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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渊舒口服液辅助功能性内窥镜鼻窦手术治疗鼻窦炎３６例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福州３５０００１）
【摘要】

李晨林国经黄建民杨建国

目的探讨鼻渊舒在内窥镜鼻窦手术丽手术期的辅助治疗效果。方法

７０例病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观察组３６例，对照组３４例。对照组单纯给予常规抗生索、激素和黏液溶解排除剂等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手术前后给予鼻渊舒口服液治疗．比较两组病例的疗效。结果观察组在术中出血量、术后术腔清洁时间、术后术腔上皮化
时间及疗效方面都优于对照组，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无药物毒副作用反应。结论

鼻渊舒可以提高和巩固

内窥镜鼻窦手术的疗效。
【关键词】鼻渊舒口服液；慢性鼻窭炎；内窥镜检查
【中圈分类号】Ｒ７６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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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１～２２年，平均（５．７土２．４）年；Ｉ型鼻窦炎９

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ＥＳＳ）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手术

例，Ⅱ型鼻窦炎２５例。上述两组在性别、年龄、

方法。由于能在狭窄的鼻腔中获得良好视野，使手

病程、鼻窦炎类型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

术更精确，并能充分保留鼻腔结构和功能，故其治

有可比性。

疗鼻窦炎、鼻息肉的疗效肯定；而且，鼻窦炎、鼻

１．２治疗方法：

息肉发病机理复杂，有易复发的特点，目前多提倡

１．２．１手术方式：鼻腔表面麻醉和常规局部浸润

ｓｉｎｕｓ

围手术期综合治疗。我科２００５年６月至２００９年６

麻醉，手术方法全部采用Ｍｅｓｓｅｒｋｌｉｎｇｅｒ术式，手

月将鼻渊舒口服液应用于ＦＥＳＳ围手术期的辅助治

术范围根据术前ＣＴ检查及术中鼻内镜检查所见来

疗，临床观察疗效较好。现报告如下。

确定。摘除息肉，切除钩突、筛泡，根据不同病变

１资料与方法

开放前组筛窦或全组筛窦，扩大上颌窦、额窦或蝶

１．１一般资料：选择门诊准备住院手术的７０例患

窦自然开口，清除窦口病变组织。伴中鼻甲息肉样

者。所有患者均有鼻塞、流涕症状，术前均常规作

变者行中鼻甲成形术，合并鼻中隔偏曲者行鼻中隔

鼻窦冠状位ＣＴ扫描，并按９７海口鼻科会议制定的

矫正术。术后术腔填塞膨胀止血海绵。

标准进行临床分型和分期［１］。为减少统计中的误差

１．２．２药物治疗：两组均于术前２ ｄ起给予安美汀

并使结果具有代表性，有前期手术史和联合行柯一

（葛兰素史克公司，批号：ＢＮ５９１５１Ｂ）１．２ ｇ，静

陆氏手术以及未完成随诊的病例均不列入统计范

脉滴注，２次／ｄ；甲硝唑（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

围。患者按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公司，批号：０９０５０６０）０．５ ｇ，静脉滴注，２次／ｄ，

观察组３６例，其中男２０例，女１６例；年龄１８～

雷诺考特鼻喷雾剂（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批

６５岁，平均（３８．２±７．６）岁；病程６个月～２０

号：ＬＣ７９８）喷鼻，２次／ｄ。观察组术前１０ ｄ起另

年，平均（５．８士２．２）年；Ｉ型鼻窦炎１０例，Ⅱ

给鼻渊舒口服液（成都华神制药，批号：０８１２０６）

型鼻窦炎２６例。对照组３４例，其中男１９例，女

１０

１５例；年龄１９～６３岁，平均（３７．５士７．１）岁；病

万方数据

ｍｌ，３次／ｄ，口服。
术后两组均给予安美汀１．２ ｇ，静脉滴注，２次／

·

１２０－

ｄ后改为头孢类抗生素口服，连服１周；甲硝

本消退，分泌物减少，血痂或棕黄色痂皮减少或消

唑０．５ ｇ，静脉滴注，２次／ｄ，３ ｄ后改为甲硝唑片

失，整个术腔轮廓清楚，就可认为是术腔清洁。

ｄ，３

剂０．２ ｇ，３次／ｄ，连服１周；强的松片３０ ｍｇ，晨

（３）术腔上皮化所需时间：以黏膜薄而光滑，与骨

起顿服，３ ｄ后逐渐减量停药；吉诺通（德国保时

壁紧密连接，遗留的骨壁在黏膜的紧密覆盖下显示

佳，批号：１２６３９１）０．３ ｇ，３次／ｄ，连服１个月；

清晰的各部隆起，窦口通畅，作为术腔上皮化的判

雷诺考特鼻喷雾剂喷鼻，２次／ｄ，连喷１个月。观

定标准。（４）疗效：根据９７海口鼻科会议制定的

察组另加鼻渊舒口服液１０ ｍｌ，３次／ｄ，连服２

标准对疗效进行判断［１］。（５）药物毒副作用反应。

个月。

１．４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处理数据。

１．２．３术后处理：两组术后均予常规处理。术后

计数资料采用行×列表Ｙ２检验，Ｐ＜Ｏ．０５为差异

第２ ｄ抽除术腔填塞的膨胀止血海绵。术后第３

有统计学意义。

ｄ

起收缩鼻腔黏膜，去除鼻腔、鼻窦积血、痂皮、伪
膜，１次／ｄ，１周后出院。出院后定期复查，所有

２结果

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比较，见表１。两组患者

病例均随诊１年以上。

术后术腔清洁时间比较，见表２。两组患者术后术

１．３观察内容：（１）术中出血量：通过观察负压

腔上皮化时间比较，见表３。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吸引瓶内液体量及术中所用止血棉片、纱条量估计

