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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比较分析羊膜遮盖时机对不同程度眼表烧伤患者视功能转归的影响)!方法!采用回
顾性研究方法) 分析 "#%" 年 % 月至 "#%1 年 %" 月于河南省立眼科医院就诊的眼表烧伤患者 91 例 <" 眼#按照
6/(方法对眼表烧伤程度进行分级#按照羊膜遮盖时机将患者分为伤后% ?内组(伤后 " [1 ?组和伤后1 ?以上
组#记录随访 % 年后患者最佳矫正视力及角膜缘干细胞缺乏程度评分#分析影响角膜缘干细胞缺乏及视力转
归的危险因素)!结果!纳入的 <" 眼中#热烧伤 "" 眼#占 "$Y<Q#酸烧伤 "< 眼#占 $%Y=Q#碱烧伤 S% 眼#占
SSY1Q) 角膜缘干细胞缺乏评分 #(%(" 分患者平均烧伤程度评分分别为 %YT1p#Y=S($Y1#p#Y<S 和 =Y$=p
#Y1$#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1=Y=$"#L]#Y#%') 轻中度眼表烧伤患者中伤后1 ?以上组患者角膜缘
干细胞缺乏评分明显高于伤后% ?内组和伤后 " [1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oR"Y"%#Lo#Y#$*ZoR"Y$$#
Lo#Y#"'*重度眼表烧伤患者中#各组患者角膜缘干细胞缺乏评分总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Y"1')

末次随访时所有术眼平均视力为 $Y%<p%YS9) O7d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烧伤程度分级和手术时机是视力预后
的主要危险因素&3KoSY<"=(%Y$1T#均 L]#Y#%') 预后视力与羊膜遮盖时机及烧伤程度均呈线性相关&K" o
#Y#9T(#Y1T=#均 L]#Y#%') 在超过'级的眼表烧伤患者中#羊膜移植时机不能改善预后角膜缘干细胞缺乏程
度)!结论!6/(眼表烧伤分级方法对患者预后评估有重要意义) 轻至中度眼表化学烧伤#早期羊膜遮盖可
明显改善视力预后#且羊膜遮盖时机越早越好) 然而对于重度眼表烧伤患者#羊膜遮盖时机对于视力预后无
明显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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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表烧伤是常见的眼外伤之一#致盲率较高#严重
的眼表烧伤可导致结膜缺血坏死(角膜溶解穿孔(角膜
缘干细胞缺乏(角膜上皮持续缺损(睑球粘连等并发
症) 眼表烧伤早期主要的治疗原则是去除坏死的眼表
组织#促进眼表上皮化#减轻炎症和阻止角膜(结膜的
融解等) 早期相关研究显示#羊膜可应用于眼表烧伤
急性期#具有促进上皮生长(减轻炎症反应和血管化(

减少瘢痕形成等作用
+%R", ) 然而#羊膜遮盖时间对于

不同程度眼表烧伤预后的影响尚未见报道) 本研究中
观察羊膜遮盖时间对不同程度眼表烧伤眼表形态学及

视功能转归的影响)

B8资料与方法

B2B8一般资料
对 "#%" 年 % 月至 "#%1 年 %" 月于河南省立眼科

医院就诊的眼表烧伤并接受羊膜遮盖手术患者的临床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共收集眼表烧伤患者 91 例 <"
眼#其中男 1$ 例 9< 眼#女 %$ 例 %$ 眼*患者年龄 $% [
=S 岁#平均&$9Y#p<YS'岁*农民 S% 例#工人 $= 例#双
眼烧伤患者 %1 例#单眼烧伤患者 1# 例) 按照致伤物
分为热烧伤 "" 眼# 占 "$Y<Q* 酸 烧 伤 "< 眼# 占
$%Y=Q*碱烧伤 S% 眼#占 SSY1Q) 入院时平均视力为
"Y$=p%Y#S)
B2C8方法
B2C2B8实验分组8按照 6/(眼表烧伤分级方法 +$,

对

患者烧伤程度进行评估&表 %'#本研究将) ['级眼
表烧伤定为轻中度烧伤组#* [(级眼表烧伤定为重
度烧伤组) 按照伤后行羊膜遮盖术的时机分为伤后
% ?内组(伤后 " [1 ?组和伤后1 ?以上组)
B2C2C8羊膜制备8所有羊膜供体产前乙肝表面抗原(
人免疫缺陷病毒(梅毒螺旋体(巨细胞病毒(衣原体等
检测结果均呈阴性#并且无其他传染性疾病和恶性肿
瘤病史) 新鲜羊膜的取材和制备采用文献 +S ,的方
法#采用甘油保存备用)

