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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配戴角膜塑形镜后睑板腺丢失率$睑板腺总积分$泪膜破裂时间#CmQ%的变化"探

讨长期配戴角膜塑形镜对睑板腺功能和泪膜稳定性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设计* 纳入
%$&2 年 &$3&% 月在金水石迎辉眼科诊所就诊的近视患者 #$ 例 >' 眼"根据患者近视矫正方式分为对照组
#未配戴角膜塑形镜%%" 例 ": 眼和试验组#配戴角膜塑形镜%%1 例 #& 眼* 观察并比较 % 个组患者戴镜前和

戴镜 2$1$%" 个月后睑板腺丢失率$睑板腺总积分和 CmQ*!结果!试验组戴镜后 %" 个月的睑板腺总积分为
"S#"b&S&$"比对照组的 %S%>b$S:# 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S$$$%&试验组戴镜后 %" 个月睑板腺总

积分比戴镜前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S$#%* 试验组戴镜前后不同时间点的睑板腺丢失率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s$S$#%&试验组组内各个时间点的睑板腺丢失率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 !s$S$#%* 试验组戴镜后 1 个月及 %" 个月的 CmQ分别为#:S'&b&S12%=和#1S2#b&S#%%="比对照

组的#>S"1b%S&2%=和#>S2'b&S''%=显著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S$$2$$S$$$%&试验组戴镜后 CmQ

逐渐缩短"组内各个时间点间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T$S$#%*!结论!长期配戴角膜塑形镜对睑

板腺功能和泪膜稳定性均有影响"在戴镜 2 个月后 CmQ缩短"睑板腺形态在戴镜后 %" 个月内未出现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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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近视患者呈现低龄化和增长快的
趋势"角膜塑形术作为一种能暂时降低近视度数和
控制近视发展的方法"在临床上应用越来越广泛 +&, *
近几年关于角膜塑形镜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临床研究

越来越多"目前关于长期配戴角膜塑形镜对睑板腺
功能的影响报道甚少* 有相关报道角膜接触镜可以
引起睑板腺功能障碍"长期配戴角膜接触镜会对睑
板腺功能造成影响"是造成干眼的原因之一 +%, * 本
研究拟通过对配戴角膜塑形镜后睑板腺的变化进行

观察"来探讨长期配戴塑形镜对睑板腺形态及功能
的影响*

A8资料与方法

A4A8资料
采用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设计* 收集 %$&2 年

&$3&% 月在金水石迎辉眼科诊所就诊的近视患者 #$
例* 本研究中所有患者进入队列前均签署知情同意
书* 根据患者意愿和近视矫正方式分为对照组和试验
组"对照组配戴框架眼镜"试验组配戴角膜塑形镜#台
湾南鹏亨泰公司%* 对照组 %" 例 ": 眼"其中男 && 例"
女 &2 例&年龄 &$ B&: 岁"平均#&%S2'b&S>>%岁&平均球
镜度数为#\"S%1b&S'"%7"平均柱镜度数为#\$S#1b
$S""%7* 试验组 %1 例 #& 眼"其中男 &" 例"女 &% 例&
年龄 > B&: 岁"平均#&%S"1b%S&>%岁&平均球镜度数为
#\"S&%b&S1:%7"平均柱镜度数为 #\$S1:b$S2'%7*
纳入标准'#&%近视患者&#%%年龄s' 岁* 排除标准'
#&%有活动性眼表疾病和慢性眼表疾病&#%%有影响眼
健康的全身疾病&#2%有肝脏$肾脏疾病及代谢障碍性
疾病等* 试验组患者仍需满足以下标准'#&%眼部无
角膜塑形镜配戴禁忌证&#%%角膜塑形镜配适及中心
定位良好&#2%经角膜塑形镜矫正后视力"&S$* % 个
组的年龄$性别分布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
$S$'"!h$S>1&"% h$S2%"!h$S#:%*
A4B8方法
A4B4A8睑板腺丢失率测定!采用 NG8?̀6H+红外线
透射技术处理睑板腺红外线图像进行半自动化软件

