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而误诊为淋巴瘤。畸胎瘤多为单发,内部可见钙
化、液化等,一般具有较为完整的包膜。1例NB体
积较大,内部发生较多液化坏死,误诊为畸胎瘤。另
外,囊性 NB预后较好[9],而囊性 NB与腹膜后囊
肿、腹膜后淋巴管瘤难以鉴别,检查过程中应注意辨
别瘤体内部是否有实性成分。
  CDUS、CT 及 MRI均可作为小儿腹部 NB的
影像学诊断方法,三者各有优势与不足[10]。CDUS
可动态观察肿瘤内部结构及其与周边组织脏器的关
系,且安全无创、价格低廉、操作简单,诊断迅速,但
易受肠气干扰,影响图像清晰度,定位欠准确;CT不
受肠气干扰,定位较准确,增强扫描可清晰显示肿瘤
与周围血管的关系[11],然而CT对肿瘤包膜的显示
往往不清晰,且CT具有放射性辐射,对于小儿应谨
慎使用;MRI可清晰显示肿瘤与血管的关系及肿瘤
包膜,定位准确,对于肿瘤转移灶的显示及分期判定
有较大优势[12],但不能显示肿瘤钙化灶,且价格昂
贵,不适用于重复多次检查。对于可疑 NB患儿,
CDUS宜为首选检查。
  综上所述,小儿腹部 NB的超声检查图像表现
具有一定特征,CDUS对小儿腹部 NB有较高临床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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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联合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口服溶液治疗
儿童急性分泌性中耳炎的疗效观察

王晓明△,温丽慧,吕 忠,梁 芸,邓立波,梁恒伟,于春春

(广西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钦州 535000)

摘要 目的:观察微波联合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对儿童急性分泌性中耳炎(ASOM)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选取2015年5月

至2016年5月广西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 ASOM 患儿76例(82耳),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38例(39耳)采用常规和微波治疗,观察组38例(43耳)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治疗。观察两组的疗效、
鼓室积液完全消退时间、不良反应及治疗结束后3个月内的复发率。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90.70%)明显高于对照组

(79.49%)(P<0.05),且鼓室积液完全消退时间、复发率也显著短于或低于对照组(均P<0.05);治疗中两组均未发生不良

反应。结论:微波联合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治疗ASOM的疗效显著,是一种经济、安全、有效及简单的治疗方法,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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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泌性中耳炎(secretoryotitismedia,SOM)是
一种不伴有急性中耳炎症状、体征的中耳非化脓性
炎症疾病,多发于儿童,且约90%为学龄前儿童,易
复发,平均每年发作4次,5%~10%的患儿病程可
持续1年以上[1-2]。研究表明,SOM 是儿童听力损
伤的关键因素,易使儿童致聋,严重影响其成人后的
语言、教育及心理方面的发展[3]。SOM 分为急性和
慢性两种,如急性分泌性中耳炎(acutesecretoryo-
titismedia,ASOM)患者未及时诊断治疗,易导致反
复发作,继而迁延为慢性SOM,严重影响患者的生
活,给患者家庭带来沉重负担。本文采用微波联合
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治疗 ASOM 取得了良好的疗
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广西钦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收治的ASOM 患儿76例(82耳),均符
合SOM 的 诊 断 标 准[4],病 程 按 中 耳 炎 分 类 法,
≤8周为急性,>8周为慢性[5],均以耳痛、听力下降
及耳闷塞感为临床表现;电耳镜可见患耳鼓膜充血、
内陷、混浊或可见液面,光锥变形或消失;声导抗检
查为B或C型曲线,纯音听力测试为传导性聋,语
频区平均听阀为45dB。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38例43耳,
男22例,女16例,年 龄4~10岁,平 均(6.4±
1.3)岁,平均病程(4.54±1.7)d;对照组38例39
耳,男18例,女20例,年龄3~9岁,平均(6.2±
1.8)岁,平均病程(4.82±1.3)d。排除标准:头颈
肿瘤;近期有使用耳毒性药物史;头部、耳部受外伤
史及噪音损伤史。两组患儿在年龄、性别及病程等
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
可比性。所有患儿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了知情同
意书,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两组患儿均采用常规药物治疗,如口服抗生素、
1%呋麻滴鼻液滴鼻等治疗,均行咽鼓管吹张术。对
照组在以上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耳鼻咽喉微波治疗仪
(HB-W-D型,成都恒波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治
疗,患儿治疗时由父母抱坐或坐位或卧位,将理疗探
头伸入患耳外耳道内,脉冲功率20W,深度约5cm,
1次/d,15min/次,7d为1疗程。观察组在对照组
的基础上加用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上海勃林格殷
格翰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A11039)(2~6岁儿
童:2.5mL/次;7~12岁儿童:5mL/次),3次/d,连
用7d。患儿均在治疗结束后进行复诊,行鼓气耳镜
检查、纯音听力测试及声导抗等检查,并在治疗结束
后随访3个月。
1.3 观察指标

