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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干眼诊疗中心规范化建设专家共识"!"!##

干眼诊疗中心规范化建设专家共识专家组!中国康复医学会视觉康复专委会干眼康复专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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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干眼诊疗中心越来越受到我国眼科界的重视( 干眼诊疗中心的建立有效地提高了干眼

诊疗的效果%对于干眼的规范诊疗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深受广大医护人员及患者的欢迎( 为促进干眼诊

疗中心的持续)深入发展%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可根据自身条件开展相应适宜技术为干眼患者提供个性化诊疗

服务( 但目前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对于如何配备相应人员)药品)设备)耗材及场地仍缺乏共识%影响干眼诊疗

中心的工作效率%因此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干眼诊疗中心的建设流程亟待规范( 本共识专家组成员基于我国干

眼诊疗和研究的现状%总结我国干眼诊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广泛调查和讨论%期望为我国干眼诊疗中

心的规范化建设提供建议%促进我国干眼诊疗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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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生活环境和生
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人均寿命的延长%干眼的患病率持
续升高%据估计目前我国干眼患者接近 8 亿%干眼已成
为我国影响国民眼部健康的重要问题

+ 6R;, ( 干眼是多
因素诱发的眼表疾病%发病机制复杂%诊疗方法多样%
干眼临床诊疗中心作为一种新兴的干眼综合诊治模

式%在干眼的系统诊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临床实践
证明%这种模式疗效确切%操作简便%已在国内受到广
泛关注

+ :R9, ( 应当注意到%各级医疗机构提供干眼诊

疗的场所根据规模及定位的不同可以在满足基本需求

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目前干眼诊疗中心的建设主要集
中在我国的一些眼科中心及部分三级医院%而对于二
级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干眼中心建设具体布局)
定位及规范化要求尚无可遵循的标准(

?769 年国际干眼工作小组报告"3"SQ !#)?7?7
年中国干眼专家共识及干眼临床诊疗的专家建议均强

调了对干眼进行-长期.和-个性化.的诊疗%强调在诊
断方面建立标准流程%在治疗方面采用物理)药物)健

!89T!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7?6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HD%1 U"*F 4FDAD$&#C&%U,1.?7?6%VC&-8<%WC-:



康宣教)心理疏导等有序)有效结合的综合方案 + =R<, (
近年来%干眼诊断技术和治疗手段的研究进展日新月
异%但是干眼诊断不明确)治疗不规范的问题在实际工
作中仍然非常多见( 此外%如何精确)综合运用各种新
的技术来造福患者%切实解决患者的病痛%从而改善患
者的视觉质量和生活质量也是眼科临床医生所面临的

巨大挑战(
目前全国的干眼诊疗工作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干眼

患者的诊疗需求( 为了更好地适应干眼这一慢性病长
期治疗的现状和趋势%不同级别的干眼诊疗中心的建
设工作势在必行( 目前全国范围内干眼诊疗中心建设
逐步开展%中国康复医学会视觉康复专委会干眼康复
专业组专家成员对全国干眼诊疗工作情况进行了广泛

调查并遴选了共识制定专家组成员%针对干眼诊疗中
心建设不规范及一些医疗机构申请建立干眼诊疗中心

的需求等实际问题进行了 8 次讨论%基于循证医学的
基本原则和国内外干眼研究的进展%经过反复讨论)论
证和征求意见%提出相关的具体条例和共识建议并以
邮件的方式多次征求各位专家意见%共识负责人根据
各位专家意见对共识意见进行反复修改和完善%最终
通过了相关内容%共同制定了干眼临床诊疗中心规范
化建设标准的专家共识%以指导各级医疗机构科学合
理地进行干眼诊疗中心的规划和建设%进一步规范干
眼的诊疗活动(

#9场地建设要求

场地与环境应符合相应干眼诊疗设备使用的参数

标准( 各级干眼中心建议标准详见表 6(
#-#!场地条件

"6#面积!原则上不小于 ?7 #?%应能同时进行
8X67 人的检查和治疗(

"?#布局!有明确的路径指向标识%干眼诊室)检
查室)药物配置区)治疗室相对独立( 拟配置强脉冲光
"%1A.1B.F,&B./ &%GDA%5YZ#治疗的中心%操作房间还应
做好隔离及避光措施( 配备便捷)有效的洗手装置%保
证地面干洁(

"8#环境!通风及采光良好%温度)湿度应符合所
配设备的要求( 保持整洁%不应在室内摆放干花)鲜花
或盆栽植物%不宜在走廊或室内铺设地毯)脚垫 + 67, (
#-!!药物配备

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为干眼诊疗中

心配备不同药物%建议配备的干眼药物如下$"6#人工
泪液%包括不同黏稠度)含或不含防腐剂类)含脂质类
等*"?#眼用润滑膏剂*"8#促泪液分泌类药物*"T#糖

皮质激素类眼用制剂"特别是低浓度类型#*";#免疫
抑制剂%如环孢素等眼用制剂*":#有条件的可配备自
体血清2血浆及其他相关药物( 药物的使用原则建议
参考 ?769 年 3"SQ 55和 ?7?7 年版我国干眼专家共
识

