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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内镜及微型吸切器结合支撑喉镜在声带息肉摘除术中的应用

夏摇 林1,蒋成义2,江摇 涛2,许亚佳2

[摘要]目的:分析鼻内镜及微型吸切器结合支撑喉镜治疗声带息肉的效果。 方法:选取声带息肉病人 62 例,分别采用传统的

支撑喉镜下手术(对照组,30 例)和鼻内镜及微型吸切器结合支撑喉镜下手术(观察组,32 例)切除,手术均在全身麻醉下进

行,术后 3 ~ 12 个月进行随访,观察 2 组病人的住院时间、临床疗效、复发情况。 结果:所有病人手术均一次性成功,观察组住

院时间(6. 94 依 0. 76)d 明显短于对照组(7. 83 依 1. 26)d(P < 0. 01),治愈率为 90. 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3. 3% (P < 0. 01)。
结论:鼻内镜及微型吸切器在治疗声带息肉中为病人缩短了住院时间,治愈率明显提高,是此类声带息肉病人较好的手术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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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asal endoscopy and microdebrider combined with supporting laryngoscope
in the excision of the vocal cords polyp
XIA Lin1,JIANG Cheng鄄yi2,JIANG Tao2,XU Ya鄄jia2

(1. Graduate School,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2.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he nasal endoscopy and microdebrider combined with supporting laryngoscope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vocal cords polyp. Methods:Sixty two vocal cord polyp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surgical resection under supporting
laryngoscope( control group,30 cases) and nasal endoscopy and microdebrider combined with supporting laryngoscope ( observation
group,32 cases)respectively. All operations were performed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and all cases were followed up for 3 months to 12
months. The hospital stay,clinical effects and recurrence in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All patients were one鄄time success. The
hospital stay in observation group(6. 94 依 0. 76)d was obviously shor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7. 83 依 1. 26)d(P < 0. 01),and the
cure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90. 6% )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63. 3% )(P < 0. 01). Conclusions:Nasal
endoscopy and microdebrider in the treatment of vocal cord polyp can shorten the hospital stay,and improve the cure rate of patients,
which is the better surgical treatment.
[Key words] nasal endoscopy;vocal cords polyp;microdebrider;supporting laryngoscope

摇 摇 声带息肉是临床上引起声音嘶哑(声嘶)的常

见原因之一[1],发病率逐年上升[2],手术切除是最

佳的治疗方法。 息肉以其形态不同,可分有蒂与无

蒂,无蒂又有广基型、条状型及全息肉样型;也可因

息肉的位置不同,分为靠近前联合处、中段型及靠近

后联合处息肉等[3]。 传统切除息肉的方法是在支

撑喉镜暴露术区肉眼下运用喉钳、喉剪、喉刀等器械

直接钳除息肉,存在视野狭窄、操作盲目性大、损伤

大等缺点,若遇到靠近前联合处大息肉、全段鱼腹样

息肉等,肉眼直视下无法窥清息肉全貌和边界。 为

解决传统手术方式的不完善之处,我们在传统的支

撑喉镜基础上引入鼻内镜和微型吸切器,不但能充

分暴露术野,还可以做到精准吸切病变组织。 本文

对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我们收治的声带息肉

病人 62 例临床资料作一回顾性分析。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62 例中男 24 例,女 38 例;年龄

26 ~ 69 岁。 其中采用传统的支撑喉镜下手术 30 例

为对照组,采用鼻内镜及微型吸切器结合支撑喉镜

下手术 32 例为观察组。 对照组男 11 例,女 19 例;
年龄(43. 4 依 7. 38)岁。 观察组男 13 例,女 19 例;年
龄(43. 9 依 10. 3)岁。 2 组年龄、性别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 > 0. 05),具有可比性。
1. 2 摇 手术设备 摇 支撑喉镜及配套喉显微器械,
STORZ 鼻内镜显像系统及配套的 0毅、30毅、70毅鼻内

镜(直径 4 mm,长 30 cm),冷光源系统。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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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tronic Xomed Inc 公司生产微型吸切器,喉部手

术专用刀头,长度 27. 5 cm,3. 5、4. 0 mm 两种刀头。
1. 3摇 手术方法摇
1. 3. 1摇 术前准备摇 所有住院病人术前要求完善凝

血功能、生化常规、血常规、心电图等基本常规检查;
无明显手术禁忌证者术前禁食水 8 h,术前 30 min
肌内注射阿托品和苯巴比妥。
1. 3. 2摇 术中操作摇 病人取仰卧位,先行静脉给予麻

