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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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交流 

低温等离子消融术应用于小儿鼾症的效果及对通气
功能与睡眠质量的影响
王允
【 摘要】

目的

分析鼾症患儿应用低温等离子消融术治疗后疗效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本院收治的 ８３ 例小儿鼾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 ４２ 例) 和对照组( ４１

例) 两组ꎬ对照组给予扁桃体联合腺样切除术ꎬ观察组给予低温等离子消融术ꎬ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疼痛缓解时间、通气功能及睡眠质量ꎮ 结果

观察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症状缓解时间、

术后疼痛时间均低于对照组ꎬ术后 ＬＳａＯ２ 、ＡＨＩ、水平、ＱＳＱ 评分及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 Ｐ 均<０.０５) ꎮ 结
论

低温等离子消融术能够有效促进小儿鼾症患者通气功能改善ꎬ提升睡眠质量ꎬ且术中对机体损伤小ꎬ

术后恢复快ꎮ
【 关键词】

低温等离子消融术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２６.５

小儿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鼾症ꎻ

通气功能ꎻ

睡眠质量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２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ｓｎｏｒｉ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ＡＮＧ Ｙｕ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ꎬ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ｉꎬ
Ｈｅｂｉꎬ Ｈｅｎａｎ ４５８０３０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ｓｎｏｒｉ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ｉｇｈｔｙ － ｔｈｒｅ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ｓｎｏｒｉ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 ａｎｄ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ꎬ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 ｎ ＝ ４２)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ｎ ＝ ４１)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ｒａｎｄｏ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ｏｎｓｉｌｌｅｃｔｏｍ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ｄｅｎｏｉｄｅｃｔｏｍｙꎬ 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ｌｏｗ －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ｌｏｏｄ ｌｏｓｓꎬ ｐａｉｎ ｒｅｌｉｅｆ ｔｉｍｅꎬ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ꎬ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ｌｏｏｄ ｌｏｓｓꎬ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ｒｅｌｉｅ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ｉｎ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ＬｓａＯ２ ａｎｄ ＡＨＩ
ｌｅｖｅｌꎬ ＱＳＱ ｓ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ｉ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Ｐ<０.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ｓｎｏｒｉ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ｌｅｅｐ. Ｔｈ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ｉｓ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ｓ ｆａｓ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ꎻ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ꎻ Ｓｎｏｒｉ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ꎻ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ꎻ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小儿鼾症是儿科常见疾病之一ꎬ又称为儿童睡眠呼吸暂
停低通气综合征ꎬ主要是由于上气道部分或完全性阻塞ꎬ引起
睡眠中出现低氧血症而发生

[１]

ꎮ 若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

极易导致心肺功能异常、生长发育停滞、行为异常、神经损害
等进一步损伤ꎮ 目前ꎬ临床对于小儿鼾症的具体发病机制尚
不十分明确ꎬ但扁桃体、腺样体肥大引起呼吸道阻塞、狭窄与

眠监测、电子鼻咽镜、鼻咽侧位 Ｘ 线片等检查确诊符合小儿
鼾症诊断标准 [３] ꎻ(２) 手术指征明确ꎻ(３) 患儿家属知情ꎬ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ꎬ排除标准:(１) 存在手术禁忌症ꎻ( ２) 合并精神

疾病患儿ꎻ(３) 鼻咽部其他病变者ꎻ(４) 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ꎮ
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ꎬ对照组 ４１ 例ꎬ其
中男 ２６ 例ꎬ女 １５ 例ꎻ年龄 ４ ~ １１ 岁ꎬ平均(７.６３±０.７７) 岁ꎻ病程

疾病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关联以得到临床一致认同ꎬ是目前

１ ~ ４ 年ꎬ平均(２.６３±０.２３) 年ꎮ 观察组 ４２ 例ꎬ其中男 ２５ 例ꎬ女

组织ꎬ改善患者症状体征ꎬ是目前临床治疗的首选方案ꎮ 但是

(２.６６±０.２１) 年ꎮ 两组患者资料对比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临床治疗的主要靶点 [２] ꎮ 手术能够快速而有效的切除肥大

由于手术方案较多ꎬ临床上对于何种手术方式治疗小儿鼾症
的效果更佳并无统一定论ꎮ 该研究旨在观察低温等离子消融
术治疗小儿鼾症效果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本院收治的

