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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应性鼻炎与支气管哮喘相关性研究进展 

武沛佩  徐爱晖 

【摘要】  变应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明确相关，常互相影响。从流行病学角度来看，两种疾病常同时出

现，前者为后者的高危因素。发病机制上，两者同为 Th1/Th2 型免疫应答失衡所导致的炎症性疾病，且变

应性鼻炎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哮喘发生、发展。治疗方面，通过有效治疗鼻炎可对哮喘的控制有一定的帮

助。本文将从以上几大方面对变应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之间相关性进行综述。 
【关键词】  鼻炎；  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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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lergic rhinitis and asthma are commonly associated and they influence each other. From the 
view of epidemiology, they often turn up together, and allergic rhinitis often precedes the development of asthma 
show that it may be the high risk of asthma. From the the view of pathogenesis, they are the same inflammatory 
disease caused by the imbalance of Th1/Th2 type immune response, and allergic rhinitis can influence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sthma in some mechanisms. We also find that treat allergic rhinitis can help 
control asthma. In this paper, we will discuss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allergic rhinitis and asthma from those 
abov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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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

化，变应性鼻炎与支气管哮喘作为常见呼吸道疾病，发病率不

断上升。据调查，全球变应性鼻炎的发病率高达 10%～25%，

西方发达国家哮喘发病率超过 10%，我国哮喘发病率虽较低，

但是死亡率较高。两大疾病不仅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同时也

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两大疾病常发生于同一患

者，且均与特应性体质相关，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呼吸学科

和耳鼻喉学科研究的热点。大部分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明显

相关性[1]。2001 年，一项题为“变应性鼻炎及其对哮喘的影响”

的文件被WHO正式提出，强调了变应性鼻炎与哮喘的相关性。

更有甚者提出两个是“同一气道，同种疾病”的观点[2]。本文

将从流行病学、病理生理机制、治疗及预后三个方面分别阐述

变应性鼻炎与支气管哮喘相关性研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以探

究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临床诊治工作提供新思路。   
一、流行病学相关性研究 
国外多项研究表明哮喘患者大部分合并变应性鼻炎，而变

应性鼻炎患者中亦有相当一部分病人会发展为哮喘。Grossman[2]

进行的回顾性研究发现哮喘患者中约 60%～78%合并变应性鼻

炎，是正常人群的 5～7 倍，在儿童中比率更高（约 8 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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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应性鼻炎患者中约 20%～38%合并哮喘，基于长期对两者之

间关系研究，他明确提出了两者疾病是“同一气道，同种疾病”

假说。Eriksson 等[3]最新调查也发现支气管哮喘患者中有 64%
存在变应性鼻炎，而变应性鼻炎患者中有 20%并发哮喘。 

多项研究显示变应性鼻炎大多在哮喘前发生，有学者提出

变应性鼻炎是支气管哮喘的高危因素。Guerra 等[4]的研究发现

变应性鼻炎患者罹患哮喘的风险是正常人的 3 倍，同时变应性

鼻炎发病时间长短和症状严重程度与哮喘的发生严重程度呈正

相关。Fergusen 等[5]对 173 例变应性鼻炎患者与 2177 例对照组

哮喘患病率进行前瞻性研究，发现前者在二十年后哮喘发病的

危险性是对照组的 4 倍。 
变应性鼻炎与支气管哮喘患病存在家族聚集现象，它们的

相关性有遗传基础。马莉等[6]对变应性鼻炎患者亲属研究发现：

支气管哮喘患者三级亲属变应性鼻炎患病的加权平均遗传度及

变应性鼻炎患者三级亲属支气管哮喘患病的加权平均遗传度均

＞60%，提示二者患病相关性与遗传高度相关，从而从遗传流

行病学角度支持“同一气道，同一疾病”的整体气道炎性高反

应综合征学说。但研究亦显示两者遗传性并不符合孟德尔遗传

法则，提示两者患病的相关性可能与多基因遗传密切有关[7]。 
上述研究结果提示哮喘和变应性鼻炎常合并存在，变应性

鼻炎常发生于支气管哮喘之前，两者存在显著相关性。 
二、发病机制相关性研究 
目前普遍认为，变应性鼻炎和哮喘有着相似的免疫病理机

制。众所周知，Th1/Th2 型免疫应答失衡，Th2 型优势应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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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慢性气道炎症形成的基础[8]。变应性鼻炎亦是 Th1/Th2 型

