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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比较飞秒激光辅助与微切口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对眼表功能的影响(!方法!采用
非随机对照研究设计( 连续收集 %$3G 年 3)5 月在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就诊的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 334
例 334 眼"根据患者自愿选择的白内障手术方式分为飞秒激光辅助的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组 &简称飞秒
组'## 眼和微切口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简称微切口组'43 眼( 观察 % 个组术前"术后 " B*5$ B 眼表疾病指
数&F?;N'*泪膜破裂时间& _̀C'*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基础泪液分泌试验 & ?"A'*结膜杯状细胞密度的变
化(!结果!术后 3 B"飞秒组和微切口组最佳矫正远视力& È;I>'&g8/b>:视力'分别为 $L3K&$L3$"$L%K'
和 $L%$&$L3""$L%"'"飞秒组视力较微切口组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j<5L3K$"%j$L$$%'( 与微切口组比
较"飞秒组手术时间略长"但超声时间更短"累计能量复合参数&E;&'值更低"平衡盐溶液& ?̀?'灌注量更少"
% 个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r$L$$3'( % 个组术后 " B*5$ B F?;N评分* _̀C值*结膜杯状细胞密度
均较术前降低"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均较术前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r$L$#'( % 个组手术前后
不同时间点 ?"A值波动均较小"组间和不同时间点间总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L

分组
j$L#3$"%j$LK""+

L
时间

j$L"K3"%j$LK"J'(!结论!与微切口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相比"飞秒激光辅助的超声乳化白内障摘
出术后早期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升高*泪膜稳定性下降*结膜杯状细胞密度下降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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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飞秒激光辅助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技术的
提高以及临床经验的积累"该术式已在短短数年内被
眼科行业广泛接受"并成为国内外屈光性白内障手术
的一种趋势"但是与传统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一样"
干眼仍然是其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广泛影响患者
的满意度和生活质量

, 3<%- ( 与传统超声乳化白内障摘
出术相比"飞秒激光辅助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后干
眼的影响因素更加错综复杂"一方面"该术式可完成高
效的预劈核"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术后炎症反应"从
而减轻术后干眼+另一方面"该术式负压吸引对结膜杯
状细胞的作用及患者接口和激光探头与眼表的直接接

触可能对眼表造成潜在的机械性损伤
, 5- ( 为了评估

飞秒激光辅助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对干眼的影响"
本研究中比较其与 %L% ''同轴微切口超声乳化白内
障摘出术后干眼相关指标及结膜杯状细胞的变化(

?5资料与方法

?6?!一般资料
采用非随机对照研究设计( 连续收集 %$3G 年

3)5 月在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就诊的年龄相关性
白内障患者 334 例 334 眼"根据患者自愿选择的白内
障手术方式分为飞秒激光辅助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

组&简称飞秒组' ## 眼和微切口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
术&简称微切口组'43 眼"双眼手术患者仅纳入首次手
术眼( 本研究患者入组标准为单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
患者( 排除标准为#&3'近 4 个月内使用过影响泪液
分泌及泪膜稳定性的药物"如抗组胺类药物*抗抑郁
药*抗癫痫药*避孕药*血管收缩药物*抗胆碱能药物*
糖皮质激素*非甾体类抗炎药*人工泪液*抗青光眼药
物等( &%'合并有可能影响泪膜功能的眼表疾病患
者"如眼睑内翻倒睫*眼睑闭合不全*严重睑板腺功能

