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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鼻窦正常气化规律初探
白振华郭宏伟

闫清淳吴朔春袁新宇谷庆隆
【摘要】

目的利用磁共振成像探讨儿童鼻窦正常气化规律。方法选取２８０例无鼻窦炎的

年龄１７ ｄ（＜ｌ岁患儿本研究中称为０岁）至１４岁患儿的鼻窦ＭＲＩ图像，观察各组鼻窭的气化规律，
测鼍左侧上颌窦轴位与矢状位最大面积值。结果０一ｌ岁患儿上颌窦气化率为８５％；至３岁时，气

化率达９５％，且男女患儿上颌窦气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ｏ．７４１，Ｐ＝ｏ．３８９）；４岁以后全部气
化。Ｏ—１４岁患儿筛窦气化率达１００％。＜ｌ岁患儿蝶窦未见气化；至５岁时平均气化率为４９％，且

男女患儿气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２．４５２，Ｐ＝ｏ．１１７）；７岁以后气化率达１００％。＜５岁患儿额
窦未见气化；５～９岁额窦平均气化率为６２％；ｌＯ岁以后额窦气化率达到９５％，男女患儿额窦气化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ｏ．１２４，尸＝Ｏ．７２４）。女性患儿上颌窦气化轴位、矢状位最大面积分别为
（６８９．２８±２２１．７９）、（６５９．７６±２６３．３１）ｍｍ２，男性分别为（６６８．１３±２０６．３８）、（６３８．６０±２０７．６７）ｍｍ２，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ｔ＝一１９．７８，Ｐ＜０．００ｌ；ｔ＝一１９．８９，Ｐ＜０．００１）。结论

了解儿童鼻窦正常气

化规律有助于对不同年龄儿童鼻窦病变，特别是炎性病变的诊断提供参考。

【关键词】儿童；鼻窦；颅骨；磁共振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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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处于鼻窦发育期，准确掌握儿童鼻窦气化

本量较少、年龄分组过于宽泛…，且不同种族人群鼻

和发育规律，对正确诊断儿童鼻窦疾病至关重要。

窦发育规律亦不尽相同。目前有关我国儿童鼻窦正

有国外研究者提出儿童鼻窦发育规律的模型。但样

常发育的影像学资料很少。本研究通过分析２８０例
不同年龄儿童正常鼻窦ＭＲＩ表现，总结儿童鼻窦气

ＤｏＩ：ｌ ｏ．３７郁Ｉ／ｃｎｎ

ｊ．ｉ８№１６７３删Ｂ６ｎ ２０１１．傀．伽略

化规律，为儿童鼻窦疾病的诊断提供参考㈣】。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０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放射科

资料与方法

（日清淳、吴朔春、袁新字、白振华、郭宏伟），耳鼻咽喉科（谷庆隆）

通信作者：裒新宇。Ｅ啦ｉｌ：ＩｉｎｙＩ．＿ｙ＠ｈ０呻ａｉＬⅫ
万方数据

一、研究对象

～

一～

２００３年ｌ Ｊ１至２００９年１月求我科进｝ｒ叉颅
ＭＲＩ检雀的忠儿共ｌＩ ３２７例，选取２８０伽无鼻窭炎
且无相戈鼻部症状，无鼻整异常发育病坐｝Ｌ双删鼻
塞发育对称的患儿为研究埘象２８０洲受检患儿Ｉｑ
发热抽捕（１３６例）、病毒性脑炎（３５例）、脯门质痫
（２９例）、颜ｌ面部ｍ管瘤（２５例）、朗格议斯细胞组织
细胞增ｑ：症（１８例）、系统忡￡【＿ｃｌＥ彼绝（１５例），ｈ血

一一

病（１２例）、头颅外伤（ＩＯ例）等原岗进行头颅ＭＩ｛ｌ
检查。其中男１４０例，女１４０例；印龄１７ ｄ（未满
ｌ岁患儿奉研究巾称为０岁）至１４岁．ｑ１位数年龄
７

４岁。，根据年龄分为：０一Ｉ岁、一２岁、～３岁、

一４岁、一５岁、一６岁，～７岁，一８岁、一９岁、
～１０岁、～ｌｌ岁，～１２岁、～】３岁、～Ｊ４岁共１４组，
每组２０例，其巾男女各１０例。
＿二、没备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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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回波亿（ＴＲ＝３５００ｍ；ＴＥ＝１１２胁）序列双侧

