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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方案．
慢性鼻．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南（２０１２年，昆明）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编辑委员会鼻科组
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鼻科学组

前

肉（ｃｈｒｏｎｉｃ

言

ｗｉｔｈ

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

ｎａｓａｌ

ｐｏｌｙｐｓ，

ＣＲＳｗＮＰ）。

慢性鼻－鼻窦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ＣＲＳ）是

诊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常见病，是鼻窦及鼻腔的慢性

断

炎性疾病。其发病与许多因素有关，病理生理学机

一、症状

制复杂，诊断和治疗对临床医师具有挑战性。为提

１．主要症状：鼻塞，黏性或黏脓性鼻涕。

高慢性鼻．鼻窦炎的诊断准确性和治疗水平，

２．次要症状：头面部胀痛，嗅觉减退或丧失。

１９９５年，我国鼻科学者制订了“广州标准”ｕ］。尽管

诊断时以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相关症状为依

当时对其病因和发病机制的认识远不及今天，但应

据，其中主要症状中的鼻塞、黏性或黏脓性鼻涕必具

该说，“广州标准”（１９９５）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制订

其一。
二、检查

的“海口标准”（１９９７）怛Ｊ，对起步不久的我国鼻内镜
外科技术的规范化应用都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随
着对慢性鼻一鼻窦炎病理本质认识的加深，在过去
１０年里，国外已发表多种版本的诊疗指南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共识文件（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或意见

１．鼻内镜检查：来源于中鼻道、嗅裂的黏性或
黏脓性分泌物，鼻黏膜充血、水肿或有息肉。
２．影像学检查：鼻窦ＣＴ扫描显示窦口鼻道复
合体和（或）鼻窦黏膜炎性病变。

书（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本刊编委会和中华医学会耳鼻

诊断时依据临床症状、鼻内镜检查和（或）鼻窦

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鼻科学组的专家根据国内临床

ＣＴ扫描结果进行。对儿童慢性鼻．鼻窦炎诊断时应
严格掌握ＣＴ扫描的指征。

实践的需要，并结合国外近年的发展趋势，于２００８
年制订了“慢性鼻．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南（２００８

三、病情评估

年，南昌）”【３ Ｊ，至今已有４年多时间。在此期间，由

对患者病情作整体评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查找

于科学研究的深入、临床经验的积累以及实践过程

病因和诱发因素、判断病变类型、范围及严重程度，

中发现的问题，经本刊编委会组织专家多次进行讨

并据此选择恰当的治疗方式，以及对治疗效果和预

论，并参考国外最新进展Ｌ４ Ｊ，认为有必要对２００８年
版诊疗指南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和更新，以期更

后进行评估。这类评估方法比较多，有些也比较复
杂，临床上可结合评估目的和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

好地适应我国国情和临床需要，进一步提高我国慢

方法。

性鼻一鼻窦炎的诊断和治疗水平。

１．主观病情评估：采用视觉模拟量表（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ｓｃａｌｅ，ＶＡＳ）。按照ＶＡＳ评分将病情分为

临床定义

慢性鼻一鼻窦炎是指鼻窦与鼻腔黏膜的慢性炎
症，病程超过１２周。

ＶＡＳ＞５，则表示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也可采
用鼻腔鼻窦结局测试－２０（ｓｉｎｏ—ｎａｓａｌ

临床分类

鼻窦炎不伴鼻息肉（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ｔｅｓｔ－２０，

ＳＮＯＴ＿２０）量表ｐ。。

慢性鼻一鼻窦炎临床可以分为两型：（１）慢性鼻．
ｎａｓａｌ

（图１）：轻度０—３；中度＞３～７；重度＞７—１０。若

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

２．客观病情评估：常用方法有：（１）对鼻腔和鼻

ｗｉｔｈｏｕｔ

窦解剖学变异的评价。（２）对感染和变应性因素的

ｐｏｌｙｐｓ，ＣＲＳｓＮＰ）；（２）慢性鼻一鼻窦炎伴有鼻息

评价。（３）对伴发疾病与慢性鼻．鼻窦炎相互关联的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０８６０．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２

评价。（４）对病变范围的评价：是评估病情严重程

基金项目：卫生部２０１２年度卫生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

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根据鼻窦ＣＴ扫描来评定，

（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５）

推荐使用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ａｙ评分法（图２）哺Ｊ。“海口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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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