障碍和萎缩*角膜病*翼状胬肉*长期佩戴角膜接触镜*
泪道疾病等( &5'合并相关眼部疾病史和手术史"如
葡萄膜炎*青光眼*角膜白斑*变态反应性结膜炎*睑缘
炎*感染性眼病等( &K'有飞秒激光辅助超声乳化白
内障摘出术禁忌证"如小睑裂*严重球结膜松弛*角膜
曲率过大*患者配合度差*扩瞳后瞳孔直径仍小于 # ''
等( &#'有全身系统性疾病"如糖尿病*?A-Y-.+QW8,.+8.
综合征*?Pt/@-. 综合征*甲状腺相关性眼病*系统性红
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其他结缔组织
疾病等( 3 个月内 334 例患者均完成随访"随访率为
3$$M( % 个组年龄*性别构成比*眼别构成比以及术
前最 佳 矫 正 远 视 力 & V-+A78@@-7A-B B)+A(.7-Y)+1(*
(71)AR" È;I>'*眼轴长度&(0)(**-./A,">g'*核分级*
泪膜破裂时间& V@-(\Q1S A)'-" _̀C'*角膜荧光素染色
评分*基础泪液分泌试验& ?7,)@'-@" A-+A"?"A'*眼表
疾病指数&871*(@+1@T(7-B)+-(+-).B-0"F?;N'*结膜杯
状细胞密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f$L$#'
&表 3'( 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研究者向受试者
介绍了本研究的目的和内容"均取得受试者的理解*同
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通过武汉爱尔眼科汉
口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审号#%$3"N:̀ $3'(
?6@!手术方法

术前 3 B 所有入组患者均使用质量分数 $L#M左
氧氟沙星滴眼液&日本参天制药株式会社'和质量分
数 $L3M双氯芬酸钠滴眼液&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
公司'点术眼"每天 K 次( 术前坐位裂隙灯显微镜下
标记主切口位置为 3$$i( 手术均在质量分数 $LKM盐
酸奥布卡因表面麻醉下进行( 由同一经验丰富的医师
完成手术"记录手术时间*超声时间*累计能量复合参
数*平衡盐溶液 & V(*(.7-B +(*A+8*1A)8." ?̀?'灌注量(
术后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 & 美国爱尔康公司'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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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个组患者术前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O眼数
年龄

(

&'-(.s?;"岁'

性别构成比
V

&男O女"8O8'

眼别构成比
V

&右O左"8O8'

术前 È;I>&g8/b>:视力'7

,(&%%# "%"# ' -
不同核分级眼数

V

3 级 % 级 5 级 K 级

飞秒组 ##O## 4KLK#s"L4K %#O5$ %JO%4 $L#$&$L#$"$L"$' 33 %$ 3" "

微切口组 43O43 45L%3sGL#J %"O5K 5%O%J $L#$&$L5#"$L"$' 3K %3 3J "

Db!% b+值 $LG3J $L$3" $L$$3 $L%"G $L3G4

%值 $LK3K $LGJ" $LJ"" $L"G3 $LJG$

组别
例数O
眼数

>g(&'-(.s
?;"'''

_̀C(

&'-(.s?;"+'
?"A(&'-(.s?;"

''O# ').'
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

7

,(&%%# "%"# ' -
F?;N评分(

&'-(.s?;'
结膜杯状细胞密度

(

&'-(.s?;"O''% '

飞秒组 ##O## %#L%%s%L%# 4L%%s3LJG JL5#sKL"J $&$"3' %KL#3s4L#3 %4#L5s3KJLK

微切口组 43O43 %KL"$s%L"3 #LJ#s3L4% GL4JsKL5J $&$"3' %KL"Js"LKG %#GL4s35JL"

Db!% b+值 3L3$5 $L"J% $L""3 $L35G <$L%3% $L%3J

%值 $L%"% $LK5$ $LKK% $LGJ$ !$LG5% $LG$3

!注# È;I>#最佳矫正远视力+>g#眼轴长度+ _̀C#泪膜破裂时间+?"A#基础泪液分泌试验+F?;N#眼表疾病指数&(#独立样本 D检验+V#!% 检验+7#

b(..Q],)A.-R+检验'

