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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膜完整的单耳传导性聋78例临床分析
康琦，吴同祥，石柱，熊灵峰

(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 目的 探究鼓膜完整的单耳传导性聋患者的发病类型、临床表现、听力学特征以及影像学特点，并观
察其临床治疗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2月至2016年5月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78例鼓膜完整的单
耳传导性聋患者的发病类型、临床表现、颞骨CT结果、术中探查以及手术听力重建结果，以鼓室探查结果为基础进
行术前纯音测听、中耳共振频率以及静态声导抗的结果分析。结果 结合手术资料发现，78例患者中先天性中耳
畸形37例(47.4%)、耳硬化症25例(32.1%)、先天性中耳胆脂瘤9例（11.5%）、先天性中耳胆脂瘤合并听骨链畸形3例
(3.8%)以及外伤致传导性聋4例(5.1%)；影像学检测结果显示，颞骨CT对先天性中耳畸形、耳硬化症、先天性中耳胆
脂瘤诊断率分别为41.2%、50.0%及83.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两比较中对先天性中耳畸形和耳硬化
症的诊断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听力重建术后患者平均气导阈值以及平均气骨导差均有所降低，患者治疗效
果明显，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鼓膜完整的单耳传导性聋主要发病类型包括先天性中耳畸
形、耳硬化症以及先天性中耳胆脂瘤，手术重建听力对于鼓膜完整的单耳传导性聋患者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 鼓膜完整；单耳传导性聋；发病类型；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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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78 cases of monaural conductive hearing loss with a normal tympanic membrane. KANG Qi,
WU Tong-xiang, SHI Zhu, XIONG Ling-feng.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Xichang 61500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athogenetic typ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aud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aging features of patients who have suffered from monaural conductive hearing loss with a normal tympanic mem-

brane, and to observe their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iveness. Methods The pathogenetic type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CT findings of temporal bone, intraoperative exploration and surgical hearing reconstruction in 78 patients who have suf-

fered from monaural conductive hearing loss with a normal tympanic membran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3 to May 2016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Based on exploration of the tympanic cavity, the results of preoperative

pure tone audiometry, middle ear resonance frequency and static acoustic impedance were analyzed. Results Accord-

ing to the surgical data, there were 37 cases (47.4%) of congenital middle ear malformation, 25 cases (32.1%) of ear scle-

rosis, 9 cases (11.5%) of congenital middle ear cholesteatoma, 3 cases (3.8%) of congenital middle ear cholesteatoma

with ossicular chain deformity, and 4 cases (5.1%) of post-traumatic conductive hearing loss. The results of imaging ex-

amination showed the diagnostic results of temporal bone CT in congenital middle ear malformation, ear sclerosis and

congenital middle ear cholesteatoma were 41.2%, 50.0% and 83.7%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on all pairwise compar-

isons among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iagnosis of con-

genital middle ear malformation and ear sclerosis（P>0.05）. The mean air conduction threshold and mean air barrier

were decreased after hearing reconstruction, the treatment effects were obvious, 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all pairwise comparisons among groups. Conclusion The main types of monaural conductive hearing loss with a

normal tympanic membrane include congenital middle ear deformity, ear sclerosis and congenital middle ear cholesteato-

ma. Surgical reconstruction for the patients who suffered from monaural conductive deafness with a normal tympanic

membrane has a good therapeutic effect.

【Key words】 Normal tympanic membrane; Mononural conductive hearing loss; Pathogenetic type; Clinical mani-

fe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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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性耳聋又名传音性聋，是由于声音传导路径

中的某一结构受损或传导路径出现功能障碍导致声

能进入内耳减少，由此造成的丧失性听力下降[1-2]。传

导性耳聋临床最主要的特征为耳部骨传导功能正常，

而气传导功能难以正常发挥[3]。传导性聋主要的发病

原因包括炎症、外伤、先天畸形、肿瘤，相关研究指出

若传导性耳聋患者鼓膜完整，则会加大术前的诊断难

度，而鼓室探查是对此进行诊断治疗的唯一方法[4-5]。

而非炎症性鼓膜完整的传导性聋的诊断则难度更大，

非炎症传导性聋主要包括耳外伤耳道积血、颞骨骨

折、先天性中耳畸形、耳硬化症、先天性中耳胆脂瘤以

及外伤导致的传导性聋，这其中除先天性中耳胆脂瘤

可以通过颞骨CT对中耳腔软组织密度影进行观察进

而进行诊断外，其他类型诊断均有难度[6-7]，诊断的滞

后往往容易加重病情，导致患者生存质量降低。本文

回顾性分析近年来我院收治的鼓膜完整的单耳传导

性聋患者的临床诊治资料，以期为该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年 2月至 2016年 5月

