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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鼻 -鼻窦炎鼻内镜鼻窦手术前后黏膜形态变化及相关性分析

李摇 莉

[摘要]目的:探讨慢性鼻 -鼻窦炎(CRS)患者经鼻内镜鼻窦手术后黏膜形态的变化及相关性。 方法:选择 60 例 CRS 患者设

为观察组,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 30 名设为对照组。 观察组按患者临床症状以及病理类型分为感染组及变应组各 30 例。 观察

组患者均行常规 Messerklinger 术式鼻内镜鼻窦手术,观察感染组及变应组患者的术后疗效及鼻黏膜形态变化情况,分析影响

鼻黏膜恢复的相关性因素。 结果:感染组患者术后治疗有效率达 96. 67% ,明显高于变应组 63. 33% (P < 0. 01)。 手术前感染

组和变应组黏膜形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手术后感染组黏膜形态均优于变应组(P < 0. 05 ~ P < 0. 01)。 结论:
CRS 患者经鼻内镜鼻窦手术后黏膜形态改善显著,其恢复情况和病理类型有一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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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l mucosa morphology change of chronic rhinosinusitis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and its correlation analysis

LI Li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The People忆s Hospital of Yan忆an,Yan忆an Shanxi 716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nasal mucosal morphology changes of chronic rhinosinusitis after operation and its correlation.
Methods:Sixty patients with chronic rhinosinusitis and 30 healthy examination people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respectively.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ubdivided into the infection group and allergy group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pathological type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Messerklinger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The
postoperative curative effects and nasal mucosa morphology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observed,and the correlative factors of influencing
nasal mucosa recovery were analyzed. Results:The treatment effective rate in infection group(96. 67% )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allergy group(63. 33% )(P < 0. 01). The difference of nasal mucosa morphology between the infection group and allergy group
before treatment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the nasal mucosa morphology in infec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allergy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he nasal mucosal morphology after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improves
significantly,and its recovery is correlated to the pathological type.
[Key words] rhinosinusitis;mucosa;nasal endoscope

摇 摇 慢性鼻 -鼻窦炎(chronic rhinosinusitis,CRS)是
耳鼻喉科常见且多发的疾病,约占临床处置及手术

的四分之一。 该病加重了患者的呼吸道感染,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一般在药物及手术治疗下大

多数 CRS 患者可以治愈,少数伴过敏、哮喘、阿司匹

林不耐受等特异体质的患者,疾病常反复发作[1],
随着鼻内镜相关技术的不断成熟,其在 CRS 的临床

治疗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鼻内镜明视下,

彻底清除各鼻窦病变,充分开放各鼻窦窦口,改善鼻

窦引流,并尽可能保留正常组织,是一种尽可能保留

功能的微创手术。 笔者采用鼻内镜鼻窦手术(ESS)
治疗 CRS 患者 60 例,观察术后黏膜形态变化及功

能恢复,探讨影响术后黏膜恢复的相关因素,现作

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选择我院 2012 ~ 2013 年收治的

CRS 患者 60 例(观察组),按照 1997 年海口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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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疗效评定标准》 [2] 进行分型:玉型 44 例,域型 12
例,芋型 4 例。 男 39 例,女 21 例;年龄 18 ~ 77 岁。
鼻塞 58 例,流脓涕 14 例,鼻涕倒流 15 例,嗅觉减退

或丧失 35 例,头痛 25 例。 入院后通过鼻内镜检查

发现中鼻道及嗅裂黏膜肿胀、黏脓性分泌物及半透

明新生物;鼻窦 CT 扫描提示鼻窦黏膜有广泛或局

部炎性病变。 60 例患者根据临床症状以及病理类

型分为感染组及变应组各 30 例。 另选取同期在我

院健康体检经糖精试验正常者 30 名作为对照组,年
龄 22 ~ 72 岁。 所有入选对象均知情同意本次调查。
1. 2摇 治疗方法摇 60 例 CRS 患者均采用 Messerklinger
术式开放相应鼻窦,消除鼻腔鼻窦病变,纠正解剖变

异,彻底清除病灶,对伴有鼻中隔偏曲或慢性肥厚性

鼻炎的患者同期行鼻中隔矫正术。 术后每天常规给

予抗生素(头孢唑啉钠针剂 4 g)及止血药物治疗,
连用 1 周,出院后使用 0. 9% 氯化钠注射液冲洗鼻

腔,每天 1 次,同时使用鼻喷激素。 术后随访 6 ~
12 个月。 对照组在鼻腔检查时采集鼻窦炎手术相

同部位鼻黏膜标本。
1. 3摇 观察项目及评价标准摇 观察组患者手术后临

床效果评价依据 1997 年海口疗效评定标准[3] 对患

者的鼻塞、头痛、鼻腔分泌物、嗅觉及内镜检查鼻黏

膜形态情况进行观察。 治愈:症状消失,窦口开放良

好,窦腔黏膜上皮化,无脓性分泌物;好转:症状明显

改善,窦腔黏膜部分区域水肿、肥厚或肉芽组织形

成,有少量脓性分泌物;无效:症状无改善,术腔粘

连,窦口狭窄或闭锁,息肉形成,有脓性分泌物。 总

有效率 = (治愈 + 好转) /例数 伊 100% 。 并比较对

照组与观察组患者手术前后鼻黏膜形态变化情况。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观察组手术后临床效果评价摇 感染组患者术

