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猿猿 卷第 圆 期
20员猿 年 圆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Natural Science冤

窑 圆苑员 窑

泪道造影术在婴幼儿泪囊炎诊断中的应用
顾海斌袁张新荣
渊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放射科袁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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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员园园园愿冤

目的院探讨 载 线泪道系统造影对婴幼儿泪囊炎尧泪道阻塞的诊断价值遥 方法院选择 源圆园 例患儿 源苑缘 只眼袁主要临床表

现为溢泪遥 采用泪道冲洗后注入造影剂欧乃派克袁摄眼眶正侧位或瓦氏位片袁并对图像进行分析遥 结果院载 线泪道造影术能够提
供较为清晰的泪道图像并对泪道阻塞的部位及泪道改变做出准确的判断遥 结论院载 线泪道造影术是借助造影剂对膜性泪道优选
的 载 线检查技术袁此技术具有快速尧经济尧直观的优点袁可以明确鼻泪管梗阻部位及泪道扩张程度袁是泪囊炎与鼻泪管梗阻探通

治疗的依据和观察探通治疗后疗效所采取的非常必要的检查手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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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泪囊炎多继发于鼻泪管阻塞袁 为小儿
眼科常见病遥 载 线泪道造影术对泪囊炎尧鼻泪管阻
塞的诊断和治疗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遥 目前袁国内
外关于儿童泪道影像学检查的详细报道甚少袁现
对本院 源圆园 例患儿渊源苑缘 只眼冤泪道系统造影分析
报告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选取 圆园园源 年 猿 月耀圆园员园 年 远 月本院眼科就诊
患儿行泪道造影 源圆园 例共 源苑缘 只眼遥其中男 圆苑苑 例袁
女 员源猿 例曰 年龄院源耀远 个月 员猿苑 例袁苑耀员员 个月 圆源远
例袁员 岁以上 猿苑 例遥 所有患儿均有溢泪或黏液脓性
分泌物溢出袁压迫患侧泪囊部袁黏液性或脓性分泌物
自上泪道溢出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泪点的寻找和扩张
泪点的寻找院正常泪点较易发现袁将内眦部皮肤
向上或向下牵开袁泪点即能暴露袁呈丘状突起袁为泪
乳头袁其顶部即为泪点袁但由于炎症所致局部肿胀袁
泪点闭塞袁尤其小婴儿泪点的寻找较为困难遥 泪道
扩张院因为泪点太小穿刺针不易进入袁可采用泪点扩
张器扩开泪点遥
员援圆援圆 造影
患儿仰卧位于检查台上袁由助手固定住患儿身
体与头部袁确因患儿哭闹不配合可服用水合氯醛 缘耀
员园 皂造袁待患儿熟睡镇静后再行穿刺遥 选用针尖磨钝

月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猿冤园圆鄄圆苑员鄄园猿

的 源耀缘 号针头袁刺入下泪点曰待针头刺入泪点后用
生理盐水边挤压泪囊部边冲洗泪道袁 排净蓄积分泌
物或脓液曰选用无离子型造影剂欧乃派克袁徐徐注入

员援缘耀圆援园 皂造袁并在透视下观察造影剂的流动和充盈情
况曰 待充盈满意后袁 摄取眼眶正侧位片或瓦特氏位
片遥双侧泪道系统造影时侧位因重叠不易观察袁采用
斜位可满意显示两侧泪道系统遥 必要时在注药后 缘耀
员园 皂蚤灶 再摄取眼眶正位片以观察造影剂的排空情
况遥 因鼻泪管梗阻较重尧分泌物较多袁造影前泪道冲
洗不净袁造影时采用常规卧位摄片泪道显影效果差遥
本组 愿园 只眼发生上述情况袁 采用立位柯氏位摄片
后袁苑圆 只眼泪道显影良好遥
本检查技术在操作时保证患儿头部的固定非常
重要遥 需将患儿平卧于床上袁用床单包紧患儿身体袁
一名助手用双手固定患儿下颌部袁 另一名助手负责
按压患者腰部和下肢袁 术中避免对患儿头部及囟门
施加压力遥 这样不仅使操作准确尧稳妥袁还可避免损
伤眼部组织袁同时操作过程中要观察有无憋气袁防止
因冲洗注水尧吞咽而引起呛咳尧窒息等情况遥

圆

结 果

源苑缘 只眼袁充盈显示满意 源猿苑 只眼袁因患儿明显
不能配合而显示不满意 圆员 只眼曰因先天性畸形泪囊
和泪道发育不良未能显影 员苑 只眼遥 泪囊内结石 员缘
只眼袁憩室 远 只眼袁泪囊炎泪囊增大 圆缘园 只眼遥 鼻泪
管梗阻 猿圆苑 只眼袁其中上段梗阻 圆苑 只眼尧中段梗阻
愿远 只眼尧 下段梗阻 圆员源 只眼遥 双侧鼻泪管梗阻 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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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眼渊图 员冤曰鼻泪管膜性梗阻 圆员园 只眼渊图 圆冤遥

