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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与推荐!

干眼临床诊疗的新认识及研究的新方向

黎颖莉
!"刘祖国 #"邓应平 $"洪晶 %"接英 &"晋秀明 '"李炜 #"梁凌毅 ("王华 )"袁进 ("

张弘
*"张明昌 !+"赵少贞 !!

!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眼科 &!)+++"#

厦门大学眼科研究所"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厦门
眼科中心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眼科#成都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 !+++)$"&

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中心"北京市眼科学与视觉科学重点实验室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杭州 $!+++*"(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科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眼科#长沙 %!+++)" *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眼科医院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眼科#武汉 %$++##" !!

天津医

科大学眼科医院 $++$)%
通信作者$刘祖国#,-./0$123240/256-278927:;

""%摘要&"我国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角膜病学组曾于 #+!$ 年制定 '干眼临床诊疗专家共识 ( #+!$

年)*#但随着近年来对干眼研究的逐步深入+认识的不断加深及诊疗设备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干眼诊断和治

疗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原共识已无法满足临床实际工作的需要#亟需进一步完善一系列标准化+规范化的

干眼诊疗流程#制定新的相关专家共识或操作指南#同时加强干眼相关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推动研究成果的临

床转化#为广大干眼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方法, 干眼诊疗建议专家组于 #+!* 年 ! 月 !# 日在广州召开讨论

会#对目前我国干眼领域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主要围绕干眼定义的新认识+功能异常性干眼新概

念+干眼诊断与分类的建议+干眼的精细化和规范化治疗以及干眼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建议和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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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眼是临床常见的眼表疾病#资料表明我国干眼
的发病率为 #!YZ$+Y#医疗机构门诊就诊的干眼患
者占眼科总就诊人数的 $+Y以上#干眼已经成为影响
国民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问题

/ !0 , #+!$ 年#中华医
学会眼科学分会角膜病学组制定了我国首个干眼临床

诊疗专家共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干眼学科研究的进
展, 当前#我国干眼领域无论是产业规模+学科活跃度
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随着临床上
诊治干眼的新设备和新方法的不断涌现以及干眼诊疗

新成果的大量积累#国际上一些新的干眼相关共识和
指南 相 继 颁 布# 包 括 国 际 干 眼 协 会 的 @,[= !
(#+!() / #0 +亚洲干眼协会共识( #+!() / $0 +美国眼科协
会(F-8H/:.; F:.98-M4LAGKIK.0-4043M#FFA)的干眼
临床实践指南(#+!)) / %0

等#国内眼科医师对干眼的认
识也更加深入#而我国的 '干眼临床诊疗专家共识
(#+!$)*已不能解决临床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很多问
题, 为进一步规范我国干眼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国内
干眼领域研究专家于 #+!* 年 ! 月 !# 日在广州召开讨
论会#对我国干眼领域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对干眼诊
疗方面需要完善的内容提出推荐意见,

95干眼定义的新认识

干眼的定义一直是全球干眼领域关注的重点之

一#也是研究热点, 国际泪膜与眼表学会的干眼定义
分别于 !**& 年 / &0 +#++( 年 / '0

和 #+!( 年 / #0
进行 $ 次修

改, #+!( 年#@,[= !结合近年来基于干眼诊疗研究
的新发现将干眼定义为一种多因素疾病#其特征是泪
膜稳态异常并伴有眼表症状#其病因包括泪膜不稳定+
泪液高渗性+眼表炎症与损伤和神经感觉异常 / (0 , 我
国的'干眼临床诊疗专家共识( #+!$)*中将干眼定义
为由于泪液的量或质或流体动力学异常引起的泪膜不

稳定和<或眼表损害#从而导致眼不适症状及视功能障
碍的一类疾病

/ !0 , 与国际干眼指南相比#我国的干眼
共识强调了泪膜不稳定和眼表损伤#但并未将泪液渗

透性升高+眼表炎症反应以及神经功能异常列入定义
中, 对此#亚洲和欧美的干眼专家对干眼各种病理生
理改变在其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层面的理解一直存在差

别, 我国学者认为泪膜不稳定是干眼发病的核心机
制#居于第一层面"而泪液渗透性升高和眼表炎症反
应#包括眼表组织鳞状化生+细胞凋亡等是继泪膜不稳
定之后发生的一系列继发的或合并于干眼的病理生理

改变#居于第二层面 / )0 , 美国专家和欧洲专家主要考
虑病理生理机制#将炎症+泪膜不稳定+泪液渗透压升
高+眼表炎症反应和损伤以及神经功能异常等病理改
变作为同一层面"与之相比#我国对干眼的定义更加贴
近临床,

