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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窦内镜术治疗鼻窦炎鼻息肉的疗效及对鼻腔气流的影响

谭摇 浠

[摘要]目的:探究鼻窦内镜术治疗鼻窦炎鼻息肉的疗效及对鼻腔气流的影响。 方法:选取 90 例鼻窦炎鼻息肉病人,采取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45 例,对照组给予传统手术治疗,观察组给予鼻窦内镜术治疗,比较 2 组临床疗效、手术

前后鼻腔气流和嗅觉功能情况。 结果:观察组临床有效率为 93. 33% ,高于对照组的 77. 78% (P < 0. 05)。 2 组手术治疗后与

手术前比较鼻气道总阻力及嗅觉功能评分均降低,且观察组术后上述指标较对照组改善更加显著(P < 0. 01)。 结论:鼻窦内

镜术较传统手术治疗鼻窦炎鼻息肉的临床疗效显著,能够有效改善鼻腔内通气气流的情况,帮助改善嗅觉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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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ative effect of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of sinusitis and nasal polyp and its effect on nasal airflow

TAN Xi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Suining Central Hospital,Suining Sichuan 629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urative effects of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of sinusitis and nasal polyp and its
effect on nasal airflow. Methods:Ninety patients with sinusitis and nasal polyps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45 cases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surgery and sinus endoscopy,respectively.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nasal airflow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olfactory
fun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clinical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93. 33% )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77. 78% )(P < 0. 05). Compared before operation,the postoperative nasal airway resistance and scores of olfactory
function in two groups decreased,and the improvement degree of which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The clinical effect of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of sinusitis and nasal polyp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surgery,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ndition of nasal ventilation airflow and smell function.
[Key words]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sinusitis;nasal polyp;nasal airflow

摇 摇 慢性鼻窦炎鼻息肉是发病率较高的耳鼻喉常见

病,该疾病通常伴随不同程度的流鼻涕、头痛以及嗅

觉减退等症状,对病人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

响[1]。 但结合以往研究[2] 资料发现,由于鼻腔及鼻

窦的构成较为复杂,通常由狭窄的管腔以及空隙所

组成,这使得传统的手术治疗无法取得满意的效果,
影响预后。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鼻窦

内镜技术在临床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与应用,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对于治疗后病人鼻腔内气

流变化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3]。 本研究旨在分析

传统手术与鼻窦内镜术治疗鼻窦炎鼻息肉的疗效及

术后病人鼻腔内气流的变化情况,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我院 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收治的 90 例鼻窦炎鼻息肉病人,均符合《慢性

鼻 -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南》 [4],并经过鼻窦 CT 等

影像学检查后确诊,排除合并心脑血管疾病、肝肾功

能障碍、妊娠或哺乳期妇女,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45 例。 观察组中男 24 例,女
21 例,年龄 42 ~ 70 岁,病程 2 ~ 4 年,按严重程度分

为玉级 18 例,域级 16 例,芋级 11 例。 对照组中男

25 例,女 20 例,年龄 41 ~ 71 岁,病程 1 ~ 3 年,按严

重程度分为玉级 17 例,域级 15 例,芋级 13 例。 2
组在性别、年龄、病程及严重程度方面均具有可比

性。 本研究中所有病人均签署知情权同意书并自愿

接受手术治疗。
1. 2摇 治疗方法摇 对照组给予传统手术治疗,具体方

法为:切除掉中鼻甲后部以及蝶筛前壁,后将筛窦、
额筛口进行开放切除,切除术后常规给予填塞止血

处理。 观察组给予鼻窦内镜术治疗,具体方法为:帮
助病人摆放仰卧位,麻醉处理后,使用肾上腺素棉片

充分收缩鼻腔黏膜[5];将钩突的中末端切掉,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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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泡,从前方向后方的顺序对筛窦进行有效的处理,
同时对存在于窦口的病变组织进行有效的切除,使
得鼻窦开口自然的扩张。 对于 2 组中出现解剖变异

的病人给予同期矫正,予凡士林纱布条进行止血处

理,缝合伤口[6]。 术后所有病人常规给予抗生素、
糖皮质激素以及肾上腺皮质激素等药物预防感染,
并给予血管扩张类药物。 2 组术后均随访 2 个月。
1. 3摇 观察指标摇 对比 2 组病人临床疗效、手术前后