８３ 例小儿鼾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 １) 经多导睡
作者单位:４５８０３０ 河南鹤壁ꎬ鹤壁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１７ 例ꎻ年龄 ４ ~ １２ 岁ꎬ平均( ７.７１±０.７９) 岁ꎻ病程 １ ~ ４ 年ꎬ平均
０.０５) ꎬ有可比性ꎮ

２.方法:对照组患者应用扁桃体联合腺样切除术ꎬ全麻后

沿扁桃体膜应用圈套器套除扁桃体ꎬ压迫止血后进行缝扎ꎬ随
后应用高速电钻切除腺样体ꎻ观察组患者应用低温等离子消
融术ꎬ全麻后取仰卧位ꎬ肩膀下垫一软枕ꎬ应用开口器促使咽
腔暴露ꎬ采用美国 ＡｒｔｈｒｏＣａｒｅ 公司生产的射频仪ꎬ刀头选择
Ｅｖａｃ７０ꎬ能量调至 ７ 档ꎬ于鼻内镜显像系统下ꎬ沿左侧舌腭弓
处切开分离扁桃体后将之完整切除ꎬ创面电凝止血ꎬ采用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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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剥离右侧扁桃体ꎬ暴露鼻咽部腺样体ꎬ等离子低温消融腺

要以夜间打鼾、睡眠惊醒、尿床、记忆力降低、行为改变、呼吸

样体ꎬ确认无残留后ꎬ确认无出血ꎬ手术结束ꎬ两组患者术后均

道感染等为主要表现ꎬ对患者的生长发育造成严重影响ꎬ随着

给予常规抗生素治疗 ７ｄꎬ术后随访 ２ 月对比疗效ꎮ

３.观察指标:(１) 手术相关指标水平比较:记录并对比两

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症状缓解时间及术后疼痛时
间ꎮ (２) 通气功能及睡眠质量:记录并对比两组患者手术前

疾病的发展ꎬ甚至出现特征性面容ꎬ影响患者听力ꎮ 临床上对
于小儿鼾症的治疗原则为消除病变组织ꎬ改善通气功能ꎬ促进
呼吸节律恢复正常 [６] ꎮ

外科手术是当前临床上治疗小儿鼾症的首选方案ꎬ能够

后最低血氧饱和度( ＬＳａＯ２ ) 及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 ＡＨＩ) 评

通过切除肥大的腺样体及扁桃体ꎬ快速而有效的改善患者症

其内包括嗜睡(６ 条目) 、白天症状(１０ 条目) 、情绪(５ 条目) 、

的常用术式ꎬ其疗效得到临床一致肯定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对

价患者通气功能ꎬ采用魁北克睡眠评分( ＱＳＱ) 评价睡眠质量ꎬ
夜间症状(７ 条目) 、社会交往(４ 条目)５ 大维度 ３２ 条目内容ꎬ
每条目 １ ~ ７ 分ꎬ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佳ꎬ维度得分 ＝ 单维
度总分 / 维度内条目ꎬ各维度相加即为总分ꎮ ( ３) 临床疗效:

状体征ꎮ 扁桃体联合腺样切除术是既往临床上治疗小儿鼾症
照组患者术后 ＬＳａＯ２ 、ＡＨＩ 水平及 ＱＳＱ 评分较治疗前均显著

改善ꎬ证实扁桃体联合腺样切除术应用于小儿鼾症的有效性ꎮ
但是ꎬ该术式对机体损伤较大ꎬ且术中视野不清ꎬ术后极易遗

显效:扁桃体、腺样体消失ꎬ软腭平面无狭窄ꎬ无鼻塞、打鼾等

留残留ꎬ增加患者术后痛苦ꎬ不利于预后ꎮ 低温等离子消融术

症状ꎻ有效:症状体征显著改善ꎬ有少样腺样体残留ꎻ无效:未

是近年来临床上一种新型术式ꎬ作用于机体能够通过在扁桃

达有效标准

[４]

ꎮ

４.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ꎬ计数
资料以[ ｎ( ％) ] 表示ꎬ进行 χ２ 检验ꎬ计量资料以( ｘ
±ｓ) 表示ꎬ
进行 ｔ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手术相关指标比较:观察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症状缓解时间及术后疼痛时间均低于对照组患者ꎬ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Ｐ 均<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表１

