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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分析法分析儿童喘息性疾病的临床表现
刘春雪
山东省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儿内科袁山东泰安 271000
[摘要] 目的 用判别分析法分析儿童喘息性疾病的临床表现袁使其形成更为有意义的鉴别方式遥 方法 收集在泰

安市儿童医院儿科病房住院渊圆园员苑 年 远 月至 圆园员怨 年 远 月冤并诊断为毛细支气管炎尧喘息性支气管炎以及支气管

哮喘的 远愿园 例患儿的发病原因尧临床表现尧影像学 X 线片与实验室及其他相关辅助检查尧治疗与转归等多种资料袁
进行整理尧汇总和统计学分析遥 结果 对三组疾病的临床表现进行判别分析袁建立判别函数及模型袁便于临床鉴

别诊断遥纳入判别函数的指标是湿啰音尧年龄尧气促尧IgE尧CRP尧RSV袁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01冤遥经判别分析袁
提取出 2 个维度的典型判别函数袁其中第 1 个函数解释所有变异的 88%袁剩下的 12%的变异则由第 2 个判别函数

来解释遥 结论 儿童喘息性疾病的判别分析中袁湿啰音尧年龄尧气促尧IgE尧CRP尧RSV 六个指标具有重要的鉴别诊断
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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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children with asthmatic diseases
according to the discriminant analys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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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children with asthmatic diseases according to the dis鄄
criminant analysis method, so as to make it form a more meaningful way of identification. Methods The etiology, clini鄄

cal manifestation, imaging X-ray film and laboratory and other related auxiliary examination,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etc., of 680 children hospitalized in Pediatric Ward of Tai忆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from June 2017 to
June 2019 who were diagnosed as bronchiolitis, asthmatic bronchitis and bronchial asthma were collected, sorted, sum鄄

mariz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three groups of diseases were analyzed ac鄄
cording to the discriminant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discriminant function and model were established for clinical dif鄄

ferential diagnosis.The indexes included in the discriminant function were wet rales, age, shortness of breath, IgE, CRP
and RSV, all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01). After discriminant analysis, the typical discriminant
functions of two dimensions were extracted, in which the first function explained 88% of all the variations, and the re鄄

maining 12% of the variations were explained by the second discriminant function. Conclusion In the discriminant
analysis of children with asthmatic diseases, six indexes of wet rales, ages, shortness of breath, IgE, CRP and RSV,
have important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value.

[Key words] Bronchial asthma; Asthmatic bronchitis; Bronchiolitis; Discriminant analysis method

儿童喘息性疾病是小儿呼吸科最常见的问题之

学习遥 较好地鉴别三种主要喘息性疾病袁具有重要的

一袁也是较多发的袁易出现急危重症的疾病之一遥 儿童

临床意义遥 因此利用判别分析的方法制定儿童喘息性

喘息性疾病是常见于呼吸道的综合征袁其最重要的特

疾病的鉴别诊断袁为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更为明确

征为喘息的症状特点遥 有多种呼吸道疾病包括在其中袁

的参考依据袁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临床遥

如支原体尧衣原体感染尧腺病毒肺炎尧毛细支气管炎尧
喘息性支气管炎尧喘息性肺炎尧支气管哮喘尧婴幼儿哮

喘等 遥 但其中毛细支气管炎渊又称喘憋性肺炎袁简称
[1]

毛支)尧急性喘息性支气管炎渊可简称为喘支)和儿童支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研究 2017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泰安市

气管哮喘渊简称哮喘)为其中最为主要的三种临床类

儿童医院儿科病房住院并诊断为毛细支气管炎尧喘息

率自 1990 年逐年递增 袁严重影响我国儿童的生活与

资料遥

型遥 据报告袁全国城市 14 岁以下儿童哮喘的累积患病
[2]

性支气管炎以及支气管哮喘 的 680 例患儿的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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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纳入标准
诊断标准符合叶诸福棠实用儿科学曳第 苑 版中毛细
支气管炎渊喘憋性肺炎冤以及喘息性支气管炎尧支气管
哮喘的诊断标准[3]遥
1.3 分组
把所有研究对象按照我院的出院诊断及编码分
为以下组列院毛细支气管炎组渊粤 组 圆源源 例冤尧喘息性
支气管炎组渊B 组 304 例冤尧支气管哮喘组渊C 组 132 例冤遥
1.4 观察指标
数据院一般资料渊如性别尧年龄尧体重尧入院时间冤尧
自身特点渊儿童过敏史尧家族哮喘病史冤尧临床表现渊包
括主要症状和临床体征冤尧最终治疗结果及预后渊包括
住院天数尧主要治疗方式及转归冤等资料曰辅助检查包
括血常规尧血生化尧心肌酶尧肝肾功尧C-反应蛋白尧过
敏原检测渊血清总 IgE冤尧血清支原体抗体 IgM尧胸部 X
线片检查及各病原学 PCR 检测等遥 对收集的资料认
真核对尧审查袁排查出逻辑错误数据袁仔细复查遥 建立
Excel 数据库遥
1.5 统计学方法
利用统计学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比
较袁对数据加以准确分析遥 发病季节尧性别以及各不同
年龄段的发病情况袁采用构成比尧相对比等指标进行
描述曰主要症状体征的分析亦采用构成比指标曰发生
率及构成比比较均采用 字2 检验遥 计量资料数据以均
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或 M 表示袁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F
检验袁秩相关分析等遥 对临床症状或体征等进行聚类
分析和判别分析遥 显著性水平确定袁P约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遥

