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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中国在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PTS=(!R(暴发性流行的工作处于关键阶段) 作为工作

在第一线的眼科医务工作者"我们在 R, 例 2PTS=(!R 患者中发现 / 例患者合并有结膜炎"其中 ! 例以结膜炎

为首发症状然后被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这些线索提示$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机制和途径有待进一步

明确#结膜炎作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所伴随发生的症状还是结膜作为病毒入侵的重要部位有待进一步验证#

对大量无症状+轻症或有结膜炎症状的患者做到早期诊断+实施医学隔离和采取适宜的治疗措施对于防止疫

情的扩散至关重要#对于有结膜炎症状者应与其他病毒性结膜炎相鉴别#密切注意个人的科学防护#建议尽快

开发更为敏感的检测技术用于患者泪液或结膜囊拭子的病毒检测)

%关键词&"新型病毒性肺炎# 病毒性结膜炎# 护目镜# 医疗防护# 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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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0!R 年 !, 月底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发现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0!R 新型冠状病毒疾病';%5%&8G*5+A<*A38A3(!R"2PTS=(

!R(-并很快蔓延至全国) 截止至 ,0,0 年 , 月 !/ 日 ,. 点"我

国 2PTS=(!R 患者已超 1 万人"此外仍有大量疑似病例"且疫情

迅速扩散"全国 -! 个省市均已启动一级响应) 该病起病隐匿

且发展迅速"临床中常见轻症者和无症状者"也有少数患者合

并结膜炎"甚至有个别患者以结膜炎为首发症状"给临床早期

诊断带来了很大困难) 作为一直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我们

!1Q,!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0,0 年 - 月第 -Z 卷第 - 期"2$*& bHd> P>$4$89?%9"X85;$ ,0,0"T%9K-Z"7%K-

Q2xvdWRWZXJzaW9uLQo?



发现医护人员轻症感染或发展为重症离世者并不鲜见"令人扼

腕叹息) 在抗疫工作中我们在 R, 例患者中发现 . 例患者合并

结膜炎表现"另有 ! 例为以结膜炎为首发症状并继后确诊者"

为眼科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医疗工作中的疫情防控敲响了警钟)

眼科医务工作者在眼病的诊疗过程中"常与患者近距离接触"

存在较大的交叉感染和职业暴露风险) 因此"提高防护意识+

理清病毒性结膜炎的鉴别诊断及做好 2PTS=(!R 传播的应对策

略尤为重要)

B8>9INO/BP 患者结膜炎病例回顾

在我们观察的 R, 名确诊患者中"共发现 ! 例以结膜炎症

状为首发病例者". 例为 2PTS=(!R 并发结膜炎者) 以结膜炎

为首发症状者"为一女性麻醉科医师"曾为 ! 位全身麻醉患者

进行插管操作"因接受插管患者当时并未诊断为 2PTS=(!R"因

此医务人员操作时未佩戴防护目镜) 该医务人员于插管操作

后第 - 天晨起发现左眼结膜囊有黏性分泌物"轻度充血"未进

行处理"次日右眼出现同样症状) 知晓接受插管的患者术后确

诊为 2PTS=(!R 后"该医务人员至眼科就诊"先后 - 次发现咽部

拭子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阳性"但双眼结膜囊拭子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为阴性#胸部 2̀ 影像正常"无呼吸道感染症状) 临床

诊断为病毒性结膜炎"采用更昔洛韦滴眼液和玻璃酸钠滴眼液

点眼". 次[<"采用居家隔离措施"点眼 ! 周后眼部症状基本消

失"但出现发热+咳嗽症状"胸部 2̀ 影像出现典型 2PTS=(!R 表

现"住院隔离接受治疗"目前仅存在咳嗽症状"仍在治疗中)

. 例 2PTS=(!R 并发病毒性结膜炎患者均为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医护人员"年龄 -0 e.0 岁"均为 2PTS=(!R 确诊后住院患