鼻泪管充盈扩张呈螺旋状袁泪囊及鼻泪管黏膜明显毛糙遥

图员

婴幼儿泪囊炎 载 线泪道造影表现渊鼻泪管炎性梗阻冤

鼻泪管扩张明显袁边缘光滑袁泪囊及鼻泪管黏膜光整遥

图圆

婴幼儿泪囊炎 载 线泪道造影表现渊鼻泪管膜性梗阻冤

猿 讨 论
猿援员 病因与临床表现
婴幼儿泪囊炎目前多数认为是鼻泪管下端开口
处存在 匀葬泽灶藻则 膜咱员暂或被上皮碎屑堵塞袁致鼻泪管不
通袁使泪囊内液体瘀积袁可致细菌增殖引起泪囊炎遥
极少数伴有鼻部畸形或鼻泪管骨性阻塞咱圆暂遥 有作者
认为先天性鼻泪管阻塞可能为多基因遗传袁 也有家
族遗传报告袁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咱猿暂曰本组病例未找
到遗传病史袁当属散发病例遥 本组病例中袁鼻泪管膜
性阻塞的患儿剖宫产的比例较高袁 笔者认为剖宫产
患儿出生时 匀葬泽灶藻则 膜未受到产道压力影响袁不能自
行破裂袁 使得分娩过程中产道挤压协助完成鼻泪道
管道化的生理过程人为缺失遥因此袁分娩方式可能在
先天性鼻泪管阻塞的患儿中有一定的关联作用遥 这
与有关文献报道基本一致咱源暂遥
本组婴幼儿泪囊炎就诊患儿发病年龄以 苑耀员员
个月为最多袁 而 员 岁 以内发病 占本 组比 例高 达

怨员豫袁员 岁以上仅占 愿豫耀怨豫遥 笔者认为袁随着患儿年
龄增长到 员 岁左右部分鼻泪管阻塞可自愈袁 与国内
相关的文献报道 员 岁时自愈率达 苑猿援怨苑豫相一致咱缘暂遥
本组病例大多表现为结膜囊内尤其是内眦部可有黏
液脓性分泌物袁泪囊区局部隆起袁压迫泪囊区可有黏
液脓性分泌物自泪小点溢出袁 部分患儿就诊时已经
并发结膜炎症及程度较重的泪囊炎遥 在疾病发展的
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如眶蜂窝织炎尧泪囊瘘等袁甚至会
出现危及婴幼儿生命的严重并发症咱远暂袁因此诊断明
确至关重要遥
猿援圆 载 线泪道造影表现
泪囊炎患儿由于炎性刺激袁泪囊中存在脓性分
泌物袁造影前如直接向泪道中注入造影剂袁容易引
起反流袁不利于造影剂在泪道中存留遥 在行泪囊造
影前应先进行泪道冲洗袁 能够排除大部分脓液袁更
利于造影剂进入泪道内袁达到较好的显影效果遥 本
组病例造影前均行常规泪道冲洗袁泪道造影成功率
达 怨圆豫以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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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斌等院泪道造影术在婴幼儿泪囊炎诊断中的应用

造影中本组 圆苑 只眼鼻泪管上段阻塞致几乎无

造影剂充填袁仅泪囊显影袁鼻泪管未见明确显示袁经
随访其中 圆缘 只眼是由于鼻泪管开口处的瓣膜于出
生后未自行穿破所致袁员 只眼为鼻泪管骨性阻塞所
致袁员 只眼为长期炎症粘连所致遥 鼻泪管上段梗阻时
造影显示鼻泪管全长均处于完全闭合状态袁笔者认
为这是由于鼻泪管没有泪液通过和冲刷作用的结
果袁加之泪囊内炎症影响袁日久会形成真正的闭锁遥
所以鼻泪管上段梗阻更应尽早行泪道探通术咱苑原愿暂遥 本

组 猿园园 只眼鼻泪管中下段梗阻表现为泪囊充盈扩
张袁同时可见到下方鼻泪管部分充盈扩张遥 其中 圆圆

只眼泪囊鼻泪管黏膜粗糙不光滑袁显示鼻泪管扩张
扭曲袁大部分呈螺旋状走形袁造影后次日行泪道冲

洗袁圆园 只眼鼻泪管完全畅通曰 所以造影如泪道及泪
囊黏膜粗糙不光滑大部分应为炎症所致鼻泪管梗阻
而非膜性梗阻遥 圆猿源 只眼造影泪道黏膜光滑袁仅以扩
张为主袁无明显迂曲曰造影后 圆猿源 只眼冲洗仅 猿 只眼
鼻泪管畅通袁圆猿员 只眼均需行探通术袁探通术后 圆员园
只眼考虑为 匀葬泽灶藻则 瓣膜未开放所致袁圆园 只眼考虑
膜性梗阻合并炎症性阻塞遥 本组 猿园园 只眼鼻泪管中
下段梗阻根据造影表现确定病变性质与临床基本相
符袁与相关文献报道亦完全一致咱怨暂遥
鼻泪管梗阻较重时袁在常规造影时卧位摄片袁泪
液极易溢出袁造影剂易造成污染袁泪囊及鼻泪管无法
明确显影遥 可采用立位柯氏位摄片袁这样可改变泪
道位置袁使其处于接近自然垂直状态袁正好利用了造
影剂比重较大的特点袁提高造影剂向泪道梗阻端弥
散的能力袁使泪道远端梗阻显示清晰遥
近年来袁随着医学影像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袁悦栽 泪
道造影及磁共振成像泪道造影开始应用于临床咱员园原员员暂袁
对于儿童泪道阻塞疾病术前定性与定位诊断袁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遥 但 载 线泪道造影作为一项成熟的方
法袁具有简便尧经济尧直观的优点袁可作为临床诊断婴
幼儿泪囊炎的重要辅助手段咱员圆暂曰同时可以为临床提