眼"每天 K 次"每周减量 3 次+质量分数 $L5M玻璃酸钠
滴眼液&日本参天制药株式会社'"每天 K 次"使用至
术后 3 个月(
?6@6?!飞秒激光辅助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采用
g-.?0飞秒激光仪&美国爱尔康公司'启动负压吸引
固定眼球"按照统一预设参数用激光切开前囊膜和
预劈核"采用 3$$i%L% ''自闭式透明角膜切口"前
房注入黏弹剂"撕囊镊取出切开的前囊膜"采用
E-.A1@)8. 超声乳化仪&美国爱尔康公司'和主动液流
系统吸除晶状体核块及皮质"晶状体囊袋内植入折
叠式后房型 NFg( 所有患者手术顺利"未见术中和术
后并发症发生(
?6@6@!%L% ''同轴微切口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
采用 3$$i%L% ''自闭式透明角膜切口"按照标准超
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操作流程完成手术( 所有患者手
术顺利"未见术中和术后并发症发生(
?6A!眼表功能观察指标及方法

334 例患者分别在术前"术后 " B*5$ B 依次接受
干眼检查评估"所有检查均由同一熟练医师按标准操
作程序完成(
?6A6?!F?;N评分!该评分量表由 ;&]? 制定"经过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H;>'认证的可用于临床
试验中客观评估眼表症状的评分表

, K- ( 该表分为视
功能*主观感受*环境促发因素 5 个方面共 3% 个问题"
其中视功能方面包括让患者评价最近 3 周内的眼部症
状对看书*夜晚开车*看计算机和看电视的影响"并进
行打分+主观感觉方面包括让患者分别就 3 周之内对
光敏感的程度*眼异物感*眼痛*视物模糊和视力下降
的程度进行打分+环境促发因素包括让患者描述在刮
风时*干燥环境下或空调房间内眼部的不适程度"每个

问题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分为 $lK 分"总分j&各项
总和d%#' O答题数(
?6A6@! _̀C测定!用 3 滴不含防腐剂的无菌生理盐
水湿润荧光素钠眼科检测试纸&天津晶明新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然后甩掉多余液体"用试纸轻触患者下睑
缘 5 次"嘱患者瞬目 5 次后自然平视"在裂隙灯显微镜
钴蓝光下测量自末次瞬目后睁眼至角膜出现第 3 个黑
斑的时间"连续测 5 次取平均值"用于评估泪膜的稳
定性(
?6A6A!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嘱患者闭眼 # +后继续
在裂隙灯显微镜钴蓝光下观察( 荧光素染色结果评分
采用 3% 分法#将角膜分为颞上*颞下*鼻上*鼻下 K 个
象限"无着染记为 $ 分"点状着染记为 3 分"小点片着
染记为 % 分"块状着染记为 5 分"观察各象限并评分"
最高 3% 分(
?6A6G!?"A测定!参照文献,#-的方法"在安静及暗
环境下"取 3 张 # ''d5# ''的无菌滤纸"一端反折
# ''"轻轻置于无表面麻醉的被检者下结膜囊内中外
3O5 处"另一端自然下垂"嘱患者轻轻闭目"眼位向前"
# '). 后取下滤纸"记录浸湿的长度即为泪液分泌量(
?6A6H!结膜杯状细胞密度检查!参照文献,4-的方
法"利用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德国海德堡公司'进行
结膜杯状细胞密度检查( 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由海德
堡视网膜激光断层扫描系统'代 9-)B-*V-@/:-A).(
C8'8/@(S, &9:C5'与 :8+A87\ 角膜模块组件组成"其
中激光波长为 4"$ .'"放大倍数为 G$$ 倍"横向与纵向
分辨率均达到 3 %'( 受检眼点用 $LKM盐酸奥布卡因
滴眼液行表面麻醉"嘱受检者坐于操纵台前"下颌与前
额分别固定在下颌托与前额托上"预设置两者接触的
焦平面深度为 $ %'( 嘱受检者注视 K 个方位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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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以检查上方*下方*鼻侧*颞侧角膜缘后 %lK ''区
域球结膜( 转动焦平面调节环以获得 3$lKK %'深度
的结膜浅表层图像

, "- "直到清晰显示结膜杯状细胞(
结膜杯状细胞是一种直径为 %# l5$ %'"体积较周边
细胞大*圆形或椭圆形*高反光的细胞"有时可以看到
明显的细胞核( 结膜杯状细胞平均密度的计算是通过
在每个象限 5 个观察部位 5 个不同深度选取 54 张典
型图像"用 :8+A87\ 操作软件进行细胞计数( 检查结
束后"保存图像和录像"用乙醇清洁下颌托与前额托"
并更换一次性无菌角膜接触帽(
?6G!统计学方法

