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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等离子低温射频消融术联合鼻内镜对慢性鼻-鼻窦炎(CRS)患者鼻通气及鼻腔黏液纤毛清除能力的影响。方

法:选择2015年8月至2016年8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96例CRS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等离子低温射频消

融术联合鼻内镜手术)和对照组(鼻内镜鼻窦手术),每组48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Lund-Kennedy评分、SNOT-20评

分、嗅觉功能、鼻腔黏液纤毛清除能力和鼻通气功能情况。结果:术后3个月,研究组临床总有效率和嗅觉功能正常率分别为

93.75%和64.58%,高于对照组的79.17%和39.58%(均P<0.05);研究组Lund-Kennedy评分、SNOT-20评分、糖精清除时

间、鼻阻力、鼻腔最小横截面积到前鼻孔距离均低于对照组(均P<0.05);而研究组黏液纤毛清除速率、黏液纤毛清除率、鼻腔

最小横截面和鼻腔容积均明显大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等离子低温射频消融术联合鼻内镜可明显提升CRS患者临床

治疗总有效率,显著改善患者术后临床症状,有利于患者嗅觉功能、鼻腔通气及鼻黏液纤毛清除能力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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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oflowtemperatureplasmaradiofrequencyablationcombinedwithendoscopicsinussur-
geryonthenoseventilationandnasalmucousciliaryclearancecapacityofchronicrhinosinus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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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exploretheeffectoflowtemperatureplasmaradiofrequencyablationcombined
withendoscopicsinussurgeryonthenoseventilationandnasalmucousciliaryclearancecapacityofchronic
rhinosinusitis(CRS).Methods:96CRSpatientstreatedinourhospitalfromAugust2015toAugust2016
wererecruited,anddividedintoacontrolgroup(endoscopicsinussurgery)andaresearchgroup(lowtem-
peratureplasmaradiofrequencyablationcombinedwithendoscopicsinussurgery)randomlywith48casein
eachgroup.Theclinicalefficacy,Lund-Kennedyscore,SNOT-20score,olfactoryfunction,nasalmucous
ciliaryclearancecapacityandnoseventilationwerecompared.Results:Threemonthsaftersurgery,theto-
taleffectiverateandnormalratioofolfactoryfunctionofresearchgroupwere93.75%and64.58%respec-
tively,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ofthecontrolgroup(79.17%and39.58%)(P<0.05).TheLund-
Kennedyscore,SNOT-20score,saccharinclearancetime,nasalresistanceandthedistanceoftheminimal
cross-sectionalareatothenostrilintheresearchgroupweresignificantlylowerthanthoseinthecontrol
group(P<0.05).Themucociliaryclearance,mucociliarytransportrate,nasalminimalcross-sectionalar-
eaandnasalcavityvolumeintheresearchgroup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
(P<0.05).Conclusion:Lowtemperatureplasmaradiofrequencyablationcombinedwithendoscopicsinus
surgerycouldsignificantlyimprovetheclinicaltotaleffectiverateofCRS,anditsignificantlyameliorate
thepostoperativeclinicalsymptom,theolfactoryfunction,noseventilationandnasalmucousciliaryclear-
ancecapacity.
Keywords lowtemperatureplasmaradiofrequencyablation;chronicrhinosinusitis;noseventilation;nasal
mucousciliaryclearance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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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鼻-鼻窦炎(chronicrhinosinusitis,CRS)是
一种耳鼻喉科常见的鼻腔及鼻窦黏膜炎症,临床表