免疫应答失衡型炎症反应，其免疫病理学特征是鼻黏膜组织中

大量表达 Th2 型细胞因子（IL-4，IL-5，IL-18）的细胞浸润[9]。

Togias 等[1]的研究证实了变应性鼻炎患者鼻腔和哮喘患者支气

管黏膜均有大量表达 Th2 细胞因子的辅助性 T 细胞、嗜酸粒细

胞和肥大细胞浸润，它们同时产生的组胺、白三烯、前列腺素、

血小板活化因子、缓激肽等炎性介质在上下呼吸道引发相似的

炎症反应过程。此外，对变应性鼻炎患者进行鼻部变应原激发

试验时也发现其下呼吸道黏膜中嗜酸粒细胞浸润增加，同时表

达黏附分子的细胞数量也相对增加，表明局部黏膜的变应性炎

症可能在下呼吸道产生类似的反应，提示变异性鼻炎可以诱发

哮喘产生。另外在参与病变组织重构的各种因子中，TGF-β1 在

哮喘和变应性鼻炎中均显著高表达，而对 IL-6 在两者中表达研

究结果却不一致[10-11]。 
病理生理水平上，支气管哮喘是由多种细胞包括气道炎症

细胞及结构细胞（如嗜酸粒细胞、肥大细胞、T 淋巴细胞、中

性粒细胞、平滑肌细胞、气道上皮细胞等）和细胞组分参与的

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有研究显示，在变应性鼻炎和哮喘患者

中，炎症局部的上皮和黏膜下组织中均可观察到类似的炎症细

胞浸润，提示两者在病理改变上具有一致性[12-13]。 
解剖水平上，正常人的鼻黏膜结构和气管黏膜非常相似，

均特征性表现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黏膜下层结构相似，两者

是连续性的组织[14]。但是鼻黏膜具有丰富的血管网，包括毛细

血管网、动脉系统及静脉窦等，而气管的黏膜具有平滑肌。结

构上的差异导致变应性鼻炎和哮喘临床症状的差异。 
多项研究显示变应性鼻炎与支气管哮喘可以由相同的环境

因素诱发和加重，如变应原、污染物、冷空气、香烟烟雾、柴

油机排气等[15]。在对两种疾病的变应原分布探索时发现引起两

种疾病的主要变应原均是：动物皮毛、尘螨、真菌和动物性食

物[16]。赵瑜等[17]对上海地区变应性鼻炎及哮喘患儿进行皮肤变

应原点刺试验（SPT）亦发现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患者 SPT 检

出率较单纯鼻炎组及单纯哮喘组显著增高，最常见的变应原是

粉尘螨，其次是猫上皮和狗上皮。 
基于两者在发病机制上有着相似的过程，有学者大胆提出

变应性鼻炎可影响哮喘发生，可能原因有以下几点：（1）整个

呼吸道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着共同的神经反射通路，当上呼吸道

收到刺激的时候，信号将通过神经反射通路传递给下呼吸道，

导致支气管、肺泡等痉挛收缩。有学者认为变应性鼻炎受到的

刺激可以激活鼻-支气管神经反射引起哮喘[18]。鼻部黏膜下层包

含了丰富的神经纤维，这些神经纤维受到刺激之后会通过三叉

神经和迷走神经引起支气管黏膜的敏感性增加，从而导致气道

反应性增加。与此同时，变应性鼻炎的主要症状之一鼻塞主要

是有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引起的，而支气管哮喘中支气管收

缩症状也主要是由副交感神经引起的。 
（2）支气管哮喘是一种气道高反应的慢性炎症性疾病，而

大部分变应性鼻炎患者也伴有气道高反应[19]。变应性鼻炎引起

长期上气道的高反应可能会导致机体处于过敏状态，一旦有变

应原侵入下气道，则可诱发下呼吸道的变态反应。变应性鼻炎

患者大多有鼻后滴流现象，鼻部分泌物直接进入下呼吸道可导

致下呼吸道的变应原增加，同时变应性鼻炎释放的炎性介质产

生的全身作用可引起肺部的反应，从而引起哮喘[1]。 
（3）鼻炎发生时，鼻腔一方面可以通过吸入的炎性分泌物

