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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性蝶窦疾病 12 例临床分析

吴摇 静1,齐少恒1,王洪飞2

[摘要]目的:分析孤立性蝶窦疾病的临床特征。 方法:12 例均行鼻窦 CT 检查,1 例行药物治疗,11 例行手术治疗。 结果:12
例中蝶窦囊肿 7 例,蝶窦炎 3 例,真菌性蝶窦炎(真菌球)2 例;临床表现以头痛为主,另外还有鼻部及眼部症状。 随诊 0. 5 ~
2 年,症状均消失,无复发。 结论:孤立性蝶窦疾病以良性病变为主,其临床表现不典型,以头痛多见,结合影像学检查可诊断,
鼻内镜下蝶窦开放术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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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the isolated sphenoid sinus disease in 12 cases
WU Jing1,QI Shao鄄heng1,WANG Hong鄄fei2

(1.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The Third People忆s Hospital of Bengbu,Bengbu Anhui 233000;
2. Health Center,Armored Force Institute of PLA,Bengbu Anhui 23305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the isolated sphenoid sinus disease. Methods:Twelve patients were examined
with sinus CT. One case was treated with drug,and 11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operation. Results:Seven cases with sphenoid sinus cyst,
3 cases with sphenoiditis and 2 cases with fungal sphenoiditis were identified. The headache was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and the
nasal and ocular symptoms were also found.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0. 5 to 2 years,and the clinical symptoms disappeared and
no recurrence occured. Conclusions: The benign lesion is the main manifestation of isolated sphenoid sinus disease, its clinical
manifestation is not typical, and headache is common.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isolated sphenoid sinus disease with intranasal
sphenoid sinusotomy combined with imaging examination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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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孤立性蝶窦疾病是指原发于蝶窦并局限在蝶窦

内尚未侵犯邻近结构的疾病,如孤立于蝶窦内的急、
慢性蝶窦炎和蝶窦囊肿及脓囊肿、蝶窦息肉、蝶窦真

菌病等[1]。 其临床表现不典型,有时仅表现为头痛

等非特异性症状,故易漏诊、误诊。 随着影像学技术

的发展及鼻内镜广泛应用,孤立性蝶窦病变的诊治

水平有了显著提高[2]。 本文就孤立性蝶窦疾病的

临床特征作一分析。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2010 年 9 月至 2016 年 2 月,我科

收治孤立性蝶窦疾病 12 例,男 10 例,女 2 例;年龄

6 ~ 68 岁;病程 1 个月至 5 年。 12 例中蝶窦囊肿 7
例,蝶窦炎 3 例(急性蝶窦炎 1 例,慢性蝶窦炎 2
例),真菌性蝶窦炎 2 例。 由我科门诊收住 10 例,脑
外科转入 1 例,急诊内科转入 1 例。 病程中院前应

用抗生素治疗 5 例。

1. 2摇 临床表现摇 以头痛症状为主,头痛 8 例次(单
纯性 2 例,头痛伴头晕 1 例,伴流涕 3 例,伴鼻塞及

流涕 1 例,伴鼻塞 1 例)。 头痛部位以枕部多见 4 例

次,前额部疼痛 1 例次,头顶部疼痛 1 例次,颞部疼

痛 1 例次,3 例头痛无明确部位。 头痛性质为钝痛、
闷痛或头部沉重感,4 例头痛有时间规律(1 例白天

重,夜晚减轻;1 例白天轻,夜晚重;1 例晨起及上午

头痛;1 例午后重,晚 8 时自动缓解),其余 4 例头痛

无时间规律,1 例头痛于饮酒或受凉后加重。 头晕 4
例次,鼻塞 4 例次,流涕 4 例次,嗅觉减退 1 例次,鼻
腔流黄色液 1 例次,面部不适 1 例次,眼部症状 1 例

次。 前鼻镜检查:鼻中隔偏曲 5 例,下鼻甲轻度肥大

4 例,鼻腔黏膜肿胀 1 例,嗅裂有脓液 1 例,鼻腔黏

膜苍白水肿 1 例,鼻内镜检查见嗅裂息肉 1 例,后鼻

孔息肉 1 例。
1. 3摇 鼻窦 CT 或 MRI 检查 摇 本组 12 例均行鼻窦

CT 检查,4 例同时行 MRI 检查(见图 1 ~ 3)。 鼻窦

CT 报告为蝶窦囊肿 5 例,蝶窦炎 5 例(其中 2 例术

中证实为蝶窦囊肿),真菌性蝶窦炎 2 例;MRI 报告

蝶窦囊肿 3 例,蝶窦炎 1 例。 1 例急性蝶窦炎治疗

前鼻窦 CT 示窦内中等密度影,其内密度不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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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复查鼻窦 CT 示蝶窦黏膜增厚,内见稍低密度影

