Ｓｔｒａｉ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３ Ｎｏ．５ ２０ １ １

２．１两组胃镜检查效果的比较。研究组视野清晰程度明显

利于内镜医生的操作和病灶的观察．提高早期癌性病灶检出

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明显缩短操作时间（见表１）。

率。丸山雅一【２］总结了日本４０年来有关早期胃癌的诊断和

表１两组间胃内清晰程度比较ｎ【％ｌ

治疗经验，发现早期胃癌中约５０％以上无临床症状。主要靠
内镜普查检出．因此日本在全国所有医院中均推荐使用胃消
泡剂［引。
３．２西甲硅油的效能可能与服用时间和剂量有关。Ｂｈａｓｋｅｒ

２．２两组问副反应比较两组均出现腹胀。对照组出现恶心
呕吐略多，但两组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两组间副反应比较ｎ（％Ｊ

等【４Ｊ通过随机、双盲试验服用８０ｍｇ本品比４０ｍｇ本品更有效
的改善内窥镜检查中的可视性。在我们之前的研究中。曾尝
试用５ｍＬ西甲硅油加利多卡因胶浆，但效果不佳。另外，服
用时间过短也影响消泡效果，一般要求胃镜检查前２０ｍｉｎ服
用。服用盐酸利多卡因胶浆，其麻醉效果快，但消泡效果不理
想。联用西甲硅油后，既有良好的咽部麻醉作用，又能较好的
祛除胃内泡沫和黏液、增加胃黏膜观察清晰可辨度，如隆起、

３讨论

糜烂、黏膜皱襞走行改变等。西甲硅油口感水果味。服后无咽

３．１清晰的视野是内镜医生进行高质量检查的的必要条件。

部刺激，它的主要成分为活化的硅油和二甲化硅。无生理活

正常情况下胃底胃体胃窦存有部分泡沫，另外，患者接受检查

性，安全无毒，因而适用人群广泛。另外。我们在试验中也观

前因紧张往往不由自主地吞入大量的口水或唾液，由此产生

察到西甲硅油乳剂可改善患者对胃镜操作的舒适度。提高了

了大量的泡沫。泡沫混合胃粘液后粘附在冒黏膜表面，明显

患者的满意度，并且安全性高。因此。该药可作为胃镜检查前

影响了内镜视野和观察。特别是一些微小隐匿的病变，极易被

的常规辅助用药。

掩盖。目前国内临床上应用的多种麻醉祛泡混合液祛除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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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作用相当不理想，内镜检查者用生理盐水冲洗、抽吸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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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而对照组能达到Ａ级仅１４例（１２．１％）、Ｂ级３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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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应用西甲硅油后消泡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使视野清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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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渊舒口服液对慢性鼻窦炎患者鼻内窥镜术后临床症状的效果
章

程（浙江省绍兴市第五医院耳鼻咽喉科绍兴３１２０００）

摘要：目的探讨鼻渊舒口服液对慢性鼻窦麦患者鼻内镜术后临床症状的改善作用。方法

选取２００８年７月至２０１０年７月我院收治的慢

性鼻窦炎患者１７４例，随机分为两组，即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８７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千鼻内窥镜术后加服鼻

渊舒口服液，治疗２０天后对两组惠者的总体疗效及临床症状改善情况进行评价。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头晕头疼、鼻通气不良、脓鼻涕、嗅觉减

退、慢性咳嗽、口臭等临床症状消失率均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治疗组其总有效率为９１．９５％．对照组其总有效率

为７９．３１％，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鼻渊舒可有效改善鼻内窥镜术后临床症状，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ｊ司：鼻渊舒口服液；慢性鼻赛夹；鼻内窥镜术；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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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鼻窦炎又称慢性化脓性鼻窦炎。常因急性化脓性鼻