1.3.1 临床疗效评价[6] 治愈:临床症状与体征如
耳痛、耳闷胀感及耳鸣消失,自觉听力恢复正常,纯
音电测听测试气导听力完全恢复正常,鼓室压图变
为A型;好转:临床症状与体征有所好转,纯音电测
听测试气导听力提高15~20dB,鼓室压图B型转
为C型;无效:临床症状与体征与治疗前相比并无改
善,甚至加重,纯音电测听测试气导与鼓室压图与治
疗前相比并无变化。总有效率=(治愈例数+好转
例数)/总例数×100%。
1.3.2 鼓室积液完全消退时间 记录两组鼓室积
液完全消退时间。鼓室积液完全消退:电耳镜下鼓
膜光锥反光正常,标志清晰可辨,鼓膜松驰部或全鼓
膜无内陷。
1.3.3 不良反应及复发率 记录两组不良反应及
治疗结束后3个月内的复发率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的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0.70%,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79.49%(P<0.05),见表1。
2.2 两组鼓室积液完全消退时间、不良反应发生率
及复发率的比较

  观察组的鼓室积液完全消退时间明显短于对照
组(P<0.05)。治疗期过程中,两组均未出现不良
反应事件。治疗结束后3个月内对照组6例患儿出
现病情复发,而观察组只有2例出现复发,观察组的
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2。

表1 两组临床疗效的比较[n(%)]

分组 耳数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率,%

对照组 39 21(53.85)10(25.64) 8(20.51) 79.49
观察组 43 27(62.79)12(27.91) 4(9.30) 90.70
χ2 9.652
P 0.017

表2 两组鼓室积液完全消退时间及复发率的比较

分组 耳数 鼓室积液完全消退
时间/d,췍x±s 复发率,%

对照组 39 5.5±0.86 6(15.38)
观察组 43 2.3±0.17 2(4.65)
t/χ2 0.573 16.25
P 0.015  0.021

3 讨 论

  研究表明,儿童SOM 的发病率较高,这与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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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力低下及生理结构特点有关,儿童咽鼓管方位
平直,管口位置较低,而管径与成人等大,长度却为
成人的一半,呈半开放状态,易将感染导入中耳[7]。
SOM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均不十分明确,咽鼓管机械
性阻塞及功能障碍是目前公认的重要发病因素之
一,另外感染、变态反应及免疫功能异常等因素在

SOM发病中的作用也得到了肯定[8]。咽鼓管机械
性阻塞及功能障碍使得空气不能进入中耳腔,空气
被吸收后中耳腔成负压的状态,中耳腔的黏膜血管
扩张、通透性增加,导致中耳积液[9]。同时,SOM 的
发生与咽鼓管通气与引流障碍密切相关,而鼻腔的
病变也是导致咽鼓管通气与引流障碍的重要因素,
因此 鼻 腔 的 病 变 与 SOM 的 发 病 有 着 重 要 的 关
系[10]。
  SOM在治疗上目前也存在争议,可分为保守治
疗与手术治疗,其中保守治疗包括规律药物治疗与
物理治疗等,手术治疗包括鼓膜治疗、咽鼓管治疗、
对因治疗、内镜治疗及乳突手术治疗等多种方法。
以往的治疗侧重于对鼓膜的治疗,但创伤性较大,而
目前新出现的咽鼓管治疗与内镜治疗减少了手术创
伤,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及准确性,但仍
然存在不容忽视的缺点[11]。早期儿童SOM以药物
治疗为主,但疗效并不令人满意,而手术治疗如咽鼓
管吹张及鼓膜穿刺等往往因为患儿不配合而不能让
患儿家长接受,不能广泛应用,因此寻找更安全有效
且无创的治疗方法是摆在众多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
务[12]。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5),且鼓室积液完全消退时间也
显著短于对照组(P <0.05)。盐酸氨溴索口服溶
液是新一代黏液溶解剂,被广泛应用于治疗急、慢性
呼吸道疾病引起的痰液黏稠,咳痰困难。氨溴索可
以调节浆液及黏液的分泌,稀释和溶解黏液及分泌
物,促进呼吸道表面活性物质的合成,增加黏液纤毛
运输系统的清除能力。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治疗

SOM,其机制在于:(1)增加患者咽鼓管的表面活性
物质的含量,降低咽鼓管开放的压力,有利于咽鼓管
的开放,使通气和引流通畅;(2)增加黏膜浆液腺的
分泌,减少黏液腺的分泌,降低分泌物得黏度,增强
纤毛的活力达到清除效果[13-14]。
  微波是一种具有生物物理能量的高频电磁波,
可使组织细胞中的离子,水分子及其他分子的偶极
子随微波频率高速转动,相互摩擦产生热效应,微波
的热效应可促进细胞代谢,缓解小血管痉挛,调节血
管功能,扩张小动脉及毛细血管,提高血氧浓度,促
进中耳血液循环,改善中耳缺氧状况,并且可以提高
免疫功能,促进分泌物的吸收及咽鼓管黏膜肿胀的
消退,缩短病程[12]。目前在临床上微波治疗SOM

已经有了较多的应用,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微波
联合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发
挥了协同治疗的作用,明显提高了疗效。
  综上所述,微波联合口服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治疗ASOM治疗效果显著,且无不良反应,复发率
较低,是一种经济、安全、有效及简单的治疗方法,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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