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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分数 #4%K和 #4$K玻璃酸钠滴眼液
对 \]>DB]8_术后干眼泪膜稳定性及视觉
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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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质量分数 #J%K和 #J$K玻璃酸钠滴眼液对飞秒激光辅助的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
磨镶术&\]>DB]8_'术后干眼泪膜稳定性及视觉质量的作用(!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选取 "#%3
年 C 月至 "#%9 年 C 月就诊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的 \]>DB]8_术前无干眼*术后 % 周出现干眼的患者 3#
例 3# 眼"其中轻度干眼患者和重度干眼患者各 $# 例 $# 眼"均取右眼进行分析"患者通过随机数表法随机给
予 #J%K或 #J$K玻璃酸钠滴眼液治疗( 在术前*术后 % 周&点药前和点药后 %=*$#*3#*%"#*%?# ')-'*% 个月
和 $ 个月使用眼表疾病指数&7]68'问卷调查*视觉质量分析系统#&7fB]#'*_FI(G,.I(YS =H眼表分析仪*
角膜荧光素染色等方法进行评估( 比较分析 \]>DB]8_术后 $ 个月内干眼患者局部应用 #J%K和 #J$K玻璃
酸钠滴眼液后泪膜光学质量的动态变化"并分析眼部不适症状 &7]68评分'*非侵入性平均泪膜破裂时间
&Z8jRL(W.'*角膜荧光素染色等参数随时间的变化(!结果!轻度干眼患者不同时间 #J$K玻璃酸钠组较
#J%K玻璃酸钠组更能改善 7]68评分&?

组别
N%#J<%$"!N#J##$'和角膜染色&!N#J#"9'( 与术前相比"轻度

干眼患者 #J%K玻璃酸钠组和 #J$K玻璃酸钠组术后 % 周点药前和点药后多个时间点基础客观散射指数
&7]8'均显著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J#='"术后 % 个月和 $ 个月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 #J#='( 重度干眼患者 #J%K玻璃酸钠组和 #J$K玻璃酸钠组术后 % 周点药前总 7]8较术前显著增高"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N#J#C3*#J#3#'"#J%K玻璃酸钠组点药后总 7]8明显下降"点药后各时间点与术前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g#J#='"术后 % 个月和术后 $ 个月总 7]8较术前显著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N#J#C9*#J#%9'+#J$K玻璃酸钠组点药后 %=*$#*3#*%"# ')- 总 7]8均较术前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 #J#='"术后 % 个月*术后 $ 个月总 7]8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N#J#C3*#J339'( 轻度干眼
患者 Z8jRL(W.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时间
N"J"<#"!N#J#""'"#J%K玻璃酸钠组和

#J$K玻璃酸钠组术后 % 周点药前 Z8jRL(W.均较术前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 #J#= '"点药后
Z8jRL(W.稍增高"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g#J#='"#J$K玻璃酸钠组术后 % 周点药后 3#*%"#*
%?# ')- Z8jRL(W.较术前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J#='"术后 $ 个月时仍较术前降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N#J#CC'(!结论!#J$K玻璃酸钠较 #J%K玻璃酸钠更能显著改善 \]>DB]8_术后轻度干眼患者眼
部不适症状和角膜染色"#J$K玻璃酸钠会引起泪膜稳定性及视觉质量的短期波动(!

