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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等离子鼻甲射频消融术联合鼻内镜对慢性鼻-鼻窦炎患者
鼻通气及鼻腔黏液纤毛清除能力的影响

肖勇，阮紫娟，谷宏辉

(东莞市企石医院耳鼻喉科，广东 东莞 523500)

【摘要】 目的 探讨低温等离子鼻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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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东莞市企石医院耳鼻喉科2014年3月至2016年3月收治的96例CRS患者采用随

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8例，观察组患者行低温等离子鼻甲射频消融术联合鼻内镜及下鼻甲骨折外移

术，对照组患者则行鼻内镜及下鼻甲骨折外移术。比较两组治疗效果及患者在治疗前及治疗12个月后的主观症

状、鼻通气、嗅觉功能、鼻腔黏液纤毛清除能力的差异。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87.5%，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66.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两组患者在鼻通气、嗅觉功能及鼻腔黏液纤毛清除能力等方面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12 个月，观察组患者的嗅觉评分、糖精清除时间分别为(12.95±1.38)分、

(20.08±3.23) min，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1.55±1.44)分、(25.17±4.19) min，鼻呼吸影面积、鼻腔黏液纤毛清除率及黏液

纤毛清除速度分别为(10.89±1.05) cm2、(79.39±6.27)%、(8.98±0.43) mm/min，明显高于对照组的(10.42±1.07) cm2、

(70.15±7.19)%、(6.19±0.33) mm/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低温等离子鼻甲射频消融术联合鼻内

镜能够明显改善CRS患者鼻通气及鼻腔黏液纤毛清除功能，治疗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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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plasma turbinate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combined with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on
nose ventilation and nasal mucous ciliary clearance capacity of chronic rhinosinusitis patients. XIAO Yong, RUAN
Zi-juan, GU Hong-hui.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Dongguan Qishi Hospital, Dongguan 5235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low temperature plasma turbinate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combined with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on nose ventilation and nasal mucous ciliary clearance capacity of chronic rhino-

sinusitis (CRS)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96 patients with CRS treated in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Dongguan

Qishi Hospital from March 2014 to March 201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n=48), and control group

(n=48).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low temperature plasma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combined with endo-

scopic sinus surgery and inferior turbinate fractures surgery, and the control group underwent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and inferior turbinate fractures surgery. The differences of subjective symptoms, nasal ventilation, olfactory function and

nasal mucociliary clearance capaci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nd 12 months after treat-

ment.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7.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6.7%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nasal ventilation, olfactory function and

nasal mucociliary clearance capac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operation (P>0.05). Twelve months after operation,

the olfactory score and saccharin clearance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12.95±1.38), (20.08±3.23) min,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1.55±1.44), (25.17±4.19) mi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nasal respiratory shadow area, na-

sal mucociliary clearance rate and mucociliary clearanc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10.89±1.05) cm2, (79.39±

6.27)%, (8.98±0.43) mm/min,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0.42±1.07) cm2, (70.15±7.19)%, (6.19±0.33) mm/mi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Low temperature plasma turbinate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combined with en-

doscopic sinus surger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nasal ventilation and nasal mucociliary clearance in CR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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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鼻-鼻窦炎(chronic rhinosinusitis，CRS)是一种

常见的耳鼻咽喉科疾病，临床表现为流脓涕、反复鼻塞、

头部胀痛、鼻面部肿胀、鼻涕倒流、嗅觉减退等[1-2]。目前

多采用鼻内镜鼻窦手术对CRS患者进行治疗，但仍有

疗效低、病情反复等诸多问题[3]。低温等离子射频消

融术通过等离子刀将射频能量作用于手术部分，气化

消融病灶组织，实现创伤小、切除彻底、术后恢复快等

效果，在扁桃体切除术、肥大软腭、舌根、鼻甲消融术

等方面应用广泛 [4]。但其在 CRS 手术治疗中应用较

少。本文旨在探讨低温等离子鼻甲射频消融术联合

鼻内镜对CRS患者鼻通气及鼻腔黏液纤毛清除能力

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东莞市企石医院耳鼻喉科于

2014年3月至2016年3月收治且符合以下纳入和排除

标准的96例CRS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5]：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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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2 周以上存在下述 2 种或 2 种以上症状：流涕、鼻
塞、头痛、嗅觉减退；②经内镜检查或CT检查发现存
在鼻息肉、鼻道有脓性分泌物、鼻窦内黏膜出现变化；
③无鼻腔手术史者；④经保守治疗半年以上无明显效
果者；⑤对本研究知情且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
除标准：①存在鼻部过敏症状者；②哮喘史患者；③合
并恶性肿瘤者；②有严重血液系统疾病、心力衰竭以及
重大手术史患者；③有手术禁忌者；④有感染性疾病
者。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48例。观察组行低温等离子鼻甲射频消融术联合鼻内
镜及下鼻甲骨折外移术，其中男性 25例，女性 23例；
年龄 36~69 岁，平均(50.4±3.1)岁；病程 3~6 年，平均
(4.6±0.3)年；双侧发病40例，单侧发病8例。对照组行
鼻内镜及下鼻甲骨折外移术，其中男性 27例，女性 21