２结果

窦炎反复发作未得到有效治疗所致。ＩＩ缶床上以多粘液或脓性

２．１两组患者术后临床症状消失率比较

鼻涕、鼻塞、头痛及嗅觉减退或消失为主要症状。该病病程较

晕头疼、鼻通气不良、脓鼻涕、嗅觉减退、慢性咳嗽、口臭等临

长。反复发作，经久难愈，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鼻内窥

床症状消失率均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镜术是治疗鼻窦炎的重要方法，该术式具有操作精细、创伤

＜Ｏ．０５）。结果（见表１）。

小、面部无瘢痕的特点。既可彻底切除病变又能保留正常组

２．２总体疗效比较

织，有效解决患者鼻窦口阻塞和引流的问题【ｌＪ。但是术后的

９１．９５％；对照组总有效６９例，其总有效率为７９．３１％。两组

炎症反应等仍然需要药物治疗，为有效治疗鼻内窥镜术后出

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结果（见表

现的临床症状，我院对慢性鼻窦炎患者鼻内窥镜术后加用鼻

２）。

渊舒口服液，效果满意。现报告如下。

表２两组患者总体疗效比较例（％）

ｌ资料与方法

组别

例数

治愈

观察组患者的头

治疗组总有效８０例，其总有效率为

显效

有效

无效

１．１一般资料选取２００８年７月至２０１０年７月我院收治的

对照组８７

３８（４２．７）２７（３１．０）１５（１７．２）７（８．Ｏ）

慢性鼻窦炎患者１７４例．其中男９７例．女７７例；年龄２１～７３

观察组８７

２１（２４．１）２９（３．３）１９（２１．８）１８（２０．７）

总有效率
９１．９５。
７９．３１

岁，平均（４９．８±６．９）岁；病程１～１９年。所有患者均有鼻塞、

注：与对照组比较．ｘ２值＝５．６５２．Ｐ值＝ｏ．０１７，。Ｐ＜０．０５

流脓性鼻涕、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等症状。将１７４例慢性

３讨论

鼻窦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即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８７例，两

３．１慢性鼻窦炎是一种多因素疾病，多由急性鼻窦炎治疗不

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临床症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彻底发展而来，常伴有头痛、鼻塞不利、流黄浊涕【５】。中医认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为本病属“鼻渊”范畴。并将其发病机制归结为：①肺经风热：

