屋尘螨粉尘螨仍是主要的过敏原袁其
次要防护霉菌和花草袁在饮食上避免过多摄入鳕鱼龙
虾扇贝等水产品遥吸入性过敏原特别是屋尘螨粉尘螨
难以避免袁且引发的哮喘和过敏性鼻炎均严重影响患
儿生活质量袁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遥 为减少疾

统袁主要指机体吸入尧食入或者接触某种或多种过

病发作袁患儿可以作正规的螨虫脱敏治疗遥

敏原后发生异常反应所致的疾病遥 该病的发生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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