分析计算睑板腺丢失率* 使用四点连线圈出单个眼
睑范围"计算眼睑面积&再使用鼠标圈出缺失腺体的
部分"利用计算机软件自动计算出睑板腺丢失率*
睑板腺丢失率为睑板腺已经缺失面积和睑板腺总面

积的比值"用百分数表示* 睑板腺丢失率软件分析
由同一技师操作*
A4B4B8泪膜破裂时间测量8湿润的荧光素纸条轻触
患者上睑结膜"用裂隙灯显微镜钴蓝色滤光片观察*

瞬目后测量患者泪膜破裂时间 # UYW*P?.[ X+)W6KXW*Y
K+,)"CmQ%"测量 2 次"取平均值*
A4B4C8睑板腺积分评定标准8采用 aZP+/ 等 +2,

的方

法对睑脂排出难易度进行评分"在裂隙灯显微镜下观
察并记录患者睑板腺开口情况"用拇指从上睑向睑缘
方向压迫眼睑中部"记录压迫区 # 个睑板腺开口的情
况"若开口通畅"挤压后可见睑板腺开口处出现油状分
泌物"若睑板腺开口阻塞"则挤压无分泌物排出* 睑板
腺评分标准'# 个腺体均有分泌为 $ 分"& B% 个腺体无
分泌为 & 分"2 B" 个腺体无分泌为 % 分"压迫区所有
腺体均无分泌为 2 分* 上下睑分数之和为睑板腺总
积分*
A4C8统计学方法

采用 GFGG &>S$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
d6,)606Y6V?G)+Y/6V检验对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本试
验各项计量资料均符合正态分布"数据以 Tb9表示"戴
镜前后各值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数据析因设计的两因素

方差分析"首先根据球形检验 # *̀.5J,Ẑ =XW=X6K
=[JWY+5+XZ%的结果判断重复测量数据之间有无相关性"
如存在相关性#!#$S$#%"采用 MYWW/J6.=W?MW+==WY的
校正结果* 两两比较采用 @G7?3检验"但当校正系数
([=+,6/T$S: 时"采用 C6/KWYY6/+检验进行两两比较* !T
$S$#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8结果

B4A8% 个组睑板腺总积分随时间变化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球对称检验表明"" 次重复测

量的睑板腺总积分数据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 #"% h
&&S%1&"!h$S$"1 %"校正系数 ([=+,6/ h$S''$"采用
MYWW/J6.=W?MW+==WY的校正结果* 试验组和对照组不
同测量时间受试者睑板腺总积分的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8组别 h&S>##"!h$S&2"&8时间 h'%S2>>"!h
$S$$$%"并且时间因素和分组因素存在交互作用"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8交互作用 h"1S2$>"!h$S$$$%* 试验
组戴镜后 %" 个月的睑板腺总积分比对照组显著增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S$$$%"其余时间点睑板腺总
积分 % 个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s
$S$#%* 对照组戴镜前后睑板腺总积分无明显变化"
戴镜前后各时间点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s$S$#%&试验组戴镜后 2 个月$1 个月睑板腺总
积分与戴镜前比较无明显变化"2 个时间点间两两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s$S$#%"试验组戴镜后
%" 个月睑板腺总积分比戴镜前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T$S$#%#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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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8B 个组戴镜前后不同时间点睑板腺总积分的比较#!H"%

组别 眼数

戴镜前后不同时间睑板腺总积分

戴镜前
戴镜后

2 个月
戴镜后

1 个月
戴镜后

%" 个月

对照组 ": &S:#b$S&" &S>1b$S&" %S$"b$S&: %S%>b$S:#

试验组 #& &S#$b$S&: %S&2b$S&" %S&#b$S%1 "S#"b&S&$*U

!注'8组别 h&S>##"!h$S&2"&8时间 h'%S2>>"!h$S$$$&8交互作用 h

"1S2$>"!h$S$$$4与同时间点对照组比较"*!T$S$#&与组内戴镜前比

较"U!T$S$# #重复测量的析因设计两因素方差分析"@G7?3检验"