刺激气道黏膜使气道阻力增加、鼻-支气管神经反射途径以及鼻

腔黏膜分泌物增加堵塞鼻腔途径来改变呼吸方式，使得原先的

鼻部呼吸为主转变为张口呼吸。变应性鼻炎患者呼吸方式改变

可导致变应原进入下呼吸道概率增加，从而诱发哮喘。 
（4）鼻黏膜吸收炎性介质进入循环可直接引起下呼吸道炎

症反应[20]。鼻黏膜上有丰富、庞大的血管网络，主要包括上皮

下毛细血管网、动脉系统和静脉窦等，当鼻黏膜分泌大量的黏

液的时候，黏液中含有的炎症因子会透过气管的黏膜层进入血

管网中，从而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中，而肺是人体的主要的气

体交换的场所，所以肺部接触这些炎性因子的机会增加，从而

使肺部发生炎症反应的机会也增加，最终导致哮喘发生[1]。 
三、治疗相关性研究 
根据 ARIA 指南，目前治疗变应性鼻炎主要有鼻用激素、

H1 受体阻滞剂、特异性免疫治疗[19]等，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控

制变应性鼻炎有利于哮喘控制[21] ，从而从侧面支持“同一气道

变应性疾病”这一假说。 
变应性鼻炎首选治疗药物是鼻用激素[19]。近年来，人们发

现鼻用激素治疗变应性鼻炎对控制哮喘有着积极的作用。对于

合并变应性鼻炎的哮喘患者，鼻用糖皮质激素不仅可以降低上

气道炎症，控制鼻炎症状，同时可提高哮喘控制率并改善哮喘

患者生活质量[22] 。Kersten 等[23]对中度合并变应性鼻炎的哮喘

儿童的治疗研究中表明鼻部吸入氟替卡松可使运动诱发支气管

收缩反应明显降低。ADAMS 等进行的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鼻

腔吸入激素可以减少哮喘的急诊就诊次数和住院天数[24]，证实

控制变应性鼻炎可以有效控制哮喘，且长期用药对临床症状和

气道炎症的缓解更为显著[25]。但应观察其潜在的不良反应。 

变应性鼻炎为 IgE 介导的变态反应，H1 受体阻滞剂，尤其

是第二代的组胺受体拮抗剂（如氯雷他定）可通过减少上皮细

胞黏附分子的表达、鼻黏膜炎症细胞的浸润以及肥大细胞和嗜

碱粒细胞的介质释放来减轻局部黏膜充血水肿，改善鼻炎

症状 [26-27]。支气管哮喘和变应性鼻炎可能存在相同的发病机

制，H1 受体阻滞剂对哮喘合并变应性鼻炎患者速发相及迟发相

变态反应均有作用，既能拮抗 H1 受体，降低受体敏感性，又

能抑制组胺刺激的 IL-8 的生成，并能下调钙离子的流入和流出，

稳定细胞膜，降低 IL-4、白三烯、血小板活化因子等炎性介质

的产生和释放，提示其对哮喘控制具有积极意义[28]。何为群等[29]进

行的一项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在低剂量吸入糖皮质

激素的前提下联合应用氯雷他定可以减少变应性鼻炎的发作，

减少感冒样症状发生，减少哮喘的发作和吸入 β2 受体激动剂的

使用频率，同时降低气道高反应。 
特异性免疫治疗是变应性鼻炎有效治疗手段。2010 年

ARIA 指南提出对于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患者，建议采用皮下

或舌下免疫治疗控制哮喘症状[30]。特异性免疫治疗可能通过抑

制 Th2 型，调节 Th1/Th2 型之间的平衡，下调 Th2 型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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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抑制气道嗜酸粒细胞及肥大细胞浸润以及 IgE 的产生，