$关键词%!玻璃酸钠+ 干眼+ 飞秒激光辅助的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 泪膜+ 光学质量+ 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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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Y V(;QFGGFIGS(- #J%K ;,U)T'S+(*TI,-(GF.I,TY )- (**FW)(G)-.7]68;5,IF(-U 5,I-F(;G()-)-.(G$ ',-GS;)-
GSF')*U UI+F+F.I,TY &?.I,TY N%#J<%$"!N#J##$+!N#J#"9'4A,'Y(IFU V)GS GSFQFX,IF,YFI(G),-"GSF,Q1F5G)WF
;5(GGFI)-UF/&7]8' V(;)-5IF(;FU (G% VFF̂ QFX,IF)-;G)**(G),- (-U '(-+U)XXFIF-GG)'FY,)-G;(XGFI)-;G)**(G),- )- Q,GS
#J%K ;,U)T'S+(*TI,-(GF.I,TY (-U #J$K ;,U)T'S+(*TI,-(GF.I,TY"V)GS ;).-)X)5(-GU)XXFIF-5F;QFGVFF- GSF' &(**
(G!̀ #J#='"GSFIFV(;-,;G(G);G)5(**+;).-)X)5(-GU)XXFIF-5F)- 7]8(G% ',-GS (-U $ ',-GS;(XGFI;TI.FI+5,'Y(IFU
V)GS QFX,IF;TI.FI+)- Q,GS #J%K (-U #J$K ;,U)T'S+(*TI,-(GF.I,TY48- #J%K ;,U)T'S+(*TI,-)5.I,TY (-U #J$K
;,U)T'S+(*TI,-)5.I,TY"GSF'F(- W(*TF,XG,G(*7]8(G% VFF̂ (XGFI;TI.FI+VFIF;).)-)X5(-G*+S).SFIGS(- GS(GQFX,IF
;TI.FI+&!N#J#C3"#J#3#'48- #J%K ;,U)T'S+(*TI,-(GF.I,TY"GSF'F(- W(*TF;,XG,G(*7]8(GW(I),T;G)'FY,)-G;
(XGFI)-;G)**(G),- VFIF-,G;G(G);G)5(**+U)XXFIF-GXI,'GS(GQFX,IF;TI.FI+&(**(G!g#J#='"G,G(*7]8(G% ',-GS (-U $
',-GS;(XGFI,YFI(G),- VFIFS).SFIGS(- GS(GQFX,IF;TI.FI+&!N#J#C9"#J#%9'+8- #J$K ;,U)T'S+(*TI,-)5.I,TY"
GSF'F(- W(*TF,XG,G(*7]8(G%="$#"3# (-U %"# ')-TGF;(XGFI)-;G)**(G),- VFIF;).-)X)5(-G*+S).SFIGS(- GS(GQFX,IF
;TI.FI+&(**(G!̀ #J#='"(-U 5,'Y(IFU V)GS GSFG,G(*7]8QFX,IF;TI.FI+"-,;G(G);G)5(*U)XXFIF-5F;VFIFX,T-U (G%
',-GS (-U $ ',-GS;(XGFI,YFI(G),- &!N#J#C3"#J339'4]).-)X)5(-GU)XXFIF-5F;VFIFX,T-U )- Z8jRL(W.(',-.
U)XXFIF-GG)'FY,)-G;)- GSF')*U UI+F+FY(G)F-G;&?G)'FN"J"<#"!N#J#""'48- #J%K ;,U)T' S+(*TI,-)5.I,TY (-U
#J$K ;,U)T' S+(*TI,-)5.I,TY"GSFZ8jRL(W.(G% VFF̂ (XGFI;TI.FI+VFIF;).-)X)5(-G*+*,VFIGS(- GS(GQFX,IF
,YFI(G),- &Q,GS (G!̀ #J#='4A,'Y(IFU V)GS GSFQFX,IF,YFI(G),-"-,;).-)X)5(-GU)XXFIF-5F;VFIFX,T-U (GGSFX,**,V)-.
$ S,TI;(XGFI)-;G)**(G),- )- #J%K ;,U)T'S+(*TI,-)5.I,TY &(**(G!g#J#='48- #J$K ;,U)T'S+(*TI,-)5.I,TY"GSF
Z8jRL(W.(G3#"%"# (-U %?# ')-TGF;(XGFI)-;G)**(G),- VFIF;).-)X)5(-G*+*,VFIGS(- GS(GQFX,IF;TI.FI+&!N#J#C#"
#J#C9"#J#C%'"(-U Z8jRL(W.(G$ ',-GS;(XGFI,YFI(G),- V(;;).-)X)5(-G*+*,VFIGS(- GS(GQFX,IF;TI.FI+&!N
#J#CC'4!!*-%.<)(*-)!LSF#J$K ;,U)T' S+(*TI,-)5);QFGGFIGS(- #J%K ;,U)T' S+(*TI,-)5)- (**FW)(G)-.GSF
7]68;5,IF(-U 5,I-F(;G()-)-.,- GSF')*U UI+F+FY,;G\]>DB]8_"(-U GSFGF(IX)*' ;G(Q)*)G+(-U IF*(GFU W);T(*
bT(*)G+X*T5GT(GFU ,WFIG)'F(XGFIGSF(YY*)5(G),- ,X#J$K ;,U)T'S+(*TI,-)54!

"='4 3*$1)#6],U)T' S+(*TI,-(GF+ 6I+F+F+ \F'G,;F5,-U *(;FI>(;;);GFU *(;FI)- ;)GT ^FI(G,')*FT;);+ LF(I
X)*'+ 7YG)5(*bT(*)G++ 6+-(')5;

!!"##9 年国际干眼工作小组 &8-GFI-(G),-(*6I+&+F
O,Î;S,Y"6&O]'报道在没有干眼病史的患者中"准
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FI)- ;)GT ^FI(G,')*FT;);"
DB]8_'术后干眼的患病率为 #J"=K EC?J##K ,%- ( 飞
秒激 光 辅 助 的 准 分 子 激 光 角 膜 原 位 磨 镶 术

&XF'G,;F5,-U *(;FI>(;;);GFU *(;FI)- ;)GT ^FI(G,')*FT;);"
\]>DB]8_'术后干眼患者泪膜不稳定"尽管矫正视力
良好"但仍有视物模糊和视力波动感"极大地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

,"- ( 玻璃酸钠滴眼液因其具
备一定黏度和保湿性而被应用于干眼的治疗

,$eC- ( 有
研究发现"点用质量分数 #J$K玻璃酸钠滴眼液后高
阶像差立即显著增高"表明泪膜的稳定性对视觉质量
有重要影响

,=- ( 目前有研究应用客观散射指数
&,Q1F5G)WF;5(GGFI)-UF/"7]8'评估干眼患者泪膜光学质
量的动态变化

,3e?- "而 \]>DB]8_术后干眼患者泪膜稳
定性对视觉质量的影响及使用质量分数 #J%K和
#J$K玻璃酸钠滴眼液后泪膜相关 7]8动态变化的研
究较少( 本研究中应用 " 种质量分数玻璃酸钠治疗
\]>DB]8_术后干眼"观察其对泪膜稳定性及视觉质量
的变化(

?6资料与方法

?4?6资料
?4?4?6一般资料6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选取
"#%3 年 C 月至 "#%9 年 C 月就诊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