于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 78例鼓膜完整的

单耳传导性聋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53例，女性

25例；年龄15~57岁，平均(30.5±4.8)岁；平均病程28.5

个月。纳入标准：①鼓膜完整的传导性聋；②仅单耳

耳聋；③外耳道无损伤且无耳漏病史；④无其他先天

性疾病，心脑血管无功能性障碍。

1.2 方法

1.2.1 术前检查与记录 术前检查包括音叉实

验、咽鼓管功能检查、耳镜检查、纯音测听、颞骨CT影

像学检查以及声导抗测试检查等。纯音测听中分别

取0.5 kHz、1 kHz、2 kHz为语言频率，以三个频率下的

检测结果为依据计算气导听阈、骨导听阈平均值以及

气骨导差。将先天性中耳畸形患者设为A组(37例)，

耳硬化症患者设为B组(25例)，先天性中耳胆脂瘤患

者设为C组(9例)，先天性中耳胆脂瘤合并听骨链畸形

以及外伤致传导性聋患者设为D组(7例)。

1.2.2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耳内切口并安置显

微镜进行鼓室探查手术。对患者进行病变清除并加

以听力重建手术。若患者镫骨结构完整且镫骨能够

良好活动，则采用部分听骨赝复物重建听骨链，若患

者镫骨结构有所缺失或不能良好活动则选择植入全

听骨赝复物重建听骨链，若患者镫骨底板固定，对底

板进行开窗植入人工镫骨行听力重建。

1.2.3 术后处理 手术拆线后进行适度的功能

恢复以提高对听力的锻炼。每周复查一次，对患者行

音叉实验、咽鼓管功能检查、耳镜检查、纯音测听、颞

骨CT影像学检查以及声导抗测试。

1.3 评价指标 统计患者发病类型、临床表现、

颞骨CT结果、术中探查以及手术听力重建结果，以鼓

室探查结果为基础进行术前纯音测听、中耳共振频率

以及静态声导抗的结果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样本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

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均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患者发病类型 78例鼓膜完整的单耳传导

性聋患者中有 37例(47.4%)为先天性中耳畸形、25例

(32.1%)为耳硬化症、9 例(11.5%)为先天性中耳胆脂

瘤、3例(3.8%)为先天性中耳胆脂瘤合并听骨链畸形以

及4例(5.1%)外伤致传导性聋。

2.2 患者临床表现及听力学特征 本研究中发

现耳硬化症患者和先天性胆脂瘤患者有相似的临床

表现，均多为渐进性听力下降，与其他发病类型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先天性中耳畸形患

者则表现为自幼听力下降，与其他发病类型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患者临床表现[例（%）]

发病类型

耳硬化症

先天性胆脂瘤

先天性中耳畸形

先天性胆脂瘤合并听骨链畸形

外伤致传导性聋

χ2值

P值

例数

25

9

37

3

4

渐进性听力下降

25 (100.0)a

7 (77.8)a

0 (0)

1 (33.3)

0 (0)

4.414

0.019

自幼听力下降

0 (0)

2 (22.2)

37 (100.0)b

2 (66.7)

0 (0)

4.257

0.036

耳鸣

0 (0)

0 (0)

0 (0)

0 (0)

4 (10.0)

4.223

0.039

注：与先天性中耳畸形、先天性胆脂瘤合并听骨链畸形和外伤致传导性聋比较，aP<0.05；与耳硬化症、先天性胆脂瘤、先天性胆脂瘤合并听骨

链畸形及外伤致传导性聋比较，bP<0.05。

2.3 患者听力学特征 对所有患者进行听力学

特征测试，显示所有患者纯音测听在 0.5 kHz、1 kHz、

2 kHz下平均骨导阈值为(12.4±1.1) dBHL，平均气导阈

值为(67.2±2.0) dBHL，平均气骨导差为(33.4±1.7)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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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3 例前庭窗闭锁患者、32 例镫骨固定患者与 47