上调 Th1 型细胞因子分泌，从而抑制气道变应性炎症的发生与

恶化[31]，Anderson 等[32]研究证实了特异性免疫治疗可以诱导

Foxp3＋ Treg 细胞的产生，并能预防和阻止 Th2 细胞的募集和

激活，所以特应性免疫治疗被认为是惟一可能改变变应性疾病

自然进程的治疗方法。温赤君等[33]对 52 例年龄 4～14 岁粉尘螨

过敏的支气管哮喘伴变应性鼻炎患儿采用前后自身对照进行标

准化粉尘螨变应原疫苗舌下含服治疗，比较治疗前及免疫治疗

1 年、2 年哮喘症状评分、药物评分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发现

治疗后哮喘症状明显改善，症状评分明显下降，且 2 年后较 1
年后更低，且治疗过程中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提示舌下免疫

治疗对哮喘合并变应性鼻炎患者安全有效。瞿申红等[34]研究发

现对变应性鼻炎患者进行系统性免疫治疗后其哮喘发生率较未

治疗者降低，提示对变应性鼻炎进行特异性免疫治疗对防治哮

喘具有重要意义。国外亦有研究证实早期进行特异性免疫治疗

能防止单纯鼻炎向哮喘进展，防治对新的变应原产生过敏[7]。 
以上证据显示积极有效控制变应性鼻炎症状可有效控制哮

喘，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35]。另外亦有证据显示变应性鼻炎治

疗效果与哮喘相关住院率、急性发作就诊次数及药物花费呈负

相关[36-37]。既往研究人群多为成人，近期，De Groot 等[38]对 203
名哮喘儿童进行了一项横断面调查研究，发现 76.2%患儿具有

变应性鼻炎症状，有 56.1%被确诊同时合并变应性鼻炎，合并

变应性鼻炎的哮喘患儿较未合并者 ACQ 评分低，容易导致哮喘

控制不完全，而当使用过鼻用激素治疗鼻炎后，两组的哮喘控

制率无明显差异，与成人研究相符。 
变应性鼻炎的治疗影响哮喘控制，两者同为一个气道疾病，

哮喘控制能否影响鼻炎症状呢？查阅大量资料后发现国内外研

究多注意变应性鼻炎对哮喘的控制影响，尚无人关注哮喘控制

对变应性鼻炎影响。临床工作中发现部分患者先有支气管哮喘，

后发生变应性鼻炎，笔者在此大胆猜想哮喘患者下呼吸道炎症

反应可能通过炎症因子释放入血，循环波及上呼吸道从而影响

变应性鼻炎的发生发展。而通过临床观察发现，对变应性鼻炎

合并哮喘患者，如果只控制哮喘，并不能有效控制鼻炎症状，

哮喘能否影响变应性鼻炎发生与控制目前尚不明确，有待今后

进一步研究证实。 
综上所述，变应性鼻炎与支气管哮喘在流行病学、病理生

理机制及治疗上具有相似之处，两者明确相关。通过多年临床

观察发现大部分变应性鼻炎发生于哮喘之前，且控制变应性鼻

炎可有效控制哮喘，尚无文献报道控制哮喘可改善鼻炎症状，

提示两者可能存在因果关系，但目前没有一个大样本的前瞻性

研究予以证实。另外，仍有部分变应性鼻炎发生于哮喘之后，

其中的发生机制尚不明确，仍待进一步研究。ARIA 虽强调临

床工作时需兼顾两种疾病进行治疗，但治疗方案仍未规范，因

此值得进一步探究寻找最佳联合方案，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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