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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背景!睑板腺是位于上下睑板内一种特殊分化的皮脂腺'其形态学和功能学的严重改变与多

种眼表疾病有关'研究睑板腺形态学和功能变化与干眼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的!观察年龄相关

性白内障患者的睑板腺形态%结构及功能变化'探讨衰老与睑板腺功能障碍 "ed7#及眼表健康状态的关

系*!方法!采用系列病例观察研究方法'选取 "$'# 年 %3= 月在山西省眼科医院就诊的 (2 岁以上年龄相关

性白内障患者 =% 例 =% 眼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年龄将患者分为 (2 h2= 岁组和"#$ 岁组$按照睑板腺缺失范围

将受检眼分为睑板腺缺失范围"':% 组和睑板腺缺失范围U':% 组* 采用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眼表组织%睑缘

形态%睑板腺开口形态和睑脂性状$采用眼表疾病指数"8A79#量表问卷对眼表症状进行调查和评分$采用眼

表综合分析仪测定受检眼泪膜破裂时间"ElH#%泪河高度%睑板腺缺失%结膜充血及角膜荧光素染色情况*!

结果!=% 例受检者均无干眼主观症状'8A79问卷评分均U'" 分* 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受检眼均未发现睑缘及

皮肤黏膜交界线的形态学变化'无睑板腺开口%睑脂排出及睑脂性状的异常* 眼表综合分析仪检查发现'("

眼 ElH缩短'占 (2T'#f$2" 眼泪河高度下降'占 22T='f$2V 眼睑板腺缺失范围"':%'占 #"T"&f* (2 h2=

岁组受检眼睑板腺缺失评分为 'T#2C$T&='"#$ 岁组为 'TV#C$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S'T%$''"S$T'=&#*

但相关分析示年龄与睑板腺缺失评分呈弱正相关"5?S$T%"%'"S$T$$"#'与 ElH及泪河高度均无明显相关性
"5?S$T'2('"S$T'('$5?Sc$T$"('"S$TV"'#$睑板腺缺失评分与ElH呈负相关"5?Sc$T"2''"S$T$'2#'睑板腺

缺失范围"':% 组 ElH异常的发生眼数明显多于缺失范围U':%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T$'V#*!结论!

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睑板腺缺失逐渐加重$睑板腺缺失范围较大者发生泪膜不稳定的风险增加$早期

ed7患者体征先于症状出现'临床工作中应重视无症状的 ed7患者*!

(关键词)!眼睑病变:诊断$ 睑板腺:异常状态$ 年龄' (2 岁以上$ 衰老:生理$ 泪液:生理性$ 眼科诊

断技术:仪器$ 眼表综合分析仪

4+%-?)$)*'."$5*.%$+ 1-%+#(2%+1"%+# *(0-%/)0/'%("(*+#$&$*+$+%1"3/"-%&"#(%&%/%(&,*,0-%&$*+!

./ >/%'-$_$&''(%&' #$&'*$&'