者) 患者患病后并发轻型结膜炎症状"双眼结膜轻度充血"出

现眼痒和轻度异物感症状) 其中 ! 例患者为护理人员"派往发

热门诊后 , < 因轻度咳嗽进行医疗检查"第 ! 次鼻咽部拭子和

结膜囊病毒核酸检查均为阳性"但患者胸部 2̀ 正常) 在整个

住院期间"患者多次 2̀ 检查均为正常"而在共 Q 次的新型冠状

病毒',0!R &%G39;%5%&8G*5+A",0!R(2%T(核酸检测过程中出现

了 , 次阴性"! 次高度疑似和 . 次阳性结果"包括目前检测的阳

性结果) 其他患者一次性结膜囊拭子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 所有患者均诊断为病毒性结膜炎"给予局部更昔洛韦和

玻璃酸钠滴眼液点眼后 -e/ <"眼部症状均好转)

C8病毒性结膜炎的特点和鉴别

,0!R(2%T属 "冠状病毒属"为有包膜的 U7W病毒"颗粒通

常呈球形"具有一定多形性"与引起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A3G3538;+4353A>*584%5BAB&<5%?3":WU:(的蝙蝠 :WU: 样 2%T

'a84(:)(2%T#2./(基因组同源性高达 ZZr,!- ) 目前 2PTS=(!R

的临床诊断依据主要为发热+干咳+呼吸困难等临床表现#2̀

检查的双肺多发磨玻璃样改变典型影像"进展期病灶扩大并迅

速融合"重症可呈.白肺/表现#血常规检查显示淋巴细胞比例

偏低#Ù (@2U检测鼻咽拭子标本 ,0!R(2%T核酸阳性 ,,- ) 但在

实际临床工作中"许多患者起病极为隐匿"临床表现仅为轻症"

甚至最初表现为呼吸道以外的其他症状"甚至患者无任何临床

症状
,-- ) 此外"我们在接诊中发现的结膜炎患者中"! 例就诊

时并无发热+咳嗽等呼吸系统典型症状"仅以结膜炎为首发表

现"另 . 例患者仅为轻微呼吸道症状并合并结膜炎"有些患者

仅因眼科其他疾病就诊但尚未发生 2PTS=(!R 者"这些患者有

可能为 2PTS=(!R 潜伏期"这为早期诊断+早期隔离和眼科医务

人员的防护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和隐患)

目前"2PTS=(!R 患者首发或者并发结膜炎的比例不高"无

特异性全身表现"且眼部症状仅表现为人类流感病毒感染后的

常见症状
,.- "而文献报道大约 Z0r的人类 cQ 亚型病毒感染后

出现眼部并发症
,/- "这提示眼科医师应正确识别病毒性结膜

炎"尤其要与疱疹性结膜炎+细菌性结膜炎+变应性结膜炎等相

鉴别
,1- ) 在所有急性结膜炎病例中"病毒引起结膜炎的发病率

高达 Z0r"其中 1/reR0r的病毒性结膜炎与腺病毒有关 ,Q- "

表现为结膜充血+眼红+畏光"大量黏液水样分泌物伴流泪等)

病毒感染可能合并发热及耳前淋巴结肿大等表现) 医生可通

过裂隙灯显微镜检查观察到结膜滤泡"甚至角膜点状浸润) 病

毒性结膜炎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但人工泪液+局部抗组胺

药或冷敷可缓解其症状
,Z- ) 疱疹性结膜炎引起的病变通常是

单侧的"比较常见的有单纯疱疹病毒和带状疱疹病毒"分泌物

稀薄而呈水样"并可能伴有疱疹性眼睑病变"使用局部和口服

抗病毒药物可缩短病程
,R- ) 细菌性结膜炎的临床特征为脓性

分泌物及眼红+畏光"还可伴有眼睑肿胀+触诊眼痛) 成人细菌

性结膜炎常见的病原体是葡萄球菌"其次是肺炎链球菌和流感

嗜血杆菌"局部应用广谱抗生素"如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妥

布霉素滴眼液等早期即可有效控制
,!0- ) 变应性结膜炎多发生

于春季"花粉+化妆品+油漆等均是常见的变应原"主要表现为

结膜和眼周皮肤红肿或局部瘙痒"但不影响视力) 治疗方法包

括首先脱离变应原+冷敷+人工泪液点眼+地塞米松滴眼液和抗

过敏滴眼液"可控制其症状 ,!!- )

