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鼻炎篇



  鼻塞
呈间歇性、交替性鼻塞，

 早晚气温低、遇寒冷、

   久坐后症状明显，侧

   睡时下侧的鼻塞明显。

  鼻分泌物增多出现少量鼻涕症状，多
呈粘性，白色或兼微

黄，或为少量清涕。

  嗅觉障碍

慢性鼻炎属于呼吸阻塞

  性嗅觉障碍，一旦鼻

   腔通畅，嗅觉很快恢

    复正常。

鼻炎篇 1

儿童鼻炎的症状 



    儿
童鼻腔和鼻道

狭窄，鼻窦发育不

全，鼻窦黏膜嫩弱，

淋巴管和血管丰富，

一旦感染极易发生

        
阻塞。

    儿童鼻窦窦口
相对较大，感染

易经窦口侵入鼻
   窦。

    鼻
部的临近器官，如

咽部的扁桃体和鼻咽部

的腺样体肥大以及先天

性腭裂等疾病影响正常

   鼻
呼吸。

    儿童易发生鼻
腔异物、鼻外伤，

而引起继发感染。
    过敏性体质的儿

 童易患过敏性鼻
炎、鼻窦炎、哮喘

    等。

儿童若在不清洁的

水中游泳或跳水等，

易患鼻炎、鼻窦炎。     儿童常用手指挖鼻，

   鼻涕刺激鼻前庭皮肤

   易引起鼻疖和鼻前庭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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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鼻炎的特点



              儿
童鼻窦炎

症状与普通感冒相似，常

持续10天以上，每年反复

患上呼吸道炎症，发热伴

有脓性鼻涕。

              儿童上颌窦炎
长期轻微的咳嗽，发出“吭、

吭”声，伴有痰咳出。是小

儿鼻炎产生的鼻涕向下流到

咽喉和气管、支气管，然后

反射性咳出，称为鼻肺反

             射综合征。

嗜酸细胞增多症性鼻炎

是一种以鼻分泌物嗜酸

细胞增多为特征，补体

结合系统紊乱高反应性

鼻病。是一种先天性疾

病，一岁多开始发病，

青春期后症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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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鼻炎的分类



        急性非化脓性中耳炎

由于鼻咽部咽鼓管口的黏

  膜充血肿胀，引起非化

         脓性中耳炎。

        急性咽炎
可引起急性咽炎，

出现咽喉疼痛，
吐痰、咳嗽。

       气管炎与肺部感染

若引起气管炎或肺部感

染，则发热症状明显，

咳嗽症状加重，精神不

振，肺部听诊时出现

                  罗音。

        急性鼻窦炎

由于鼻窦开口位于鼻

道，细菌进入鼻窦，

引起急性鼻窦炎。

      急性化脓性中耳炎

可引起急性化脓性中耳

炎，出现耳内剧痛，或

有明显发烧，耳内流黄

脓症状。

         急性喉炎

可引起急性喉炎，出

现声音嘶哑或沙哑，

可伴有咽喉痒感与咳

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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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鼻炎并发症



        
    多

喝水

软化鼻腔分泌物，减少

呼吸道堵塞，若分泌量

过多，可以用热水、蒸

汽雾化薰鼻。             远离过敏原

治疗过敏性鼻炎要远离过

敏原，避免接触毛皮、地

毯、羽绒制品，保持空气

清新，去除尘螨。使用环

保装修材料，加强体育锻

        炼，减少感冒发生。
   补

充维生素

特别是维生素C，

可减少鼻炎复发

的次数。
      远离易敏食物如海鱼、海虾、鸡蛋等，这类食物极有可能引起过敏。

     增强抵抗力

锻炼身体，增强体

质，积极防治急性

呼吸道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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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鼻炎的护理



  急性鼻炎

患儿易鼻塞、鼻腔分泌物

增多，早期清水样涕，

逐渐形成黏液脓性鼻涕，

伴有低热和全身不适。

  慢性鼻炎
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成，与细菌继发感染、治疗不彻底和反复发作有关。

  过敏性鼻炎

发作时鼻粘膜苍白、

水肿，鼻内大量清

水样鼻涕滞留。

  萎缩性鼻炎鼻粘膜、骨膜和鼻甲骨等鼻组织萎缩，患儿鼻内干燥，通气难畅。

  慢性肥厚性鼻炎

长期慢性炎症、淤血，

使得鼻粘膜或鼻甲出

 现增生，形成慢性肥

   厚性鼻炎。

  儿童干酪性鼻炎较为罕见，患儿鼻内干酪 物积聚，恶臭味重，容易  侵蚀鼻内软组织和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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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鼻炎的症状 



  误区一：
把鼻炎当感冒

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和感冒很相似，但只要细细分辨，还是可以区分开来的。
感冒一般伴有全身症状，如头晕、呕吐、头痛、浑身无力等，过敏性鼻炎则没有，且多为         早上发病。

       感冒一周左右就

会好转病愈，过敏性

鼻炎则没有时间限

制，通常病程较

长。
                 误区二：    只治鼻炎却不预防过敏性鼻炎发病率虽高，

但只要患者注意预防，避
免接触过敏原，就能得到

    控制。

                 误
区三：

    治鼻炎跟着广告走

过敏性鼻炎迄今为止只能

控制，不能根治。鼓吹

“包治包好”的广告是

            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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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鼻炎治疗的三大误区



