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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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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鼻窦炎是儿童临床常见%多发病" 急性鼻窦炎指鼻腔和鼻

窦黏膜细菌感染后的急性炎症!一般鼻部症状持续 #" 0 以上!

#! 周内完全缓解" 因儿童鼻窦炎的病因%病理%症状与成人相

比具有不同特点!故治疗也不同" 我国儿童鼻&鼻窦炎诊疗建

议.#/中!将鼻冲洗作为重要的治疗手段而被推荐用于儿童鼻窦

炎的治疗" 我科于 !"#! 年 #! 月 ]!"#Q 年 ! 月治疗儿童急性

鼻窦炎 #'Q 例!其中采用缓冲高渗海盐水鼻腔冲洗治疗 Q' 例!

生理盐水鼻腔冲洗治疗 Q# 例!单纯药物治疗 $" 例!观察治疗

前后 ' 组患儿临床症状和体征的改善有无差别"

!

!资料与方法

#?#A临床资料A筛选门诊急性鼻窦炎患儿 #'Q 例!其中男性

("例%女性 RQ 例)年龄 ' ]#" 岁!平均 $?N 岁" 参照儿童鼻&鼻

窦炎诊疗建议.#/

!依据患儿症状和体征!并结合前鼻镜或鼻内

镜检查结果进行诊断" 急性鼻窦炎患儿的筛选依据如下'

+

均

有鼻塞%流黏性或黏脓性涕%咳嗽!病程s#" 0!或反复发作病程

n#! 周)可伴头痛%低热%嗅觉障碍%张口呼吸及打鼾%听力下

降"

,

均有中%下鼻甲充血及肿大!中鼻道或嗅裂有黏性或黏

脓性涕!咽后壁可见黏性或黏脓性分泌物附着!可有如下伴随

体征!如腺样体或扁桃体增生%肥大!或分泌性中耳炎" 其中 !'

例行电子鼻咽喉镜检查!提示鼻窦炎伴腺样体肥大!'Q 例伴不

同程度分泌性中耳炎"

#?!A治疗方法A将 #'Q 例患儿随机分为 ' 组" 对照组'$" 例!

单纯口服头孢呋辛&西力欣(及欧龙马滴剂 ! 周&西力欣口服剂

量'每次 #!$ :2!! 次S0)欧龙马滴剂口服剂量'' ]R 岁每次 '"

滴!R ]#" 岁每次 $" 滴!均是 ' 次S0(!鼻腔喷糠酸莫米松鼻喷

雾剂&内舒拿(Q ]R 周&# 次S0!每侧鼻腔 # 喷(" 治疗组 #'Q'

例!在对照组的治疗基础上采用缓冲高渗海盐水鼻腔冲洗治疗

! 周" 治疗组 !'Q# 例!在对照组的治疗基础上采用生理盐水鼻

腔冲洗治疗 ! 周" ' 组治疗均以 $ 0为 # 个疗程!分别观察比较

$ 0及 #" 0的疗效"

冲洗方法'生理盐水组采用 "?%fV3);注射液&.`j$ ]

R()缓冲高渗海盐水组!采用欣鼻洗鼻剂&成分无碘海盐%碳酸

氢钠(!与灭菌注射用水配成 !?'f缓冲高渗海盐水&.`jN ]

%(" 应用雾化鼻腔冲洗器&佳尼尔!型号 L8VPM\YQ""(!每侧

鼻腔分别使用 !" :W盐水冲洗!# 次S0"

#?'A疗效评定标准A包括主观症状评估和鼻&内(镜检查综合

判定" 主观症状评估按照视觉模拟量表&K1-43;3/3;*24,-@3;,!

UBT(评分法!鼻&内(镜评定鼻腔体征" 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后 $ 0%#" 0行UBT评分及体征检查" 疗效分为病情完全控制'

UBT评分 "分!鼻黏膜无充血!鼻甲无肿大!中鼻道和嗅裂未见

分泌物!鼻腔通气好)病情基本控制'UBT 评分减少
'

' 分以上!