2.2 典型判别函数

经判别分析袁提取出 2 个维度的典型判别函数袁

其中第 1 个函数解释了所有变异的 88%袁剩下的 12%
的变异则由第 2 个判别函数来解释遥 见表 2遥
表 2 典型判别函数特征值
函数

特征值

1

所占变异百 累计百分比
分比渊%)

3.988

2

88.0

0.541

12.0

渊%)

典型相关

100.0

0.593

88.0

0.894

2.3 标准化典型判别函数

两个维度的判别函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袁第 1

维度渊字2 =451.79袁P<0.001冤袁 第 2 维 度渊字2 =95.83袁P<
0.001冤遥 各变量标准化判别系数见表 3遥 判别函数 1 中袁
对判别分析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湿啰音袁其次是年龄尧

IgE尧气促尧C-反应蛋白尧呼吸道合胞病毒曰第 2 个判别
函数中袁影响最大的仍然是湿啰音袁其次是年龄尧C反应蛋白尧气促尧IgE遥
表 3 标准化典型判别函数系数
系数

1

判别函数

2

0.702

-0.724

气促渊载猿冤

-0.361

-0.054

悦砸孕渊载缘冤

0.278

0.279

湿啰音渊载员冤

0.530

年龄渊载圆冤
陨早耘渊载源冤

0.619

-0.373

砸杂灾渊载远冤

0.046

0.258

0.282

2.4 列出判别函数式
为进行临床鉴别诊断袁计算出未标化的判别系数袁

2 结果
2.1 纳入判别函数的指标
将明确诊断的 227 例患儿袁其中 93 例毛细支气
管炎尧67 例喘息性支气管炎尧67 例支气管哮喘作为研
究对象进行 bayes 判别分析袁建立判别函数遥 研究指
标包括年龄渊月冤尧发热尧气促尧呼吸困难尧哮鸣音尧湿啰
音尧白细胞尧CRP尧心肌酶尧血清 IgE尧呼吸道合胞病毒
渊RSV冤遥见表 1遥纳入判别函数的指标是湿啰音尧年龄尧
气促尧IgE尧CRP尧RSV袁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0.001冤袁
纳入函数方程的六个指标具有重要的鉴别诊断意义遥

根据未标化的判别系数袁写出三种病种的判别函数

式袁根据六个观察值渊X冤计算 Y 袁Y 值最高的方程袁就
是相对应的疾病分类遥

毛细支气管炎院Y 1 =-42.159+10.502X 1 -0.087X 2 +

13.204X 3+17.176X 4+0.036X 5+8.916X 6遥

喘息性支气管炎院Y 2=-42.388+10.116X 1+0.051X 2+

10.44X 3+15.681X 4+0.134X 5+11.138X 6遥

支 气 管 哮 喘 院Y 3 =-53.591 +23.146X 1 +0.108X 2 +

8.571X 3+12.006X 4+0.185X 5+12.153X 6遥

表 1 判别分析 Wilks忆 Lambda 检验纳入方程的变量
变量
湿啰音渊载员冤
年龄渊载圆冤
气促渊载猿冤
陨早耘渊载源冤

悦砸孕渊载缘冤
砸杂灾渊载远冤

24

W ilks忆 Lambda

Df1

Df2

0.200

2

2

0.349
0.177
0.157
0.142
0.130

1
3
4
5
6

Df3

F值

Df1

137.53

4

2

224

208.90

2

224

101.93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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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224
224
224

84.04
72.96
64.71

Df2

P值

2

224

<0.001

6

444

<0.001

8

10
12

446
442
440
438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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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患者类别在空间中的坐标位置见表 4尧图 1遥
表 4 三种患者类别在空间中的坐标位置
病种

判别函数

1

毛细支气管炎
支气管哮喘

常形态的呼吸道渊多为变窄)袁从而产生听起来像野哨笛冶
的声音遥 引起气道狭窄的原因通常有两种院淤气道平
滑肌强直痉挛性收缩袁一般是在受到炎症刺激后曰于炎
症刺激气道直接引起黏膜水肿袁并增加渗出遥 婴幼儿