       耳部疾病

长期鼻炎可引发分泌性中

耳炎，导致患儿听力下

降，耳部有闷堵感。
            神经系统

影响神经系统大脑发育，

可引起智力下降、记忆

力下降、思维不集中、

          反应迟钝等。

       消化道症状大量的鼻涕抽吸，咽入腹腔刺激胃黏膜而引起食欲下降、呕吐等消化道         症状。

            面部容貌

长期张口呼吸可导致面

部发育障碍，引起上颌

骨变长、牙齿向外突、

嘴唇变厚等所谓“鼻病

              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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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过敏性鼻炎的危害



            抵抗力差是最根本的原因，适当参加体育锻炼能够有所  改善。

            环境因素
小儿长期出入人群密集

的场所，或吸入大量的二手

烟、灰尘、刺激性气体后，

 也容易导致鼻炎出现。

        不良生活习惯家长给孩子擤鼻涕时用力过猛，也会导致炎    症的出现。另外，不   当的挖鼻也会导致鼻              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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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为什么会患上鼻炎？



  新生儿短暂特发性鼻堵塞

新生儿鼻腔狭窄，很多都有

短暂的鼻堵塞，伴有黏性或

         水性分泌物。
             新生儿持久性鼻炎

许多新生儿依靠鼻呼吸，一旦

鼻子充血，鼻腔就会变得更为

   狭窄，造成气体交换困难，

              形成鼻炎。

    牛奶引起的过敏性鼻炎

对牛奶的过敏反应，会使小

儿口鼻分泌物增加，常见于

       出生1～2个月的小宝

               宝
。

             过敏性鼻炎表现为突然出现鼻塞、流清水

鼻涕，连续打喷嚏，眼睛、鼻

    子、咽喉部及外耳道瘙痒

                    难耐。

               慢
性鼻炎

免疫力低下的孩子感冒之后，

迁延难愈，鼻塞持续，形成

     鼻炎，且引起鼻甲肥大、

         腺样体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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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易患哪几种鼻炎？



          螨虫过敏

如果小孩对毛皮或螨虫

过敏，应撤掉羽绒用品，

家里常用吸尘器清洁环

境，保持空气清新流动。
          化学过敏如果对化学气体过敏，

应当尽量使用绿色环保
的装修材料。

                抗敏药物

如果过敏非常厉害，可以用

抗过敏药物，2岁左右的小儿

可以用局部喷鼻剂内舒拿、

雷诺考特、伯克钠等。
          注意锻炼如果是感冒诱发的过敏

性鼻炎，应注意锻炼，
减少感冒发作频率。

            预防治疗

如果是季节性过敏，最

好提前一两个月采取预

防治疗，减轻鼻炎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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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如何应对过敏性鼻炎？



          饮食
日常饮食应避免易导致过敏的食物，如：海鲜、鸡蛋、牛奶等。

          外出

外出时应适当佩戴

口罩，防止吸入花

  粉、柳絮等过敏

                 原
。

          宠物
鼻炎患者家中应避免饲养宠物，因为宠物的毛屑很容易导致鼻      炎出现。

          用药

家长不应给患儿盲目

用药，应该到正规医

院检查后在专家的指

   导下对症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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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得了鼻炎要注意什么？



游泳时姿势要正确，尽量做到头部露出水面。

遵医嘱及时服药与外用滴鼻。

平时注意鼻腔卫生。

注意擤鼻涕方法。鼻

塞多涕者，宜按塞一

侧鼻孔，稍稍用力外

    擤，之后交替而擤。

有牙痛者，要

彻底治疗。

慢性鼻窦炎者，治疗

要有信心与恒心，加

强锻炼增强体质，以

防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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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鼻炎的预防（一）



尽量控制冰凉的食

物，如：冰激凌、

冰镇饮料等。

冬季应选择加湿器，

避免室内空气过于

干燥，引发鼻腔不适。

保持心情开朗，

精神上避免刺激。

同时注意不要过

劳。

不吃油腻辛辣食物，多饮水，多食蔬菜，保持大便通畅。

平时可常做鼻部按摩。

热敷或按摩后颈和下腹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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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鼻炎的预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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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鼻炎食疗方

  芎芷炖猪脑猪脑1副，川芎、白芷各
6克，辛夷花10克，先煎

三味中药，取汁半碗，
倒入炖蛊内，加入猪脑，

沸水炖熟，饮汤吃猪
    脑，常服有效。

          蜜蜂窝取新鲜蜜蜂窝适量，
放嘴内咀嚼10～20分钟，每日1～2次。

     红枣煲苍耳子红枣6枚，苍耳子10
克，清水适量同煲，

取汁服，每日一次，
七天一疗程。

  辛夷花煲鸡蛋辛夷花10克，鸡蛋1
～2个，加水适量同

煲，蛋熟后去壳，再煮片刻，饮汤吃  蛋，常服有效。

     苍耳子煲瘦肉

苍耳子12克，猪瘦肉50

克，加水煮60分钟，食

盐调味，食肉饮汤，

     常服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