Ｉ．２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耳鼻喉科分会，中华耳鼻咽

风热之邪从口鼻而入，风热上侵，首先犯肺，肺热壅盛，清肃失

喉科杂志编委会及（耳鼻咽喉科诊断学＞进行诊断【２Ｊ。同时排

常，邪热循经蒸灼鼻窦；②胆腑郁热：平素嗜酒厚味，湿热郁

除孕妇及哺乳期女性，严重精神障碍或语言障碍者及未完成

积，或因情志不遂，胆失疏泄，气郁化火，或因啼热壅盛。内传

本次试验的患者。

肝胆，均可使胆火循经上犯鼻窦为病；③脾经湿热：平素嗜食

１．３治疗方法所有患者均采用鼻内窥镜术，术后常规应用

肥甘厚味，湿热内生，郁困脾胃，复受外邪侵，湿热之邪内犯

抗生素和止血剂３～５ｄ，观察组在次基础上加服鼻渊舒口服

胃，脾胃为湿热所困，运化失健，湿热邪毒循经上蒸。停聚窦

液．１次１０ｍＬ，１日３次，术后持续应用２０ｄ。治疗结束后对

内，蒸灼鼻窦肌膜面为病；④肺气虚寒：由于久病体弱，病后失

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及总体疗效进行评价。

养，邪毒内困而致肺胆虚损，肺气虚则外卫之力亦虚弱。则易

１．４疗效标准症状评价标准：所有症状分为０－－３级。头晕

为外邪所犯，上结鼻窦而为病；⑤脾气虚弱：由于饮食失节，疲

头痛：从无痛到持续性难以忍受性疼痛；鼻通气不良：无鼻通

劳过度，思虑忧伤，损伤脾胃，脾虚失运．气血精微生化不足．

气不良至持续性鼻通气不良，甚至影响睡眠；脓鼻涕：无脓鼻

鼻窦失于气血之养，邪毒久困，腐蚀肌膜而为病。因此在治疗

涕到大量脓涕同时伴有鼻后溢脓；嗅觉减退：嗅觉良好到无嗅

上应根据慢性鼻窦炎的发病机制以清热解毒、疏风排脓为主

觉；慢性咳嗽：无咳嗽到昼夜持续性咳嗽；口臭：无口臭到他觉

要治则对其进行治疗。

口臭Ｌ３】。总体疗效标准：治愈：疗效积分为１００％；显效：疗效

３．２鼻渊舒口服液是熊大经教授在家传秘方的基础上，根据

积分为７１％～９９％；有效：疗效积分为３０％～７０％；无效：疗

＜素问·气厥论）中“胆移热于脑，则辛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

效积分小于３０％（４】。疗效积分＝（治疗前临床症状积分一治

止也”的理论，结合临床经验研制而成的。全方具有清热解

疗后临床症状积分）ＩＮ疗前临床症状积分ｘ １００％。总有效

毒、疏风排脓、止痛通窍的功能【６］。方中辛夷、白芷疏通鼻窍、

率＝（治愈＋有效＋显效）／总例数×１００％。

清热解毒、疏风止痛、消肿排脓；苍耳子健脾宣肺、解毒止痛；

１．５统计学方法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

黄芪健脾燥湿、补气升阳、脱毒排脓、消肿生肌、扶正祛邪；柴

数资料采用Ｔ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

胡具有疏散风热、升阳举陷之功【７】。全方各成分共同作用发

异有统计学意义。

挥药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鼻渊舒口服液具有较强的抗菌、

表１两组患者术后Ｉ临床症状消失率比较例（％）
对照组
临床症状

观察组

抗病毒、抗过敏及增强人体免疫力的功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
，。

丽豇—而西＿１两■］丽再］诓

Ｐ值

的作用【８】。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鼻内窥镜术后加用鼻渊舒口
服液可有效改善鼻内窥镜术后临床症状，效果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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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医院临床杂志，２００８。５（２）：５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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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林淑平．鼻渊舒Ｅｌ服液雾化吸入治疗儿童慢性鼻炎疗效观察［Ｊ）．

窦炎的临床观察［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０６．１７（４）：６２５．６２６．

小儿消积止咳液佐治儿童咳嗽纳差疗效观察
蔡玲芳。管敏昌，罗玲丽（浙江省台州医院路桥院区台州３１８０５０）
■

摘要：目的

观察·１、儿消积止咳液佐治儿童咳嗽伴纳差的疗效。方法

选择１２０例咳嗽伴纳盖的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６０例，对

照组采用氮溴索口服液：每次２．５—５ｍＬ，１日３次；加五维他口服液：５－－１０ｍＬ．１日３次。疗程为５ｄ口治疗组采用小儿消积止咳液．１岁以内，每

次５ｍＬ；１－－２岁，每次１０ｍＬ；３—４岁。每次１５ｍＬ；５岁以上。每次２０ｍＬ；１日３次，疗程５ｄ。结果治疗组有效率明显高于舛照组．两组比较差
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１）。结论

小儿消积止咳液佐治小儿咳嗽伴纳差疗效确切，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小儿消积止咳液；咳嗽；纳差
中图分类号：Ｒ９６９．４文献标识码：Ｂ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３７６５（２０１１）．０５．０１９１．０２

