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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渊舒口服液在鼻窦内窥镜手术前后辅助治疗作用观察
徐英霞于磊李会英

（河北省正定县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河北正定０５０８００）
【摘要】

目的观察鼻渊舒口服液在鼻窦内窥镜手术前后的辅助治疗作用。方法将９０例慢性鼻

窦炎伴鼻息内的患者随机分为２组，均给予抗生素、糖皮质激素、止血药物和黏液促排刺，行鼻窦内窥镜手术
治疗，术后常规冲洗换药。治疗组４５例自术前４ ｄ开始口服鼻渊舒口服液至术后１０ ｄ，并于术后第３ ｄ予鼻
渊舒口服液雾化吸入治疗１周；对照组４５例于术后第３ ｄ应用庆大霉素注射液、地塞米松雾化吸入治疗ｌ周。
术后６个月复查判定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９５．６％，治愈率６４．４％，对照组分别为８６．７％、４２．２％，２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结论鼻渊舒口服液在鼻窦内窥镜手术
前后口服及术后雾化吸入可巩固和提高疗效，且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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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鼻内窥镜外科知识的普及，内窥镜手术的广泛

中药制剂鼻渊舒口服液术前术后口服及术后雾化吸入治

开展，使得慢性鼻窦炎、鼻息肉的治疗效果有了迅速的提

疗４５例，并与西医常规治疗４５例对照观察，结果如下。

高，文献报道内镜手术使７５％一９５％的顽固慢性鼻窦炎

ｌ资料与方法

患者的症状改善，但症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

１．１诊断标准参照“慢性鼻一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

即使是术后没有症状的患者也需要长期的药物治疗、内

南”（２００８，南昌）标准旧Ｊ。结合临床症状、鼻窦内窥镜检

窥镜检查和随访，以防止疾病复发；而５％一２５％症状没

查及ｃＴ扫描确诊为慢性鼻窭炎伴鼻息肉。

有明显改善者则仍是耳鼻喉科医师所面临的难题…。

１．２一般资料９０例均为我院耳鼻咽喉科住院患者，随

２００４—０６－－－２００７—０６，我们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纯

机分为２组。治疗组４５例，男１８例，女２７例；年龄１２—
６８岁，平均３６．９岁；病程６个月一ｌＯ年，平均３．９年；并

作者简介：徐英霞（１９７３一），女，副主任医师，学士。从事耳鼻咽
喉科临床工作。

发鼻中隔偏曲９例，变应性鼻炎２例。对照组４５例，男
２０例，女２５例；年龄１３—７０岁，平均３８。ｌ岁；病程４个
月一８年，平均３．４年；并发鼻中隔偏曲８例，变应性鼻炎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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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例。２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南”（２００８，南昌）的疗效评估方法旧１。主观评估：症状量

具有可比性。

化评估使用鼻一鼻窦炎视觉模拟量表（ＶＡＳ）；客观评估：

１．３治疗方法

鼻内镜检查量化评估采用Ｌｕｒｉｄ—Ｋｅｎｎｅｄｙ评分法。治愈：

１．３．１术前准备２组均于术前４ ｄ予夫呋麻滴鼻液

症状消失，无困扰，鼻内镜检查窦口开放良好，窦腔黏膜

（武汉五景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４２０２２５４６）３滴，每

上皮化，无脓性分泌物（总评分０分）；好转：症状明显改

日４次滴鼻；伯克纳气雾剂［葛兰素史克（天津）有限公

善，轻度困扰，鼻内镜检查窦腔黏膜部分水肿、肥厚或肉

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６２５６］２喷，每Ｅｌ ２次喷鼻；维生素Ｃ

芽形成，有少量脓性分泌物（总评分ｌ一２分）；无效：症状

片（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Ｈ４２０２１９７６）

无改善，严重困扰，鼻内镜检查见术腔粘连，窦１：３狭窄或

Ｏ．２

ｇ，每日３次口服；维生素Ｋ４片（杭州民生药业集团有

闭锁，息肉形成，有脓性分泌物（总评分＞３分）。以治愈、

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３３０２００７４）８ ｍｇ，每日３次Ｅｌ服；醋酸

好转统计总有效率。

泼尼松片（石家庄制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１．６统计学方法采用ＰＥＭＳ ３．０医学统计学软件，行