ｌ上颁赛：ｏ—ｌ岁患儿气化毕为８５％

鼻窦Ｋ’ｎｗＩ，７ｒ２ｗｌ均无任何信呼的对称Ｍ域视为

（１７／２０）．至３岁ｌＩ寸，气化牢选９５％（１９／２０），４岁以

气化区．反之视为朱气化Ｋ在轴位罔像与矢状位

后全部７ Ｃ化

一２、一３岁２组Ｊｌ｜ｌ ｌ，颁赛’ｔ化率麓舁

罔像选取左侧ｊ：颌窦最大层面进行面ｊ｛；ｌ测母．分别

无统计学意义（ｘ１＝ｏ

得ｍ轴位气化面积虽大值与矢状佗气化面积最大值

一３岁３组联合统计．男女忠儿Ｊ颁窦７Ｃ化牢差异

（图１．２）。

无统计学意义（ｆ＝ｏ

３６０．Ｐ＝ｏ ５４８）．ｏ—ｌ、～２、

７４ｌ，Ｐ＝ｏ ３８９）

２筛窦：各组ｏ Ｃ化卓均为１００％。
３蝶窦：＜ｌ岁患儿未见气化，～２、一３、一４、
一５岁４组的平均气化率为４９％【３９／８０）．７岁以后
气化率达１００％。ｈｇｌｓｔ－ｒ分析发现．７岁以内蝶窦
７（化牢与年龄有关（ｗａ¨＝３８ ９３．（Ｉｆ＝Ｉ，Ｐ＜０叭；
‘）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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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３ ２４）．一２、一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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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无意义（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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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女性小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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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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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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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川ｓＴ丐ｓ

２ ６Ｉ）．一６，一７、一８、一９、一ｌＯ、一ｌｌ、一１２、～１３．

１３

０软件对各组鼻整气化表现使川

ｌ鹕Ⅻｒ陋Ｉ归分析；儿市气化年龄删差异使川独讧样
本ｌ检验；性别问差异使川ｆ梭验：Ｉ领窦７ ｃ化城
大ＩｌＩｉ积（轴位．灭状位）悱圳问箍肄使川独市样水ｆ

万方数据

～１４岁９组联介统计．男盘患儿糊蜜７ Ｃ化率般冲尢
统计学意望（一＝０

１２４．，’＝ｏ ７２４）。

二、男业想儿Ｉ：颁寓’【化轴化蚰夫嘶髟！’Ｊ健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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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最大面积比较

１４０例女性患儿中，１３６例上颌窦气化，其上颌
窦气化轴位最大面积平均为（６８９．２８±
２２１．７９）ｍｍ２，１４０例男性患儿中，１３８例上颌窦气
化，其上颌窦气化轴位最大面积平均为（６６８．１３±

２０６．３８）ｍｍ２，男女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

拿

篁

Ｖ
并
旧
Ｋ
堪
掣
暴

一１９．７８，Ｐ＜Ｏ．００１）；女性患儿上颌窦气化矢状位
最大面积平均为（６５９．７６±２６３．３１）ｍｍ２，男性患儿
为（６３８．６０±２０７．６７）ｍｍ２，男女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一１９．８９，Ｐ＜０．００１）。各年龄组上颌窦气化
图３上颌窦轴位最大面积与年龄的关系

最大面积见表２。
表２

２８０例不同年龄患儿上颌窦气化

最大面积（舢２，孟±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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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上颌窦矢状位最大面积与年龄的关系

此除非必须，不提倡对患儿迸行ＣＴ检查。因此，
ＭＲＩ在观察鼻窦方面独具优势”Ｊ。同时，ＭＲＩ为无
辐射检查，这也是本研究选用ＭＲＩ作为观察鼻窦气
化规律的原因。
三、上颌窦气化轴位和矢状位最大面积与年龄
的关系

鼻窦在宫内即开始发育，但个体发育差异较大。

上颌窦是最先发育的一组鼻窦，出生时窦腔内即充

上颌窦轴位最大面积（ｙ）随年龄（ｘ）增大而逐
渐增大，且呈线性关系。采用线性回归得出上颌窦
轴位气化面积与年龄呈正相关关系（图３），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１＝８２２．８，Ｐ＜Ｏ．００１），计算公式如下：
①