充填;2 例慢性蝶窦炎鼻窦 CT 示:蝶窦内均匀的密

度增高。 5 例蝶窦囊肿鼻窦 CT 示:蝶窦内见圆形或

类圆形中等密度影;另外 2 例蝶窦囊肿 CT 上表现

为窦内充满中等密度影。 真菌性蝶窦炎(真菌球)
CT 示:蝶窦黏膜增厚,内见中等密度影充填,密度不

均匀,伴有不规则钙化灶。 1 例蝶窦炎 MRI 表现为:
稍短 T1 长 T2 信号灶,黏膜增厚;3 例蝶窦囊肿 MRI
表现为:蝶窦内类圆形等 T1 长 T2 信号影,其中 1 例

FLIAR 像上为明显高信号。

1. 4摇 治疗方法摇 本组 12 例,1 例儿童急性蝶窦炎

予以药物保守治疗,其余 11 例均予以全麻下鼻内镜

手术,其中 2 例伴鼻中隔偏曲的患者同时行鼻中隔

矫正术。 0毅鼻内镜下将中鼻甲向外侧骨折推移,1
例嗅沟息肉,1 例后鼻孔息肉(源于上鼻道),以吸切

器切除之,显露出上鼻甲和蝶筛隐窝,部分切除上鼻

甲后,暴露蝶窦自然口,或用探针定位自然口后,予
以扩大,保留蝶窦自然口内侧黏膜的完整,向前外和

前下扩大,吸除清理窦内囊液、脓液、真菌团块,并冲

洗窦腔,保留窦内水肿的黏膜,鼻腔填以明胶海绵及

高分子膨胀海绵,术后 4 d 取出膨胀海绵,手术前后

予以抗感染治疗。

2摇 结果

摇 摇 1 例儿童急性蝶窦炎经住院药物治疗 10 d,症
状完全消失,复查鼻窦 CT 蝶窦内炎性表现已明显

改善,出院后随访 1 年,未复发。 其余 11 例经手术

及病理证实(见图 4),蝶窦囊肿 7 例,蝶窦炎 2 例,
真菌性蝶窦炎 2 例(均为真菌球),所有手术患者均

无出血、眶内血肿、视力障碍、脑脊液鼻漏、颅内感染

等并发症,术后随访 0. 5 ~ 2 年,症状均消失,蝶窦口

通畅,无异常分泌物。

3摇 讨论

摇 摇 蝶窦位于蝶骨体内,居鼻腔后上方,由于气化程

度不一,大小和形态极不规则,蝶窦在 3 岁开始发

育,6 岁大部分已发育。 单独累及蝶窦的病变(孤立

性蝶窦病变)是一种相对少见的病变。 孤立性蝶窦

疾病有先天性畸形、炎症性病变、息肉与囊肿、外伤

与异物、纤维骨性病变、血管性病变、脑脊液鼻漏、肿
瘤等,但以蝶窦囊肿、蝶窦炎、真菌性蝶窦炎相对多

见。 各种原因导致的蝶窦自然口阻塞,使蝶窦内分

泌物不能排出,同时蝶窦黏膜的炎性病变,也可因变

应性因素所致的黏膜水肿,产生大量的渗出液,逐渐

充满蝶窦腔,导致蝶窦囊肿的发生。 蝶窦位于各鼻

窦之后上,且单独开口,故蝶窦炎的发病机会相对较

少,但遇全身抵抗力降低,鼻腔炎症、邻近器官的感

染病灶、外伤均可引起急性蝶窦炎,本组 1 例儿童急

性蝶窦炎即由上呼吸道感染引起,慢性蝶窦炎则常

由急性蝶窦炎反复发作未彻底治愈而迁延所致。 传

统观点认为,真菌性蝶窦炎多在机体长期使用抗生

素、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或接受放射治疗等情况

下发生,也可在一些慢性消耗性疾病如糖尿病、烧伤

致机体抵抗力下降时发生,但近年发现真菌也可在

机体抵御侵袭能力下降的某一局部致病。 近年,由
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以及环境污染等因素,真菌性

蝶窦炎的发病有上升趋势。 鼻窦真菌球发生于上颌

窦最多,其次发生于蝶窦[3]。
蝶窦位于颅底,解剖位置深在,部位隐蔽,孤立

性蝶窦疾病的症状体征常无特征性,发生病变时,因
局限在蝶窦腔内,临床表现不典型,临床医生对其认

识不清,极易误诊、漏诊。 头痛是其最常见的临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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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本组 12 例中 8 例有头痛症状,占 66. 7% ,头痛

