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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辅助鼻内镜联合心理干预对慢性鼻 -鼻窦炎患者的
效果

高　峰 、 闫保星

【摘要】目的　探讨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辅助鼻内镜及心理干预对慢性鼻 - 鼻窦炎患者的效

果。方法　本文将 2019 年 2 月～2020 年 2 月收治的慢性鼻 - 鼻窦炎患者 90 例作为研究对象，对所

有患者按照随机方式进行分组，对照组 45 例患者采用鼻内镜鼻窦手术联合下鼻甲骨折外移术治疗，

观察组 45 例患者采用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辅助鼻内镜治疗，对所有患者实施心理干预，比较治疗

后有效率、干预前后 SAS 评分、SDS 评分、SNOT-20 评分、VAS 评分、Lund-Kennedy 评分及并发症

发生情况。结果　两组之间 SAS 评分、SDS 评分、SNOT-20 评分、VAS 评分、Lund-Kennedy 评分及

并发症发生率相比，观察组较对照组低；治疗后有效率相比，观察组较对照组高，P< 0.05。结论　

对慢性鼻 - 鼻窦炎患者采用鼻内镜治疗的同时配合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治疗，并给予患者心理干

预可提高治疗效果，改善患者心理状况与嗅觉功能、鼻腔鼻窦功能，减轻疼痛程度，降低相关并发

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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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plasma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assisted with nasal endoscopy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rhinosinusitis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GAO Feng，YAN Baoxing.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Zhengzhou Second Hospital，Zhengzhou 45000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plasma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assisted with 

nasal endoscopy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rhinosinusitis patients.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chronic rhinosinusitis from February 2019 to Febr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all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45 cases）and observation group（45 cases）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he effective rate，SAS score，SDS score，SNOT-20 score，VAS score，Lund Kennedy score and com-

plication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SAS score，SDS score，SNOT-20 score，VAS score，Lund Kennedy 

score and complications in observation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effective rate after treat-

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low temperature 

plasma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assisted with nasal endoscopy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in can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olfactory function，nasal cavity and sinus function，reduce the 

degree of pain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related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rhinosinusitis.

【Key words】Chronic rhinosinusitis；Low temperature plasma radiofrequency ablation；Nasal endoscopy；Psy-

chological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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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鼻 - 鼻窦炎发病率较高且病情极易反复，会

同时累及多个鼻窦，加重呼吸道感染症状，甚至会累

及颅脑与眼部，引起颅眼肺并发症，导致患者视力发

生改变，甚至会由于感染加重而导致患者死亡［1］。随

着医疗技术的发展，鼻内镜手术在临床广泛应用，疗

效确切，但术后需要填塞纱布或者棉条，会导致患者

呼吸不畅，甚至引起鼻出血、失眠、鼻部不适与头痛

症状，导致患者出现焦虑、抑郁及恐惧情绪，术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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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疼痛与鼻部酸胀等不良现象，对患者心理有严

重影响，需要加强心理干预来改善患者预后［2］。本研

究对慢性鼻 - 鼻窦炎患者采用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

辅助鼻内镜治疗及心理干预，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将 2019 年 2 月～2020 年 2 月收治的慢性

鼻 - 鼻窦炎患者 90 例进行观察，随机分组之后观察

组 45 例，男 25，女 20；年龄最小 18 岁，最大 55 岁，

均值（36.65±3.35）岁；病程最短 1 年，最长 8 年，

均值（4.53±1.47）年。对照组 45 例，男 24，女 21；

年龄最小 19 岁，最大 56 岁，均值（37.75±3.25）岁；

病程最短 2 年，最长 9 年，均值（5.45±0.55）年。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纳入标准：（1）均具有完整的临床资料；（2）均

属于双侧鼻窦炎；（3）均伴有不同程度鼻息肉；（4）
均存在不同程度嗅觉功能减退与鼻塞流涕现象；（5）
均存在不同程度头痛现象；（6）均存在双侧下鼻甲

肥大现象；（7）均存在鼻部手术史；（8）均签署知情

同意书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排除标准：（1）存在骨性增生者；（2）合并哮

喘者；（3）鼻部过敏史者；（4）合并严重器质性病变

者；（5）存在手术禁忌症者；（6）中途退出研究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鼻内镜鼻窦手术联合下鼻甲