采用 ?X?? %3L$ 统 计 学 软 件 &软 件 序 列 号#
K 4̀bN=FG4nKgnIJ>>"D9&EGJX#C:=CF9>>5ece#
o]"Db%?]9EEC>Hò g5 5̀NcXbb"NJ=5b?C̀eFFG
IXcen9?&eD?CG"美国 Ǹb公司'进行统计分析( 本
研究中定量资料经 c8*'8/8@8YQ?')@.8Y检验证实符合
正态分布者"以 '-(.s?;描述"不符合正态分布者以
(&%%#"%"#'表示"分类资料以频数表示( 术前飞秒组
和微切口组性别*眼别*不同核分级眼数构成比的比较
均采用卡方检验( 术前 % 个组年龄*>g* _̀C*?"A*角
膜荧光素染色评分*F?;N评分*结膜杯状细胞密度比
较"以及 % 个组手术时间*超声时间*累计能量复合参
数&71'1*(A)Y-B)++)S(A-B -.-@/R"E;&'* ?̀? 灌注量比
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D检验( 术前"术后 3*"*5$ B"% 个
组 È;I>的比较采用 b(..Q],)A.-R+检验( % 个组
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F?;N* _̀C*角膜荧光素染色评
分*?"A*结膜杯状细胞密度的总体差异比较采用重复
测量的两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g?;QD检验(
采用 b(17,*R检验法对重复测量数据进行球形检验"
若 %f$L$#"采用一元分析结果中的 D@--.,81+-QD-)++-@
检验进行主体内效应检验+若 %r$L$#"则采用多元分
析结果中的 X)**()的轨迹值为准进行主体内效应检
验( 双侧 %r$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结果

@6?!% 个组患者术后视力比较
飞秒组术后 3 B È;I>较微切口组好"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j<5L3K$"%j$L$$%'"% 个组术后 " B*术
后 5$ B È;I>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f
$L$#'&表 %'(
@6@!% 个组手术时间*超声时间*E;&* ?̀? 灌注量手
术参数比较

飞秒组较微切口组手术时间略长"但超声时间更
短"E;&值更低" ?̀? 灌注量更少"% 个组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 %r$L$$3'&表 5'(

表 @5@ 个组患者术后 S<EJ!比较,(&5)*"5+*'-

组别 眼数
术后不同时间点 È;I>&g8/b>:视力'

3 B " B 5$ B

飞秒组 ## $L3K&$L3$"$L%K' $L35&$L3$"$L%$' $L3$&$L3$"$L%$'

微切口组 43 $L%$&$L3""$L%"' $L%$&$L3$"$L%$' $L3$&$L3$"$L%$'

+值 <5L3K$ <3LK%% <$L"$4

%值 $L$$% $L3## $LKG$

!注# È;I>#最佳矫正远视力&b(..Q],)A.-R+检验'

表 A5@ 个组手术时间*超声时间*<EI*
SBB灌注量手术参数比较&3+#"RBE'

组别 眼数 手术时间&').' 超声时间&+' E;& ?̀? 灌注量&'*'

飞秒组 ## 35L4%s%L54 5"L"5s3$LKJ 4L%5s3L## #$LG"s"LKJ

微切口组 43 JL4%s%LK$ KGL$$s35L#J JL4%s5L$4 44LKJsGL5J

D值 JL$53 <KL#%% <"L4K" <3$L#5$

%值 r$L$$3 r$L$$3 r$L$$3 r$L$$3

!注#E;&#累计能量复合参数+ ?̀?#平衡盐溶液&独立样本 D检验'

@6A!%个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眼表功能各参数比较
@6A6?!% 个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F?;N评分比较!
% 个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F?;N评分比较"组间总体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分组 j$LJ%#"%j$L55G'"不
同时间点间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时间 j