鼻黏膜轻度充血!下鼻甲稍肿大!中鼻道%嗅裂无或少许黏涕!鼻

腔基本通畅)病情未控制'UBT 评分减少n' 分!鼻黏膜充血%肿

胀!中%下鼻甲肿大!中鼻道%嗅裂有黏涕或脓涕!鼻腔堵塞无

改善"

#?QA统计学处理A将治疗组 #%治疗组 ! 分别与对照组比较!

并将治疗组 # 与治疗组 ! 进行比较" 组间比较采用两样本秩

和检验!;n"?"$ 表示两样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治疗组 # 及治疗组 ! 患儿均可较好地配合鼻腔冲洗治疗!

并且均完成 #" 0的鼻冲洗治疗" 治疗组 #&!?'f缓冲高渗海

盐水组(出现 ' 例不适反应!分别为鼻出血 # 例!患儿 ! 次冲洗

过程中黏涕带血呈粉红色!但无活动性出血!并未影响冲洗治

疗)咳嗽 ! 例!患儿鼻冲洗过程中咽部不适出现刺激性咳嗽!冲

洗完消失" 治疗组 !&生理盐水(出现 # 例耳痛!该患儿伴有中

耳炎!鼻冲洗时出现一过性耳痛!也未影响鼻冲洗治疗" 表 #

为 ' 组治疗后 $ 0%#" 0的疗效比较" 统计结果显示!缓冲高渗

海盐水鼻冲洗的疗效优于对照组)缓冲高渗海盐水组鼻冲洗 $

0的疗效优于生理盐水组!#" 0的疗效差别不大"

表"!:组治疗后HI及"BI疗效和不良反应情况%&&

组别

治疗 $ 0

完全

控制

基本

控制
有效率

治疗 #" 0

完全

控制

基本

控制
有效率

对照组 ! !# QR?"f !# #' RN?"f

治疗组 # ' !%

(Q?Qf

3@

!$ #'

NN?Qf

30

治疗组 ! ! #%

$#?!f

F

!" ##

($?Rf

F

注'治疗组 # 为缓冲高渗海盐水组)治疗组 ! 为生理盐水组)

3示与对照

组比较!;n"?"$)

F 示与对照组比较!;s"?"$)

@示与治疗组 ! 比较!

;n"?"$)

0示与治疗组 ! 比较!;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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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儿童急性鼻窦炎常由急性呼吸道感染迁延所致!其发生有

多种因素!其中感染或变态反应造成的黏膜水肿引起窦口和引

流通道受阻!局部组织缺氧!纤毛活动减弱是主要原因" 儿童

的窦口及漏斗较小!相对较轻的水肿即可造成严重阻塞" 儿童

急性鼻窦炎的主要治疗目的是迅速消灭鼻&鼻窦细菌!消除黏

膜水肿!预防迁延成慢性鼻窦炎及并发症发生" 抗生素和鼻用

糖皮质激素可以同时抗感染和局部抗炎%抗水肿" 抗生素可以

选用阿莫西林k克拉维酸钾或第二代头孢菌素!临床症状控制

后继续用药 # 周)鼻用糖皮质激素使用时间 ! ]Q 周)症状控制

后继续用药 ! 周.#/

"

鼻腔冲洗是一种能够保持鼻腔清洁%减轻炎症的有效治疗

方法!广泛应用于鼻腔%鼻窦炎性疾病的治疗" 鼻腔冲洗液在

儿童常选用盐水类!盐水可分为等渗盐水和高渗盐水" 对鼻腔

冲洗液使用等渗液还是高渗液尚有较大争议" 高渗盐水可以

刺激和改善鼻腔黏膜纤毛的清除功能!高渗透压可以减轻黏膜

水肿!改善鼻腔通畅度.!/

" 但是!高渗盐水有可能诱发神经刺激

反应" Y+1,0:3/等.'/的观察结果提示!'?$f高渗盐水可导致明

显的鼻腔烧灼感!原因是高渗盐水可以引起G物质释放和腺体

分泌!刺激痛觉神经元!由此认为盐水冲洗液的浓度不宜太高"