W,%&U$O;)>1?4$6%:'L%$;/%& EFEEEC'B,$&%

B155)?41&=$&' %/6,15&-$_$&''O7%$:&;I1&&)FCFNFCFRKCDSA17

"45)&/%(&#67%(81/*0+#6eM,P6*+,0 1-+0Z ,<+<RM5,+--]Z,[[MOM0N,+NMZ <MP+5M6\<1-+0Z -],01,0 N/MN+O<\<6[

\RRMO+0Z -6̂MOM]M-,Z4H/M*6OR/6-61,5+-5/+01M<6[N/M1-+0Z ,<+<<65,+NMZ ,̂N/ +_+O,MN]6[65\-+O<\O[+5MZ,<M+<M<4

AN\Z],01N/MOM-+N,60</,R 6[*6OR/6-61,5+-+0Z [\05N,60+-5/+01M6[*M,P6*+,0 1-+0Z ,̂N/ 65\-+O<\O[+5M,<6[1OM+N

<,10,[,5+05M4!95:"(&$;"!H/,<<N\Z] +̂<N66P<MO_MN/M5/+01M6[*6OR/6-61]'<NO\5N\OM+0Z [\05N,60 6[*M,P6*+,0

1-+0Z 6_MO+1,01+0Z ,0_M<N,1+NMN/M+<<65+N,60 6[*M,P6*+,0 1-+0Z +P06O*+-,N] ,̂N/ 65\-+O<\O[+5M4!!"&2*#)!B

RO6<RM5N,_M-]5+<M<>6P<MO_+N,60+-<N\Z] +̂<RMO[6O*MZ4I,0MN]>N/OMMM]M<6[=% R+N,M0N<̂ ,N/ +1M>OM-+NMZ 5+N+O+5N+1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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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睑板腺是位于上下睑板层的一种特殊分化的皮脂
腺'其主要功能是合成%储存并分泌睑脂'构成泪膜的
脂质层* 睑板腺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其功能的异常
可导致泪膜脂质层的成分和形态异常'出现泪膜稳定
性下降'泪液蒸发增加'继而引起眼表干燥%眼表组织
的炎症反应及相应组织的上皮损害'即睑板腺功能障
碍"*M,P6*+,0 1-+0Z Z]<[\05N,60'ed7# +', * 睑板腺形
态学的观察是 ed7诊断和治疗监测的客观指标'也
是目前的研究热点* 本研究中拟利用眼表综合分析仪
对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的睑板腺结构及眼表情况进

行观察'探讨衰老与睑板腺形态和功能异常及眼表疾
病的关系*

B6资料与方法

B4B6资料
B4B4B6一般资料6采用系列病例观察研究方法'选取
"$'# 年 %3= 月在山西省眼科医院诊断为双眼年龄相
关性白内障的患者 =% 例 =% 眼'其中男 '# 例'女 &&

例'均取右眼为受检眼$年龄 (2 h&% 岁'平均"2&T2(C
#T#'#岁* 受检者接受检查前均了解检查目的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
B4B4C6纳入标准6"'#年龄"(2 岁$""#眼表疾病指
数"85\-+OA\O[+5M7,<M+<M90ZMD'8A79#问卷评分!'"

分$"%#睑缘无形态学变化'睑板腺开口及睑脂性状无
异常* 同时符合上述 % 项指标方可入组* 按照文献
+",的方法将入组受检者划分为 (2 h2= 岁组和"#$

岁组$此外'根据睑板腺缺失程度分为睑板腺缺失范围"
':% 组和睑板腺缺失范围U':% 组*
B4B4D6排除标准6"'#8A79问卷评分k'" 分$""#有

确定的干眼病史$"%#有角膜接触镜配戴史$"(#有眼
外伤及眼部手术史$"2#有变应性结膜炎%感染性角结
膜炎病史或眼部持续用药史$"##有任何可影响泪液
分泌和泪膜功能的系统性疾病'如糖尿病%风湿性关节
炎%失眠等并接受过相应治疗者*
B4C6方法

患者均接受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眼前节%8A79评
估%mMO+N61O+R/]2e眼表综合分析仪"德国 85\-\<公
司#检查'所有检查均由同一位技术熟练的医师完成*
B4C4B6裂隙灯显微镜眼前节检查6裂隙灯显微镜下
观察睑缘形态规则性%睑缘是否充血%睑缘与皮肤交界
处是否移位%睑板腺开口形态%结膜是否充血%角膜上
皮有无缺损及浸润*
B4C4C68A79评估!采用 8A79问卷调查'受检者对近
' 周眼部不适情况作答'问卷共 '" 题'计 $ h'$$ 分'

其中 $ h'"分为正常''% h"" 分为轻度干眼症状'"% h
%" 分为中度干眼症状'%% h'$$ 分为重度干眼症状 +%, *
B4C4D6眼表综合分析仪检查6利用眼表综合分析仪
检查泪膜破裂时间" POM+̀>\R N,*M6[NM+O[,-*'ElH#%

泪河高度%结膜充血评分%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和睑板
腺缺失评分* 检查均在自然睁眼状态下进行并重复 %