表 B8I,2 烧伤分级方法 +D,

烧伤分级 角膜缘受累 结膜受累 结膜及角膜受累范围

)级 无 #Q !#Q

&级 #$ 点钟 #$#Q !%Y#QR"<Y<Q

%级 \$R#1 点钟 \$#QR#=#Q $%Y#QR=#Y#Q

'级 \1R#< 点钟 \=#QR#9=Q =%Y#QR9=Y#Q

*级 \<R]%" 点钟 \9=QR]%##Q 9=Y%QR<<Y<Q

(级 %" 点钟 %##Q %##Y#Q

B2C2D8手术治疗8仔细询问并记录患者的受伤情况(

就诊前治疗情况和受伤时间#患者入院后立即行羊膜
遮盖术#清除眼球表面坏死的角膜结膜组织) 止血后#

取适合大小羊膜#将羊膜上皮面向上覆盖于角结膜创
面上#用 %#># 尼龙缝线间断缝合固定于患眼角膜缘外
S ''处浅层巩膜组织) 术后质量分数 #Y%Q玻璃酸钠
滴眼液(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及质量分数 %Q氟米龙滴
眼液点眼) 根据眼表情况决定是否全身应用糖皮质激
素) 如羊膜脱落或溶解后角膜上皮尚未愈合#再次行羊
膜覆盖术*如继发青光眼#可局部应用抗青光眼药物#不
能控制时#全身应用抗青光眼药物#必要时需行抗青光
眼手术治疗) 术后 % 个月内每周随访 % 次#% 个月后每
月随访 % 次#随访至烧伤后 % 年) 每次随访均详细记录
最佳矫正视力#并进行详细裂隙灯显微镜检查)
B2C2E8预后指标及评价标准8预后评价指标为烧伤
后 % 年患者最佳矫正视力及角膜缘干细胞缺乏情况)

对角膜缘干细胞缺乏程度进行评分"无角膜缘干细胞
缺乏为 # 分*部分角膜缘干细胞缺乏为 % 分*全部角膜
缘干细胞缺乏为 " 分) 视力记录按照对数视力表的五
分记录法#视力数指:眼前记录为 $Y##手动:眼前记录
为 "Y##光感记录为 %Y##无光感记录为 # +", )
B2D8统计学方法

采用 cPcc %TY#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
单因素干预均衡分组多水平研究设计#眼表平均烧伤
评分数据资料经 f检验呈正态分布#以 'B(,pc6进
行表达*角膜缘干细胞缺乏评分资料经检验呈偏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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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以 ?&P%#P$ '表示) 不同角膜缘干细胞缺乏程度
患者眼部平均烧伤评分的总体差异比较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6/,,B@@>0检验*不同手术时机
组术眼角膜缘干细胞缺乏评分差异比较采用 5D/;C(*>
f(**);检验) 采用 O7d回归法分析影响预后视力的
主要危险因素*采用线性回归法分析眼表烧伤程度及
手术时机与预后视力的关系#并对回归方程进行假设
检验) L]#Y#=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8结果

C2B8患眼的烧伤程度分级
纳入的 <" 眼中#)级眼表烧伤者 $ 眼#占 $Y$Q*

&级眼表烧伤者 %9 眼#占 %TY=Q*%级眼表烧伤者 "T
眼#占 $#YSQ*'级眼表烧伤者 %= 眼#占 %1Y$Q**级
眼表烧伤者 %T 眼#占 %<Y1Q*(级眼表烧伤者 %% 眼#
占 %%Y<Q) 轻中度烧伤组共 =9 例 1$ 眼#占 1TY=Q*
重度烧伤组共 %< 例 "< 眼#占 $%Y=Q)
C2C8不同角膜缘干细胞缺乏程度患者烧伤程度评分
比较