Ｈ１３０２０９９９）２０ ｎａｇ，每晨口服。常规抗生素静脉滴注，治

ｘ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疗组同时予鼻渊舒口服液（成都中医药大学华神药业有

２结果

限公司，国药准字Ｚ５１０２０２０７）１０ ｍＬ，每１３ ３次口服。

２．１术中所见鼻腔情况

１．３．２手术方法２组均取仰卧头高约１５。位，采用表面

较鼻腔分泌物较稀薄、量少，黏膜水肿轻，出血量少。

麻醉及局部浸润麻醉，同时静脉给予镇痛药物。均采用

２．２

术中发现治疗组与对照组比

２组疗效比较见表ｌ。

Ｍｅｓｓｅｒｋｌｉｎｇｅｒ术式，由同一位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高年
表１

资医师实施手术，手术范围根据具体病变范围而定。合

２组疗效比较

例

并鼻中隔偏曲者同时行鼻中隔矫正，合并变应性鼻炎者
同时行筛前神经切断术。术后予凡士林纱条填塞鼻腔。
１．３．３术后处理２组均术后半卧位，鼻面部冷敷，醋酸

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泼尼松片２０ ｍｇ，每晨１３服，连用３ ｄ；注射用血凝酶（巴
曲亭，蓬莱诺康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１８３９）
１

０００单位，每１３ １次静脉滴注，连用３ ｄ，常规抗生素治疗

５

ｄ。术后４８ ｈ撤除填塞纱条，次日予呋麻滴鼻液３滴，

由表ｌ可见，２组治愈率、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２．３不良反应２组中均未发现明显的耳毒性、肾毒性

每日２次滴鼻，伯克纳气雾剂２喷，每日２次喷鼻，硫酸庆

及其他不良反应。

大霉素注射液（天津药业焦作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３讨论

Ｈ４１０２０６０９）１６万单位、地塞米松磷酸钠（天津金耀氨基

自Ｍｅｓｓｅｒｋｌｉｎｇｅｒ提出功能性鼻窦内窥镜手术３０年

酸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１２０２０５１５）１０ ｎａｇ加入０．９％氯化

来，人们对鼻窦的解剖、病理和慢性鼻窦炎的治疗的理解

钠注射液５００ ｎｉｌ中冲洗鼻腔，每日２次，持续至术后３个

已经大大进步，随着功能性内镜手术的广泛开展，人们认

月。治疗组予鼻渊舒口服液１０ ｍＬ，每日３次口服，连服

识到单纯依靠手术并不能解决鼻窦炎的所有问题，黏膜

１０

ｄ；撤除纱条后次日使用压缩雾化吸人机（德国百瑞有

引流通道的开放并不足以恢复黏膜的清洁，动物实验也

０３８系列）予鼻渊舒口服液５ ｍＬ，每日

证实逆转黏膜病理性疾病的困难，Ｆｏｒｓｇｒｅｎ Ｋ等”１研究发

２次雾化吸入，连用７ ｄ，每次均将药液用完为止（约

现单纯镜中鼻道窦口造１３术并不足以降低鼻窦炎动物模

ｒａｉｎ）。对照组予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８万单位，地塞

型中黏膜的病理改变，单纯依靠手术而不注重术后处理

米松磷酸钠注射液５ ｌＩｌｇ，每日２次雾化吸入治疗，连用

及局部和全身用药并不能取得可靠疗效的观点已成为国

限公司，ＰＡＲＩ

３０

ＢＯＹ

ｄ。２组均在术后第５ ｄ于内窥镜下清理术腔血痂及纤

内外学者的共识，更有学者认为手术最好作为达到最大

维蛋白渗出物，同时行上颌窦刺洗。术后１个月内每周

药物疗效的辅助手段，即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使得局部

行鼻内窥镜检查、清理术腔１次，仔细观察黏膜水肿、囊

用药能够到达全组鼻窦的病变黏膜。影响内镜鼻窦手术

泡及窦口开放情况，清理术腔血痂、囊泡、肉芽、分泌物及

疗效的因素很多，如术者的熟练程度和技术水平、术后系

粘连，同时尽量不引起新的出血。１个月后每２周检查、

统的清理换药、局部用药和全身用药等。其中术后系统

清理术腔１次，术后３个月后每月复查１次，６个月后在

换药、清理及局部和全身用药对疗效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内窥镜下检查术腔情况并将愈合情况记录于表，统计并