次'取平均值* 检查结果的判定参照文献+(,中的标
准* "'#ElH检查!自动记录首次ElH和泪膜破裂部
位'以不同颜色绘制泪膜破裂分布图'根据检查程序提
供的公式计算平均 ElH'!& <者为异常* ""#泪河高
度!采用眼表综合分析仪的红外光工具采集数据'!
$T"$ **者为泪液分泌异常* "%#结膜充血评分!对
球结膜及角膜缘进行拍摄'采用眼表综合分析仪的 ?>
A5+0 眼表充血评分程序自动计算分析区域内血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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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占眼表总血管面积的百分比并进行评分* 如果区域
内血管面积百分比为 '$f'则记为 ' 分* 设备设置最
大比率为 ($f'故眼表评分为 $ h( 分* 无结膜充血
者为 $ 分$单根血管充血者为 ' 分$轻度弥漫性充血者
为 " 分$严重局部充血者为 % 分$严重弥漫性充血者为
( 分* "(#角膜荧光素染色分级!利用 J-\69*+1,01
角膜点染观察程序'将采集图片自动分为 2 个区域'参
照文献+(,中的 E+]-6O分级方法进行分级&无角膜荧
光素染色为 $ 级$角膜表浅针点样着染"!'$ 个点#或
少数点簇状着染为 ' 级$角膜局部或弥漫性针点样着
染和局部点簇状着染"轻度着染#为 " 级$大量点簇状
着染和密集的融合着染"中度染色#为 % 级$全角膜点
簇状着染或融合着染%全层上皮脱失"重度染色#为 (
级* "2#睑板腺缺失评分!采用红外光源观察睑板腺
形态'计算机经系统自动分析并得出相应量化值并评
分&未见睑板腺缺失为 $ 分$睑板腺缺失范围!':% 为 '
分$睑板腺缺失范围k':% hU":% 为 " 分$睑板腺缺失范
围"":% 为 % 分*
B4D6统计学方法

采用 dO+R/R+Z @O,<*2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 8A79问卷调查结果数据资料和裂隙灯显微镜下
睑板腺形态学异常的眼数分布以频数表示'眼表综合
分析仪测定的干眼相关指标及睑板腺缺失评分数据资

料以 UC?表示* 采用均衡独立分组单因素干预两水平
研究设计'(2 h2= 岁组与"#$ 岁组间受检眼睑板腺缺
失评分%平均 ElH%泪河高度%结膜充血评分%角膜荧
光染色评分的差异比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6检验$睑板
腺缺失范围"':% 组与U':% 组间平均 ElH异常眼数
的差异比较采用 J,</MO精确概率法$受检者年龄与平
均 ElH%泪河高度%结膜充血评分%角膜荧光素染色评
分及睑板腺缺失评分的关系%睑板腺缺失评分与平均
ElH的 关 系 评 估 均 采 用 ARM+O*+0 秩 相 关 分 析*
"U$T$2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6结果

C4B6受检者 8A79评分及睑板腺形态改变
所有受检者均未主诉干眼症状* 8A79问卷调查

显示 " 例受检者有夜间开车眼部不适症状'# 例患者
有长时间看电视或使用计算机时眼部不适症状''' 例
受检者有迎风时眼部不适症状* 所有受检者 8A79评
分均!'" 分* 裂隙灯显微镜下所有受检者睑缘无充
血%肥厚%角化%不规则及皮肤黏膜交界线移位等'未发
现睑板腺开口狭窄和闭塞者'所有受检者睑板腺无脂
帽%脂栓及隆起'睑脂的排出及性状未见异常* 眼表综

合分析仪检查可见受检者多种睑板腺形态学的异常'
包括腺体缩短%迂曲和缺失'其中腺体缩短多自穹隆部
向睑缘推进'腺体缺失则多自睑板两侧向中央推进'以
下睑表现为重*
C4C6年龄与睑板腺缺失评分的关系

=% 眼受检眼中'2V 眼睑板腺缺失范围"':%'占
#"T"&f'其中 (2 h2= 岁组 %( 眼'占 2=T#2f"%(:2&#'"
#$ 岁组 "( 眼'占 ##T#&f""(:%##* (2 h2= 岁组受检
者睑板腺缺失评分为 $ 分者 ( 眼'占 &T$"f'"#$ 岁
组未发现睑板腺缺失评分为 $ 分者$(2 h2= 岁组和"
#$ 岁组睑板腺缺失评分为 ' 分者分别为 '= 眼和 '"
眼'均占 %%T%%f$" 个组睑板腺缺失评分为 " 分者分
别为 "& 眼和 '& 眼'占 (&T%#f和 (&T""f$" 个组睑板
腺缺失评分为 % 分者各 & 眼'分别占 '"T"Vf 和
'=T((f* (2 h2= 岁组平均睑板腺缺失评分低于"#$
岁组'但 " 个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6S'T%$''
"S$T'=&#"表 '#* 年龄与睑板腺缺失评分间呈弱正
相关"5?S$T%"%'"S$T$$"#"图 '#*