纳入的 91 例 <" 眼中#无角膜缘干细胞缺乏者 %$
例 %$ 眼#占 %SY%Q#平均烧伤程度评分为 %YT1p#Y=S)
角膜缘干细胞缺乏患者 1$ 例 9< 眼#其中 % 分者 $S 例
$T 眼#占 S%Y$Q#平均烧伤程度评分为 $Y1#p#Y<S*"
分者 "< 例 S% 眼#占 SSY1Q#平均烧伤程度评分为
=Y$=p#Y1$) 不同程度角膜缘干细胞缺乏患者平均烧
伤程度评分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1=Y=$"#
L]#Y#%'#其中角膜缘干细胞缺乏评分 # 分患者烧伤
程度评分明显低于角膜缘干细胞缺乏评分 % 分和 " 分
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L]#Y#%')
C2D8不同手术时机组患者角膜缘干细胞缺乏评分比较

轻中度眼表烧伤患者中#伤后1 ?以上组角膜缘干
细胞缺乏评分为 "&"#"'#伤后 " [1 ?组为 %&%#"'#伤
后% ?内组为 %&%#"'#伤后1 ?以上组患者角膜缘干细
胞缺乏平均评分明显高于伤后% ?内组和伤后 " [1 ?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oR"Y"%#Lo#Y#$*Zo
R"Y$$#Lo#Y#"') 重度眼表烧伤患者中#伤后1 ?以上
组患者角膜缘干细胞缺乏评分为 $&"#$'#伤后 " [1 ?
组为 "&"#$'#伤后% ?内组为 "&"#$'#总体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Lo#Y"1')
C2E8各组术眼视力变化及影响视力预后的危险因素
分析

末次随访所有术眼平均视力为 $Y%<p%YS9#其中
视力记录为 $Y# 者 T 眼#记录为 "Y# 者 T 眼#记录为
%Y# 者 "" 眼#记录为 # 者 # 眼) O7d回归法纳入的因

素有患者烧伤程度分级(手术时机和角膜缘干细胞缺
乏程度#影响预后视力的主要危险因素为烧伤程度分
级&3KoSY<"=#Lo#Y###'和手术时机 &3Ko%Y$1T#
Lo#Y##T'&表 "') 角膜缘干细胞缺乏程度不是主要
危险因素&3Ko"Y#T1#Lo#Y"#T') 直线回归分析发
现#手术时机&j'越晚#视力预后&d'越差#回归方程
为 jo$Y$=<R#Y"#%d&K" o#Y#9T#Lo#Y##9'*眼表烧
伤分级&j'越高#视力预后&d'越差#回归方程为 jo

1YS"<R#YT1=d&K" o#Y1T=#Lo#Y###'&图 %#"')

表 C8影响预后视力的 @#V 比例风险模型回归分析

回归系数 标准误 f(*? 自由度 L值 3K值

烧伤程度分级 %Y=<S #Y$<< %=Y<<$ % #Y### SY<"=

羊膜遮盖时机 #Y$%$ #Y%%< 1Y<T# % #Y##T %Y$1T

!注"3K"优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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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8预后视力与羊膜遮盖时机线性回归图!随烧伤后羊膜遮盖时

间延长#预后视力下降#回归方程为 jo$Y$=<R#Y"#%d!K" o#Y#9T#
Lo#Y##9!图 C8预后视力与烧伤程度评分线性回归图!随烧伤程

度加重#预后视力下降#回归方程为 jo1YS"<R#YT1=d!K" o#Y1T=#
Lo#Y###
!

D8讨论

眼表化学烧伤或热烧伤是常见的眼外伤#对眼表
造成严重损害#导致结膜(角膜广泛坏死(溶解#其药物
治疗效果差) 羊膜遮盖术是目前治疗眼表烧伤的主要
方法) 本研究搜集的 91 例患者中多为青壮年男性#致
伤物排序依次为碱(酸和热#碱烧伤在化学烧伤中预后
最差#本研究中纳入的患者接近半数患者为眼表碱烧
伤#故烧伤程度整体较重)

本研究选择随访 % 年后的最佳矫正视力作为其中
% 项评价指标) 随访 % 年后#眼表情况和角膜缘干细
胞缺乏程度已趋于稳定) 若随访时间过短#最佳矫正
视力尚不稳定#研究结果会有偏倚 力1, ) 角膜缘干细胞
缺乏可造成新生血管长入及眼表印迹细胞学变化#结
膜上皮长入角膜可对视力造成影响#故视力可综合反
映眼表情况)

以往常用的眼表烧伤严重程度分级方法有 U4EBD>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9 卷第 $ 期!OA), V&.E 7EA@A(*'4*#W(D3A "#%<#X4*2$9#N42$

Q2xvdWRWZXJzaW9uLQo?