现为头痛、鼻面部胀痛、反复鼻塞、嗅觉减退及鼻涕

倒流等[1]。有研究报道,目前全球有近15%的人口

正面临着CRS的严重困扰[2];鼻内镜鼻窦手术是目

前CRS临床主要治疗方案,但其临床治疗效果仍然

难以令患者满意[3]。而等离子低温射频消融术具有

安全、易行、微创、高效等特点,已广泛用于临床鼻甲

肥大、扁桃体切除等治疗[4],且在治疗CRS方面同

样可取得较为理想的疗效[5]。本研究通过分析等离

子低温射频消融术联合鼻内镜对CRS患者鼻通气

及鼻腔黏液纤毛清除能力的影响,为临床CRS治疗

方案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5年8月至2016年8月在我院耳鼻喉

科接受治疗的96例CRS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

数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48例。其中

对照组,男29例,女19例;病程1.5~18年,平均

(5.46±1.06)年;年龄19~70岁,平均(39.47±
5.18)岁;根据CRS分型标准[6]:Ⅰ型13例,Ⅱ型

21例,Ⅲ型14例。研究组,男26例,女22例;病程

1~16年,平均(5.73±1.20)年;年龄21~68岁,平
均(38.69±4.95)岁;Ⅰ型15例,Ⅱ型20例,Ⅲ型

13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对本研究知悉,并自

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1)符合 CRS诊断和治疗指

南[7]标准者;(2)双侧病变患者;(3)接受保守治疗

至少半年且未获得明显疗效者;(4)无明显哮喘病史

或鼻部过敏症状者;(5)具有双侧下鼻甲肥大但未发

现骨性增生者;(6)未接受过鼻部手术者。
1.2.2 排除标准 (1)伴有鼻腔真菌病、萎缩性鼻

炎者;(2)合并有内分泌疾病、肿瘤、急慢性感染等影

响嗅觉功能的其他疾病者;(3)具有过敏性鼻炎等家

族性和系统性疾病者;(4)合并血管运动性鼻炎、鼻
中隔偏曲者;(5)治疗依从性较差者;(6)失访者。
1.3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在术前1周每日清晨空腹口服1次30
mg醋酸泼尼松片(国药准字 H33021207,浙江仙琚

制药)。对照组患者在局麻状态下给予功能性鼻内

镜鼻窦手术进行治疗,自前向后,根据患者具体情况

分别进行息肉摘除、筛泡开放及钩突切除。研究组

患者给予等离子低温射频消融术联合鼻内镜进行治

疗,其中鼻内镜手术治疗方式与对照组相同。手术

结束时,通过低温双极射频消融治疗系统(Olym-
pus,日本)对患者中下鼻甲进行处理,分别于下鼻甲

内外侧面和游离缘进针,至预定部位黏膜下,持续工

作时间10s左右,当中小鼻甲的表面黏膜发生稍微

变白后即可退出,每侧下鼻甲打孔2~3个。手术结

束后对两组患者鼻腔进行常规填塞止血。
  术后1~2d抽出填塞物,并于清晨空腹顿服醋

酸泼尼松片(30mg/次,1次/d)和罗红霉素(国药准

字H20064183,四川科伦药业,300mg/次,1次/d),
连续服用6d。在术后8d,鼻内镜下鼻腔清理,并给

予布地奈德鼻喷雾剂(国药准字J20140048,阿斯利

康制药)和生理性海水鼻腔喷雾剂(舒德尔玛,法国)
早晚喷鼻。术后第1个月,每半个月1次鼻内镜检

查,第2个月后每月1次鼻内镜检查,直到黏膜恢复

正常,并对所有患者进行3个月的随访。
1.4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4.1 疗效判断标准 根据CRS诊断和治疗指

南[7]标准在术后3个月时对患者进行临床疗效评

价,其中Ⅰ级:临床症状消退完全,病情得到完全控

制,鼻窦黏膜恢复良好,Lund-Kennedy评分≤1分,
视觉模拟评分[8](VAS)0分;Ⅱ级:临床症状改善明

显,病情得到部分控制,Lund-Kennedy评分>1分,
术后VAS至少降低3分;Ⅲ级:患者临床症状无明

显改善,病情未得到控制,手术前后评分不具有显著

差异。其中Ⅰ级和Ⅱ级为治疗有效,临床总有效率

=(Ⅰ+Ⅱ)级患者例数/总例数×100%。
1.4.2 嗅觉功能 按照T&T主观嗅觉测试法[9]