表 B6不同年龄组睑板腺缺失评分比较"!P"#

组别 总眼数 平均睑板腺缺失评分

(2 h2= 岁组 2& 'T#2C$T&=

"#$ 岁组 %# 'TV#C$T&"
6值 'T%$'
"值 $T'=&

!"独立样本 6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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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6年龄与睑板腺
缺失评分关系的散点

图 6年龄与睑板腺
缺失评分呈弱正相关

"5?S$T%"%'"S$T$$"#

"ARM+O*+0 秩相关分
析'&S=%# "图中部分
检测点重叠#

C4D6年龄与干眼相关检测指标间的关系
=% 眼受检眼中'(" 眼 ElH缩短'占 (2T'#f$2"

眼泪河高度下降'占 22T='f$"V 眼发生不同程度的结
膜充血'占 %$T'$f$'% 眼发生角膜上皮点状缺损'占
'%T=Vf* (2 h2= 岁组受检眼平均 ElH值和结膜充血
评分均高于"#$ 岁组'而泪河高度和角膜荧光素染色
评分均低于"#$ 岁组'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k$T$2#*年龄与平均 ElH%泪河高度%结膜充血评分
和角 膜 荧 光 素 染 色 评 分 间 均 无 明 显 相 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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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T'2('"S$T'('$ 5?Sc$T$"(' "S$TV"'$ 5?S
c$T'&&'"S$T$V=$5?S$T'2#'"S$T'%2#"表 "#*

表 C6不同年龄组受检者眼表情况比较"!P"#

组别 总眼数
平均

ElH"<#
泪河高度

"**#
结膜充血

评分

角膜荧光素

染色评分

(2 h2= 岁组 2& VT'$C%T%" $T'=C$T$V 'T'#C$TV" $T(&C$T&%

"#$ 岁组 %# VT$2C%T2$ $T"(C$T'$ $TV%C$T&& $T2VC$TV&
6值 $T"#& 'T&(' $T'=$ $T#2'
"值 $T&=$ $T$V2 $T$#$ $T2'#

!注&ElH&泪膜破裂时间"独立样本 6检验#

C4E6睑板腺缺失评分与干眼相关检测指标的关系
受检眼睑板腺缺失评分与平均 ElH呈负相关

"5?Sc$T"2''"S$T$'2# "图 "#'与泪河高度%结膜充
血评分及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间均无明显相关性

"5?S$T'2(' " S$T'('$ 5? Sc$T'#$' " S$T'"#$
5?S$T'"('"S$T"%&#* 睑板腺缺失范围"':% 组 2V
眼'ElH异常 %" 眼'发生率为 22T'&f "%":2V#$睑板
腺缺失范围U':% 组 %2 眼'ElH异常者 '$ 眼'发生率
为 "VT2&f"'$:%2#'" 个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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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6睑板腺缺失
评分与平均 7ZN关
系的散点图 !睑板
腺缺失评分与平均

ElH呈负相关 "5?S

c$T"2''"S$T$'2 #
" ARM+O*+0 秩相关分
析'& S=% # "图中部
分检测点有重叠#!
ElH&泪膜破裂时间

D6讨论

睑板腺是全身最大的皮脂腺'分布于上下眼睑的
睑板层'腺体形态与睑缘呈垂直方向排列* 正常睑板
腺上睑细长'有 %$ h($ 条'总容量约为 "# $-$下睑粗
短'有 "$ h%$ 条'总容量约为 '% $-* ' 条睑板腺由 '$ h
'2 个腺泡和 ' 条中心导管组成* 睑板腺腺泡合成分
泌的睑脂'由中心导管传输'经睑板腺开口排出'再通
过瞬目的剪切力拉伸到泪膜表层'形成泪液脂质层'起
到维持角膜光学表面光滑%延缓泪膜水分蒸发%促进泪
膜涂布%减少瞬目造成的损伤及防止微生物侵袭等作
用* 由此可见'睑板腺在维持眼表稳定性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其功能障碍将直接影响睑脂的质和量'导致
泪膜稳定性下降'增加干眼的发病风险*