医院的 \]>DB]8_术前无干眼*术后出现干眼的患者
3# 例 3# 眼"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EC% 岁"平
均年龄&"CJ%P=J#'岁( 均取右眼进行分析"轻度和重
度干眼患者各 $# 例 $# 眼( 纳入标准#&%'年龄 %? E
C= 岁"男女不限"种族不限"愿意配合试验流程+&"'停
戴角膜接触镜 " 周以上+&$'屈光度稳定 " 年以上+
&C'半年内未使用影响泪液分泌及泪膜稳定性的药物
&抗青光眼药物*皮质类固醇药物等'( 排除标准#&%'
有圆锥角膜*慢性泪囊炎*病毒性角膜炎活动期*青光
眼*视网膜病变及视神经病变等其他眼部疾病者+&"'
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多发性硬化*严重
的糖尿病等全身结缔组织病及自身免疫性疾病者+
&$'妊娠期患者( 本研究经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伦审号#"#%=_k>#C'"告知受试者检查
目的及检查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手术由同一医
师完成"术前及术后 % 周*% 个月*$ 个月的检查由同一
医师操作(
?4?4@6诊断标准 ,<- !轻度干眼#泪膜破裂时间&GF(I
X)*'QIF(̂>TY G)'F"jRL'= E%# ;"]5S)I'FI$&无表面麻
醉'"%# '':= ')-"角膜染色&p'"伴干燥感*异物感*
烧灼感*疲劳感*不适感*视力波动等眼表主观症状之
一+jRL"= ;"]5S)I'FI$"= '':= ')-"角膜染色&e'"
伴干燥感*异物感*烧灼感*疲劳感*不适感*视力波动等
眼表主观症状之一( 重度干眼#jRL"= ;"]5S)I'FI$"
= '':= ')-"且角膜染色&p'"伴干燥感*异物感*烧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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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疲劳感*不适感*视力波动等眼表主观症状之一(
?4@6方法
?4@4?6眼表疾病指数问卷调查6所有入组患者在同
一医师的指导下填写眼表疾病指数 &,5T*(I;TIX(5F
U);F(;F)-UF/"7]68'"该问卷由6&O] 制定"包括 %" 个
问题"分值 # E%## 分"7]68调查表得分的计算方法#
&所答问题的所有得分总和x%##' :&所答问题的总数
量xC'"得分越低表明干眼程度越轻(
?4@4@!双通道系统视觉质量分析系统#检测 7]8和
截止频率调制传递函数!采用视觉质量分析系统#
&,YG)5(*bT(*)G+(-(*+;);;+;GF'" 7fB] # ' &西班牙
d);),'FGI)5;公司'获取基础 7]8&角膜*晶状体*玻璃体
等屈光介质的 7]8"但不包括泪膜'*总 7]8值&利用泪
膜分析系统获得的总 7]8值"包括泪膜在内的所有屈
光介质的 7]8"记录 "# ;'及截止频率调制传递函数
&',UT*(G),- GI(-;XFIXT-5G),-"HL\'5TG,XX( 7fB] 检查
视觉质量时"允许患者自然瞬目"统一使用 C ''瞳孔
直径"排除周边角膜对眼内散射的影响(
?4@4A6眼表分析仪检测非侵入性平均泪膜破裂时间
6使用 _FI(G,.I(YS =H&德国 75T*T;公司'非侵入性眼
表综合分析仪检查患者泪膜稳定情况( 所有患者均在
同一暗室内由同一技术人员进行检测"患者正常瞬目
并对焦后再连续瞬目 " 次"然后嘱其坚持不瞬目直到
@*(5)U,环投射到角膜上的圆环破裂"自动获得眼表图
像并分析计算出患者非侵入性平均泪膜破裂时间

&-,-)-W(;)WF(WFI(.FGF(IX)*'QIF(̂>TY G)'F"Z8jRL(W.'(
?4@4岁6角膜荧光素染色检测角膜上皮完整性6生理
盐水湿润荧光素钠试纸条&天津晶明新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将纸条轻触下方球结膜( 嘱患者瞬目数次使
荧光素钠均匀分布于眼表"睁开双眼后注视前方"在裂
隙灯显微镜钴蓝光的照射下观察角膜荧光素染色情况

以评估角膜上皮的完整性"角膜荧光素着色者表明角
膜上皮不完整( 按照 7/X,IU ;5(*F标准 ,%#-

对角膜完整

性由轻到重&# E%级'进行分级(
?4@4D6随机给药6术后 % 周纳入的轻度干眼和重度
干眼组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随机给予 #J%K或 #J$K
玻璃酸钠滴眼液,= '*#%= '.参天制药&中国'有限公
司-( 轻度干眼组和重度干眼组内使用 #J%K和 #J$K
玻璃酸钠滴眼液的亚组间年龄*性别构成比*等效球镜
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g#J#='&表 %""'(
?4A6统计学方法

采用 ]@]] "%J#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本研
究中检测指标的数据资料经 _,*',.,I,W>]')',W检验
呈正态分布"采用 3P>进行描述( 术前 #J%K玻璃酸

钠组和 #J$K玻璃酸钠组性别构成比较采用卡方检
验"年龄*等效球镜度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检验( 轻度
干眼患者和重度干眼患者在点用不同质量分数玻璃酸