%5KL3"$"%r$L$$3'"其中术后 " B*5$ B % 个组 F?;N
评分均较术前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r
$L$#'&表 K'(

表 G5@ 个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6BEP评分比较&3+#"RBE'

组别 眼数
不同时间点 F?;N评分

术前 术后 " B 术后 5$ B

飞秒组 ## %KL#3s4L#3 3$LK$sKL34( "L"4sKLKK(

微切口组 43 %KL"Js"LKG 33L4Ks#L##( GL3GsKLJK(

!注#L分组 j$LJ%#"%j$L55G+L时间 j%5KL3"$"%r$L$$3+L交互作用 j

$L5#G"%j$L"$$6与各自组内术前值比较"(%r$L$#&重复测量的两因素

方差分析"g?;QD检验'!F?;N#眼表疾病指数

@6A6@!% 个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_̀C比较!% 个
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_̀C比较"组间总体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L分组 j$LKJ3"%j$LKG#'"不同时间点
间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时间 j#"L$45"%r
$L$$3'"其中飞秒组和微切口组术后 " B*5$ B _̀C值
均较术前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r
$L$$3'&表 #'(
@6A6A!% 个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角膜荧光素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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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比较!% 个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角膜荧光素染
色评分比较"组间总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分组 j
%L%3K"%j$L3K$'"不同时间点间总体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L时间 j"5L5%J"%r$L$$3'"其中飞秒组和微
切口组术后 " B*5$ B 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均较术前明
显升高"术后 " B 最高"术后 5$ B 有所降低"与术前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r$L$#'&表 4'(

表 H5@ 个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STC比较&3+#"RBE"&'

组别 眼数
不同时间点 _̀C值

术前 术后 " B 术后 5$ B

飞秒组 ## 4L%%s3LJG 5L4Ks3L45( KL"Gs%L$G(

微切口组 43 #LJ#s3L4% KLKGs%L$$( KL""s3LG"(

!注#L分组 j$LKJ3"%j$LKG#+L时间 j#"L$45"%r$L$$3+L交互作用 j

KL#%#"%j$L$356与各自组内术前值比较"(%r$L$#&重复测量的两因素

方差分析"g?;QD检验'! _̀C#泪膜破裂时间

表 K5@ 个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比较&3+#"RBE"分'

组别 眼数
不同时间点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

术前 术后 " B 术后 5$ B

飞秒组 ## $L##s$L"% 3L5Gs$LJ"( $LJ5s3L$%(

微切口组 43 $L#3s$L#% 3L$3s$LG4( $L44s$LGJ(

!注#L分组 j%L%3K"%j$L3K$+L时间 j"5L5%J"%时间 r$L$$3+L交互作用 j

4L4$5"%j$L$$%6与各自组内术前值比较"(%r$L$#&重复测量的两因素

方差分析"g?;QD检验'

@6A6G!% 个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A值比较!%
个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A值波动均较小"组间和
不同时间点间总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L分组 j
$L#3$"%j$LK""+L时间 j$L"K3"%j$LK"J'&表 "'(

表 N5@ 个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
B",值比较&3+#"RBE"33UH 3'"'

组别 眼数
不同时间点 ?"A值

术前 术后 " B 术后 5$ B

飞秒组 ## JL5#sKL"J JL54sKL$$ GLGJs5L"$

微切口组 43 GL4JsKL5J GL44s5LK4 GL"Ks5L5%

!注#L分组 j$L#3$"%j$LK""+L时间 j$L"K3"%j$LK"J+L交互作用 j3LK4J"

%j$L%5#&重复测量的两因素方差分析'! ?"A#基础泪液分泌试验

@6A6H!% 个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结膜杯状细胞密
度比较!% 个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结膜杯状细胞密
度比较"组间总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分组 j
%L"#J"%j$L$JJ'"不同时间点间总体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L时间 j3KGLG$%"%r$L$$3'"其中术后 " B*
5$ B 结膜杯状细胞密度均较术前明显减低"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 %r$L$#'&图 3"表 G'(

50μm

50μm 50μm BA

C50μm

50μm 50μm BA

C
图 ?5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下飞秒组同一患者相同部位手术前后结
膜杯状细胞密度变化&标尺j#$ %''!可见术后结膜杯状细胞密度
均较术前明显减低&箭头示杯状细胞'!>#术前! #̀术后 " B!E#术
后 5$ B
!