例，年龄38~70岁，平均(51.3±5.3)岁；病程2~6年，平均
(4.1±0.4)年；双侧发病38例，单侧发病10例。两组患者
的性别、年龄、病程、发病部位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行功能性鼻内镜鼻
窦手术联合下鼻甲骨折外移术，于鼻腔中置于鼻内
镜，在内镜指导下进行钩突后显露筛泡的切除。通过
对鼻窦开口方向及位置的判断，开放上颌窦及筛窦，
并保证引流通畅。采用鼻息肉套圈器将息肉套取，并
在嗅裂区寻找息肉蒂部，进行完整切除。内镜鼻窦手
术后行双侧下鼻甲骨折外移术。术后采用凡士林纱
条填塞及膨胀止血海绵进行止血。观察组则在鼻内
镜鼻窦手术后采用低温等离子Ⅱ型治疗仪(厂家：成都
美创)对患者上、中、下鼻甲三点进行低温射频消融。
所有患者于术后第2天取出鼻内填塞物，并连续6 d口
服30 mg波尼松(厂家：山东鲁抗医药集团赛特有限责
任公司，生产批号：10209876)及 30 mg 罗红霉素[(厂
家：重庆科瑞制药 ( 集团) 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20165422)](晨起空腹顿服)。于术后第８天，在鼻内镜
协助下用生理性海水喷鼻剂清理鼻腔，并2次/d，每次
64 μg/喷布地奈德鼻喷雾剂喷鼻剂(厂家：AstraZeneca

AB公司，生产批号：21229087)。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于患者术后第１个

月每隔两周进行１次鼻内镜检查，第 2个月开始每隔
一个月进行１次检查，直至黏膜恢复正常。于术前1 d

及术后12个月对患者的以下指标进行评价。
1.3.1 治疗效果 参照CRS诊断和治疗指南[5]评

价治疗效果。当患者症状完全减退，鼻窦黏膜恢复完
好，Lund-Kennedy评分不超过1分且VAS评分为0分，
记为显效；当患者症状得到控制但未完全减退，鼻腔
中仍有少量黏脓性分泌物，鼻窦腔黏膜肉芽组织形成
或部分区域水肿肥大，Lund-Kennedy评分超过１分且
VAS 评分降低 3 以上，记为有效；当患者症状未见改
善，鼻腔中广泛存在黏脓性分泌物，鼻窦腔黏膜充血，
水肿，且有息肉组织形成，记为无效。治疗有效率=显
效率+有效率。

1.3.2 鼻腔黏液纤毛清除能力[6] 患者保持坐位
姿势，采用糖精实验法进行检测。将糖精置于患者下
鼻甲距离头端 1.0 cm处，叮嘱患者 30 s做一次吞咽活
动，记录黏液纤毛清除率、糖精清除时间及黏液纤毛
清除速度。

1.3.3 鼻通气水平及嗅觉 采用冷镜法[7]测定患
者鼻呼吸影面积数值，评价其鼻气道阻力，每次测量
三次记录平均值。嗅觉评价参照文献[8]，事先配置5种
气体，每种气体有8种不同浓度，由高至低分别记为5、
4、3、2、1、0、-1、-2分，记录患者 5种气体的平均分值。
评分越低说明患者嗅觉功能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t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
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临床总有效率为 87.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6.7%，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鼻腔黏液纤毛清除能
力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的黏液纤毛清除率、糖精清
除时间及黏液纤毛清除速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术后 12个月，两组患者糖精清除时间较
术前明显缩短，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黏液纤毛
清除率及黏液纤毛清除速度较术前明显提高，且观察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2。

表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U/χ2值

P值

例数

48

48

显效

25 (52.1)

17 (35.4)

有效

17 (35.4)

15 (31.3)

无效

6 (12.5)

16 (33.3)

总有效

42 (87.5)

32 (66.7)