小儿正处于发育时期，由于消化酶活性和消化器官功能

天性疾病、免疫力低下、过敏性哮喘者、病毒性肠炎、乳糖不耐

较差，呼吸道非特异性免疫及特异性免疫功能尚未发育完善，

受者；④未坚持用药。中途加药或换药无法确定疗效或资料不

因此容易患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及消化不良。中医认为，脾为

全等。治疗组２例，对照组１例自行终止治疗的均予以剔除。

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小儿饮食不知自节，常因喂养不当．

１．４研究设计采用随机、对照研究。

乳食不节损伤脾胃。导致睥主运化功能失司。脾不健运，聚湿

１．５治疗方法两组均在有效抗菌素治疗基础上．治疗组采

生痰，郁而化热，痰热互结，上贮于肺而致咳嗽、咳痰等【ｌ】。因

用８，ＪＬ消积止咳液（鲁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规格为１０ｍＬ×

此，对于ｄ，ＪＬ食积咳嗽，不能单纯治肺，见痰治痰，见咳止咳，

６支，国药准字Ｚ１０９７００２２），１岁以内，每次５ｍＬ，１～２岁，每

而应从整体出发，肺脾同治，才能取得疗效。我院儿科２００８

次１０ｍＬ；３～４岁，每次１５ｍＬ；５岁以上，每次２０ｍＬ；１日３

年４月至２０１０年４月采用了ｄ，ＪＬ消积止咳液佐治小儿咳嗽

次。疗程５ｄ；对照组采用氨溴索口服液（黑龙江中桂制药有限

伴纳差，且取得了显著疗效．现报道如下：

公司。规格为５ｍＬ×６支。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１０５３４）每次２．５—

１临床资料

５ｍＬ，１日３次；加五维他口服液（福州海王金象中药制药有

１．１一般资料选取我科儿科门诊１２０例咳嗽伴有纳差的患

限公司，规格为５００ｍＬ，国药准字Ｈ３５０２１２００）５～１０ｍＬ，１日

儿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６０例中，男

３次。疗程为５ｄ。

２９例，女３１例，年龄为２岁～５岁之间，平均年龄（３．２５±

１．６疗效评定

１．６７）岁，病程１～２周．平均病程（１．１５±０．３４）周；对照组６０

１．６．１咳嗽疗效评定：痊愈：咳嗽及临床体征消失；异常理化

例中，男３１例．女２９例，年龄２岁一７岁．平均年龄（４．１５±

指标恢复正常；好转：咳嗽减轻。痰量减少，体征减轻。理化标

１．２３）岁。病程ｌ～２周，平均病程（１．２５±０．４４）周。经统计学

准有所改善；无效：主要症状与体征、理化标准无明显改善或

处理，两组性别、年龄、病程、无明显差异（Ｐ＞Ｏ．０５），具有可

短期缓解后很快反复或加重；有效：治愈加好转为有效。

比性。

１．６．２纳差疗效评定疗效标准：治愈：主要症状（上腹部不适

１．２入选标准①以咳嗽、咳痰或喉中痰呜为主要症状伴有

和胀痛）及其它症状消失，饮食正常；好转：主要症状缓解发作

纳差、便秘、腹胀；②听诊双肺呼吸音粗，或有散在于性罗音，

次数减少。其它症状减轻，饮食增加或基本正常；未愈：主要症

或大中湿罗音；或中细湿罗音；③胸片ｘ线可见纹理增租、紊

状无改善或仅有短期缓解很快反复或加重；有效：治愈加好转

乱或两肺中内带非特异性小斑片状阴影。

为有效。

１．３排除标准排除病例标准：①具有呼吸困难、气促、紫绀

１．７统计学方法所得数据采用卡方检验。

者；②重度营养不良、毛细支气管炎、支原体肺炎、腺病毒肺炎

２结果

或伴有其他心、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全身性疾病；③有先

两组咳嗽疗效比较。治疗组（６０例）和对照组（６０例）咳嗽
疗效比较，痊愈、好转、无效例数分别为３８、１４、６和２９、１１、
１９．两组有效率分别为８９．６５％和６７％７９％；两组比较差异有

作者简介：蔡玲芳，女（１９７３一）。毕业于浙江中医学院。职称：主管
护师。本科。联系电话：１３６７６６３１４９９

显著性（Ｔ２＝８．２９。Ｐ＜０．０５）；两组纳差疗效比较分别为３３、
１９、６和２７、１ｌ、２１。有效率分别为８９．６５％和６４．４１％，两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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