见表４。观察组３６例在围手术期及术后１年以上的

术中出血量。（２）术腔清洁所需时间：如果观察到

随访中均未发现药物毒副作用反应。

黏膜渗血停止，黏膜表面纤维素渗出形成的伪膜基
表ｌ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比较［例（％）］

注：Ｘ２＿６．１０，Ｐ２０．０４７．

表２两组患者术后术腔清洁时间比较［例（％）］

注。Ｘ２２８·３０，Ｐ＝０·０４０。

表３两组患者术后术腔上皮化时间比较［例（％）］

注；Ｚ２２９·９８，Ｐ５０·０４０。

裹４两组患者疗效比较［例（％）］

注ｚ

Ｚ２。６－５２，Ｐ５０·０３８。
：

３讨论

恢复，才能达到治愈慢性鼻窦炎的目标［５］。根据许

慢性鼻窦炎、鼻息肉目前公认的致病因素有３

庚等［６］观察，术后黏膜的转归有３个阶段，转归时

种：鼻腔结构异常、感染、变态反应［２］。近几十年

间约为１０～１４周。缩短这３个阶段将有效加快愈

来，ＦＥＳＳ提倡只切除不可逆的病变组织，重建和

合，并防止复发。因此，ＦＥＳＳ的围手术期综合治

恢复鼻窦通气引流及黏膜、纤毛清除功能。这是慢

疗越来越受到重视，包括药物治疗和术腔清洁，这

性鼻窦炎治疗的一大进步；但手术主要解决鼻腔结

直接关系到手术的疗效和预后。

构异常的问题，而有关的感染和变态反应尚需要配

近年来，许多人对鼻窦炎的临床研究转向中西

合药物治疗和相关处理。据许庚等［副、王鸿等Ⅲ观

医结合，以期筛选出疗效确切、使用方便的中药及

察，合并变应性鼻炎的慢性鼻窦炎患者单纯行

中成药ｃ７］，以补充和完善当前的治疗。依据中医辨

ＦＥＳＳ后恢复较差。在鼻窦手术结束后，紧接着便

证，慢性鼻窦炎属“鼻渊”范畴［Ｂ］，是由于脾气

是鼻黏膜上皮再生的开始，只有病变的黏膜逐渐恢

虚，卫表不固，邪毒湿热积聚鼻窦、鼻窍，腐败化

复正常，遭到破坏的纤毛清除功能和腺体功能得到

脓所致。鼻渊舒针对鼻渊的病因，由辛夷、苍耳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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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黄芪、白芷、黄芩、柴胡等主要成分优化组合

因使用鼻渊舒可以使患者鼻腔清洁时间和上皮化时

而成。方中辛夷含挥发油，有收缩鼻黏膜血管及抗

间缩短，故可缩短抗生素、激素、黏液溶解排除剂

组胺作用，能散风寒，通鼻窍。苍耳子对金黄色葡

等药物的疗程，减少术后鼻腔处理次数，减轻患者

萄球菌、链球菌、肺炎球菌有抑制作用，能抗炎、

的经济负担．且无药物毒副作用。因此，笔者认为

抗过敏，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抗组胺与抗乙酰胆

鼻渊舒是慢性鼻窦炎、鼻息肉患者ＦＥＳＳ围手术期

碱，并能清热燥湿，泻火解毒。黄芪含有甙类多糖

治疗的一种有效辅助治疗药物．值得临床推广。

及氨基酸，能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提高人体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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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上皮化时间，减少迁延不愈，提高治愈率。（４）

自拟降压方对肝阳上亢证患者血浆ＮＯ及性激素的影响
福建医科大学教学医院福州市第二医院（福州３５０００７）

【摘耍】

郑伯仁张统文林旭辉

目的观察自拟降压方对老年男性高血压病（肝阳上亢证）患者血压及血浆一氧化氮（ＮＯ）、血浆卵泡刺

激素（ＦＳＨ）、泌乳素（ＰＲＬ）、黄体生成素（ＬＨ）水平的影响。方法将６０例老年高血压病（肝阳上亢证）患者随机分成
两组，每组３０例。两组均采用西尼地平治疗．观察组加用自拟降压方；对照组仅用西药治疗。４周为ｌ疗程。观察两组治
疗前后血浆ＮＯ。性激素的变化。结果两组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浆ＮＯ水平升高，且血浆卵泡刺激素、泌乳素、黄体生
成素降低（Ｐ均＜Ｏ．０５）。结论

自拟降压方具有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的作用。

【关键词】肝阳上亢证；降压方，ＮＯ｝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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