骨折外移术治疗

术前一周指导患者空腹口服糖皮质激素泼尼松，

30mg/ 次，1 次 /d，之后采用手术器械与鼻内镜系统

进行治疗，全身麻醉之后对其实施鼻内镜鼻窦手术

治疗，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逐次开放病变鼻窦，最

后对其实施双侧下鼻甲骨折外移术［3］。

1.2.2　采用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辅助鼻内镜

治疗

全身麻醉之后通过鼻内镜切除钩突，将病变鼻

窦打开之后依次对中鼻甲与下鼻甲进行处理，彻底

清理病变组织之后采用低温等离子系统进行消融，

所选择的仪器为德国 STORZ 公司生产的治疗仪，通

过 DNR 低温消融技术在 40-70˚C 的环境中将息肉样

的病变组织切除之后进行止血，将肥厚的中鼻甲组

织采用等离子刀头进行处理之后实施双侧下鼻甲骨

折外移术。术后填塞膨胀的止血海绵，给予患者常

规抗感染治疗［4］。

1.2.3　心理干预

患者接受治疗期间由心理医师、科室护士及护

士长组建心理干预小组，并且负责对组员进行培训，

让组员了解 VAS 疼痛的评估方法、简明心境量表及

NSNS 量表的评估，手术结束后患者的心理特点及引

起心理变化的相关因素，包括患者认知因素、疾病

因素与护理因素等，同时要明确心理干预的具体方

式、内容、沟通技巧及意义，在培训合格之后可参

与到护理中［5］。患者在手术之后直至出院，每天需

要进行一次心理干预，由责任护士负责实施，每次

干预的时间在 1h 之内，干预时间可在患者接受护理、

检查或者用餐期间进行，不可打扰患者休息。主要

干预方式包括评估式心理访谈及治疗性心理干预，

通过评估了解患者的社会背景与性格特征，以多种

沟通方式构建相互信任的护患关系，了解患者对手

术的态度及期望，明确其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对

每次的沟通主题进行确定，帮助患者解决心理困扰。

在治疗性干预期间需要对每阶段的情况进行评估，

由心理医师设计指导方案并对患者实施针对性干预，

给予患者足够的认知干预与信息支持，帮助其自我

控制并宣泄情绪，不断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

同时还要对心理问题进行引导，给予患者有效的社

会支持，要求其家属协助对患者实施心理干预［6］。

1.3　观察指标

统计分析治疗后有效率、干预前后 SAS 评分、

SDS 评分、SNOT-20 评分、手术前后 VAS 评分、

Lund-Kennedy 评分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治疗后有效

率为显效率与有效率之和，经治疗患者鼻部堵塞症

状消失，鼻甲部位明显缩小，无脓性分泌物为显效；

患者鼻部堵塞症状明显好转，鼻甲部位逐渐缩小，

存在少量脓性分泌物为有效；鼻部堵塞症状未好转甚

至加重，鼻甲部位未缩小，存在较多脓性分泌物为

无效［7］。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定患者的焦虑

情绪，分数越低表示焦虑程度越轻［8］。抑郁自评量

表（SDS）评定患者的抑郁情绪，分数越低表示抑郁

程度越轻［9］。SNOT-20 评分评定患者的鼻腔鼻窦功

能，评分越低表示功能越好。VAS 评分评定患者的

疼痛程度，分值为 0～10 分，评分越低表示疼痛程

度越轻。Lund-Kennedy 评分评价术后的嗅觉功能，

评分越低表示嗅觉功能越好［10］。

1.4　统计学方法

分析研究数据的软件为 SPSS 22.0，计量资料的

检验方式为 t 检验；计数资料的检验方式为 χ2 检验。

数据之间存在差异以 P<0.05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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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治疗后有效率

两组之间治疗后有效率相比，观察组较对照组

高，P<0.05，详见表 1。
表1　治疗后有效率［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5 28（62.22） 9（20.00） 8（17.78） 37（82.22）

观察组 45 37（82.22） 6（13.33） 2（4.44） 43（95.56）

χ2值 -- 4.486 0.720 4.050 4.050

P值 -- 0.034 0.396 0.044 0.044

2.2　干预前后 SAS 评分、SDS 评分

干预前 SAS 评分、SDS 评分相比，两组之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 SAS 评分、SDS

评分相比，观察组较对照组低，P<0.05，详见表 2。
表2　干预前后SAS评分、SDS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5 63.27±6.03 37.58±3.59 65.24±5.76 34.26±2.24

观察组 45 63.22±6.12 35.28±3.36 65.28±5.88 32.17±3.14

t值 -- 0.039 3.137 0.032 3.634

P值 -- 0.968 0.002 0.974 0.001

2.3　SNOT-20 评分

两组之间 SNOT-20 评分相比，观察组较对照组

低，P<0.05，详见表 3。
表3　SNOT-20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鼻部症状 鼻窦炎相关症状 睡眠障碍 情感障碍