表 C5@ 个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结膜杯状细胞
密度比较&3+#"RBE"个U33@'

组别 眼数
不同时间点结膜杯状细胞密度

术前 术后 " B 术后 5$ B

飞秒组 ## %4#L5s3KJLK J"L"s "5L"( 3#GL$s GJLK(

微切口组 43 %#GL4s35JL" 34JL5s3%#L$( %$$L$s3%#L3(

!注#L分组 j%L"#J"%j$L$JJ+L时间 j3KGLG$%"%r$L$$3+L交互作用 j

3#L34K"%r$L$$36与各自组内术前值比较"(%r$L$#&重复测量的两因

素方差分析"g?;QD检验'

A5讨论

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多为中老年人"眼表对各
种损伤因素的抵御和修复能力较差

, G- ( 白内障术后
中重度干眼患者的比例高达 "#M, J- ( 白内障术后干
眼不仅严重影响手术效果"降低患者的视觉质量"还降
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和
心理负担

, 3$- ( 因此"了解白内障术后干眼的变化趋
势"关注术后干眼的影响因素"保证相对健康的眼表状
态是屈光性白内障手术"尤其是飞秒激光辅助超声乳
化白内障摘出术需要重视的问题

, 33- (
白内障围手术期干眼的影响因素众多

, 3%<35- ( &3'
手术切口"特别是颞侧透明角膜切口切断了部分角膜
缘神经纤维"使角膜知觉减退 , 3K- ( o1 等 , 3-

报道飞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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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辅助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后 ?"A呈先上升后
下降的趋势"提示术后早期切口局部隆起*变形会刺激
泪液的分泌"而局部角膜知觉的减退导致中后期 ?"A
下降( 但周龑莉等 , 3#-

研究显示"飞秒激光辅助超声乳
化白内障摘出术后 ?"A值变化不大( 分析产生不同
结果的原因可能包括#飞秒激光辅助的透明角膜切口
仍存在因激光对混浊角膜及严重老年环等的穿透能力

有限造成的切口不完全及角膜缘定位问题引发的分离

困难+目前的飞秒激光设备制作的切口位置不准确和
不恒定

, 34- +样本量和样本组成不同等( 近年来"随着
显微手术技巧的提高和微小切口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

术的发展"切口引起的泪液刺激性分泌情况逐渐消
失

, 3"- ( 本研究中 % 个组均由同一切口制备娴熟而稳
定的术者手工制备 %L% ''3$$i透明角膜切口"旨在尽
量控制该偏倚"结果显示 % 个组术后 " B*5$ B ?"A值
与术前比较均无明显变化( & %'药物因素( 聚维酮
碘*表面麻醉剂*防腐剂*糖皮质激素类滴眼液的滥用
均可能引起眼表药物性损伤( e)8./等 , 3G-

研究表明"
苯扎氯胺除了能使结膜杯状细胞密度减小外"还可以
抑制残存的杯状细胞合成黏蛋白( 本研究中 % 个组患
者在围手术期间均按标准操作流程进行治疗"药物的
种类*质量分数*点眼频率*持续时间*减量方法完全统
一"并尽量选用不含防腐剂的滴眼液来减少个体间对
防腐剂效应的差异( &5'超声能量损伤*光暴露损伤*
术中眼压波动和术后炎症反应( 本研究中 % 个组均使
用主动液流系统尽量减少术中眼压的剧烈波动和浪

涌"从而减少对眼表的损伤( % 个组手术灯光的照射
亮度相同( 由于飞秒激光预劈核作用"飞秒组比微切
口组超声时间更短*E;&值更低* ?̀? 灌注液量更少"
可能有助于减轻术后炎症反应+然而由于患者对接需
要耗费一定时间"飞秒组手术时间较微切口组更长"这
就意味着角膜光暴露的时间相应延长( &K'睑板腺功
能的改变