供明确的鼻泪管阻塞部位及泪囊尧 泪管扩张程度等
信息袁并对探通治疗及判断恢复状况提供依据袁应作
为婴幼儿泪道阻塞疾病的首选影像检查方法遥
咱参考文献暂
咱员暂 潘小亚袁张利花援 婴幼儿泪囊炎 愿圆远 例治疗体会咱允暂援 陕
西医学杂志袁圆园员圆袁源员渊苑冤院怨圆员

咱圆暂 刘家琦袁李凤鸣援 实用眼科学咱酝暂援 圆 版援 北京院人民卫生
出版社袁圆园园怨院圆愿缘

咱猿暂 李福生袁于

刚援 先天性鼻泪管阻塞的治疗进展咱允暂援 国

咱源暂 张红岩袁武

炬袁范

际眼科纵览袁圆园园愿袁猿圆渊源冤院圆愿缘鄄圆愿愿
萍袁等援 剖宫产与婴幼儿泪囊炎关

系的研究咱允暂援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袁圆园园怨袁猿圆渊愿冤院员员猿远原
员员猿苑

咱缘暂 刘莎利袁王纹姬袁田

甜援 先天性鼻泪管阻塞自愈率咱允暂援

中国斜视与小儿眼科杂志袁圆园员园袁员愿渊员冤院员远原员苑

咱远暂 于

刚袁 蔺

琪援 我国儿童先天性泪道疾病治疗现状

咱允暂援 眼科袁圆园员员袁圆园渊缘冤院圆怨圆原圆怨猿

咱苑暂 孕怎增葬灶葬糟澡葬灶凿则葬 晕袁栽则蚤噪澡葬 杂袁酝葬糟耘憎藻灶 悦允袁藻贼 葬造援 粤灶葬贼蚤燥灶葬造

泽怎则增藻赠 燥枣 贼澡藻 皂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 燥枣 糟燥灶早藻灶蚤贼葬造 灶葬泽燥造葬糟则蚤皂葬造 凿怎糟贼
燥遭泽贼则怎糟贼蚤燥灶 蚤灶 贼澡藻 哉灶蚤贼藻凿 运蚤灶早凿燥皂咱允暂援 允 孕藻凿蚤葬贼则 韵责澡贼澡葬造鄄
皂燥造 杂贼则葬遭蚤泽皂怎泽袁圆园员园袁源苑渊圆冤院苑远原愿园

咱愿暂 孕藻凿蚤葬贼则蚤糟 耘赠藻 阅蚤泽藻葬泽藻 陨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燥则 郧则燥怎责袁砸藻责噪葬 酝载袁酝藻造蚤葬
月酝袁藻贼 葬造援 孕则蚤皂葬则赠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燥枣 灶葬泽燥造葬糟则蚤皂葬造 凿怎糟贼 燥遭泽贼则怎糟鄄

贼蚤燥灶 燥灶 憎蚤贼澡 灶葬泽燥造葬糟则蚤皂葬造 凿怎糟贼 蚤灶贼怎遭葬贼蚤燥灶 蚤灶 糟澡蚤造凿则藻灶
赠燥怎灶早藻则 贼澡葬灶 源 赠藻葬则泽 燥枣 葬早藻咱允暂援 允 粤粤孕韵杂袁圆园园愿袁员圆 渊缘冤院
源源缘原源缘园

咱怨暂 陈

娟袁陈志钧援 泪道造影对婴幼儿再次泪道探通的指

咱员园暂 张

菁袁舒红格袁胡军武袁等援 酝砸 鼻泪管成像的临床应

导作用咱允暂援 四川医学袁圆园员员袁猿圆渊员冤院员园猿

用咱允暂援 中华放射学杂志袁圆园园愿袁源圆渊远冤院远员源原远员苑

咱员员暂 张诚玥袁于

刚袁吴

倩袁等援 先天性鼻泪管阻塞 悦栽 泪

囊造影及骨性鼻泪管测量初步研究咱允暂援 眼科袁圆园员员袁圆园
渊缘冤院猿园苑原猿员园

咱员圆暂 林秉淞援 载 线鼻泪管造影对鼻泪管阻塞诊断的意义咱允暂援
影像与检测袁圆园员园袁圆怨渊源冤院员愿缘原员愿苑

咱收稿日期暂

圆园员圆原园苑原园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