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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耳石复位治疗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渊遭藻灶蚤早灶 责葬则燥曾赠泽皂葬造 责燥泽蚤贼蚤燥灶葬造 增藻则贼蚤早燥袁月孕孕灾冤的疗效分析遥 方法院回顾分析

圆园园怨 年 员员 月耀圆园员猿 年 员员 月期间诊治的 源缘 例 月孕孕灾 患者的临床资料遥诊断依据典型发病史及变位试验袁并排除其他疾病袁应用

改良 耘责造藻赠 手法和 月葬则遭藻糟怎藻 猿远园毅体位翻滚法行耳石复位治疗袁 并分别于复位后 员 周及 猿 个月随访遥 结果院 无论是后半规管
月孕孕灾曰还是外半规管 月孕孕灾曰 前半规管 月孕孕灾 及混合型 月孕孕灾 都取得明显的效果遥 结论院手法复位治疗 月孕孕灾 具有较好的疗效尧
可反复操作尧不需要特殊设备袁有较好的应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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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阵发位置性眩晕 渊遭藻灶蚤早灶 责葬则燥曾赠泽皂葬造 责燥鄄
泽蚤贼蚤燥灶葬造 增藻则贼蚤早燥袁月孕孕灾冤是较常见的一种前庭功能障
碍袁其主要的临床表现为头部达到某一特定位置时
会出现短暂的眩晕发作并伴有眼震遥 按累及的部位
可分为院后半规管尧外半规管尧前半规管及混合型
月孕孕灾遥 其治疗方法包括手法复位尧药物辅助治疗和
手术治疗等遥 此病虽然为耳科疾病袁但其好发于中
老年人袁且一般不伴有耳部症状袁故常被误诊为椎原
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尧颈性眩晕尧梅尼埃病等疾病造
成误诊咱员暂遥 本院 圆园园怨 年 员员 月耀圆园员猿 年 员员 月共收集
到该类患者 源缘 例袁行耳石复位治疗效果显著遥

躺下头悬 猿园毅袁之后患者经过中度头伸位袁头缓慢
向健侧旋转 源缘毅袁然后患者旋转呈侧卧位同时头向
下转 源缘毅袁最后缓慢回到坐位同时头前倾 猿园毅袁每个
体位保持 员耀圆 皂蚤灶 或至眩晕消失遥 重复此过程直至
眩晕及眼震完全消失袁未完全改善的患者间隔 圆耀猿
凿 继续进行耳石复位治疗遥
确诊外半规管 月孕孕灾 患 者坐于治疗 台上 袁按
月葬则遭藻糟怎藻 翻滚法进行治疗袁 该方法包括自仰卧位
向健侧的连续 猿 个 怨园毅转头和翻身 渊记为 员 个循
环冤袁 为确保异位耳石颗粒自外半规管中完全排
出袁 上述操作反复进行到任一位置均无眩晕和眼
球震颤后再重复 员尧圆 个循环遥 每一头位维持时间
约为眩晕和眼球震颤消失后 园援 缘耀员援 园 皂蚤灶遥 治疗
过程中观察患者的各种主观反应袁如眩晕尧恶心尧
呕吐等遥 手法复位治疗后嘱患者尽量避免过度抬
头尧低头等动作袁睡眠时尽量把枕头垫高约 猿园毅袁
复位后 员 个月内尽量避免激烈活动袁 保持充足睡
眠遥 复位成功后有头昏眩晕和不稳感等症状的患
者予敏使朗口服袁复位后第 员 周门诊随访袁若复发
或仍有眩晕袁 可再复位袁 直到眩晕完全消失 阅蚤曾鄄
匀葬造造责蚤噪藻 试验变成阴性袁 多数患者 员耀圆 次复位后
可完全治愈遥
疗效评定依据文献咱圆暂的评估标准遥 淤痊愈院
眩晕或位置性眼震完全消失院于有效院眩晕或位置
性眼震减轻但未消失曰盂无效院眩晕或位置性眼震
无变化袁加剧或转化为其他类型的 月孕孕灾遥 复位后 员
周及 猿 个月复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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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和方法