D8CTBP/>#I的传播途径

,0!R(2%T的传播途径尚未完全确定) 除了之前公认的飞

沫传播和接触传播外",0,0 年 ! 月"c%9A$+3等 ,!,-
在1新英格兰

医学2杂志发表的文章指出"2PTS=(!R 患者的粪便中同样可检

测出 ,0!R(2%T核酸阳性) 这提示 ,0!R(2%T可能还具有一定

的粪口传播性) , 月 Z 日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提出气溶胶传播也

是一种新的传播途径) 在我们诊疗的 2PTS=(!R 患者中"确有

! 例患者以结膜炎为首发症状) 事实上"眼表面"尤其是角膜和

结膜上皮在传染病传播过程中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黏膜表面"

同呼吸道一样"人类眼组织中分布有携带末端唾液酸 'A*89*;

8;*<A":W(的宿主上皮细胞糖蛋白"以 ),(-(:W为主"是腺病毒+

禽流感病毒等呼吸道病毒的结合受体
,!-- ) 此外":WU: 冠状病

毒 : 蛋白的功能性受体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8&'*%43&A*&(

;%&G354*&'3&LB?3'"W2H' ( 在人眼结膜和角膜中均有表

达
,!.- "可为 ,0!R(2%T由眼部入侵提供可能性) ,00. 年"新加

坡学者曾在 ]!(9(@. 83*!%+>3<=0.9.+>?3>3&)上发表文章报道"

采用 @2U对 Z 例确诊 :WU: 的患者泪液进行检测"其中 - 例

!QQ,!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0,0 年 - 月第 -Z 卷第 - 期"2$*& bHd> P>$4$89?%9"X85;$ ,0,0"T%9K-Z"7%K-

Q2xvdWRWZXJzaW9uLQo?



:WU: 病毒 U7W阳性"且标本均于发病早期'发热后 R <(采集)

因此"我们认为不排除 ,0!R(2%T通过眼部传播的可能"一是患

者咳嗽+打喷嚏时可能导致飞沫直接溅入眼内#二是接触了患

者的体液+血液后再通过揉眼等途径感染全身) 我们观察到

! 例以结膜炎为首发症状的 2PTS=(!R 确诊患者"该患者仅在

发病初期进行了 ! 次结膜囊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可能

与疾病发病初期结膜囊内病毒核酸载量偏低有关) 另外 . 例

伴发病毒性结膜炎的患者中有 ! 例患者结膜囊拭子病毒核酸

检查结果为阳性"但患者眼部症状轻微"多次 2̀ 检查均为正

常"1 次鼻咽部拭子病毒核酸检测 . 次提示阳性"! 次高度疑

似", 次阴性) 我们分析可能与患者年轻+免疫力强以及早期即

开始抗病毒治疗有关"不能排除在 ,0!R(2%T高浓度的发热门

诊环境中"病毒有可能通过结合眼部 ),(-(:W受体并有效复制

或进行传播) 除此之外",00Z 年维克森林大学的一项研究中发

现"将受试者在减毒活流感疫苗制成的气溶胶中暴露后立即对

. 名受试者的洗鼻液进行检测"其中 - 名受试者呈阳性结果)

这项研究指出"减毒活流感疫苗气雾剂经眼部传播的概率非常

高"且可迅速通过鼻泪管到达鼻咽部 ,!/- ) 但是在其他流感病

毒暴露剂量较低的研究中并未在受试者洗鼻液中检测到流感

病毒
,!1- "说明既定病毒的特征'是否有包膜(和暴露剂量的大

小等因素会直接影响经眼传播效率) 这对于每天必须接触大

量 2PTS=(!R 患者的一线医护人员来说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事实上"在 :WU: 和 c!7! 流感病毒疫情期间"就有人对医

护人员眼部暴露风险提出质疑
,!Q- ) 现有多个研究证明"配戴

医用口罩和佩戴 7R/ 口罩的受试者之间无明显差异 ,!Z- "但在

个人防护设备中"增加眼部保护'眼鼻护目镜或护目镜加面罩

后可有效防止工作人员之间的交叉感染
,!R ,̂0- ) 通过对 :WU:

传播方式的研究"D8AA*等 ,,!-
指出"将有效呼吸器类型"如医用

外科口罩或者 7R/ 口罩与眼部护目镜相结合可成功阻断气溶

胶形式传播的流感) 眼是流感病毒进入的可能途径"且由于眼

与呼吸道的密切解剖关系"病毒颗粒可快速进入上呼吸道) 因

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1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