钠滴眼液后不同时间点眼部 7]68评分*7]8*HL\5TG
,XX*总 7]8*Z8jRL(W.的总体差异比较采用重复测量
两因素方差分析"主体间效应检验分析各组干眼中药
物质量分数和病情因素对各参数的影响( 组内的多重
比较采用 D]6>-检验( H(T5S*+检验法对重复测量数
据进行球形检验"!g#J#="则采用球形度进行主体内
效应检验"分析时间因素对各参数的影响+!̀ #J#="则
采用 mIFF-S,T;F>mF);;FI进行主体内效应检验( 角膜
染色比较采用 H(-->OS)G-F+检验( !̀ #J#=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表 ?6轻度干眼患者术前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眼数
性别构成比

h

&男:女"%:%'

年龄

&3P>"岁'#

等效球镜度

&3P>"6'#

#J%K玻璃酸钠组 $# 9 :? "CJ$P3J? eCJ3#P%J"<
#J$K玻璃酸钠组 $# 9 :? ""J9PCJ9 e=J$#P%J##

!" ]-值 #J## #J9=" %J9#<
!值 %J## #JC=? #J#<<

!& h#卡方检验+##独立样本 -检验'

表 @6重度干眼患者术前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眼数
性别构成比

h

&男:女"%:%'

年龄

&3P>"岁'#

等效球镜度

&3P>"6'#

#J%K玻璃酸钠组 $# 9 :? "CJ$P3J? e=J"<P%J=3
#J$K玻璃酸钠组 $# 9 :? "=J"P$J9 e=J3#P"J%#

!" ]-值 #J## e#J3$C #JC"3
!值 %J## #J=$% #J39C

!& h#卡方检验+##独立样本 -检验'

@6结果

@4?6术眼使用 " 种质量分数玻璃酸钠滴眼液手术前
后不同时间点眼部不适症状 7]68评分的变化

轻度干眼患眼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用 #J$K玻璃
酸钠滴眼液较 #J%K玻璃酸钠滴眼液能更好地改善
7]68评分"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组别 N
%#J<%$"!N#J##$ '"其中术后 % 周和术后 % 个月
#J$K玻璃酸钠组 7]68评分明显低于 #J%K玻璃酸钠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N#J#C<*#J##$'"术后 $
个月时 #J%K玻璃酸钠组和 #J$K玻璃酸钠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差异&!N#J#9C'+不同时间点间 7]68评
分的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时间 N%#J"CC"!̀
#J##%'"#J%K玻璃酸钠组和 #J$K玻璃酸钠组术后 %

!=9$!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3 卷第 = 期!AS)- c&/Y 7YSGS(*',*"H(+"#%?"d,*4$3"Z,4=

Q2xvdWRWZXJzaW9uLQo?



周 7]68均较术前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N
#J#"%*#J#C9'"术后 % 个月*$ 个月与术前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J%K#!N#J$9?*#J"$%+#J$K#!N
#J=C<+#J$3"'&表 $'(

重度干眼患眼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用 #J%K玻璃
酸钠滴眼液和 #J$K玻璃酸钠间 7]68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组别 Ne%J=<3"!N#J%""'"不同时间点
间 7]68评分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时间 N
%"J<9<"!̀ #J##%'"#J%K玻璃酸钠组术后 % 周*% 个
月"#J$K玻璃酸钠组术后 % 周*% 个月*$ 个月7]68评
分均较术前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J%K#!N
#J###*#J#$?+#J$K#!N#J##<*#J#C$*#J#"9'&表 $'(

表 A6轻度和重度干眼患眼使用 @ 种质量分数玻璃酸钠滴眼
液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7LON值变化&!P"'

组别 眼数
轻度干眼患者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7]68值

术前 术后 % 周 术后 % 个月 术后 $ 个月

#J%K玻璃酸钠组 $# 3J$?P"J3< "%J?%P%=J%#( %=J9=P?J$< %9J#?P%"J"?
#J$K玻璃酸钠组 $# CJ9CPCJ?< %%J="P 9J=3(Q ?JC=P=J#9Q <JC%P ?J#"

组别 眼数
重度干眼患者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7]68值

术前 术后 % 周 术后 % 个月 术后 $ 个月

#J%K玻璃酸钠组 $# =J3$P=J3C %=J9<P ?J<9( %%J"3P9J#%( %#J99P 3J?$
#J$K玻璃酸钠组 $# ?J3<PCJ?$ %9J3$P%#J"C( %=J=9P<JC?( %3J"3P%#J3<(