目前术后常用庆大霉素雾化吸入，但其有明显的肾毒性

观察疗效。

和耳毒性，尤其遇有特殊敏感体质者，有造成听力损害的

１．４观察指标观察２组鼻塞、头痛、鼻腔分泌物及嗅觉

风险。

７

改善情况。检查术腔水肿、息肉、瘢痕、结痂及上皮化情况

慢性鼻窦炎、鼻息肉属中医学鼻渊、鼻息肉范畴。病

等，以术后６个月鼻内窥镜检查时的情况为标准。

因以湿热蕴积鼻窍、寒湿凝聚鼻窍、胆腑郁热为主。湿热

１．５疗效标准参照“慢性鼻一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

邪毒侵袭，肺经蕴热，失于宣畅，湿热邪浊壅结积聚于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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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丁冲剂治疗肺胃实热型急性咽炎１５３例
胡忠民王亚华
（河北省唐山市中医医院重症监护室，河北唐山０６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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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病；咽炎；中药疗法实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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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咽炎是咽黏膜、黏膜下组织和淋巴组织的急性

淄博市中医医院（３６例）、河北省廊坊市中医医院（３４例）

炎症，是呼吸道感染的一部分，多为病毒及细菌感染等因

门诊患者。随机分为２组。治疗组１５３例，男５６例，女９７

素引起，尤以秋冬和冬春交界多发¨１。我们采用二丁冲

例；年龄１８—６３岁，平均４０．７岁；病程１—４８ ｈ。对照组

剂治疗肺胃实热型急性咽炎１５３例，并与穿心莲胶囊口服

５０例，男２３例，女２７例；年龄２２～６４岁，平均４３岁；病程

治疗５０例对照观察，结果如下。

２－４８

１资料与方法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１一般资料２０３例患者均为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１．２诊断标准西医诊断和中医辨证分型参照《中药新

属医院（５３例）、河北省唐山市中医医院（８０例）、山东省

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呤ｊ。①病史：病毒与细菌感

ｈ。２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染均可引起本病。常有受凉、受热、受湿、过劳、烟酒过
作者简介：胡忠民（１９７ｌ一），男，副主任医师，学士。从事重症监

度，以及各种物理或化学刺激诱因。②症状：主症为咽痛

护临床工作。

或吞咽痛，咽部干燥，灼热；次症为全身不适感，发热，畏

窍，日久形成息肉；肺气素虚，卫表不固，腠理疏松，易受风

痂及脓液的稀化排出，使高浓度的药物形成极细小的颗

寒异气的侵袭，肺气虚寒则鼻塞不利，寒湿凝聚鼻窍日久

粒，进而能很快地到达鼻腔、鼻窦深部，可直接、广泛、均匀

则形成息肉；情志不遂，恚怒失节，胆失疏泄，气郁化火，胆

地与鼻黏膜接触，并可加速局部血液循环，促进药物吸收，

火循经上移热于脑，伤及鼻窍；或邪热犯胆，胆热上蒸鼻窍

从而提高药物功效。

而为病”ｏ。鼻渊舒口服液的主要成分为辛夷、苍耳子、黄

综上所述，慢性鼻窦炎内窥镜手术结合鼻渊舒口服液

芩、柴胡、细辛、黄芪等。制方以清泻肝胆郁热、宣通鼻窍

术前术后口服及术后雾化吸入较传统西医治疗安全有效，

为法，亦倚重苍耳子、辛夷、白芷诸药，清泻胆腑郁热亦取

能避免可能出现的耳、肾毒副作用，巩固和提高疗效，体现

法于龙胆泻肝汤，然其临床疗效优于众多验方。究其原

了中西结合治疗鼻窦炎的特色与优势。

因：①鼻渊主症为鼻塞、流浊涕。一般验方及中成药其宣
通鼻窍药物力量不足，鼻渊舒１２１服液中独加辛温之细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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