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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出血是耳鼻喉科常见的症状之一袁原因可分

壁暴露渊注意分开位于其后方的迷走神经冤袁用动脉

局部因素及全身因素袁鼻出血多为单侧袁亦可为双

钩或小弯血管钳在甲状腺上动脉与舌动脉之间绕过

侧遥 可间歇反复出血袁亦可为持续性出血遥 出血量多
少不一袁轻者仅为涕中带血袁重者可引起失血性休
克遥一般通过对症处理及填塞等方法可以治愈袁但少
数患者可能因为出血部位隐蔽袁出血量大袁鼻腔多次
填塞等原因转化为顽固性鼻出血袁亦称为难治性鼻

出血或严重鼻出血遥 圆园园圆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园 年 员圆 月淮

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共收治 圆源 例

顽固性鼻出血袁采用了颈外动脉结扎术的止血方法袁
获得满意疗效袁现报告如下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圆源 例患者袁男 员远 例袁女 愿 例袁年龄 员圆耀苑圆 岁袁中

位年龄 猿圆 岁遥左壁 员源 例袁右壁 员园 例遥出血的主要原
因院外伤 员远 例袁凝血功能障碍 猿 例袁高血压 圆 例袁鼻
腔术后 圆 例袁肿瘤 员 例遥 所有病例均为已行反复前

和渊或冤后鼻孔填塞尧激光尧微波尧冷冻等治疗而未愈遥
员援圆

方法
患者取仰卧位袁术侧肩下垫枕袁头后仰并略偏向

对侧袁局部浸润麻醉袁以舌骨大角为中心袁沿胸锁乳

突肌前缘作一长约 远 糟皂 的斜行切口袁切开皮肤及皮

颈外动脉内侧壁袁用 苑 号丝线将颈外动脉双重结扎袁
但不切断袁逐层缝合切口勿留空隙袁适当加压包扎遥
圆

结 果
圆源 例患者手术后鼻出血停止袁 治疗效果满意袁

术后 远耀员园 凿 出院袁随访 远耀员圆 个月未复发遥
猿

讨 论
顽固性鼻出血亦称为难治性鼻出血或严重鼻出

血袁之所以称之为难治性鼻出血袁多由于此类患者已
经过常规的鼻止血方法治疗而无疗效袁 究其原因有
多种袁可为外伤尧凝血功能障碍尧肿瘤尧高血压及其他
不明确之原因袁甚至多种原因合并存在袁本组 圆源 例
患者中袁外伤 员远 例袁其中伴有同侧上颌骨不同程度
的骨折 员园 例遥

颈动脉在相当于甲状软骨上缘水平分成颈内动

脉和颈外动脉两支遥 两支的分叉处高低可有很大差
异袁高者可至舌骨平面袁低者相当于甲状软骨中点平
面遥 分叉处 苑苑豫高于甲状软骨上缘咱员暂袁颈外动脉从颈
总动脉分出后袁开始位居颈内动脉内侧袁继则绕过其
前方而居其前外侧遥颈外动脉位于颈动脉三角中袁与

下组织牵开颈外浅静脉袁沿切口切开颈浅筋及颈阔

颈内静脉尧迷走神经共同被包于颈动脉鞘内遥颈动脉

肌袁暴露胸锁乳突肌前缘袁用拉钩将其向后牵开袁即

三角的前上界为二腹肌后腹袁 前下界为肩胛舌骨肌

可看到颈内静脉袁将其与胸锁乳突肌一道向后牵开袁

上腹袁后界为胸锁乳突肌前缘遥颈外动脉的起始部刚

在舌骨大角高度袁以手指摸清颈动脉的搏动后袁于该

好从胸锁乳突肌前缘露出袁 向上渐离开此前缘而贴

处用钝性分离法纵行分开颈动脉鞘袁暴露颈动脉分

紧舌骨大角和下颌下腺的包膜袁 在二腹肌后腹和茎

叉尧颈外动脉尧甲状腺上动脉和舌动脉遥 在颈动脉表

突舌骨肌下方向上前行入深部而离开颈动脉三角遥

面袁有时可看到舌下神经或其降支袁应将其牵开袁妥

在翼腭窝内分出蝶腭动脉尧眶下动脉和腭大动脉袁其

加保护袁用钝性分离法小心谨慎将甲状腺上动脉和

中蝶腭动脉是鼻腔的主要供血动脉遥 蝶腭动脉经蝶

舌动脉的起始部位及其上下一段颈动脉沿圆周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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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缓解梗阻后可以行腹腔镜治疗咱猿暂遥

类型和直径的支架袁术中仔细认真袁避免粗暴操作袁

淤器材的选择袁所选导丝难以通过梗阻部位及支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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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操作成功率及临床成功率的原因主要有院

进器材料过硬袁故可选用柔顺的支架推进器及弹性较
好的导丝曰于梗阻相关因素袁如梗阻的部位尧长度及梗

可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咱苑暂遥
咱员暂

阻程度等曰盂操作者的经验丰富与否遥
肠道穿孔是结直肠支架置入术最严重的并发

症袁发生率 源援怨豫耀缘援园豫咱源暂袁故需选用柔顺的支架推进

器及弹性较好的导丝遥 支架置入术中勿反复操作导
丝袁避免内镜穿过狭窄部遥 支架置入前后行放化疗

据患者肠腔狭窄情况选择适合管径及硬度的支架咱远暂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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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与单纯内镜下手术相比袁定位准确遥 选择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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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甲状腺下动脉寅吻合支寅甲状腺上动脉寅颈外动

腭孔进入鼻腔袁分成内侧支和外侧支遥外侧支分成鼻

脉袁达不到止血目的曰于在甲状腺上动脉上方结扎袁颈

后外侧动脉袁进而分成下鼻甲支尧中鼻甲支和上鼻甲

外动脉血流继续进入甲状腺上动脉袁 在颈外动脉近心

支袁供应鼻腔外侧壁后部尧下部和鼻腔底遥内侧支渊鼻

端不易形成血栓袁无血栓脱落进入颈内动脉之虞遥

腭动脉冤袁 经蝶窦开口的前下方分成鼻后中隔动脉袁

误结扎颈内动脉是最严重的手术并发症遥 因此

分布于鼻中隔后部和下部遥 来自颈内动脉的筛前动

失误可引起脑供血不足袁导致对侧偏瘫袁甚或脑软化

脉尧 筛后动脉与来自颈外动脉的上唇动脉和腭大动

而死亡遥 如能掌握颈内尧外动脉的解剖特点袁手术时

脉在鼻中隔前下部黏膜下相互吻合袁形成动脉丛袁称
为利特尔动脉丛袁是鼻出血的最常见部位遥 因此袁颈

小心从事袁则完全可避免之遥在结扎前可试行暂时阻
断颈外动脉袁触颞浅动脉或面动脉的搏动袁如搏动消

外动脉结扎术可有效治疗其相应供血部位的顽固性

失则证明是颈外动脉遥 随着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在临

鼻出血遥很少数不能很好止血袁可能是来自颈内动脉

床的日益普及袁 血管栓塞法治疗鼻出血的适应证越

系统的岀血而要结扎筛前动脉袁 也可能存在血管异

来越广袁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此法进行止血遥

常袁情况复杂袁需做血管造影定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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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扎颈外动脉的部位多选择在甲状腺上动脉与
舌动脉之间遥其理由是院淤甲状腺上动脉与下动脉之间
有许多吻合支遥若在甲状腺上动脉下方结扎袁血液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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