组别

术中出血量

症状缓解

术后疼痛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ｔ ＝ １３.８９７６ꎬ１０.７７６ꎬ４.１９１２ꎬ７.４９８１ꎬ∗Ｐ 均 ＝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５

２.通气功能及睡眠质量 比 较: 观 察 组 患 者 术 后 ＬＳａＯ２ 、

ＡＨＩ 水平及 ＱＳＱ 评分改善幅度均较对照组患者明显ꎬ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 ＬＳａＯ２ 、ＡＨＩ 水平及 ＱＳＱ 评分

组别
时间
对照组(ｎ ＝ ４１)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ｎ ＝ ４２) 治疗前
治疗后

比较( ｘ
±ｓ)

ＬＳａＯ２(％)

７３.８８±９.５１

８８.３４±７.１２△
７３.９６±９.６１

ＡＨＩ(次 / ｍｉｎ)
４２.９１±１６.７５

２１.１３±６.５３△
４２.９５±１６.８１

９５.０１±７.０５△▲ １５.０３±３.３６△▲

ＱＳＱ(分)

３.９８±１.２２

５.２３±１.６５△
３.９６±１.１９

６.８１±０.０９△▲

注:与治疗前比较ꎬ△Ｐ<０.０５ꎻ与对照组比较ꎬ▲Ｐ<０.０５

３.两组临床疗效比较:观察组显效 ２２ 例ꎬ有效 １９ 例ꎬ无

效 １ 例ꎬ总有效率 ９７.６２％(４１ / ４２) ꎻ对照组显效 １６ 例ꎬ有效 １７
例ꎬ无效 ８ 例ꎬ总有效率 ８０.４９％ ( ３３ / ４１) 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χ２ ＝ ４.６５０８ꎬＰ ＝ ０.０３１０<０.０５) ꎮ
讨论

血ꎬ有效减少术中出血量ꎬ低温等离子消融术术中使用的刀头
活动度大ꎬ镜下操作更为灵活ꎬ有效提升术中视野ꎬ促进病变

组织的彻底消除ꎬ避免术后残留ꎬ进一 步 提 升 治 疗 效 果 [７] ꎮ
该研究显示ꎬ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疼痛时间及
症状缓解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ꎬ且临床疗效高于对照组患
减轻术后疼痛ꎬ促进疾病转归ꎮ 黄顺德 [８] 等研究证实ꎬ低温

(ｍｉｎ)
(ｍｌ)
时间(ｄ)
时间(ｄ)
对照组(ｎ ＝ ４１) ３８.３３±６.０１ ４３.３３±１３.６３ １０.３３±４.１６
５.３９±１.８２
观察组(ｎ ＝ ４２) ２３.６６±３.１３∗ １７.６６±６.９３∗ ７.０２±２.９１∗ ２.７５±１.３６∗

表２

有效降低对周围组织的损伤ꎬ减轻术后疼痛ꎬ同时更利于止

者ꎬ提示低温等离子消融术能够更为有效的减轻对机体损伤ꎬ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ｘ
±ｓ)

手术时间

体打孔ꎬ局部溶解ꎬ加速其脱落ꎬ手术过程中由于低温的干预ꎬ

临床研究证实 [５] ꎬ上气道解剖结构异常、腺样体

肥大、上气道扩张肌及张力异常、肥胖等因素是导致鼾症发生
的常见原因ꎬ而小儿鼾症患者病因与成年人仍有差异ꎬ腺样体
及扁桃体肥大是导致小儿鼾症发生的主要原因ꎮ 患者临床主

等离子消融术治疗小儿鼾症手术时间短ꎬ术中出血量低ꎬ治疗
效果显著优于扁桃体去除和鼻镜腺样体切除术ꎬ与本研究结
果相当ꎮ
综上所述ꎬ低温等离子消融术对机体损伤小ꎬ视野清晰ꎬ
操作简便ꎬ凝血功能佳ꎬ治疗小儿鼾症效果显著ꎬ有效促进患
者通气功能恢复ꎬ改善患者睡眠质量ꎬ值得临床推广应用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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