!注#轻度干眼#?组别 N%#J<%$"!N#J##$+?时间 N%#J"CC"!̀ #J##%J重

度干眼#?组别 Ne%J=<3"!N#J%""+?时间 N%"J<9<"!̀ #J##%4与各自组内

术前值比较"(!̀ #J#=+与各时间点 #J%K玻璃酸钠组比较"Q !̀ #J#=&重

复测量两因素方差分析"D]6>-检验'!7]68#眼表疾病指数

@4@6术眼使用 " 种质量分数玻璃酸钠滴眼液手术前
后不同时间点视觉质量各参数的变化

轻度干眼患者和重度干眼患者点用 #J%K玻璃酸
钠滴眼液和 #J$K玻璃酸钠滴眼液前后基础 7]8*HL\
5TG,XX*总 7]8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轻度
干眼#?组别 N#J=<?"!N#JCC9+?组别 N#J%?$"!N#J39"+
?组别 N#J%?C"!N#J39%( 重度干眼#?组别 N#J#33"!N
#J9<<+?组别 N#JC3?" !N#J=##+ ?组别 N%J$#9" !N
#J"3$'( 轻度干眼患者基础 7]8手术前后不同时间
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时间 N$J9C?"!N#J##C'"
轻度干眼患者基础 7]8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时间 N$J9C?"!N#J##C'"与术前相
比"#J%K和 #J$K玻璃酸钠组术后 % 周点药前和点药
后多个时间点基础 7]8均显著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 !̀ #J#='"术后 % 周点药后 %"# ')- " 个组基
础 7]8均下降"术后 % 个月和 $ 个月与术前相比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g#J#='( 重度干眼患者基础
7]8术后各时间点与术前相比有增高的趋势"但手术
前后不同时间点总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时间 N
%J#?""!N#J%$?'&表 C'( 轻度和重度干眼患者 HL\
5TG,XX值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时间 N%J?"?"!N#J#9$+?时间 N%J=39"!N#J%$?'
&表 ='( 轻度干眼患者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总 7]8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时间 N#J<"$"!N#JC93'( 重
度干眼患者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总 7]8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时间 N"J339"!N#J##?'"#J%K玻璃酸钠
组与术前相比"术后 % 周点药前总 7]8显著增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N#J#C3'"点药后 %=*$#*3#*%"#*%?# ')-
总7]8下降"但与术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g
#J#='"但术后 % 个月和术后 $ 个月总 7]8仍较术前显
著增高 &!N#J#C9*#J#%9'+#J$K玻璃酸钠组与术前
比较"术后 % 周点药前总 7]8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J#3#'"点药后 %=*$#*3#*%"# ')- 仍较术前增
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J#='"点药后 %?# ')-
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g#J#='"#J$K玻璃
酸钠组术后 % 个月总 7]8仍较术前显著增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N#J#C3'"术后 $ 个月与术前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g#J#='&表 3'(
@4A6术眼使用 " 种质量分数玻璃酸钠滴眼液手术前
后不同时间点 Z8jRL(W.的变化

轻度和重度干眼患者点用 #J%K玻璃酸钠滴眼液
和 #J$K玻璃酸钠滴眼液手术前后 Z8jRL(W.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组别 N#J$$C"!N#J=3?+?组别 N
#J%%#"!N#J9C"'( 轻度干眼患者 Z8jRL(W.手术前
后不同时间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时间 N"J"<#"
!N#J#"" '"术后 % 周点药前 #J%K玻璃酸钠组和
#J$K玻璃酸钠组 Z8jRL(W.均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 !̀ #J#='"#J%K玻璃酸钠组点药后 Z8jRL
(W.增高"点药后各时间点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 !g#J#='+#J$K玻璃酸钠组点药后 %= ')-
和 $# ')- Z8jRL(W.增高"与术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N#J<#C*#J333'"随后开始显著降低"点药后
3#*%"#*和 %?# ')- 与术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N#J#C#*#J#C9*#J#C%'"术后 % 个月和术后 $ 个月
仍较术前降低"术后 % 个月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N#J#=$'"术后 $ 个月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N#J#CC '+重度干眼患者不同时间点间
Z8jRL(W.较术前总体有下降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时间 N%J<$""!N#J#?3'&表 9'(

!39$!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3 卷第 = 期!AS)- c&/Y 7YSGS(*',*"H(+"#%?"d,*4$3"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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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岁6轻度和重度干眼患者术眼使用 @ 种质量分数玻璃酸钠滴眼液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基础 7LN变化&!P"'

组别 眼数

轻度干眼患者不同时间点基础 7]8值

术前 术后 % 周 点药后 %= ')-
点药后

$# ')-
点药后

3# ')-
点药后

%"# ')-
点药后

%?# ')- 术后 % 个月 术后 $ 个月

#J%K玻璃酸钠组 $# #J3"P#J$" #J?CP#J$C( #J99P#J$# #J?$P#J$=( #J?=P#JC$( #J9=P#J$$ #J?=P#JC$( #J9#P#J"3 #J99P#J"=
#J$K玻璃酸钠组 $# #J="P#J%= #J<$P#JC%( #J9?P#J$"( #J??P#JC"( #J?=P#J$9( #J9%P#J$" #J9?P#J$3( #J9"P#J$9 #J3$P#J"<

组别 眼数

重度干眼患者不同时间点基础 7]8值

术前 术后 % 周
点药后

%= ')-
点药后

$# ')-
点药后

3# ')-
点药后

%"# ')-
点药后

%?# ')- 术后 % 个月 术后 $ 个月

#J%K玻璃酸钠组 $# #J=<P#J"% #J<%P#J3? #J<<P#JC3 #J?%P#J"9 #J?9P#JC? #J?%P#JC% #J<9P#JC" #J<9P#J?< #J?"P#J"=
#J$K玻璃酸钠组 $# #J9CP#J$9 #J?<P#J=# #J<#P#J=9 #J<=P#J=? #J?<P#J=# #J9<P#J$" #J<"P#JC9 #J<$P#J=3 #J93P#J$%

!注#轻度干眼#?组别 N#J=<?"!N#JCC9+?时间 N$J9C?"!N#J##C4重度干眼#?组别 N#J#33"!N#J9<<+?时间 N%J#?""!N#J%$?4与术前比较"(!̀ #J#=
&重复测量两因素方差分析"D]6>-检验'!7]8#客观散射指数