对象
月孕孕灾 患者共 源缘 例袁其中男 员猿 例尧女 猿圆 例袁
年龄为 员愿 耀愿源 岁袁平均年龄 缘远援缘 岁袁后半规管型
月孕孕灾 猿园 例袁外半规管型 月孕孕灾 员园 例袁前半规管型
月孕孕灾 圆 例袁混合型 月孕孕灾 猿 例遥
诊断标准依据参考文献咱圆暂袁本组入选病例符
合下列标准院淤头部运动到某一特定位置出现短暂
眩晕的病史曰于阅蚤曾鄄匀葬造造责蚤噪藻 变位试验阳性曰盂排除
其患有心脏病尧椎动脉供血不足尧中枢病变以及梅
尼埃病等相关疾病遥
员援圆 方法
当患者被确诊为后或前半规管 月孕孕灾 时即采
用 耘责造藻赠 手法进行耳石复位治疗遥 具体方法如下院
患者取坐位袁头向患侧转 源缘毅袁保持该头位使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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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袁无其他不良反应曰 员 例外半规管患者第 员 次复位无

果

源缘 例患者中有 愿 例在复位时出现一过性恶心尧呕
表员

猿

类型

灶

后半规管
外半规管
前半规管
混合型
合计

猿园
员园
圆
猿
源缘

讨

痊愈
圆缘
园缘
园圆
园员
猿猿

员 周后复查
无效
有效
园缘
园源
员
园员
员园

效袁再次复位后有效曰愿 例患者复位后 员 周复查有效袁猿
个月后复查痊愈渊表 员冤遥

不同类型 月孕孕灾 患者疗效比较

员
圆

有效率渊豫冤
员园园
园怨园
员园园
远远援苑
怨缘援缘

论

月孕孕灾 作为临床最常见的眩晕症袁虽然具有自限
性 袁但部分患者其症状反复多达数月甚至更长袁尤
其是部分老年患者因眩晕跌倒导致意外伤害袁经过
手法复位治疗的患者症状迅速得到显著改善遥首先
要结合病史和查体袁必要的辅助检查以及相关科室
会诊来排除其他疾病引起的眩晕 渊如梅尼埃病尧迷
路炎尧颈椎病尧内科疾病等冤袁明确 月孕孕灾 的诊断遥 初
步诊断明确后再根据患者主诉及行 阅蚤曾鄄澡葬造造 孕蚤噪藻
和滚转渊则燥造造 贼藻泽贼冤两项体位诱发试验袁得出精确的定
位及定侧遥 最后根据 月孕孕灾 治疗指南使用相应的手
法复位方法遥需要注意的是行两项体位诱发试验过
程中袁 应注意眩晕症状出现之前有一个潜伏期袁一
般为数秒至 员园 泽袁 故完成后要有足够的观察时间袁
以免漏诊遥
手法复位治疗 月孕孕灾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治
疗过程中可能诱发眩晕和呕吐袁对于症状较重的患
者袁可以休息后再给予治疗遥 大部分患者治疗后即
刻体位变动诱发短暂眩晕的症状就消失袁 且变位试
验阴性袁说明手法复位治疗成功袁但仍有约 圆圆援圆豫的
患者有头昏和不稳感等症状袁 也有报道发生率高达
咱猿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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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苑豫和 远员豫咱源暂袁其机制可能为耳石进入椭圆囊后附着
于新的位置袁由于耳石的压力刺激椭圆囊感觉上皮导
致信号改变袁这种头昏一般无需特别处理袁一段时间

后会逐渐消失遥 本组病例中有 愿 例渊员怨援园豫冤复位成
功后有头昏眩晕和不稳感等症状袁经休息及服用敏
使朗 圆 周后症状消失袁猿 个月复查时痊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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