检测患者术前1d和术后3个月的嗅觉功能,其中

Ⅲ级(嗅觉值>2.5):嗅觉丧失或嗅觉中重度损害;
Ⅱ级(嗅觉值为1.0~2.5):嗅觉轻度损害;Ⅰ级(嗅
觉值为-2.0~1.0):嗅觉正常。
1.4.3 症状评分 按照Lund-Kennedy评分[10]方

法对患者术后3个月时鼻内镜检查结果量化评分,
包括鼻漏、水肿、息肉、瘢痕、结痂等,无症状计0分,
轻度计1分,重度计2分。按照SNOT-20评分[11]

评价方法对患者手术前1d及手术后3个月时主观

症状进行调查情况。
1.4.4 鼻腔黏液纤毛清除能力和鼻通气功能 通

过糖精清除率法分别评估患者术前1d和术后3个

月两侧鼻腔黏液纤毛清除能力,患者取坐位,经鼻呼

吸,在前鼻镜直视下,将糖精颗粒放置在患者下鼻甲

内侧,患者每隔30s左右吞咽1次,尝到甜味后停止

并记录时间;待患者口腔甜味完全消失后1h,对另

一鼻腔测试,取两侧平均值代表该患者糖精清除时

间,并计算黏液纤毛清除速率和黏液纤毛清除率。
鼻通气功能:采用前鼻测压法鼻阻力计(AT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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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德国)测量患者手术前1d及术后3个月时鼻

阻力;通过声反射鼻测量计(Eccovision,美国)测试

患者鼻腔最小横截面积(NMCA)、鼻腔容积(NCV)
及NMCA到前鼻孔距离(DCAN)。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使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两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
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术后3个月,研究组临床总有效率为93.75%,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9.17%(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嗅觉功能比较

  术后3个月,两组患者嗅觉功能改善均显著优

于术前(均P<0.05),且研究组嗅觉功能正常率高

于对照组(64.58%vs39.58%,P<0.05),见表2。

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Ⅰ级
(完全控制)

Ⅱ级
(部分控制)

Ⅲ级
(未控制)

总有效
率,%

研究组 48 30(62.50) 15(31.25) 3(6.25) 93.75*

对照组 48 12(25.00) 26(54.17)10(20.83)79.17
  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患者手术前、后嗅觉功能比较[n(%)]

组别 n
术前1d 术后3个月

Ⅰ级 Ⅱ级 Ⅲ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研究组 48 10(20.83) 27(56.25) 11(22.92) 31(64.58)#* 13(27.08) 4(8.34)
对照组 48 8(16.67) 30(62.50) 10(20.83) 19(39.58)# 21(43.75) 8(16.67)

        与组内术前1d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症状评分比较

  术后3个月,两组患者SNOT-20评分较治疗前

明显降低(均P<0.05),且研究组SNOT-20评分低

于对照组(P<0.05);同时,研究组Lund-Kennedy
评分亦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鼻黏液纤毛清除能力比较

  术后3个月,与术前1d相比,两组患者糖精清

除时间、黏液纤毛清除速率及黏液纤毛清除率均有

明显改善(均P<0.05),且研究组对这些指标的改

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均P<0.05),见表4。
2.5 两组患者鼻通气功能比较

  术后3个月,两组患者鼻阻力及鼻通气功能较

术前1d均有明显改善(均P<0.05)。研究组鼻阻

力、NMCA、NCV 及 DCAN 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

(均P<0.05),见表5。

表3 两组患者Lund-Kennedy评分以及SNOT-20评分比较(췍x±s)

组别 n
SNOT-20评分/分

术前1d 术后3个月 
Lund-Kennedy评分/分

(术后3个月)

研究组 48 22.09±5.16 7.13±2.07#* 1.23±0.41*

对照组 48 21.32±5.78 13.85±3.61# 1.87±0.63
            与组内术前1d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4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鼻黏液纤毛清除能力比较(췍x±s)