表 D6轻度和重度干眼患者术眼使用 @ 种质量分数玻璃酸钠滴眼液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E>%<&*++变化&!P"'

组别 眼数

轻度干眼患者不同时间点 HL\5TG,XX值

术前 术后 % 周
点药后

%= ')-
点药后

$# ')-
点药后

3# ')-
点药后

%"# ')-
点药后

%?# ')- 术后 % 个月 术后 $ 个月

#J%K玻璃酸钠组 $# C$J%3P=JC# C$J<9P3J=" C"J9CP9J"C C#J#?P?J"% C%J=%P9J?% C$J??P9J"# C"J=CP?J33 C#J"3P=J9" C$J$9P9J$$
#J$K玻璃酸钠组 $# C$J$$P3J9% C"J%%P<J%$ C$J%<P?J"9 C%J=$P?J9# $?J%#P<J<% CCJ$9P?J3# C"J$=P<J?% $?J3?P?J#% C#J?#P?J%9

组别 眼数

重度干眼患者不同时间点 HL\5TG,XX值

术前 术后 % 周
点药后

%= ')-
点药后

$# ')-
点药后

3# ')-
点药后

%"# ')-
点药后

%?# ')- 术后 % 个月 术后 $ 个月

#J%K玻璃酸钠组 $# C#J9CP?JC= C"J"#P?J<C $<J9<P9J<% C$J#%P3J=% C"J"3P<J9< C#J%=P?J=C C#J%CP<J$# C%J"$P?J#" C%J$=P=J?C
#J$K玻璃酸钠组 $# C%JC<P?J9? C%J3"P3J<< $3J9=P?J=9 $<J#<P?J3% C"J"3P<J9< $<JC%P<J== C%J9%P9J9# $=J%<P9J<$ C#J<3P?J#=

!注#轻度干眼#?组别 N#J%?$"!N#J39"+?时间 N%J?"?"!N#J#9$4重度干眼#?组别 N#JC3?"!N#J=##+?时间 N%J=39"!N#J%$?&重复测量两因素方差分
析'!HL\#截止频率调制传递函数

表 Q6轻度和重度干眼患者术眼使用 @ 种质量分数玻璃酸钠滴眼液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总 7LN变化&!P"'

组别 眼数

轻度干眼患者不同时间点总 7]8值

术前 术后 % 周
点药后

%= ')-
点药后

$# ')-
点药后

3# ')-
点药后

%"# ')-
点药后

%?# ')- 术后 % 个月 术后 $ 个月

#J%K玻璃酸钠组 $# %J#"P#J=$ %J"?P#J3" %J#%P#JCC %J%$P#J9C %J%$P#J<% %J##P#J$9 %J$#P%J%" %J"CP#J=9 %J%=P#J3#
#J$K玻璃酸钠组 $# #J<CP#J$9 %J%3P#J39 %J#=P#J3" %J#CP#J39 %J#?P#J3" %J#CP#JC3 #J<?P#J=9 %J$%P#J3? %J#<P#J=<

组别 眼数

重度干眼患者不同时间点总 7]8值

术前 术后 % 周
点药后

%= ')-
点药后

$# ')-
点药后

3# ')-
点药后

%"# ')-
点药后

%?# ')- 术后 % 个月 术后 $ 个月

#J%K玻璃酸钠组 $# #J<#P#J$? %J"3P#J9%( %J%<P#JC9 %J#3P#J$< %J""P#J39 %J%9P#JC% %J#9P#J$? %J"3P#J==( %J"=P#J==(

#J$K玻璃酸钠组 $# %J%3P#J<% %J"=P#J33( %J"?P#J9"( %J==P#J?"( %JC#P#J=C( %JC?P#J?3( %J%CP#J=" %J3=P#J9<( %J$#P#JC<

!注#轻度干眼#?组别 N#J%?C"!N#J39%+?时间 N#J<"$"!N#JC934重度干眼#?组别 N%J$#9"!N#J"3$+?时间 N"J339"!N#J##?4与术前比较"(!̀ #J#=
&重复测量两因素方差分析"D]6>-检验'!7]8#客观散射指数

表 R6轻度和重度干眼患者术眼使用 @ 种质量分数玻璃酸钠滴眼液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SNTUE#9/ 变化&!P"")'

组别 眼数

轻度干眼患者不同时间点 Z8jRL(W.值

术前 术后 % 周
点药后

%= ')-
点药后

$# ')-
点药后

3# ')-
点药后

%"# ')-
点药后

%?# ')- 术后 % 个月 术后 $ 个月

#J%K玻璃酸钠组 $# %$J?9P=J== %%J$CP=J#"( %CJCCP=J?3 %$JC=P3J=9 %"J<"P3J9$ %$J<CP=J?= %"J3?PCJC3 %=J##P=J#$( %%J?%P3J#3
#J$K玻璃酸钠组 $# %CJC%P=J#C %%J9"PCJ93( %=J"=P3J%? %=J"<P=J9< %%J$9P=J9C( %#JC?P3J$#( %%J"CPCJ<$( %"J=#PCJ93 %%J##P=J$?(

组别 眼数

重度干眼患者不同时间点 Z8jRL(W.值

术前 术后 % 周
点药后

%= ')-
点药后

$# ')-
点药后

3# ')-
点药后

%"# ')-
点药后

%?# ')- 术后 % 个月 术后 $ 个月

#J%K玻璃酸钠组 $# %$J?<P9J#$ %%JC$P=J?% %#J<9P9J$? %"J#9P3J3" %"J#$P3J?9 %#J""P=J%= <J$<P3J$% %#J#9P3J#C ?J9=PCJ?<
#J$K玻璃酸钠组 $# %"J%?P$J9# %%J"<P3J== %CJ%=P=J=$ %"J$=P=J3= %CJC9P=JC? %%J%#P3J%? %%J"#PCJ?< ?J3#PCJ%= %#J<"P$J<?