_(**分级方法#其注重烧伤急性期角膜的混浊情况#但
角膜混浊情况随病程延长而变化很大#尤其是在急性
期) U4EBD>_(**分级方法把角膜缘缺血范围大于 %:"
圆周均评为'级烧伤#相当于 6/(分级方法的'(*
和(级烧伤*而 6/(分级方法的'级烧伤可能存在部
分角膜缘干细胞缺乏#*级和(级烧伤均为全角膜缘
干细胞缺乏#6/(分级方法对角膜缘及结膜受累程度
的分级较 U4EBD>_(**分级方法更加详细#故 U4EBD>_(**
分级方法对烧伤预后的判断不如 6/(分级方法准
确

+$, ) 目前#尚未检索到国内有按照 6/(分级方法对
眼表烧伤进行研究的文章) 本研究中按照 6/(眼烧
伤严重程度分级法对患者烧伤程度进行评估#分级方
法中参照角膜缘受累范围进行分级#结果发现角膜缘
受累程度预后与烧伤程度明显相关#即烧伤程度越重#
角膜缘干细胞缺乏程度越重)

本研究中结果显示#角膜损伤后行羊膜遮盖术时
间越晚#视力预后越差) 提示在损伤后早期#尤其是损
伤后1 ?内行羊膜遮盖#可改善预后视力) 这主要是由
于损伤后 %" ["S A是白细胞浸润的高峰期#炎症细胞
通过分泌细胞因子趋化更多的炎性细胞浸润#其分泌
的胶原酶(基质金属蛋白酶等可导致角膜穿孔) 早期
行羊膜遮盖术可通过羊膜的抗蛋白酶活性来抑制细胞

因子表达#清除炎性细胞#阻止炎性细胞浸润#缩短炎
症持续时间并减轻其严重程度)

本研究中 O4.比例风险模型回归分析显示#影响
预后视力的主要危险因素是烧伤程度#其次为羊膜遮
盖时机) 然而#对于 S 级以上的重度眼表烧伤患者#不
同羊膜遮盖时机组间角膜缘干细胞缺乏程度评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故认为对于眼表重度烧伤患者#羊膜
遮盖不能改善角膜缘干细胞缺乏情况#最终需要联合
角膜移植或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来改善预后) 国外研究
也发现#对于重度烧伤患者羊膜遮盖仅能减轻烧伤患
者急性期的症状#对角膜缘干细胞缺乏及预后视力无
明显改善

+%#1R9,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有研究认为#小
于'级的眼表烧伤患者急性期行羊膜遮盖可改善预
后

+TR<, ) 国内部分研究认为#羊膜遮盖可抑制瘢痕#减
少新生血管生成) 分析原因#以往研究中未对不同烧
伤程度分别进行统计分析#且未比较不同羊膜遮盖时
间对预后影响的差别)

有研究结果显示#诱导脂肪间充质干细胞移植联
合羊膜遮盖较单纯羊膜遮盖效果好

+%#, *在角膜烧伤早
期行自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也可减轻角膜炎症反

应#减少角膜溃疡的发生 +%%, #但这些方法均尚未应用
于临床#羊膜遮盖仍为目前临床上眼表烧伤急性期治

疗的有效方法) 本研究中尚存在一些不足"&%'治疗
过程中部分患眼根据烧伤程度及时间选择应用了糖皮

质激素等药物#糖皮质激素的使用会对眼表烧伤预后
产生影响#且用量也存在个体差异#导致患者用药不一
致) 后续的研究将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对相同烧伤程
度及烧伤性质的个体尽可能采取一致的药物治疗#减
少药物治疗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本研究中应用的
评价指标较少#相对单一) 后续的研究中将对眼表印
迹细胞(新生血管等进行进一步细化的研究和评价)

综上所述#6/(眼表烧伤分级方法对患者预后评
估有重要意义) 对于轻至中度眼表化学烧伤#早期羊
膜遮盖可明显改善烧伤患眼的预后#且羊膜遮盖时间
越早#预后越好) 对于重度烧伤患者#羊膜遮盖对于预
后视力无明显改善作用#未来可考虑联合角膜缘干细胞
移植等其他方法共同改善眼表烧伤患者的预后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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