后治疗总有效率达 96. 67% ,显著高于变应组的

63. 33% (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观察组患者手术后临床效果评价(n)

分组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 % uc P

感染组 30 18 11 1 96. 67

变应组 30 0 19 11 63. 33 5. 17 < 0. 01

合计 60 18 30 12 80. 00

2. 2摇 手术前后鼻黏膜形态变化比较摇

2. 2. 1摇 对照组和观察组鼻黏膜形态比较摇 光镜下

观察,对照组黏膜表面平整光滑,上皮细胞以纤毛柱

状细胞为主,其间可见杯状细胞和黏液腺体,纤毛整

齐直立,基底膜无增厚,间质无水肿,炎症细胞极少,
腺体及其导管亦未见增生扩张(见图 1)。 观察组患

者黏膜鳞状上皮化,杯状细胞显著增多,基底膜明显

增厚,炎性细胞浸润,黏膜下层腺体增生,黏膜纤维

化,严重缺乏纤毛,上皮细胞间隙增宽(见图 2)。

2. 2. 2摇 感染组和变应组鼻黏膜形态比较摇 手术前

感染组和变应组在黏膜形态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手术后感染组黏膜形态改变均优于变

应组(P < 0. 05 ~ 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感染组和变应组患者手术前后黏膜形态变化比较(n)

分组 n
纤毛

缺乏

上皮细胞指状

突起联接疏松

上皮细胞

间隙增宽

大量

杯状细胞

纤毛

排列紊乱

手术前

摇 感染组 30 24 24 27 26 25

摇 变应组 30 25 25 29 25 25

摇 合计 60 49 49 56 51 50

摇 摇 字2 — 0. 11 0. 11 0. 27 0. 00 0. 00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手术后

摇 感染组 30 10 6 6 5 4

摇 变应组 30 21 18 15 20 18

摇 合计 60 31 24 21 25 22

摇 摇 字2 — 8. 08 10. 00 5. 93 15. 43 14. 07

摇 摇 P — <0. 01 < 0. 01 < 0. 05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ESS 手术的目的是通过清除病灶,纠正解剖异

常形态,促进鼻腔鼻窦通气及引流,继而通过术后综

合治疗使得黏膜结构和功能得到恢复[4]。 由于

CRS 由多种因素直接或间接、独立或相互地发生作

用,使黏膜炎症复杂而迁延,治疗困难[5]。 研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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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后黏膜形态的变化情况可以帮助临床评价鼻窦

手术的治疗效果,针对关键环节最大程度改善患者

的生活质量,避免术后复发。 术后鼻黏膜功能恢复

是手术治疗的关键,其恢复过程往往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本研究中,感染组患者术后治疗总有效率达

96. 67% ,明显高于变应组的 63. 33% (P < 0. 01),说
明变应性因素是 CRS 手术疗效的重要影响因素之

一,患者的病理情况直接影响手术效果。
ESS 术后黏膜的完全上皮化时间一般需要10 ~

14 周。 许庚等[6]通过对 192 例 CRS 患者 ESS 术后

黏膜恢复情况观察,将 ESS 术后术腔黏膜的转归划

分为 3 个阶段:术腔清洁阶段、黏膜转归竞争阶段和

上皮化完成阶段。 (1)术腔清洁阶段。 该阶段内镜

观察可见术腔有分泌物潴留,血痂覆盖整个创面,黏
膜充血水肿以损伤为主,明显的炎性细胞浸润,此阶

段需给予抗感染治疗,减轻黏膜反应性水肿。 (2)
黏膜转归竞争阶段。 此阶段由于淋巴引流障碍术腔

再次出现水肿,黏膜缺损处发生去黏膜化反应,同时

出现囊泡、小息肉和肉芽生长,纤维结缔组织开始增

生或粘连。 光镜下可见愈合部位增生细胞由邻近未

分化细胞转化而来,分化的细胞有鳞状上皮、移行上

皮或柱状上皮,并可向正常的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

转变。 (3)上皮化完成阶段。 术后 10 周进入上皮

化阶段,内镜可见术腔清洁,轮廓清晰,无分泌物或

分泌物较少。 光镜下观察,腺体无明显变化,炎性细

胞减少,基底膜无增厚,间质无水肿。 电镜下可见纤

毛排列整齐直立,每个纤毛细胞约有 250 ~ 300 根纤

毛,其中轴结构由微管组成[7 - 9]。 本文结果显示,手
术前感染组和变应组在黏膜形态上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 05),在手术后感染组黏膜形态均优于变

应组(P < 0. 05 ~ P < 0. 01)。 说明不同病理类型的

鼻窦炎,手术后黏膜形态恢复存在一定差别。 因此,

临床治疗时,要考虑到病理情况,有计划地实施手

术,不仅手术操作上要彻底清除病灶,达到鼻腔通畅

及引流,同时尽量减小手术创面,保留鼻腔鼻窦的功

能,根据患者病变程度进行个性化治疗,提高患者对

该疾病的重视程度及对临床医嘱的依从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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