２

３

４

５

无困扰

６

７

８

９

是严重、复发性鼻息肉患者，可以短期减量口服旧Ｊ。

１０

能想刮的最严重的困扰

需注意全身使用激素的禁忌证，密切观察用药过程
中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ＣＲＳｓＮＰ不推荐使用。不

图１视觉模拟量表（ＶＡＳ，０—１０分）‘３１
注：为患者对病情严重程度的主观评价。在
评价整体严重程度时，要求患者根据问题在ＶＡＳ

推荐全身或鼻内注射糖皮质激素。
２．大环内酯类药物：１４元环大环内酯类药物具
有抗炎和免疫调节作用，主要用于ＣＲＳｓＮＰ、常规药

标尺上标出

准”（１９９７）中的ＣＲＳｓＮＰ（Ｉ型）和ＣＲＳｗＮＰ（ＩＩ型和

物治疗效果不佳、无嗜酸粒细胞增多、ＩｇＥ值正常、
变应原检测阴性的非变应性慢性鼻一鼻窦炎患者一Ｊ。

Ⅲ型）也可以作为对慢性鼻一鼻窦炎分型和病变范围

推荐小剂量（常规剂量的１／２）长期口服，疗程不少

评定的一种方法‘２ｌ。（５）鼻内镜检查量化评估，采

于１２周。

用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评分法（图３）‘７Ｊ。

鼻内镜手术后不常规使用大环内酯类药物，如
果术后４周以上的鼻黏膜仍呈持续性充血、肿胀并

鼻窦系统

左侧

右侧

伴有脓性分泌物，也可以考虑使用。

上颌窦
前组筛窦

二、抗菌药物

后组筛窦

慢性鼻．鼻窦炎伴急性感染时，可以根据细菌培

蝶窦

养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选择敏感的抗菌药物进行治

额窦

疗，常规剂量，疗程不超过２周。

窦口鼻道复合体

三、黏液溶解促排剂

每侧总分
评分标准：①鼻窦：０＝无异常，１＝部分浑浊，２＝全部浑

浊；②窦Ｉ＝１鼻道复合体：０＝无阻塞，２＝阻塞；③每侧０～１２，总
分０－２４

息肉
水肿

鼻漏
瘢痕

结痂

侧别

基线

３个月

６个月

性，有促进黏液排出和有助于鼻腔鼻窦生理功能恢
复的作用，推荐使用。

图２鼻窦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ａｙ评估表［６］

特征

可稀化鼻腔和鼻窦分泌物并改善鼻黏膜纤毛活

四、抗过敏药物
１正

对伴有变应性鼻炎和（或）哮喘的患者可应用
抗过敏药物，包括口服或鼻用抗组胺药、口服白三烯
受体拮抗剂，疗程不少于４周。对于伴有哮喘的患

左
右
左

者，首选口服白三烯受体拮抗剂。

右

五、中药

左
右

中医诊疗在临床实践中积累了很多有价值的经

左

验，中药制剂作为治疗慢性鼻一鼻窦炎的辅助方法，

右

可视病情根据辨证施治原则酌情使用。

左

六、减充血剂

右

原则上不推荐使用。持续性严重鼻塞的患者可

总分
评分标准：①息肉：０＝无息肉，１：息肉仅在中鼻道，２＝息
肉超出中鼻道；②水肿：０＝无，１＝轻度，２＝严重；③鼻漏：０＝
无，１＝清亮、稀薄鼻漏，２＝黏稠、脓性鼻漏；④瘢痕：０＝无，１＝
轻，２＝重（仅用于手术疗效评定）；⑤结痂：０＝无，１＝轻，２＝重
（仅用于手术疗效评定）；⑥每侧０～１０，总分０～２０

短期使用，疗程＜７

ｄ。

七、鼻腔冲洗
是治疗慢性鼻一鼻窦炎的有效手段，也是鼻内镜
手术后常用的辅助治疗方法。

图３鼻内镜检查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评估表［７］

药物治疗
一、抗炎药物

手术治疗
一、手术适应证

慢性鼻．鼻窦炎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可手术治疗：

１．糖皮质激素

（１）影响窦口鼻道复合体或各鼻窦引流的明显解剖

（１）鼻内糖皮质激素：具有抗炎、抗水肿作用，

学异常；（２）影响窦口鼻道复合体或各鼻窦引流的

疗程不少于１２周。

（２）全身糖皮质激素：主要用于ＣＲＳｗＮＰ，尤其

鼻息肉；（３）经药物治疗症状改善不满意；（４）出现

颅内、眶内等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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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慢性鼻一鼻窦炎手术适应证应严格限制，