值得注意的是#@,[= !干眼定义中新增了 # 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眼表微环境稳态的失调#眼表
微环境不仅包括以往提及的眼表泪腺功能单位(眼表
面+眼睑+神经系统+泪腺和泪道)#还包括免疫细胞+
基质细胞+激素+微生物(螨虫+细菌+真菌)"二是将感
觉神经的功能异常首次纳入干眼定义中

/ (0 , 国际上
对干眼的定义大同小异#其本质并无太大差别, 然而#
对干眼的不同理解反映在对发病机制认识和治疗理念

的差异上#下一步应强调国内外眼科医生对于定义理
解的一致性, 对干眼定义进行统一在推动我国干眼诊
疗研究的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故需进一步修
订干眼定义#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干眼领域的最新认识
和我国干眼的临床特点#体现出中国的特色,

:5功能异常性干眼新概念

专家推荐意见中首次提出了功能异常性干眼的概

念#即依据眼表组织结构是否发生器质性改变将干眼
分为器质异常性疾病或功能异常性疾病, @,[= !中
将眼表组织未受到损害+睑板腺未发现异常以及泪膜
破裂时间( JH8.\ 2G I/-84LI8.H#]̂ _)+=:K/H-8H试验
"+眼表荧光素染色结果均为阴性#而仅有眼部干涩+
疲劳等不适症状且经过休息或者改善环境后这些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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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者定义为干眼临床前期
/ (0 #但本推荐中建议为功

能异常性干眼, 功能异常性干眼者眼感觉神经阈值降
低#对刺激敏感#早期没有器质性改变#其发病可能与
患者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通过改变生活和工作习惯
或使用人工泪液后症状即可缓解, 这类患者宜尽早采
用辅导性或辅助性治疗#避免眼部不适症状进一步发
展为眼表器质性损害"患眼进展为器质性损害时再采
用相应的治疗手段, 诊断功能异常性干眼需注意与部
分躯体感觉系统病变造成的神经性眼痛 (非眼表疾
病)进行鉴别#后者往往主诉眼部疼痛较重#而其他症
状不明显#采用干眼治疗方法疗效不明显, 功能异常
性干眼是一新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5干眼诊断与分类的建议

干眼的诊断与地区+种族+环境因素有关#因此国
际上没有统一标准, 我国干眼共识中的干眼诊断标准
在临床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亚洲干眼协会完成
了日本+韩国与中国 $ 个国家的多中心干眼临床特点
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用中国干眼诊断标准诊断的结果
与亚洲干眼协会干眼诊断标准的符合率为 *)YZ
**Y, 然而#随着近年来干眼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现
有的干眼诊断标准有待进一步改进#应特别关注以下
几个方面的问题$(!)关注儿童干眼的临床诊断"目
前儿童干眼的诊断主要参考成人的参数#但是由于泪
液学指标数值的变化与年龄相关#因此儿童干眼诊断
指标的截断值与诊断数据不符, 由于缺乏关于儿童泪
膜和眼表的基础数据资料#到目前为止#我国还难以制
定出适用于儿童的干眼诊断标准, (#)关注主观症状
与体征不一致干眼患者的诊断"目前的干眼诊断标准
注重主观症状与体征的一致性#但容易造成主观症状
与体征检查结果相分离干眼患者的漏诊#例如有主观
症状而无干眼体征的功能性干眼患者以及有体征而无

主观症状的重度干眼患者, ($)根据医院级别制定不
同的诊断标准"各个医院的发展水平和层次不同#难
以制定一个理想化的诊断标准, 基层医院可以沿用现
有操作性强和接受度高的诊断标准#教学医院和研究
型医院可在此基础上结合病因制定一个专业诊断标

准#如非侵入性 ]̂ _检查+泪河高度检查+脂质层厚度
检查+泪液渗透压检查+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下角膜
神经变化+结膜印迹细胞学检查等, (%)干眼分级诊
断标准的明细化"'干眼临床诊疗专家共识( #+!$)*
中的干眼严重程度分级诊断标准不够明细化#建议结
合 ]̂ _或 =:K/H-8H试验"+酚红棉线试验+泪河高度
检查等结果对干眼的严重程度进行细分#便于临床应