例听骨链中断患者 2 kHz骨导阈值均有所升高，分别

升高至 (32.7 ± 1.3) dBHL、(30.2 ± 4.7) dBHL 和 (27.8 ±

8.8) dBHL。78例患者中A型导抗图42例(53.8%)、AS

型导抗图 22 例(28.2%)、AD 型导抗图 14 例(17.9%)。

中耳共振频率的比较结果发现先天性中耳畸形患者

中耳平均共振频率为(1 017.6±71.4) Hz，耳硬化症患者

为 (1 142.2 ± 68.6) Hz，先天性中耳胆脂瘤患者为

(976.4±60.8) Hz。

2.4 影像学检测结果 颞骨CT影像对先天性中

耳畸形、耳硬化症以及先天性中耳胆脂瘤的诊断率分

别为41.2%、50.0%和83.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

5.691，P=0.037)。两两比较结果中颧骨 CT 影像对先

天性中耳畸形和耳硬化症的诊断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2=2.121，P=0.763)，对先天性中耳畸形和先天性

中耳胆脂瘤的诊断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214，

P=0.447)，对耳硬化症和先天性中耳胆脂瘤的诊断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08，P=0.426)。

2.5 手术治疗效果 四组患者治疗后平均气导

阈值和平均气骨导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而组内治疗前后的数据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2。

3 讨 论

传导性耳聋是指骨传导正常而气传导因炎症、外

伤或畸形而无法正常发挥功能的耳聋，是比较常见的

耳科疾病。单耳传导性聋的诊治通常更加困难，诊治

不够及时患者病情很有可能加重恶化[8-9]，发展到后期

对患者听力是极大的威胁，因此对鼓膜完整的单耳传

导性聋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患者的发病类型的研究中发现，先天性中耳畸

形、耳硬化症以及先天性中耳胆脂瘤三种类型在鼓膜

完整单耳传导性聋患者中比例最高，以上三种发病类

型是鼓膜完整的单耳传导性聋的主要发病类型[10]。患

者临床表现中，鼓膜完整的单耳传导性聋患者听力下

降包括自幼听力下降以及渐进性听力下降。先天性

中耳畸形患者表现为自幼听力下降，先天性胆脂瘤合

并听骨链畸形患者无明确特征。国外学者研究发现

患者早期就被检查为耳硬化症，发生渐进性听力下降

的比例会大大增加[11-12]。听力学特征的研究发现鼓膜

完整的单耳传导性聋患者平均气导阈值以及平均气

骨差值水平均较高，而此水平在不同类型的患者中并

未发现统计学差异。这可能是因为鼓膜完整的单耳

传导性聋患者发病机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均是气导

路径出现障碍，而发病类型的不同仅仅是气导路径障

碍原因的不同[13]，并未对气导路径做出影响。

本研究发现手术治疗效果在组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可能是因为本次试验为回顾性实

验，在选择实验对象时按照合理手术的原则进行选

择，所有患者均是在显微镜辅助下经确认病变位置之

后根据患者自身病变选择的手术方式，因此均能够很

好地切除病体并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鼓膜完整的单耳传导性聋主要发病类

型包括先天性中耳畸形、耳硬化症以及先天性中耳胆

脂瘤，各发病类型之间临床表现存在差异，通过手术

重建听力对于鼓膜完整的单耳传导性聋患者有良好

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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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手术治疗效果比较(x-±s)

组别

A组

B组

C组

D组

F值

P值

治疗前

57.3±2.4

57.7±2.0

58.0±2.7

57.4±2.2

1.142

0.282

治疗后

48.6±2.1a

49.0±1.8a

48.8±2.2a

49.3±1.7a

2.762

0.170

治疗前

38.5±1.7

39.4±0.2

39.2±1.5

38.7±1.4

1.901

0.254

治疗后

28.3±1.0a

29.0±1.2a

28.0±0.9a

29.6±1.1a

2.783

0.164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平均气导阈值 (dBHL) 平均气骨导差(dB)例数

37

25

9

7

··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