情未控制三种旧＇４Ｊ。参考评价指标为：
１．病情完全控制：症状完全消退，ＶＡＳ总评分

１２岁以下原则上不宜手术。
二、围手术期处理

为０分，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ａｙ和（或）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总评分

围手术期处理是以手术为中心，原则上应包括

不超过１分。手术后内镜检查窦口开放良好，窦腔

手术前１～２周至手术后３～６个月的一系列用药策

黏膜水肿消失，无黏性或黏脓性分泌物，上皮化良

略及处理原则。

好。由于内镜手术使术腔解剖结构发生变化，手术

１．手术前期（７～１４ ｄ）：原则是减轻鼻腔和鼻
窦黏膜炎性反应，控制全身相关疾病，为提高手术质
量和安全性创造理想的条件。
２．手术期：处理原则为合理、微创的鼻一鼻窦手
术，主要包括结构修正、病变清除、引流通畅、黏膜保

后的鼻内镜检查可不与手术前进行对照。
２．病情部分控制：症状明显改善但未完全消
退，术后ＶＡＳ总评分减少３分或以上、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ａｙ
鼻窦病变评分术后较术前均减少１分或以上，和

留等。例如采用可以减少术中出血的操作方式，手

（或）Ｌｕ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总评分超过１分。手术后内镜
检查表现为窦腔黏膜部分区域水肿、肥厚或肉芽组

术完毕术腔尽量使用止血效果好、可吸收、生物相容

织形成，有少量黏性或黏脓性分泌物。手术后术腔

性和保湿功能好、能促使上皮愈合的填塞材料。

评定单侧总分低于３分视为明显改善。

３．手术后处理：抗炎、加快术腔清洁、减少术腔

３．病情未控制：症状无改善或无明显改善，各

粘连、减少术腔囊泡和息肉形成、保持窦口开放引
流、加速黏膜上皮化。应针对不同的病变或手术后

项评分与治疗前无显著差异，Ｌｕｎｄ—Ｍａｃｋａｙ与Ｌｕｎｄ－

恢复状况进行个性化治疗。手术后用药原则与上述
药物治疗的原则基本相同，综合药物治疗时间不少
于１２周。

Ｋｅｎｎｅｄｙ总评分均无明显减少。手术后内镜检查表
现为窦腔黏膜充血水肿，息肉组织形成或结缔组织
增生，较广泛粘连，窦口狭窄或闭锁，有黏性或黏脓
性分泌物。

手术后不宜频繁进行鼻内镜检查和对术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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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４３（１０）：７５１－７５６．
［６］Ｌｕｎｄ ＶＪ，Ｍａｃｋａｙ ＩＳ．Ｓｔａｇｉｎｇ
１９９３，３１（４）：１８３－１８４．

ｉｎ

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ｕｓ．Ｒｈｉｎｏｌｏｇｙ，

［７］Ｌｕｎｄ ＶＪ，Ｋｅｎｎｅｄｙ ＤＷ．Ｓｔａｇ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０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
Ｈｅａｄ Ｎｅｃｋ Ｓｕｒｇ，１９９７，１１７（３ Ｐｔ ２）：￥３５－４０．
［８］张罗，强华，王振刚，等．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慢性鼻．鼻窦
炎．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２０１３，４８（２）：１００．１０２．
［９］许庚．小剂量、长期大环内酯药物用于慢性鼻．鼻窦炎的治疗．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２０１３，４８（２）：１０２．１０４．
［１０］韩德民．正确理解难治性鼻一鼻窦炎．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杂志，２０１３，４８（２）：１１３—１１４．

鼻一鼻窦黏膜恢复状态和（或）ｃＴ检查结果基础上，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２４）

将治疗效果分为：病情完全控制、病情部分控制、病

（本文编辑：魏均民）

慢性鼻-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2年,昆明)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编辑委员会鼻科组， 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鼻科学组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Otorhin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2013,48(2)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hebyhk201302002.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