对照组 45 1.17±0.72 0.98±0.65 1.43±0.55 0.99±0.51

观察组 45 0.68±0.65 0.48±0.21 1.22±0.29 0.33±0.24

t值 -- 3.389 4.910 2.265 7.854

P值 -- 0.001 0.001 0.026 0.001

2.4　手术前后相关评分

手术前 VAS 评分、Lund-Kennedy 评分相比，两

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手术后 VAS 评

分、Lund-Kennedy 评分相比，观察组较对照组低，

P<0.05，详见表 4。
表4　手术前后相关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Lund-Kennedy评分 VAS评分

手术前 手术后 手术前 手术后

对照组 45 2.33±0.44 1.92±0.23 5.12±1.34 3.24±1.42

观察组 45 2.32±0.43 1.22±0.03 4.96±1.25 2.13±1.33

t值 -- 0.109 20.245 0.586 3.827

P值 -- 0.913 0.001 0.559 0.001

2.5　并发症发生情况

两组之间并发症发生情况相比，观察组较对照

组低，P<0.05，详见表 5。
表5　并发症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萎缩性

鼻炎
鼻腔 
粘连

窦口 
狭窄

鼻腔黏膜
水肿

总发生率

对照组 45 2（4.44） 3（6.67） 3（6.67） 2（4.44） 10（22.22）

观察组 45 0（0.00） 1（2.22） 1（2.22） 1（2.22） 3（6.67）

χ2值 -- -- -- -- -- 4.405

P值 -- -- -- -- -- 0.035

3　讨论

慢性鼻 - 鼻窦炎患者发病后会出现流脓涕、反

复鼻塞、嗅觉功能衰退与头面部胀痛等症状，主要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原因为感染，在

炎性因子的长期刺激下会导致患者鼻甲增生肥大与

黏膜水肿，鼻腔鼻窦受阻之后会加重炎症［11］。该病

的发病率较高且逐年上升，对患者身心健康有严重

影响，通过传统手术治疗虽然可改善鼻腔通气，解

除鼻塞症状，提高鼻纤毛的运动功能，但会损伤鼻

黏膜功能，对患者术后恢复有不利影响。患者在术

后出现的鼻塞、流涕及嗅觉减退等鼻部症状会导致

其社交孤立，出现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需要在治

疗期间加强有效心理干预［12］。

鼻内镜手术是治疗慢性鼻 - 鼻窦炎的有效方式，

该种治疗方式具有较高的分辨率，可对患者鼻内的

病灶组织进行观察，手术期间可将鼻窦与鼻腔充分

暴露在视野中，可将裂缝与凹陷内的病变组织完全

清除，具有较好的引流效果，有助于恢复鼻窦通气。

医生可在直视状态下切除病变组织，在减少出血量

的同时可减轻对周围组织的损伤，降低相关并发症

的发生［13］。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是治疗慢性鼻 -

鼻窦炎的微创术式，通过低温消融物理原理及低温

等离子射频的能量可将病灶组织在低温状态下进行

切割，在减轻疼痛的同时可很好的保护周围黏膜与

组织，促进患者尽快恢复。该种手术方式通过对黏

膜下组织的有效减容可对气道腔径进行扩张，减小

对患者的创伤，并且术后患者的鼻黏膜呈光滑状态，

无明显瘢痕现象，且不会直接损伤黏膜，可有效保

护黏膜层的神经分泌功能与感觉功能、纤毛运动功

能［14］。接受鼻内镜手术治疗的患者均需要在术后填

塞鼻腔，在鼻腔填塞之后会导致患者出现鼻痛、头

痛及溢泪症状，会加剧患者的烦躁与焦虑情绪，在

围术期实施有效的心理护理可保证医护人员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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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特定时间内对患者实施治疗性沟通，通过了

解患者心理状态并与其加强交流可缓解患者心理压

力，消除紧张、焦虑与不安等不良情绪，让其以良

好的心理状态接受治疗，进而提高其治疗的积极性

与配合度，在减少伤口渗血的同时可促进其术后更

好的恢复［15-16］。本研究由于样本量的限制，还存在一

定不足之处，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扩大研究样本量。

综上所述，对慢性鼻 - 鼻窦炎患者采用鼻内镜

治疗的同时配合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和心理干预

可提高治疗效果，改善患者心理状况与嗅觉功能、

鼻腔鼻窦功能，减轻疼痛程度，降低相关并发症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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