!注#轻度干眼#?组别 N#J$$C"!N#J=3?+?时间 N"J"<#"!N#J#""4重度干眼#?组别 N#J%%#"!N#J9C"+?时间 N%J<$""!N#J#?34与术前比较"(!̀ #J#=
&重复测量两因素方差分析"D]6>-检验'!Z8jRL(W.#非侵入性平均泪膜破裂时间

!99$!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3 卷第 = 期!AS)- c&/Y 7YSGS(*',*"H(+"#%?"d,*4$3"Z,4=

Q2xvdWRWZXJzaW9uLQo?



@4岁6轻度和重度干眼患者点药前后角膜荧光素染色
的变化

轻度干眼患者术后 $ 个月 #J%K玻璃酸钠组和
#J$K玻璃酸钠组角膜着染 # 级的比例分别为 3#K
&<:%='和 <$J$K &%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J#"9'+重度干眼患者 #J%K玻璃酸钠组和 #J$K玻璃
酸钠组角膜着染 # 级的比例分别为 C#K &3:%='和
=$J$K&?:%='"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JC?#'&表 ?"<'(

表 V6轻度干眼患者术眼使用 @ 种质量分数玻璃酸钠滴眼液
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角膜染色情况比较&眼数"#'

组别

术前 术后 % 周 术后 % 个月 术后 $ 个月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J%K玻璃酸钠组 %= # # # # %$ " # # # %" % % % # < " " " #
#J$K玻璃酸钠组 %= # # # # %" $ # # # %% % " % # %C % # # #
!值 %J### #J3$# #J39C #J#"9

!&H(-->OS)G-F+检验'

表 W6重度干眼患者术眼使用 @ 种质量分数玻璃酸钠滴眼液
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角膜染色情况比较&眼数"#'

组别

术前 术后 % 周 术后 % 个月 术后 $ 个月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J%K玻璃酸钠组 %= # # # # $ %# % % # 3 $ C " # 3 $ C " #
#J$K玻璃酸钠组 %= # # # # $ < " % # = % C = # ? $ " " #
!值 %J### #J9<% #J"<< #JC?#

!&H(-->OS)G-F+检验'

@4D6同一质量分数玻璃酸钠轻度和重度干眼病情因
素对泪膜稳定性及视觉质量的影响

除了 #J%K玻璃酸钠组 Z8jRL(W.&?病情 NCJ$??"
!N#J#C9'外"#J%K玻璃酸钠组和 #J$K玻璃酸钠组
中病情因素对视觉质量各参数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 !g#J#='+#J%K玻璃酸钠组术后各时间点
视觉质量各参数随时间无显著变化"与术前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g#J#='+#J$K玻璃酸钠组术后
各时间点视觉质量各参数随时间发生显著改变"与术
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J#='&表 %#'(

表 ?H6轻度和重度干眼病情因素对泪膜稳定性及视觉质量的影响

#J%K玻璃酸钠 #J$K玻璃酸钠

?病情值 !值 ?时间值 !值 ?病情值 !值 ?时间值 !值

7]8 #J?$= #J$3< %J??< #J%"" %J#<C #J$#= "J?<9 #J#%9
HL\5TG,XX#J$<# #J=$? #J$99 #J<$" #J9?< #J$?" "J#C$ #J#C$

总 7]8 #J<<< #J$"3 %J##% #J$"3 "J%%9 #J%=9 "J9C< #J##3
Z8jRL(W. CJ$?? #J#C9 %J"<# #J"93 %JCCC #J"C# "J="# #J#"$

!注#7]8#客观散射指数+HL\5TG,XX#截止频率调制传递函数+Z8jRL

(W.#非侵入性平均泪膜破裂时间&重复测量两因素方差分析'

A6讨论

本研究发现术后 % 周"轻度和重度干眼患者 7]68
显著增高"角膜染色加重( #J$K玻璃酸钠滴眼液较
#J%K玻璃酸钠滴眼液能显著改善轻度干眼患者 7]68
和角膜染色"而重度干眼患者 7]68和角膜染色不同
质量分数玻璃酸钠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点药
后随时间延长均显著改善"但术后 $ 个月仍未恢复至
术前水平( 推测是由于#&%'\]>DB]8_术后干眼由多
种因素共同参与所致"术中负压环对结膜杯状细胞的
影响"可能损伤黏蛋白"而玻璃酸钠的作用机制主要
为#(良好的保水和润滑作用( )促进上皮愈合( 玻
璃酸钠可以与纤维蛋白结合"在角膜上形成一层保护
膜"加速上皮细胞的黏附和延展"促进损伤角膜上皮的
修复( *稳定泪膜( &"'本研究中药物使用频次均为
每天 = 次"重度干眼患者应考虑联合药物治疗或增加
药物使用次数( &$'重度干眼患者需要更长的时间恢
复"本研究仅随访观察 $ 个月(