醉药物和肌松药物,麻醉科取内径为 6. 5 ~ 7. 0 mm
的螺纹麻醉管经口内插管后给予机械通气,麻醉完

全起效后于病人肩下放置垫枕,尤其是肥胖、脖子较

短的病人肩部要充分垫高,直接喉镜沿麻醉插管从

会厌下方进入喉腔,充分暴露声门后调节并用支撑

架固定直接喉镜;对照组:先行喉钳夹取适量的病变

标本待病理检查,再用喉刀、喉剪、喉钳等分块取出

病变组织,若出血较多影响视野等情况,可用肾上腺

素棉球压迫出血区,明显起到止血效果后,再逐次分

块将病变组织钳夹干净,视术中出血情况可多次反

复使用肾上腺素棉球压迫术区止血,切勿在“血泊冶
中盲夹,否则易损伤声带韧带、声带肌或加重术区出

血;观察组:接鼻内镜(视术时情况可选用 0毅、30毅、
45毅、70毅各种角度的内镜),并从直接喉镜左侧孔置

入,调整镜头使手术视野在显示器上得到清晰放大

的图像,可以全面且整体地观察病变范围及其周边

正常组织情况,在显示器屏幕监视下用常规喉钳夹

取适量的病变组织满足病理切片的需求,接美力敦

动力及微型吸切器系统并从直接喉镜右侧置入术

野,微型吸切器最高速度设为 2 000 r / min,用脚踏

控制微型吸切器的启动和关闭,启动时微型吸切器

靠近息肉并利用其负压吸力把息肉吸入刀头内,边
吸切息肉边移动吸切器,可在鼻内镜显示器上清晰

观察吸切的进度、残留的息肉及与周边正常黏膜的

界限,利用吸切器的吸力精准地把息肉吸入刀头腔

内,每次吸切较小的息肉组织,逐步分次吸切除息肉

组织,即使切割时有少许渗血亦可同切削下的息肉

一同吸尽,不会污染术野而影响视野,做到对周边正

常的黏膜损伤降到最小,切忌把刀头压在息肉上吸

切,以免连同切除如声带韧带及肌肉等正常组织,造
成声带永久性损伤和术后声带闭合不全引起声嘶加

重、呛咳等严重并发症。
1. 3. 3摇 术后治疗摇 术后给予抗炎并静脉滴注泼尼

松 3 d,以预防感染和声门处水肿等造成呼吸不畅,
甚至呼吸困难,普米克令舒 2 mg + 0. 9% 氯化钠注

射液 20 mL 雾化吸入,每天 2 次,连续用 4 ~ 6 d,声

休 2 周,每天做深呼吸动作约 600 次,防止术后粘连

并加快消肿等。
1. 4摇 疗效评价标准 摇 根据病人术后声嘶、发声困

难、术后电子喉镜检查结果、病人自我感觉等因素来

进行疗效判定。 治愈:说话嗓音恢复正常,复查电子

喉镜示术侧声带边缘光滑,活动正常,声门闭合良

好,病人主观感觉发音正常;有效:声嘶较术前明显

改善,但复查电子喉镜示术侧声带边缘欠光滑,黏膜

轻度充血,活动正常,声门闭合尚可;无效:声嘶无改

善甚至加重,检查发现声带病变范围无改善。 治愈

+有效为总有效。
1. 5 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 字2 检验和秩和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手术情况及住院时间比较摇 62 例声带息

肉病人均一次手术成功。 观察组病人的住院时间

(7. 83 依 1. 26) d 明显短于对照组(6. 94 依 0. 76) d
( t = 3. 34,P < 0. 01)。
2. 2摇 2 组临床疗效比较摇 观察组疗效明显优于对

照组(P < 0. 01) (见表 1)。 所有病人术后经 3 ~
12 个月的随访,观察组病人复发率为 3. 1% (1 /
32),对照组病人复发率为 10. 0% (3 / 30),2 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字2 = 0. 34,P > 0. 05)。

表 1摇 2 组病人疗效的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uc P

对照组 30 19(63. 3) 摇 8(26. 7) 3(10. 0) 27(90. 0)

观察组 32 29(90. 6) 3(10. 0) 0(0. 0) 32(100. 0) 2. 62 < 0. 01

合计 62 48(77. 4) 11(17. 7) 3(4. 8) 59(95. 2)

2. 3摇 2 组病人声带黏膜恢复情况的比较摇 观察组

术后声带黏膜恢复具有更加光滑等优点(见图 1)。

3摇 讨论

摇 摇 声带息肉是引起声嘶的主要良性病变,其发病

逐渐普遍和年轻化[4 - 5]。 随着学者对声带解剖的进

一步研究可知,正常声带可分为五层(黏膜层、浅固

有层、中固有层、深固有层、肌层),而息肉大都位于

黏膜层或浅固有层。 随着医患双方对手术要求的进

一步提高,促进了临床手术需要达到更加精准、微
创、复发率低等要求;传统的支撑喉镜下声带息肉手

术一直以来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因其手术视野

狭窄、操作精准度不高等因素使得其手术时间、术后

1711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7 年 9 月第 42 卷第 9 期



恢复时间均较长等,其复发率也越发明显。 鼻内镜

在鼻窦、鼻咽等手术时可以得到清晰、放大的显像,
术中还可以旋转镜面达到扩大术野、加大镜深甚至

达声门下等处可尽量做到无视野盲区,配有可定速

的微型吸切器,如同配有一把“利剑冶,在清晰的手

术视野中可以做到“点到点冶的精准吸切,避免传统

手术的“误伤冶,使对周边正常组织损伤尽量降到最

小。 由于其具备切、吸双功能,在缩短手术时间的同

时还能始终给手术操作者一个清晰的术野,做到有

的放矢,即使是双侧前联合息肉,利用鼻内镜的显像

系统亦可以清晰观察到息肉界限和范围,再配合微

型吸切器做到“点到点冶的吸切,完全切除息肉的情

况下,做到对正常黏膜损伤更小、术后水肿等情况亦

较轻,术后给予适当的雾化等药物治疗及适量的声

带功能锻炼,从而大大减少了术后声带的粘连。
鼻内镜及微型吸切器结合支撑喉镜在手术时涉

及的器械较多,对手术操作者要求更高,不仅要求其

熟知鼻内镜、微型吸切器的操作,还需灵活协调同步

运作,对声带及其相关的解剖熟悉度要求也更高,才
能使手术精准、微创、高效。

本研究中,2 组在年龄、性别上具有可比性,但
观察组病人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且治愈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这与何松跃等[6 - 8]研究相符合。 但可能

由于样本量较少,且随访时间长短不一,观察组病人

复发率虽低于传统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综上,支撑喉镜基础上引入鼻内镜和微型吸切

器在声带息肉的切除中,具有手术视野清晰、手术精

准度高、创伤小、出血少等优点,其安全、高效,值得

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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