5.987

0.015

2.223

0.026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8

48

黏液纤毛清除率(%)

术前1 d

46.79±7.61

47.23±6.50

0.305

0.761

术后12个月

79.39±6.27a

70.15±7.19a

6.710

0.000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鼻腔黏液纤毛清除能力比较(x-±s)

糖精清除时间(min)

术前1 d

34.51±1.42

33.88±1.92

1.828

0.0710

术后12个月

20.08±3.23a

25.17±4.19a

6.666

0.000

黏液纤毛清除速度(mm/min)

术前1 d

3.49±0.64

3.51±0.45

0.177

0.860

术后12个月

8.98±0.43a

6.19±0.33a

35.661

0.000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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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鼻通气水平及嗅觉水
平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鼻呼吸影面积、嗅觉功能评
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12个月，
两组患者鼻呼吸影面积较术前明显升高，且观察组明
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嗅觉功能评分较术前明显降
低，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3。

3 讨 论
慢性鼻-鼻窦炎主要由感染引发，因炎症的长期

刺激导致鼻甲增生肥大、鼻黏膜水肿、鼻窦鼻腔引流
障碍继而加重炎症。近年来，慢性鼻-鼻窦炎在各年
龄阶段均呈现高发趋势[9]，且从传统的呼吸道发病逐
步扩散至眼部、颅脑等部位。若不加以重视，会引发
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疾病；且长期的鼻道通气不畅
也会导致患者慢性缺氧，甚至加重心肺负担[10]。鼻内
镜鼻窦手术为目前主要的手术方法。但该方法仅对
肥大型下鼻甲效果显著，而对于其他类型患者改善效
果不佳[11]。此外，鼻内镜鼻窦结合的传统下鼻甲黏膜
下切除法、鼻甲成形术法及微波疗法具有出血量大、
创伤大、鼻黏膜功能损害性强的缺点，对于非肥厚性
鼻炎治愈效果较差[12]。在观察组中未发现患者出现下
鼻甲通气过度或黏膜萎缩等不适应症状；且患者术后
嗅觉功能鼻塞及症状改善明显，下鼻甲形态正常。

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技术具有创伤小、无疤痕、
黏膜损伤性低等优点[13]。本研究将低温等离子射频消
融技术与鼻内镜技术相结合，用于治疗慢性鼻-鼻窦
炎患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与仅采用鼻内镜技术的
对照组相比，采用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与鼻内镜结合
技术的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明显提高，且两组间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可能由于低温等离
子射频消融术主要通过对黏膜以下组织的减容，扩大
气道腔内径，减小患者鼻腔内黏膜创伤[14]；且低温等离
子技术能够有效避免对患者鼻腔黏膜组织的直接烧
伤，保护鼻腔黏膜层神经分泌功能及感知功能。

此外，术后观察组患者鼻腔黏液纤毛清除能力明
显高于对照组，且患者鼻腔通气功能、嗅觉能力也明
显优于对照组。提示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技术联合
鼻内镜技术有利于长期改善患者鼻塞主观症状，并具
有调节患者鼻阻力作用。潘阳春等[15]研究显示，等离
子射频消融技术对鼻纤毛黏液系统的清除功能损害
甚微。因此，当患者采用射频消融技术进行CRS治疗
时，不会因手术创伤带来二次伤害，保护患者鼻纤毛

黏液系统功能，进而在患者术后恢复阶段，其鼻腔黏
液纤毛清除能力逐渐提升。此外，由于射频消融技术
具有损伤轻微、耐受性好等优点，适合重复手术[16-17]。
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技术联合鼻内镜技术不仅能够
充分发挥鼻内镜鼻窦手术优点，还可以利用低温等离
子射频消融技术微创的优点弥补传统鼻内镜鼻窦手
术的不足，使鼻内镜鼻窦手术不再仅适用于肥大型
CRS患者，扩大手术利用范围。

综上所述，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技术联合鼻内镜
技术通过改善患者鼻腔通气功能、提高鼻腔黏液纤毛
清除能力、改善患者嗅觉来明显提升对CRS患者的治
疗效果，值得日后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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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鼻通气水平及嗅觉水平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鼻呼吸面积(cm2)

术前1 d

9.87±1.36

9.90±1.29

0.111

0.912

术后12个月

10.89±1.05a

10.42±1.07a

2.171

0.032

嗅觉功能评分

术前1 d

11.57±1.45

10.96±1.23

2.213

0.029

术后12个月

12.95±1.38a

11.55±1.44a

4.863

0.000

例数

50

46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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