睑板腺形态学研究是评价睑板腺功能的客观依

据* 本研究中'所有受检眼均无睑缘及皮肤黏膜交界
线的形态学变化'无睑板腺开口%睑脂排出及性状的异
常'其睑板腺异常主要表现为睑板腺缺失'包括腺体缩
短和缺失'且缩短多自穹隆部向睑缘推进'缺失多自睑
板两侧向中央推进'上睑情况好于下睑'与以往的报道
结果一致

+2, * 早在 "$$# 年'日本就有报道指出'在 "$
岁的正常人群中近 "$f出现睑板腺异常 +#, '"$$V 年美
国的 ' 项调查结果也显示'正常人群中睑板腺异常的
比例为 22f +&, * 本研究中'约 #"T"&f的受检眼睑板
腺缺失范围"':%* 由于本组受检者样本量有限'因此
无法确定睑板腺异常在中老年正常人群中的确切比

例'尚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观察*
多种因素与健康人群睑板腺缺失有关'包括激素

分泌量%药物毒性%衰老%吸烟%视频暴露等 +&cV, * 本研
究中虽然 (2 h2= 岁组与"#$ 岁组睑板腺缺失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睑板腺缺失范围呈明显增加
趋势'且睑板腺缺失评分与年龄呈正相关'即随着年龄
增长'睑板腺缺失程度逐渐增加'与 BO,N+等 +=,

的研究

结果相符* LM,等 +'$,
利用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对不

同年龄的健康人睑板腺进行观察'发现老年人睑板腺
腺泡单位密度降低'直径缩小'分泌物反射率及腺泡壁
不规则性增加'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研究结果* I,M0
等

+'',
发现衰老导致过氧化物酶体增生激活物受体 '

"RMO6D,<6*MRO6-,[MO+N6O<+5N,_+NMZ OM5MRN6O''@@B?'#
信号通路改变'抑制腺泡细胞分化'从而导致腺泡萎
缩'腺体缺失* 由此可见'睑板腺的形态变化和功能变
化与衰老相关'这可能是老年人 ed7发病率较高的
原因之一*

目前'国内外对于 ed7的诊断尚无统一的标准'
普遍认为干眼症状结合下列任一种体征即可诊断&
"'#睑板腺缺失$""#睑缘形态变化$"%#睑板腺分泌物
异常'包括质和量 " 个方面的改变* 无眼表异常症状
患者若存在 ed7体征可以诊断为无症状 ed7+'", '睑
板腺缺失是诊断 ed7的重要依据 +'%, * 本研究中约
#"T"&f的受检眼睑板腺缺失范围"':%'可以诊断为
ed7$受检眼睑板腺缺失评分与平均 ElH呈负相关'
睑板腺缺失范围"':% 组 ElH异常的发生率显著高于
睑板腺缺失范围U':% 组'即睑板腺缺失范围越大'泪
膜越趋于不稳定'但所有受检者均无干眼不适感'
8A79评分均U'"'提示早期 ed7患者体征先于症状
出现* ed7的眼表症状是通过睑板腺分泌脂质减少
或异常脂质引起泪膜稳定性下降或眼表炎性反应而造

成的角结膜上皮损伤'这是一个间接的损伤过程'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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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外源性或内源性的诱因参与'虽然眼表结构及功
能已出现一定程度的异常'但病变处于机体代偿过程
而并无不适症状'因此症状可晚于体征出现 +'(, * 这就
提醒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应当重视无症状的 ed7患
者'尤其是眼前节手术前应认真评估患者眼表情况'避
免因为患者无不适症状而忽视其体征的检查

+'2, *
综上所述'本研究利用眼表综合分析仪对中老年

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睑板腺形态及干眼相关指标进

行检测'发现这些中老年人虽然无眼表不适主诉'但多
数存在不同程度的睑板腺缺失'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睑
板腺腺体缺失范围逐渐增加$此外'睑板腺缺失范围越
大'发生泪膜不稳定的概率越高* 由此可见'早期
ed7患者体征先于症状出现* 睑板腺形态学观察在
ed7的诊疗中非常重要'临床工作中应重视相关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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