C6/KWYY6/+检验%

B4B8% 个组睑板腺丢失率随时间的变化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球对称检验表明"" 次重复测

量的睑板腺丢失率数据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 #"% h
%%S%:%"!h$S$$$ %"校正系数 ([=+,6/ h$S:#2"采用
MYWW/J6.=W?MW+==WY的校正结果* 试验组和对照组不
同测量时间患者睑板腺丢失率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8组别 h$S&'>"!h$S111&8时间 h&$S1:1"!h
$S$$$%"并且时间因素和分组因素存在交互作用"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8交互作用 h&"S%2$"!h$S$$$%* 试验
组戴镜前后不同时间点的睑板腺丢失率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s$S$#%* 对照组戴镜
前后睑板腺丢失率无明显变化"戴镜前后各时间点间
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s$S$#%"试验组
组内各个时间点间的睑板腺丢失率两两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 !s$S$#%#表 %%*

表 B8B 个组戴镜前后不同时间点睑板腺丢失率的比较#!H"%

组别 眼数

戴镜前后不同时间睑板腺丢失率

戴镜前
戴镜后

2 个月
戴镜后

1 个月
戴镜后

%" 个月

对照组 ": %2S&2b#S"1 %%S1%b#S&" %%S1%b#S%: %%S'&b#S%2

试验组 #& %%S'>b#S#" %%S>1b#S#" %2S1$b#S'$ %"S2>b#S#"

!注'8组别 h$S&'>"!h$S111&8时间 h&$S1:1"!h$S$$$&8交互作用 h

&"S%2$"!h$S$$$#重复测量的析因设计两因素方差分析"@G7?3检验"

C6/KWYY6/+检验%

B4C8% 个组 CmQ随时间的变化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球对称检验表明"" 次重复测

量的 CmQ数据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 h"&S22%"!h
$S$$$%"校正系数 ([=+,6/ h$S12""采用 MYWW/J6.=W?
MW+==WY的校正结果* 试验组和对照组不同测量时间
受试者 CmQ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8组别 h
#S>#'"!h$S$&'&8时间 h#'S'&#"!h$S$$$%"并且时间
因素和分组因素存在交互作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8交互作用 h1'S">>"!h$S$$$%* 试验组戴镜前$戴镜后

2 个月 CmQ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s
$S$#%"试验组戴镜后 1 个月及 %" 个月的 CmQ较对照
组显著缩短"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h$S$$2$
$S$$$%* 对照组戴镜前后 CmQ无明显变化"戴镜前后
各时间点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s
$S$#%"而试验组戴镜后 CmQ逐渐缩短"组内各个时间
点间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T$S$#%#表 2%*

表 C8B 个组戴镜前后不同时间点 组YM的比较#!H"""%

组别 眼数

戴镜前后不同时间 CmQ

戴镜前
戴镜后

2 个月
戴镜后

1 个月
戴镜后

%" 个月

对照组 ": >S%#b%S$> >S2'b&S>2 >S"1b%S&2 >S2'b&S''

试验组 #& >S'#b&S>& 'S"1b%S$&U :S'&b&S12*U5 1S2#b&S#%*U5H

!注'8组别 h#S>#'"!h$S$&'&8时间 h#'S'&#"!h$S$$$&8交互作用 h

1'S">>"!h$S$$$4与同时间点对照组比较"*!T$S$#&与组内戴镜前比

较"U!T$S$#&与组内戴镜后 2 个月比较"5!T$S$#&与组内戴镜后 1 个月

比较"H!T$S$# #重复测量的析因设计两因素方差分析"@G7?3检验"