鼻腔气流、嗅觉功能指标变化。 (1)按照中华医学

会耳鼻咽喉科分会制定的鼻内镜手术疗效评价标

准:治疗后,临床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行内镜检查

可见窦口完全开放,不存在脓性的分泌物评为治愈;
临床症状与体征完全好转,行内镜检查可见窦口开

放较为良好,形成肉芽组织,脓性分泌物明显减少为

有效;临床症状及体征未改善甚至加重,行内镜检查

上述情况均未好转甚至恶化为无效;以治愈及有效

之和作为总有效[7]。 (2)利用日本 T&T 嗅觉计测定

仪,检测和比较 2 组鼻气道总阻力及嗅觉功能,嗅
觉功能的测量标准为:得分 0 ~ 1 分为正常,1. 1 ~
2. 5 分为轻度损伤,2. 6 ~ 4 分为中度损伤,4. 1 ~
5. 4 分为重度损伤, > 5. 5 分为完全丧失[8]。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临床疗效比较摇 观察组病人临床有

效率为 93. 33% ,高于对照组的 77. 78% (P < 0. 05)
(见表 1)。

表 1摇 2 组临床疗效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 % 字2 P

对照组 45 18(40. 00) 17(37. 78) 10(22. 22) 35(77. 78)

观察组 45 22(48. 89) 20(44. 44) 3(6. 67) 42(93. 33) 4. 41 < 0. 05

合计 90 40(44. 44) 37(41. 11) 13(14. 44) 77(85. 56)

2. 2 摇 2 组病人手术前后鼻腔气流及嗅觉功能比较

摇 手术前,2 组病人鼻气道总阻力及嗅觉功能评分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治疗后,2 组病人

鼻气道总阻力及嗅觉功能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

(P < 0. 01),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 01)
(见表 2)。

3摇 讨论

摇 摇 慢性鼻窦炎鼻息肉的病程较长,在发生发展期

间通常伴随不同程度的鼻塞以及流鼻涕等症状出

表 2摇 2 组手术前后鼻腔气流及嗅觉功能比较(x 依 s)

分组 n
鼻气道总阻力 /

(kPa·s - 1·L - 1)

嗅觉功能

评分 / 分

手术前

摇 对照组 45 3. 25 依 0. 22 4. 85 依 0. 25

摇 观察组 45 3. 30 依 0. 19 4. 90 依 0. 31

摇 摇 t — 1. 15 0. 84

摇 摇 P — >0. 05 > 0. 05

手术后

摇 对照组 45 摇 1. 29 依 0. 22** 摇 2. 48 依 0. 56**

摇 观察组 45 0. 51 依 0. 12** 1. 20 依 0. 13**

摇 摇 t — 20. 88吟 14. 94吟

摇 摇 P — <0. 01 < 0. 01

摇 摇 吟示 t忆值;与治疗前比较**P < 0. 01

现,不仅可引起自身哮喘或支气管炎等疾病的发生,
而且对病人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9]。 因此,采
取积极有效的方法对鼻窦炎鼻息肉进行治疗至关重

要[10]。 鼻窦内镜术作为新型的手术治疗方法,在术

前对病人进行鼻内镜检查,并结合鼻窦 CT 检查结

果,对窦口鼻道复合体的精细结构进行详细解剖观

察,为手术治疗提供了可靠的基础[11]。 相关研

究[12]表明,鼻窦内镜术相比于传统手术能够明显减

少手术出血量,为操作提供良好的视野,同时有效帮

助并缓解鼻腔内局部充血以及血肿的情况,促进鼻

腔鼻窦引流功能改善,更有利于病人通气功能的

恢复。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93. 33% ,高于对照组的 77. 78% (P < 0. 05),2 组手

术治疗后与手术前比较鼻气道总阻力及嗅觉功能评

分均降低,且观察组术后上述指标较对照组改善更

加显著(P < 0. 01)。 结果提示鼻窦内镜术相比于传

统手术治疗鼻窦炎鼻息肉能够有效接触鼻腔内出现

的梗阻情况,并促进术后窦口鼻道复合体以及筛房

的通气和引流方面的作用,同时更加有效地促进鼻

腔内鼻窦黏膜纤毛功能的运动以及恢复,这就在一

定程度上有效改善了术后鼻腔气流以及嗅觉功能。
分析其具体的作用机制为:由于人体的嗅觉黏膜位

于人体的上鼻甲内侧以及鼻中隔方面的区域,按照

其原有的解剖部位,嗅觉发挥作用的渠道与鼻甲以

及其相对应的鼻中隔息息相关,当慢性鼻窦炎鼻息

肉发生后,可能对此部位产生不同程度的炎性刺激,
并导致病人嗅觉区域内嗅觉组织细胞发生退行性变

化[13]。 在采用鼻窦内镜治疗后,能够有效地解除对

嗅觉区域造成的阻塞,同时尽可能地保留了嗅觉区

域的完整性,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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