防与控制技术指南2中规定"在采集呼吸道样本+进行气管插

管+支气管镜检查+气道护理和吸痰等可能发生气溶胶或喷溅

操作时"除了戴医用防护口罩+穿工作服和隔离衣外"还必须加

戴护目镜
,,,- )

E8防护目镜的正确使用和消毒

目前认为"间接通风的防护目镜可为眼提供可靠而实用的

防溅保护屏障) 医护人员穿戴防护目镜时不要触摸护目镜的

正面和侧面"这些表面可能被飞沫污染"只能通过接触塑料镜

腿+松紧带+扎带等这些相对.干净/的地方将防护目镜从头部

取下) 非一次性护目镜用过后应放置在指定的回收容器中"以

便随后进行清洁和消毒) 在临床应用中"防护目镜最大的缺点

之一是容易起雾"而且护目镜比面罩更容易起雾 ,,-- ) 有学者

认为面罩可作为护目镜的替代品"但这并不意味着面罩可作为

主要的防护工具来单独使用
,,.- ) 目前"建议在有创外科手术

过程中使用防护面罩和护目镜组合的方法进行防护"但组合形

式可能会影响视觉清晰度"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周边视野"使

用时应加以考虑)

鉴于目前医疗器械紧缺的现状",0,0 年 ! 月 -0 日"国务院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

障组向各地印发 1关于疫情期间防护服进口等有关问题的通

知2中指出"一次性医用防护目镜在供给不足的紧急情况下"经

严格消毒后可重复使用
,,/- ) 但若消毒不到位"感染病毒的风

险不仅来自于他人"还可能发生自身反复感染) 鉴于 ,0!R(2%T

对紫外线和热敏感"/1 �下 -0 ?*& 以及乙醚+体积分数 Q/r乙

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

的特性
,,- "我们可将护目镜放入酸性氧化电位水 '393;45%9BL3<

%d*<*L*&'C8435"HPh('主要成分为次氯酸(+体积分数 -r过氧

化氢或体积分数 Q0r异丙基醇中浸泡 / ?*&,,1- "冲洗后风干"

达到镜面干净+视物清晰的效果) 其中 HPh作为新型含氯消

毒剂的一种"能够迅速+广谱杀菌"且无眼部及皮肤黏膜刺激

性"无污染残留"不破坏自然环境"已广泛用于医疗医药行业的

清洗消毒
,,Q- ) 此外"还可在 !,! � 下高压高温蒸汽灭菌

-0 ?*&"达到重复使用的标准)

S8眼科医务人员的防护策略

疫情时期"眼科医护人员是需要防护的高危人群) 处于不

同层级暴露风险时应采取相应的个人防护措施"进行无接触问

诊或查房时"可穿工作服或隔离衣"配戴医用外科口罩和工作

帽"面对结膜炎疑似患者时应提高警惕"问诊时应加戴护目镜#

进行裂隙灯显微镜+检眼镜等专科检查或进行穿刺+注射等直

接接触患者的操作时应加戴防护面屏[护目镜以及手套#参与

手术时建议采取三级防护"即穿戴一次性工作帽+医用防护口

罩'7R/(+防护眼镜+全面型防护面罩+一次性防护服或一次性

防渗透隔离衣+一次性乳胶手套和一次性长筒鞋套 ,,Z- ) 张明

昌等
,,R-
对疫情期间眼科检查器具的消毒还做出了详细说明)