, 3J- ( 开睑器对眼睑的损伤*术后的炎症反
应*菌群定植*抗生素和糖皮质激素类滴眼液的使用等
均可能影响睑板腺的功能"从而引起泪膜脂质层的改
变"破坏泪膜的稳定性( 本研究中排除了严重睑板腺
功能障碍的患者( 飞秒激光辅助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
术对睑板腺功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具体的机制又是
如何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眼表的机械性损
伤( 推测这一因素正是飞秒激光辅助超声乳化白内障
摘出术后干眼与常规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后干眼的

明显不同之处( 可能的机制是激光治疗时角膜缘周边
球结膜处于高负压状态"可能会损伤细胞膜本就脆弱
的杯状细胞+角膜高负压状态导致角膜上皮缺血缺氧"

从而引起角膜上皮连接松解+同时眼位固定时"特别是
多次锚定后"患者接口及激光探头容易造成角膜上皮
微绒毛的机械性损伤(

既往研究比较了飞秒激光辅助超声乳化白内障摘

出术和常规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对眼表功能的影

响"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 3"3#- "可能与切口制备方面的差
异有关"而且均未进一步分析术后干眼的可能机制(
鉴于此"本研究中从细胞学角度出发"通过活体共焦显
微镜观察 % 个组不同时间点结膜杯状细胞的变化( 本
研究结果发现"飞秒组结膜杯状细胞密度在术后各个
时间点均少于微切口组"证实了负压吸引对球结膜杯
状细胞的损伤+% 个组术后结膜杯状细胞密度均少于
术前"直到术后 3 个月仍未恢复至术前水平"提示还有
其他机制共同参与白内障术后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
损伤的修复需要更长的时间( 本研究中发现白内障术
后 3 周"与微切口组相比"飞秒组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
更高" _̀C也较短"与 o1 等 , 3-

报道的结果一致( 这提
示患者对接环节的确会对角膜上皮产生一定损伤( 我
们在临床上对于配合度较差可能需要多次对接的患

者*术前伴有角膜上皮损伤的患者*重度干眼患者等需
要慎重选择飞秒激光辅助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术
后应密切关注眼表健康状况并及时调整用药(

目前"对于结膜杯状细胞的研究依赖于活体组织
检查和印迹细胞学检查

, %$<%3- "但是滤纸类型*滤孔大
小*滤纸与结膜接触时间*压力大小*受检部位*染色技
巧等均会影响印迹细胞学检查结果的可重复性和客观

性"更主要的是作为一种相对侵入性检查"取材后杯状
细胞分化*成熟*迁移需要一段时间"无法客观反映同
一部位不同时间点的重复测量值( 本研究中采用活体
共焦显微镜评估白内障术后不同时间点杯状细胞的损

伤情况"具有高分辨率*多点深层次检查*无需染色*非
侵入性的优点"其检查结果与印迹细胞学检查结果高
度相关

, %%<%5- ( 无论是放大倍率*检查部位*图像选取
原则

, %K- "还是图像数量选取原则都经过统计学验证"
严格遵循设备标准化操作规范

, %#- "使结果的重复性和
可信性更好(

本研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3'术后随访时间仅
3 个月"飞秒激光辅助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对干眼
的中远期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从伦理学角度出
发"本研究无法做到随机对照研究"但是术前 % 个组各
个参数基线水平均无明显差异"尽可能减少了偏倚+
&5'本研究缺乏睑缘检查的量化*脂质层厚度的测量
以及术后炎症反应的定量分析"这将是我们进一步研
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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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飞秒激光辅助和微切口超声乳化白内
障摘出术均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干眼"直到术后 3 个
月尚未完全恢复至术前水平+与微切口超声乳化白内
障摘出术相比"飞秒激光辅助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
后早期角膜荧光素染色评分更高" _̀C更短"结膜杯
状细胞密度更低"可能与眼位固定时患者接口及激光
探头造成的角膜上皮微绒毛机械性损伤以及负压吸引

对球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有关"其长期影响仍需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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