2

-1.873

-0.542

由于气管尧支气管狭小袁周围弹力纤维发育不完善袁黏

2.894

-0.372

状遥 而婴幼儿的免疫和呼吸系统均不成熟袁所以可能

-0.295

喘息性支气管炎

著窑

1.124

膜易受到感染和刺激袁故而引起阻塞尧缺氧尧喘息等症
造成反复喘息或以后持续哮喘的发生遥 目前已经公认
儿童喘息性疾病的病因多为呼吸道感染尧遗传因素尧
环境污染尧营养因素尧支气管和肺发育情况等遥 这组综
合征包括多种呼吸道疾病袁甚至表现为喘息的支气管
肺炎也成为重要的类型之一遥 近年来袁儿童喘息性疾
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各国的数据显示大都有所提高遥
国外关于该病的流行病学资料较多遥 在澳大利亚袁至
少有 1 次喘息的小于 1 岁的婴幼儿大约占 25%袁而 1 年

内有 3 次以上的喘息发作称为反复喘息袁其发生率在

12%左右[6]遥在美国袁至少有 1 次喘息发作的袁在小于 1 岁
婴幼儿中袁发生的概率则更高袁大约可高达 45%[7]遥 而
关于新西兰的研究证明袁15 月龄以内的婴幼儿至少

有 1 次喘息发生概率较美国略低袁但较澳大利亚略

高袁达到了 39%[8]遥一项来自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调查显

示小于 1 岁婴幼儿偶发喘息渊Occasional wheezing袁OW袁
即约3 次喘息发作冤发生率为 14.9%耀38.6%袁反复喘息

渊Recurrent wheezing袁RW袁即跃3 次喘息发作冤发生率为

12.1%耀36.3%[9]遥 在荷兰袁有研究发现小于 1 岁婴幼儿
喘息发生率 28.5%袁反复喘息发生率 14.5%曰严重喘

图 1 三类型喘息性疾病的领域图

息袁即曾因喘息予急诊或住院治疗的发生率为15.4%袁

2.5 验证判别函数

为验证判别函数袁进行了交互验证分析遥 见表 5遥

用交互验证结果与普通方法诊断非常接近袁说明判别
函数比较稳定袁用进入判别方程的指标进行判别分析袁
有实际应用价值遥

原始

毛细支气管炎
喘息性支气管炎
支气管哮喘

交互

毛细支气管炎
喘息性支气管炎
支气管哮喘

发生率 43%耀46%袁22.6%耀33.0%的婴儿有过至少 3 次
喘息的发作[10-13]遥 埃塞俄比亚的研究显示 1 岁以内婴
婴儿喘息发生率高达 25.2%袁反复喘息发生率 5.6%[15]袁

至 1 岁喘息患病率高达 32.3%[16]遥 我国关于该类喘息

预测
病种

报道院圣保罗等三个地区的 1 岁以内至少有 1 次喘息

幼儿喘息发生率 11.5%[14]遥 西班牙的数据发现 6 个月内

表 5 判别函数的交互验证分析
验证

至 2 岁喘息发生率达 30.0%[9]遥 巴西的部分地区研究

毛细支气 喘息性支

支气管

管炎

气管炎

哮喘

14

57

0

134

3

135
0

16
0

2

14
55
16

合计

3

140

62

76

71

3

140

60

76

0

71

3 讨论
喘息作为儿童喘息性疾病的最重要的临床特征袁
而其形成主要是因为呼吸道气流快速地通过的非正

性疾病的流行病学发病率尚无明确调查遥 但是关于儿
童哮喘的流行病学资料显示袁我国该病的发生率显著
增加袁有资料报道 0耀14 岁儿童哮喘发病率从 1990 年

的 0.11%耀2.03%已经上升到 2000 年的 0.25%耀4.63%遥

判别分析又被称作野分辨法冶袁作为多元统计分析

的一项重要内容袁它是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袁即在
分类确定时袁根据某一研究对象的各项特征值袁可以
判别样品所属的类型[4-5]遥判别分析已逐渐应用于临床袁

但对喘息性疾病的分类分析目前仍无相关的文献报
道袁本文应用多项研究参数对三种喘息性疾病的分类

进行了判别分析袁并成功建立了 Bayes 判别函数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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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究指标包括年龄渊月冤尧发热尧气促尧呼吸困难尧哮
鸣音尧湿啰音尧WBC尧CRP尧心肌酶尧血清 IgE尧呼吸道合

胞病毒渊RSV冤遥 而纳入判别函数的指标是湿啰音尧年
龄尧气促尧IgE尧CRP尧RSV袁均具有重要的鉴别诊断价值遥
在临床工作中袁上述指标都是较容易得到的遥 当患儿
初步就诊而无其他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查时袁医师可以
根据听诊情况及年龄尧血常规等简单的检查指标袁代
入判别公式而初步得出相应的疾病类型袁为将来该病
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提供较好的帮助袁而对于实验和检
测能力相对较低的基层医疗机构来说袁本研究所建立
的判别模型可以作为初步诊断喘息性疾病的临床诊
断方法袁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和实用价值遥
综上所述袁判别分析法在儿童喘息性疾病的鉴别
诊断中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袁在临床工作中袁也将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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