特别容易忽视的是"非接触眼压计测量眼压时眼表面泪液在气

压冲击下会形成气溶胶粒子"随着测量次数的增加"测量口附

近的气溶胶粒子密度增加"对患者和医护人员均存在交叉感染

的风险) 因此在疫情期间"对疑似病毒性结膜炎的患者应尽量

避免进行眼压测定"如必须进行"测量完毕时操作者必须清洁

消毒机器的可能污染区及患者接触区"于通风处吹散"稀释测

量口周围气溶胶粒子的含量
,-0- ) 此外"减少医院就诊人数也

是当前防止交叉感染+控制疫情扩散的重要措施) 对于未感染

,0!R(2%T但因其他疾病必须就诊的患者来说"远程医疗及 WS

辅助诊断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已开通网上

就诊咨询平台"通过互联网和公众号平台为大量患者提供了诊

疗服务"大大减少了患者面诊带来的交叉感染机会) 此外"参

与我国医联体建设的医院大部分均设有远程医疗中心"应鼓励

充分利用远程会诊+远程护理+远程培训+医学信息服务等技

术"解决大部分患者的就诊需求 ,-!- ) 对于必须到医院就诊的

患者来说"眼科医师可以更多地使用全视网膜彩色眼底照相+

光相干断层扫描+光相干断层血管造影等检测手段代替与患者

直接接触的检眼镜等检查方法) 眼科手术也要加强防护"尽量

!ZQ,!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0,0 年 - 月第 -Z 卷第 - 期"2$*& bHd> P>$4$89?%9"X85;$ ,0,0"T%9K-Z"7%K-

Q2xvdWRWZXJzaW9uLQo?



避免全身麻醉眼科手术) 对于白内障+屈光不正+玻璃体混浊

等常见且非急诊性眼病"疫情时期可暂缓诊疗"但对于物理或

化学眼外伤+突发剧烈眼痛+短期内明显视力下降等急诊眼病

仍应及时救治) 此时"除常规心电图+胸部 o线摄片以及血常

规和凝血功能等实验室检查外"还需尽早行胸部 2̀ 检查"及时

排查无症状型或轻症型 2PTS=(!R) 对伴有发热或任何全身症

状"如发热+干咳+肌痛+腹泻+呕吐等的患者应暂时延缓眼科检

查项目而先期完成完整的医学评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0,0

年 , 月 !- 日"加拿大安大略省当局称"多伦多确诊的 , 例

,0!R(2%T感染患者虽已恢复处于出院在家隔离阶段"但检疫人

员发现他们的鼻咽部仍可检测到 ,0!R(2%T) 尽管他们目前还

无法确定残存的病毒是否具有侵袭性"但这提示我们即使在接

诊恢复期或已康复的 2PTS=(!R 患者时"仍应做好个人防护和

器具的消毒)

尽管目前对于 2PTS=(!R 疑似患者的确诊率已大大提高"

但最常用的胸部 2̀ 检查对于孕妇等特殊人群有一定的局限

性"而且我们在抗疫一线工作中发现常有疑似患者须经过 -eQ

次鼻咽拭子反复检测才出现 ,0!R(2%T核酸阳性结果"可能与

逆转录 @2U检测容易出现假阴性结果有关) ,0!Q 年"=%8&

等
,-,-
采用二代测序技术' &3d4('3&3584*%& A3M+3&;*&'"7n:(在流

感病毒和风疹病毒感染患者的结膜囊或泪液中快速准确地检

测出相应病毒"这项技术不仅可以正确识别已知感染的病原

体"还能鉴定出未知的+常规检测方法"如 @2U等难以检测到

的病毒
,--- )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中心此前也曾采用 7n: 技

术辅助对 !!0 例不明原因的葡萄膜炎+眼内炎+巨细胞病毒性

视网膜炎或眼弓蛔虫病等多种复杂病原体感染性眼病进行了

诊断"我们相信在做好二级防护措施的前提下"通过收集患者

泪液或结膜囊拭子"采用 7n: 检测技术有望成为对无症状型+

轻症型或者以结膜炎为首发症状型的疑似患者诊断的辅助确

诊方式"采用这种方式不仅标本取材方便"而且无创"有利于早

期诊断"以早期控制家族聚集性发病风险"阻止疫情进一步扩

散) 该技术的局限性在于对检测科的检测平台及技术人员技

术水平要求较高"只可能在部分大型三甲医院开展"短期内无

法广泛推广)

通过 2PTS=(!R 抗疫一线的诊疗工作"我们认为在任何一

次暴发性或传染病疫情面前"暴露在医疗环境中的眼科医师应

有高度的职业敏感性"建立流行病和传染病的疫情防护意识"

加强自我防护措施"疫情期间对有病毒性结膜炎的患者保持高

度警惕"既不能轻视疾病"也应该避免恐慌"任何医疗操作过程

中应遵循防疫规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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