近年来深海水作为一种鼻腔冲洗液在临床上获得广泛应用!深

海水也属于一种高渗盐水!浓度为 !?'f" !""%年的一项随机对

照研究比较 !?'f深海水%"?%f缓冲生理盐水%"?%f非缓冲生

理盐水对鼻黏膜纤毛活性和缓解鼻通气的效果!结果表明!

!?'f的深海海水的效果明显超过缓冲和非缓冲生理盐水.Q/

"

盐水冲洗液 .`值的确定也是临床遇到的常见问题!采用

缓冲液还是非缓冲液!仍有不同看法" O3K10等.$/主张应用 !f

的缓冲高渗盐水!缓冲液的碱性可改善鼻腔感染状态下的酸性

环境!有利于细菌生物膜的清除)碱性可降低黏液的黏稠度!有

利于纤毛运动"

本研究中治疗组 #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采用 !?'f缓冲

高渗海盐水鼻冲洗!其 .`值为 N?$ 左右)治疗组 ! 在药物治疗

基础上!采用生理盐水鼻冲洗!其 .`值为 $?$ 左右" ! 组治疗

$ 0时!治疗组 # 的效果优于对照组及治疗组 !!而治疗组 ! 与

对照组差别不大!说明缓冲高渗海盐水鼻冲洗!其高渗透压及

碱性能有效缓解急性鼻窦炎的黏膜肿胀!减少鼻腔分泌物!早

期治疗效果较生理盐水鼻冲洗明显" ! 组治疗 #" 0时!治疗组

# 的效果优于对照组!说明缓冲高渗海盐水鼻冲洗效果优于单

纯药物治疗" 治疗组 # 与治疗组 ! 在第 $ 天时疗效有差别!第

#"天时差别不大!也说明缓冲高渗海盐水鼻冲洗的治疗效果早

期优于生理盐水!后期两者差别不大!与儿童急性鼻窦炎的自

然病程和药物治疗的有效性有关"

在儿童急性鼻窦炎治疗中!口服抗生素及黏液溶解促排

剂!局部使用鼻用糖皮质激素治疗!能有效抗感染%抗炎及减少

鼻腔分泌物" 同时早期使用缓冲高渗海盐水鼻冲洗!能及时改

善鼻黏膜水肿!刺激和改善鼻黏膜纤毛系统的清除功能!缓解

感染鼻腔的酸性环境!有利于急性鼻窦炎的早期恢复!缩短病

程!也减少了口服药物的使用时间"

鼻冲洗不良反应较少.R&(/

!治疗组 # 出现 ' 例!分别为 # 例

鼻出血及 ! 例咳嗽)治疗组 ! 出现 # 例耳痛" 患儿感觉这些不

良反应非常轻微!并未影响鼻冲洗治疗的进行!而且 ! 组均未

出现鼻烧灼感及鼻痛!! 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没有统计学

意义" 因此!!?'f缓冲高渗海盐水鼻冲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和耐受性!是一种容易被儿童接受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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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试题 R?答案'B" 本病多发生于青壮年!男多于女!多单眼

发病"

试题 (?答案'B" 肿瘤多位于视乳头附近!呈椭圆形或近

圆形!轻度隆起"

试题 N?答案')" 黄斑分支阻塞预后最好!因为黄斑分支

阻塞出血范围小!出血沿该支引流范围分布"

试题 %?答案')" 固视丢失率是自动视野计的盲点检测!

视标周期性地出现在盲点区" 如果应答次数超过 !"f!结果不

可靠"

试题 #"?答案'O" YYB表现为颞侧毛细血管充盈延迟!毛

细血管扩张%有微血管瘤形成!附近小动脉和小静脉呈囊样

扩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