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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study the role of xylometazoline hydrochloride
nasal spray in combination therapy of nasolacrimal duct
obstruction an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asal
inflammation on nasolacrimal duct obstruction.
誗METHODS: Totally 279 patients with nasolacrimal duct
obstruction were collected, who received lacrimal
passage irrigation, CT angiography for lacrimal passage
and nasal endoscope before treated by lacrimal laser
forming and artificial nasolacrimal duct implantation
combined with xylometazoline hydrochloride nasal spray.
In group A, 137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antibiotic eye
drop and non - steroidal anti - inflammatory drugs after
operations. In group B, 142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xylometazoline hydrochloride nasal spray besides the
same treatment for group A.
誗RESULTS:In the 279 patients 217(77. 8%), in which 105
cases(76. 6%) were in group A and 112 cases (78. 9%)
were in group B, were suffered with nasal inflammation,
including nasal mucosal hyperemia, inferior turbinate
hypertrophy, middle turbinate hypertrophy. At 3mo after
the ducts were drawn, efficacy of group B was 95. 8%,
which was significant better than that of group A(86. 1%,
P<0. 05) .
誗CONCLUSION: Nasal inflammation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incidence of nasolacrimal duct obstruction,

which shoud pay more at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ombination therapy could
improve the cure rate of nasolacrimal duct obstruction.
誗 KEYWORDS: nasolacrimal duct obstruction; rhinitis;
lacrimal laser angioplasty; artificial nasolacrimal duct;
nasal endosc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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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鼻腔炎症对鼻泪管阻塞的影响,探讨赛洛唑啉
鼻喷雾剂在鼻泪管阻塞治疗中的作用,为泪道病治疗及病
因分析提供依据。
方法:收集鼻泪管阻塞患者 279 例,所有研究对象术前行
泪道冲洗、泪道 CT 造影、鼻内镜检查。 279 例患者均行泪
道激光成型+置管术,A 组 137 例患者术后抗生素及非甾
体抗炎药滴眼液点眼,B 组 142 例患者术后抗生素及非甾
体抗炎药滴眼液点眼联合赛洛唑啉鼻喷雾剂喷鼻治疗。
结果:参与研究的 279 例患者中,有 217 例(77. 8% )患者
鼻腔有炎症表现,其中 A 组 105 例(76. 6% ),B 组 112 例
(78. 9% ),主要为鼻腔黏膜充血、下鼻甲肥大、中鼻甲肥
大等。 拔管 3mo 后,A 组 137 例患者有效率为 86. 1% ,B
组 142 例患者有效率为 95. 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
结论:鼻腔炎症是鼻泪管阻塞发病的重要因素,在泪道阻
塞的诊疗过程中,临床医生需重视鼻腔炎症的治疗,泪道
激光成型+人工鼻泪管置入术联合盐酸赛洛唑啉鼻用喷
雾剂喷鼻治疗鼻泪管阻塞可明显提高鼻泪管阻塞的治
愈率。
关键词:鼻泪管阻塞;鼻炎;泪道激光成型术;人工鼻泪管;