用, (&)建议规范诊疗操作"通过制定标准操作程
序+标准操作视频等方法对干眼的诊断流程和诊疗操
作进行规范,

目前#'干眼临床诊疗专家共识(#+!$)*中依据泪
膜的结构和功能将干眼分为水液缺乏型+蒸发过强型+
黏蛋白缺乏型+泪液动力学异常型和混合型 / !0 , 该分
类方法是国际公认的适合于科学研究的方法#但由于
目前尚缺乏简单易行的泪液黏蛋白检测手段#诊断黏
蛋白异常性干眼的难度较大#故建议尽快开发临床易
行的黏蛋白测定方法,

<5干眼治疗亟待精细化和规范化

干眼的治疗不能盲目地套用一种方案#眼科医师
需要充分应用临床专业知识来系统评估患者的病因及

病程#制定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以达到较好的疗
效, 干眼是个多因素疾病#治疗的关键是查找病因,
本推荐中建议详细询问病史#包括患者的饮食习惯+睡
眠+用眼习惯等"同时要重视对眼表微环境的整体判
断#包括对眼睑+睑板腺+泪腺+结膜#泪液动力学+结膜
松弛症以及眼表所有微环境的成分做深入细致的检

查#判断病因#然后再根据干眼的病因+类型以及疾病
的不同阶段设计个性化治疗方案#以求最佳的治疗效
果和最少的不良反应, 对于由全身疾病引起的干眼患
者应与相应专科共同协作治疗原发病, 病因不明的患
者要关注其焦虑+抑郁的心理问题#并给予正确的心理
指导,

近年来#治疗药物及物理疗法的耗材和设备迅速
发展#对干眼的新的治疗方法快速涌现#干眼治疗有了
更多的选择#但具体选择什么方法以及如何选择+多种
方法如何进行组合是个棘手的问题, 虽然多数医院开
设了干眼门诊#但仍有极少数医院仍然存在干眼治疗
手段滥用现象#且有扩大化趋势, 干眼病因复杂#治疗
精细化问题亟待解决#临床上需对各种治疗方法的规
范化流程以及适用范围提出合理的建议#比如人工泪
液药物的选择+物理疗法的选择+强脉冲光局部照射+
除螨虫疗法选择等

/ *0 #都有待从专家层面给出一个指
导性意见,

虽然目前开发出了很多新的+疗效较好的干眼治
疗手段#但是什么是干眼治疗的终点评价指标#以及一
些新的治疗方式的远期疗效及不良作用等问题尚未得

到很好的解决#还需要进行临床研究加以确定或验证#
特别是大样本的临床观察性研究#包括真实世界研究,

=5精准医疗是未来干眼研究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干眼的各种检查设备和仪器不断涌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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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检查设备可以在不干预眼表的情况下得到泪膜的真

实状态#提供泪膜的脂质层厚度+睑板腺形态+角膜荧
光染色着色点数+眼表温度和血流改变等新的定量检
测指标, 但新的仪器设备的应用与传统检查体系是并
行的#各有优缺点#不能厚此薄彼, 传统的检查方法是
经过临床验证的#是切实可行的#目前还不可替代, 一
些新的检查方法可以提供不依赖于检查者主观判断

的+可量化分级的指标#有着目前传统方法不可比拟的
优点, 但是目前这些用于诊断干眼的各种指标数据变
异较大#测量数据准确性不足#且数据截断值均来源于
传统的基本检查结果#在准确诊断方面仍需要进一步
完善#目前需要搭建一个大样本临床研究平台来反复
验证或确定这些检测指标#制定其自身数据的诊断截
断值以及分级截断值, 另外#泪液标志物的定量检测#
如炎性因子+黏蛋白等潜在的生物标志#可以从分子水
平为干眼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一些参考依据#有着广阔
的应用前景,

随着医疗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干眼的
研究也面临新的挑战, 通过筛选和分析医疗大数据中
干眼患者不同治疗方案及其疗效#得出不同患者所对
应的最优治疗策略有望对干眼患者的智能化慢病健康

管理起到精准化+规范化作用,
近年来#我国的干眼诊疗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相关领域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但是仍有很多问题
有待深入研究, 预计在未来的 & Z!+ 年#干眼患者在
门诊的占比可能会升至 %+Y#因此更进一步进行一系
列诊疗技术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十分必要#包括制定
新的专家共识和操作指南以及完善干眼的概念#对诊
断+治疗(包括手术相关内容)方法进行探讨和规范#
促进基层诊疗水平的提高"同时#要加强干眼诊疗技术
与发病机制的创新研究#大力推动相关研究成果的临
床转化#为临床上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干眼诊疗产品#
使广大干眼患者受益,

利益冲突"会议接受参天制药公司的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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