组别 n
糖精清除时间/min 黏液纤毛清除速率/(mm/min) 黏液纤毛清除率,%

术前1d 术后3个月 术前1d 术后3个月 术前1d 术后3个月 
研究组 48 35.32±2.41 20.08±1.07#* 3.54±0.64 8.98±0.73#* 47.46±6.60 78.24±7.06#*

对照组 48 35.43±2.39 25.21±1.46# 3.49±0.57 6.35±0.68# 46.71±6.52 69.08±6.92#

     与组内术前1d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5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鼻阻力及鼻腔情况比较(췍x±s)

组别 n
鼻阻力/(kPa/L·s-1) NCV/cm3 NMCA/cm2 DCAN/cm

术前1d 术后3个月 术前1d 术后3个月 术前1d 术后3个月 术前1d 术后3个月 
研究组 48 1.07±0.23 0.38±0.10#* 11.35±3.42 18.03±5.26#* 0.42±0.10 0.66±0.18#* 1.89±0.36 1.57±0.24#*

对照组 48 1.12±0.25 0.72±0.18# 11.60±3.39 14.72±4.18# 0.45±0.12 0.52±0.15# 1.92±0.39 1.70±0.28#

  与组内术前1d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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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CRS是一种诱因较多的临床高发病,其中感染

是最常见的诱因之一,长期炎症刺激导致鼻甲增生

肥大及黏膜水肿,而鼻窦引流障碍又造成炎症迁延

不愈。此外,CRS患者多发生鼻腔黏液纤毛清除能

力大幅度降低,进一步加重鼻腔感染,形成一种恶性

循环[2]。目前,CRS常规临床治疗是通过鼻内镜实

现的,其不仅能为术者提供较为清晰的术野,同时有

助于对患者病灶清除及治疗[3]。但随后的临床研究

发现,仍然有部分鼻内镜鼻窦手术患者鼻腔通气功

能改善欠佳[12]。而等离子低温射频消融术可以在

低温条件下通过双极技术、射频能量等离子形式进

行组织消融,能有效改善患者鼻腔通气,不会对周边

组织造成较大热损伤,可充分保护患者鼻黏膜[4]。
  绝大多数CRS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下鼻甲肥

大,即使通过相关手术及系统治疗,仍然具有较多患

者下鼻甲难以恢复正常,从而影响症状改善及鼻腔

功能恢复。而上鼻甲内侧以及所对应鼻中隔区是嗅

区黏膜主要存在区域[13],发病时,炎症可通过损伤

患者嗅神经胶质细胞或引发鼻腔组织水肿阻塞嗅裂

区,阻碍溴素分子传递向嗅觉中枢传递信号,造成患

者嗅觉功能明显下降[14]。本研究结果表明,通过鼻

内镜联合等离子低温射频消融术进行治疗,患者术

后嗅觉 功 能 及 鼻 塞 症 状 明 显 改 善;研 究 组 患 者

SNOT-20评分及 Lund-Kennedy评分较对照组明

显降低(均P<0.05),且研究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

和嗅觉功能正常率高于对照组(均P<0.05);提示

鼻内镜联合等离子低温射频消融术可显著提升CRS
患者临床疗效,利于患者鼻腔功能恢复正常。炎症

不仅导致CRS患者嗅觉功能障碍,还使患者鼻腔黏

液纤毛清除能力减退,加重患者鼻阻塞症状[15]。因

此,改善鼻腔黏液纤毛清除能力对CRS患者临床治

疗十分必要。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患者鼻腔黏液纤

毛清除能力和鼻阻塞改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均
P<0.05)。证实等离子低温射频消融术联合鼻内

镜手术可更彻底地清除鼻腔及鼻窦内病灶组织,能
够短时间降低患者鼻腔气道阻力,并有效保护鼻腔

生理结构及功能。
  综上所述,等离子低温射频消融术联合鼻内镜

治疗方案,可明显提升CRS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

率,显著改善患者术后临床症状,有利于患者嗅觉功

能、鼻腔通气及鼻黏液纤毛清除能力的恢复。但因

受到研究对象数量及来源限制,本研究未能对CRS
患者进行分型分析,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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