鼻内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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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摇 摇 泪道阻塞性疾病是眼科常见病和多发病。 泪道阻塞
经常导致患眼溢泪,合并感染者有溢脓,可发展为急、慢性
泪囊炎。 泪道阻塞可发生在泪道的任何部位[1],其中以鼻
泪管阻塞最为常见。 因此研究鼻泪管阻塞的致病因素及
相关针对性治疗方法对泪道阻塞及泪囊炎的治疗及预防
有重要意义。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选取 2015-04 / 10 在西安市第一医院眼科门诊
就诊的有溢泪症状的患者,获得知情同意后行泪道探查。
将确诊为鼻泪管阻塞者 279 例 279 眼纳入研究,其中男 97
例,女 182 例,年龄 24 ~ 82 岁,取单眼作为研究对象(若为
双眼患者随机选取 1 眼)。 随机分成两组均行泪道激光成
型+人工鼻泪管置入术。 A 组共 137 例患者(男 42 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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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例,平均年龄 56. 2依1. 03 岁),术后抗生素及非甾体抗
炎药滴眼液点眼,B 组共 142 例患者(男 45 例,女 97 例,
平均年龄 57. 4依1. 37 岁),术后抗生素及非甾体抗炎药滴
眼液点眼联合赛洛唑啉鼻喷雾剂喷鼻治疗。 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 05),具有可比性。 诊断
标准:鼻泪管阻塞:探查泪道,泪道冲洗针分别由上下泪点
进入均能触及骨壁,冲洗液上冲下返,下冲上返,不能入
咽,伴有或不伴脓液返流。 CT 泪道造影显示造影剂受阻
于鼻泪管。 排除标准:泪道多部位阻塞者;先天性溢泪患
者,泪道骨性阻塞或狭窄者;泪道多部位阻塞者;有泪道手
术史者;泪道外伤者;泪液分泌异常者;急性泪囊炎患者;
泪道肿瘤患者;全身感染性疾病患者等。
1. 2 方法摇 对纳入研究的鼻泪管阻塞患者及对照组进行
问卷调查及相关检查,统计性别、年龄、及鼻腔炎症史等情
况;用鼻内镜行鼻腔检查,记录鼻腔炎症情况,分析鼻腔炎
症对鼻泪管阻塞发病的影响。 两组均行泪道激光成型+
人工鼻泪管置入术[2],均术后 0. 5g / L 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及非甾体抗炎药(普拉洛芬滴眼液),4 次 / d 点眼,2wk 后
停药。 B 组联合盐酸赛洛唑啉鼻用喷雾剂,2 次 / d 喷鼻治
疗,拔管后 1wk 停药。 术后每 3wk 复查冲洗 1 次,3mo 后
拔管,拔管后每月复查冲洗泪道 1 次,随访 3mo。
摇 摇 疗效评价标准:治愈:患者溢泪、流脓症状消失,冲洗
泪道通畅,无返流;好转:患者溢泪、流脓症状好转,冲洗泪
道通畅或少量返流;无效:患者溢泪、流脓症状无好转,冲
洗泪道不通。
摇 摇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9. 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两种治疗方法有效率的比较用卡方检验,以 P<0. 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摇 摇 参与研究的 279 例鼻泪管阻塞患者中,自述有鼻炎病
史者 134 例,其余患者以往未曾诊断为鼻炎。 鼻内镜检查
结果:279 例鼻泪管阻塞患者行鼻内镜检查发现有 217 例
(77. 8 % ) 患者鼻腔有炎症表现。 其中 A 组 105 例
(76郾 6% ), B 组 112 例 (78. 9% ),主要表现为鼻腔黏膜
充血和下鼻甲肥大,见表 1。 拔管 3mo 后,A 组 137 例患者
有效率为 86. 1% ,B 组 142 例患者有效率为 95. 8%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字2 =7. 949, P=0. 0048),见表 2。
3 讨论
摇 摇 以往报道认为,泪道阻塞多发生于鼻泪管[3-5], 是由
慢性炎症继发的纤维性阻塞引起的[6]。 鼻泪管阻塞的发
生可能与鼻泪管狭长、骨性鼻泪管变异造成的骨性鼻泪管
狭窄等解剖因素有关。 鼻泪管平均长约 18mm,内径约
4mm,分为骨性和膜性鼻泪管两部分。 膜性鼻泪管位于下
鼻道内,由膜型的内侧壁与骨性的外侧壁组成。 膜性的内
侧壁向管腔内塌陷,形成单向瓣膜(hasner 瓣膜) [7]。 鼻泪
管与鼻腔鼻窦解剖结构上的密切相关性导致鼻泪管阻塞
与鼻部异常存在某种内在的因果关系。 随着鼻窦内窥镜
在鼻腔疾病诊疗中的广泛应用,许多鼻部异常与鼻泪管阻
塞之间的关系应该得到一定的认识与评估。
摇 摇 本研究发现鼻泪管阻塞患者中,有 77. 8% 合并鼻腔
炎症性疾病,明显高于对照组,其中下鼻甲肥大者占
67 . 7% ,下鼻甲肥大或鼻中隔严重偏曲患者,因鼻腔空
间变窄,挤压鼻泪管下口,造成鼻泪管下端的机械性狭
窄或阻塞。 解剖学上,鼻泪管下端开口于下鼻道,鼻泪管
黏膜与鼻腔黏膜相移行,鼻黏膜炎症可以造成鼻泪管黏膜
炎症水肿,因鼻泪管直径小,黏膜水肿容易造成阻塞粘连。
另外,鼻腔感染可直接迁延刺激鼻泪管黏膜,造成炎症、感
染等,长时间炎症水肿导致组织粘连、阻塞,若长期迁延不
愈,泪液及炎性物质排除受阻,加重感染造成恶性循环,最
终导致慢性泪囊炎[8]。