ｙ＝５３．ｏｘ＋１９６．２

上颌窦矢状位最大面积（ｙ）随年龄（ｘ）增大而逐
渐增大，且呈线性关系。采用线性回归得出上颌窦矢
状位气化面积与年龄呈正相关关系（图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ｔ＝８００．０，Ｐ＜０－００１），计算公式如下：
②

ｙ＝５８．４ｘ＋１１７．９

满液体。有研究表明，上颌窦在０—３岁、７一１２岁
出现２次发育高峰泠川。这与本研究３岁时上颌窦
气化率达到９５％，７岁时气化率达到１００％的结果
一致。随年龄增长，上颌窦窦腔由中心向四周扩张，

体积不断增大。本研究结果提示，上颌窦窦腔大小
与年龄呈线性关系。筛窦由于液体与气体对比良

好，出生后即可清晰辨别。本研究２８０例患儿均可
见筛窦气化。Ｏ—ｌ、～２岁２组中，上颌窦及筛窦
ＭＲｌ均显示清晰。有研究表明，２岁前ｘ线对窦腔
显示模糊欠清，而ＭＲＩ则更为敏感，可清晰显示窦

讨

论

腔∞Ｊ。额窦可以看作筛窦向前上方的延伸。由于

ｌ岁以内，由于黏膜的原因会导致窦腔在Ｘ线

出生后额骨呈膜状，因此在骨化前很难看到额窦窦

片上模糊不清，因此该年龄段常规Ｘ线检查对观察

腔形成，其发育时间一般在５岁以后旧Ｊ，这与本研究

鼻窦的帮助有限㈠。大多数鼻窦病变多为软组织

结果一致。本研究显示，５岁前额窦未见气化，～６、

改变，窦壁骨骼受累较少，且由于电离辐射原因，因

～７、一８、一９岁４组有６２％患儿额窦气化，１０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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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额窦气化率达到９５％，且１４岁以内额窦气化率

报道显示，左右侧上颌窦气化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

与年龄有关。蝶窦则较为特殊，它是由胚胎时期的

义归Ｊ，因此本研究选择左侧上颌窦进行测量，进一

鼻被囊发育而来，在３岁前保持未发育的状态，７岁

步分析气化面积与年龄间的关系。本研究非儿童鼻

时蝶窦窦腔可达蝶鞍，１８岁达到成人水平旧。７ Ｊ，这与

窦气化的追踪随访，而是鼻窦气化的横断面调查，因

本研究结果相符。本研究显示，ｌ岁以内蝶窦未见

此所得结果具有一定局限性，但仍可作为儿童鼻窦

气化，一２、一３、一４岁３组约有４９％患儿蝶窦出现

气化规律的参考。

气化，７岁以后蝶窦气化率达到１００％，７岁以内蝶
窦气化率与年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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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交流．
仁品耳鼻喉专科医院诚聘各类专业人才
成都仁品耳鼻喉专科医院是由成都章志医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斥巨资精心打造的连锁耳鼻喉专科医疗机构，也是西
南最大的一家耳鼻喉专科医院。医院致力于打造中国耳鼻喉行业连锁医疗事业。目前在成都ｆ－：品耳鼻喉专科医院取得初步
成果的前提下．旗下多家连锁医院在全国各省份城市紧张筹备之中。为满足ｆ＿：品耳鼻喉（连锁）医院发展需要，长期对外招聘
以下岗位：①院长：副主任或副教授以上职称，在二甲以上医院从事专业或管理工作１５年以上；具有丰富的Ｉ临床经验和全面的
医院日常经营管理经验．年薪２０万一３５万。②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科带头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以上职称．临床经验丰富．

能熟练开展耳鼻喉科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和危霞病症的诊疗工作，年薪１８万一４０万。③耳鼻咽喉门诊（住院）医生：中
级职称．５年以上二甲医院耳鼻喉临床丁作经验，年薪ｌＯ万一３０万。工作地点：全国各省份城市，具体可致电咨询。承诺：本
连锁医院将为受聘人提供到国家卫生部直属ｉ甲医院进修机会，我们热忱欢迎您的加盟。
联系人：杨女士，电话：０２８－８７３３７９２５／１５３韶１５３２１６。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青华路５１号，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托ｎｐｉｎ．ｏｒｇ，邮编：
６ｌ００７２，Ｅｍａｉｌ：ｃｈｉｎａ船ｙｌ＠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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