的位置难以确定,可见枕部、颅底、眼球深处、头顶、
颞部等处,本组病例头痛多见于枕部。 头痛系窦口

阻塞,窦内压力增高,窦内分泌物刺激所致。 孤立性

蝶窦炎疾病的头痛无特异性,常就诊于神经内、外
科,易误诊、漏诊。 蝶窦炎所致头痛有以下特点可供

鉴别:(1)可伴鼻塞、流脓涕和嗅觉减退等症状;(2)
多有时间性和固定部位,多为白天重、夜间轻;(3)
经鼻内用减充血剂、蒸汽吸入等治疗后头痛缓解,咳
嗽、低头位或用力时头痛加重 (因颅内静脉压升

高),吸烟、饮酒和情绪激动时头痛亦加重。 本组 1
例头痛于饮酒后明显加重。 蝶窦与脑垂体、视神经、
视交叉、海绵窦、颈内动脉、外展神经、滑车神经、动
眼神经、眼神经、蝶腭神经、蝶腭神经节等重要结构

关系密切,蝶窦病变可引起以上部位和神经的相应

症状。
鼻内镜技术和 CT、MRI 影像学检查为孤立性蝶

窦疾病提供了最直接的诊断和治疗手段[4]。 孤立

性蝶窦疾病在影像上有其特有的表现,蝶窦炎在 CT
上表现为窦腔均匀性低密度影,MRI 上表现为 T1WI
低或等信号,T2WI 高信号;蝶窦囊肿在 CT 上表现

为窦腔内低密度影,半圆形或类圆形软组织或水样

密度影,增强无强化,MRI 表现为 T1WI 均匀等或高

等信号,T2WI 均匀高或等信号,境界清,边缘强化光

整;真菌性鼻窦炎(真菌球) CT 上表现为窦腔内略

高密度影,伴有点片状、团块状钙化,MRI 上表现为

T1WI 低或等信号,T2WI 极低信号,不强化。
孤立性蝶窦疾病多为良性,如囊肿、炎症、真菌

感染、息肉等,但由于蝶窦毗邻视神经、颈内动脉、海
绵窦等诸多重要结构,为防止严重并发症的发生,一
经确诊应积极手术治疗。 对于急性蝶窦炎,应首先

用广谱抗生素及减充血剂治疗,若头痛症状严重,待
抗生素治疗 2 ~ 3 d 后,应行蝶窦开放引流,否则会

导致严重并发症[5]。 对于无并发症的儿童急性孤

立性蝶窦炎,如能早期确诊与治疗,保守治疗可以治

愈,持续应用抗生素 3 ~ 4 周[6]。 手术首选鼻内镜下

蝶窦开放术。 术中窦口定位最为关键,术后窦口引

流通畅是防止病变复发的决定因素[7]。 最常用的

是经蝶窦自然孔开放蝶窦,手术中定位蝶窦自然口

的比较恒定的解剖参考标志是上鼻甲,经嗅裂区,将
中鼻甲轻向外侧骨折推移,显露上鼻甲和蝶筛隐窝,

部分切除上鼻甲后,暴露蝶窦自然口,或用探针定位

自然口后,予以扩大。 但鼻腔狭窄,上鼻甲肥厚或蝶

筛隐窝狭窄的情况下,可部分切除中鼻甲的后下部

分,然后寻找上鼻甲,部分切除其后下,暴露蝶窦自

然口。 注意保留蝶窦自然口内侧黏膜的完整,向内

侧扩大蝶窦口的余地很小,应该在影像检查基础上,
注意避免损伤视神经管及参考蝶窦气化的前提下,
向前外和前下扩大。 在无法找到蝶窦自然孔,尤其

是病变广泛或局部增生明显时,可循开放的后筛至

蝶窦前壁,遵循近中线原则,做蝶窦前壁开窗,或在

正对中鼻甲后缘与鼻中隔间的蝶窦前壁造孔进入。
蝶窦口尽量扩大,至 1. 0 ~ 1. 5 cm,对于蝶窦囊肿,
只切除囊肿前壁,吸除囊液及冲洗干净术腔;对蝶窦

炎,需吸尽分泌物及脓液,冲洗术腔;对真菌性蝶窦

炎,应充分彻底清除冲洗干净术腔内的真菌团块,窦
口扩大开放至足够大,以免术后粘连及复发。 术后

避免过度吸引及清除蝶窦外侧壁及顶壁病灶,以免

损伤视神经、颈内动脉、海绵窦而致严重并发症,同
期处理堵塞蝶窦自然口的鼻腔结构,而使蝶窦术后

能够保持足够的通气及长期引流通道,有效降低术

后复发[8]。
孤立性蝶窦疾病发病少,临床表现无特异性,易

误诊、漏诊,但随着鼻窦 CT、MRI 在临床上的广泛应

用,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加深,可大大提高对该病

的确诊率,同时鼻内镜手术广泛开展使孤立性蝶窦

疾病的治愈率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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