表 1摇 两组患者鼻腔炎症及部位比较 例

分组 例数
鼻腔
炎症

鼻黏
膜充血

中鼻甲
肥大

下鼻甲
肥大

鼻中隔
棘突

鼻中隔
偏曲

A 组 137 105 89 53 47 7 29
B 组 142 112 93 65 39 11 24

注:A 组:术后未联合盐酸赛洛唑啉鼻用喷雾剂喷鼻治疗;B 组:术后联合
盐酸赛洛唑啉鼻用喷雾剂喷鼻治疗。
表 2摇 两组鼻泪管阻塞患者拔管 3mo后的治疗结果 例
分组 例数 治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
A 组 137 101 17 19 86. 1
B 组 142 112 24 6 95. 8

摇 摇
合计 279 213 41 25 91. 0

注:A 组:术后未联合盐酸赛洛唑啉鼻用喷雾剂喷鼻治疗;B 组:
术后联合盐酸赛洛唑啉鼻用喷雾剂喷鼻治疗。

摇 摇 泪道激光成型联合置管术是近年来新型的泪道微创
治疗方式,因此种手术方式创伤小、手术时间短、患者痛苦
小、不改变泪道原有机构等优点,目前已被临床广泛应
用[1,9-13],以往鼻泪管置管术后多无鼻腔炎症治疗,拔管后
治疗有效率在 88% ~ 93% ,本研究中泪道激光+人工鼻泪
管置入术联合盐酸赛洛唑啉鼻喷雾剂治疗鼻泪管阻塞有
效率为 95. 8% ,可明显提高治疗有效率。
摇 摇 盐酸赛洛唑啉鼻喷雾剂是一种新型的鼻减充血剂,
为异吡唑类衍生物,对 琢1 肾上腺素受体有特异的兴奋作
用,收缩其容量血管,调节鼻腔黏膜的窦状隙和黏膜的厚
度,从而减轻炎症所致的充血和肿胀[14]。 鼻泪管阻塞的
治疗过程中,传统泪道激光置管联合盐酸赛洛唑啉鼻喷雾
剂喷鼻治疗,既可治疗鼻黏膜原有炎症,又可减轻因人工
鼻泪管刺激造成的鼻黏膜炎症反应,鼻腔炎症的缓解可以
减少对鼻泪管黏膜的刺激及迁延,有利于鼻泪管黏膜的愈
合。 鼻腔炎症迁延是造成鼻泪管阻塞的主要原因,鼻部检
查特别是鼻内镜的检查,应该应用于每一位泪道阻塞患
者[15]。 泪道阻塞的治疗过程中临床医生需重视病因分
析,重视鼻腔炎症的治疗,鼻泪管阻塞与鼻炎联合治疗可
以有效防止复发、提高治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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