C6/KWYY6/+检验%!CmQ'泪膜破裂时间

C8讨论

睑板腺分泌的脂质是构成泪膜的重要成分"其开
口位于睑缘"排出的脂质分泌物形成泪液的表层"脂质
成分可防止泪液过度蒸发

+", * 脂质分泌不足"导致泪
液蒸发加速$泪膜渗透压增高和 CmQ缩短等* 睑板腺
功能障碍是一种睑板腺腺体慢性$弥漫性异常的疾病"
其特征通常为腺体分泌物质或量的改变和;或腺体终
端导管阻塞

+#, * 睑板腺丢失率是睑板腺已缺失面积
和睑板腺总面积的比值

+1, * 通过 NG8?̀6H+红外线透
射技术处理睑板腺红外线图像并进行半自动化软件分

析计算"可较简便$准确地获得睑板腺丢失率 +:, * 睑
板腺丢失率和睑板腺总积分可以评价睑板腺的形态及

功能变化
+:, *

本研究组在临床工作中发现"部分角膜塑形镜配
戴者尽管配适状态及视力矫正效果良好"但仍有眼睛
干涩$灼热感$刺痒等症状"单纯进行裂隙灯显微镜及
CmQ检查等方法并不能发现眼表存在的问题* 本研
究中拟通过观察睑板腺形态及功能的变化"评价角膜
塑形镜对眼表的影响"结果显示对照组的患者在为期
%" 个月的观察中 CmQ$睑板腺总积分和睑板腺丢失率
未发生变化"而试验组的 CmQ$睑板腺总积分随戴镜
时间的延长变化明显* 说明随着配戴塑形镜时间的延
长"睑板腺及泪膜的功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产生这
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角膜塑形镜覆盖在角膜"阻
碍了眼表脱落上皮细胞随泪液的排泄"长此以往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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睑板腺开口"造成睑板腺脂质排除减少 +""', &#%%角膜
接触镜上缘对睑板造成的机械摩擦损伤引起腺体分泌

功能改变
+>\&$, * #2%护理液$润眼液等的长期使用"所

含防腐剂苯扎氯铵$盐酸聚六亚甲基双胍等也会对角
结膜上皮"睑板腺的功能产生影响 +&&, * 试验组在戴镜
2 个月时即出现 CmQ缩短现象"分析可能的原因为'
#&%配戴角膜塑形镜后角膜前表面的形态改变"戴镜
后角膜出现中央低周边高的角膜组织移位"造成泪膜
重新分布而引起 CmQ缩短&#%%长期戴角膜塑形镜对
角膜上皮下神经丛数量及眼表形态有影响

+&%, * 神经
丛数量的改变影响了角膜对环境的感知功能"使角膜
敏感度降低"影响泪液分泌 +&2, &#2%睑板腺功能的改变
影响泪液质量

+#, *
综上所述"长期配戴角膜塑形镜后可导致 CmQ减

少"睑板腺功能下降* 临床中"我们对产生眼睛干涩$
灼热感$刺痒等症状的佩戴者给予热敷及睑板腺按摩
处理"症状会明显减轻"说明睑板腺功能不良也会影响
角膜塑形镜配戴时的舒适度* 所以"各类角膜接触镜
的长期配戴者均需要定期进行睑板腺形态及功能以及

眼表的各项检查"以保证眼表各项功能的稳定* 增加
验配人员素质$规范验配流程$保证镜片定位$规范配
戴者护理及配戴方法$减少有防腐剂护理产品的使用"
甚至采用弹性配戴以及定期的热敷联合睑板腺按摩等

是目前能减少角膜塑形镜对睑板腺功能影响的主要方

法
+&"\&#, * 另外"有些环境条件"如缺氧$紫外线$气候

干燥$风沙和相对湿度较低也会通过影响泪液蒸发率
从而对泪膜稳定性造成影响

+&1\&>, "因此特殊地区的角
膜塑形镜配戴者更应关注泪膜质量和睑板腺的变化*
采用角膜塑形镜来控制近视对每位配戴者来说都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本研究观察最长时间为 % 年"更长时间
戴镜对睑板腺和泪膜的影响还需要大样本量及进一步

密切的随访和观察*
作者声明!本研究与角膜塑形镜生产商及销售商无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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