干眼是 \]>DB]8_术后不可避免的并发症"术后
患者即使裸眼视力可达 %J# 但仍会有视物模糊的主
诉

,%%- ( 干眼患者由于泪膜的不稳定"在短时间内泪膜
发生破裂"在角膜上形成粗糙不规则的光学表面"导致
波前像差及光散射的增加"影响患者的视觉质量( 过
去对干眼相关视觉质量的研究多集中在波前像差方

面"如 H,-Gy;>H)5t等 ,%"-
和 O(-.等 ,%$-

均报道了干眼

患者高阶像差的波动显著高于正常人眼"但是波前像
差忽略了散射和衍射对人眼光学质量的影响作用"往
往会高估被测眼的成像质量

,%C- ( 7fB]#可以在测量
前矫正低阶像差"从而获得仅受高阶像差和散射影响
的图像"得到 7]8值 ,%=- ( 孙龙格等 ,%3-

研究显示"干眼
患者的视觉质量及泪膜动态稳定性较正常眼差(

本研究比较 " 种质量分数玻璃酸钠对 \]>DB]8_
术后干眼患者泪膜的影响"特别的是在术后 % 周点药
前和点药后的不同时间点进行多次测量"采用 7fB]#
检测轻度干眼和重度干眼患者"观察 % 次点药后不同
时间点泪膜的稳定性及对 7]8的影响"结果显示在轻
度和重度干眼患者中 #J%K与 #J$K玻璃酸钠滴眼液
对视觉质量相关参数"如基础 7]8*总 7]8*HL\5TG,XX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重度干眼患者各时间点 #J$K
玻璃酸钠组的总 7]8值较 #J%K玻璃酸钠组更高"提
示高质量分数玻璃酸钠较低质量分数更能影响泪膜的

稳定性"随后影响视觉质量"导致视力波动( 轻度干眼
患者基础 7]8术后 % 周点药前较术前显著增高"可能
与屈光术后角膜水肿等因素有关+轻度干眼患者总

!?9$!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3 卷第 = 期!AS)- c&/Y 7YSGS(*',*"H(+"#%?"d,*4$3"Z,4=

Q2xvdWRWZXJzaW9uLQo?



7]8值术后各时间点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而重度干眼患者总 7]8值术后 % 周点药后*术后 %
个月与术前相比均显著增高"说明排除术后手术因素
导致的 7]8增高"考虑泪膜因素对眼内 7]8的影响"轻
度干眼患者泪膜稳定性好"而重度干眼患者的泪膜稳
定性较差"多个时间点数值显著增高( 泪膜动态分析
发现"术后干眼患者的连续 "# ;测得的 7]8呈上升趋
势"轻度干眼患者使用玻璃酸钠滴眼液后 7]8随时间
变化的稳定性逐渐增强"术后 $ 个月时恢复至术前水
平( 重度干眼患者术后 $ 个月 7]8随时间的波动仍较
大"术后 $ 个月时仍未恢复至术前水平"与其他干眼检
查结果相一致"提示视觉质量与泪膜稳定性相关(

泪膜是动态变化的"若泪膜形成异常或 jRL过短
会导致进入角膜的光线散射增加"影响物体在视网膜
的成像质量

,%9- ( _,Q(;S)等 ,%?-
研究证实"泪膜动态变

化对眼 7]8有影响( _,Q(;S)等 ,%?-
的研究表明"眼内

7]8可以敏感地检测出泪膜稳定性( L(- 等 ,?-
研究显

示"干眼患者的总 7]8呈上升趋势"视觉质量随之逐渐
下降+干眼患者由于泪膜不稳定"其总 7]8曲线在 "# ;
内可观察到多次短时间较大幅度波动"局部曲线呈锯
齿状"可引起患者视觉质量的波动而产生较强烈的视
物模糊的主诉( 苏远东等 ,%<-

报道了干眼患者泪膜

7]8平均值和离散度均增加"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6)(o>d(**F等 ,9-

报道了点用人工泪液后可以改善轻中

度干眼患者 7]8"并且可持续到点药后 3# ')-"该研究
结果显示干眼患者的 7]8变化率显著高于正常眼"提
示 7]8变化率将是早期筛查诊断干眼或是评估人工泪
液成分有效性的简单易行的方法(

综上所述"" 种质量分数玻璃酸钠均能显著改善
\]>DB]8_术后主观不适症状"#J$K玻璃酸钠较 #J%K
玻璃酸钠更能显著改善 \]>DB]8_术后轻度干眼患者
7]68*角膜染色"重度干眼患者点用玻璃酸钠滴眼液
后由于泪膜稳定性的改变造成泪膜 7]8增大""# ;内
泪膜散射动态变化出现波动( 提示非侵入性的客观光
学检查能有效*敏感地检测出泪膜不稳定导致的视觉
质量变化( 泪膜的动态评估有利于及时发现泪膜不稳
定患者以及用于随访观察治疗效果( " 种质量分数的
玻璃酸钠在对 7]8的影响方面无明显差异( 本研究亚
分组后样本量较小"未来应加大样本量并利用泪膜
7]8检测评价不同类型药物对泪膜动态变化的影响和
不同类型干眼患者泪膜随时间的变化(
作者声明!本研究与所涉及药品生产商及销售商无任何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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