+ <%66, (
#-<!设备配备

所有设备应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医疗器械

注册证进行审批所需的注册检测%并取得相关证书(
"6#干眼检查设备和耗材!裂隙灯显微镜)裂隙灯照
相系统)眼表综合分析仪)泪膜脂质层厚度测量仪)眼
前节光相干断层扫描仪)眼表活体共焦显微镜)蠕形螨
检测设备*眼表染色检测试纸)泪液分泌检测试纸等(
"?#干眼症状问卷!根据预期作用不同%配备通用的
干眼问卷( " 8#干眼治疗设备和耗材!眼部清洁用
品)熏蒸仪)5YZ治疗仪)热脉动治疗仪)睑缘清洁仪
器)睑板腺按摩器械*泪小点栓子)湿房镜)治疗性绷带
镜*中药方剂*热奄包*冷敷贴*次氯酸)茶树精油)T>松
油醇类等眼部清洁用品( 无菌物品必须一人一用一灭
菌%一次性物品不得重复使用%熏蒸眼罩专人专用( 设
备应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专人管理)定期保养%并有记
录( "T#干眼健康宣教系统!重视干眼中心的宣教功
能%配备相关软硬件系统%通过书面及视频资料发放干
眼知识手册等方式教育患者对疾病进行自我管理(
";#不同诊疗仪器之间应保持适当距离%预防交叉感
染*不同仪器设备尽量使用独立插座%保证用电及用氧
安全*室内装饰应符合不产尘)不积灰)防潮)防霉及消
毒原则(

!9人员要求

!-#!干眼诊疗中心主任及专科医师
干眼诊疗中心必须有专职医师%在科主任的领导

下全面负责中心日常工作( 省级以上示范指导中心应
设中心主任%应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资格的眼科医师
担任%全面负责中心的各项制度和业务管理工作以及
流程优化工作%定期检查中心运行状况%负责中心的教
学和科研工作( 各级别干眼诊疗中心的临床医师应持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及医师执业证书"眼
耳鼻喉科专业#%人员相对固定( 干眼诊疗中心的临
床医师应熟悉国内外最新干眼诊疗规范%能全面负责
干眼患者的规范化诊断和治疗%建立干眼患者档案并
制定定期随访方案%指导患者掌握干眼管理方案%并且
向患者及家属进行疾病知识宣教和强调定期随访的重

要性( 拟开展 5YZ治疗的技术人员应当完成相关
培训(

!T9T!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7?6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HD%1 U"*F 4FDAD$&#C&%U,1.?7?6%VC&-8<%WC-:



表 #9各级干眼诊疗中心规范化建设基本要求
=186(#9>,&?1,5 ,(@0&,(?('-)4/,)-1'21,2&31-&/'./')-,0.-&/'/42&44(,('-6(A(6)/42,5 (5(.('-(,)

不同级别

指导中心

干眼诊断

设备

干眼治疗

设备

药物

配备

眼科年均

门诊量

医护人

员数量
科研

级别 6 国家级示
范指导中心

!

至少有眼表综合分析仪

或泪膜检测设备)激光
扫描共焦显微镜

熏蒸仪)5YZ治疗
仪 或 热 脉 动 治

疗仪

人工泪液)眼部清洁用品)
促泪液分泌剂)糖皮质激素
类滴眼液)免疫抑制剂

[87 万
!
!

!67
!
!

干眼领域 QH5论文!67
篇或国家级干眼课题

6 项\QH5论文!; 篇
级别 ? 区域性"华
东2华西2华北2华
南#示范指导中心

至少有眼表综合分析仪

或泪膜检测设备

!

至少有熏蒸仪)5YZ
治疗仪或热脉动

治疗仪

人工泪液)眼部清洁用品)
促泪液分泌剂)糖皮质激素
类滴眼液)免疫抑制剂

[67 万
!
!

! =
!
!

干眼领域 QH5论文! ;
篇或省级以上干眼课题

6 项\QH5论文!? 篇
级别 8 省级示范
指导中心

!

至少有眼表综合分析仪

或泪膜检测设备

!

至少有熏蒸仪)睑
缘清 洁 设 备) 5YZ
治疗仪

人工泪液)眼部清洁用品)
促泪液分泌剂)糖皮质激素
类滴眼液)免疫抑制剂

[; 万
!
!

! ;
!
!

干眼领域核心论文! 8
篇或省级干眼课题!
6 项\论文!6 篇

级别 T 市级示范
指导中心

!

至少有眼表综合分析仪

或泪膜检测设备

!

至少有熏蒸仪)睑
缘清洁设备等

!

人工泪液)眼部清洁用品)
促泪液分泌剂)糖皮质激素
类滴眼液

[8 万
!
!

! 8
!
!

角膜眼表领域论文! 6
篇或市级以上课题!
6 项

级别 ; 社区示范
指导中心

!

传统裂隙灯显微镜)荧
光染 色) 泪 液 分 泌 测
试等

至少有熏蒸仪

!
!

人工泪液)眼部清洁用品
!
!

不做限定

!
!

! ?
!
!

不做限定

!
!

!注$以干眼诊疗中心为单位统计%以上为建议指标参考学科影响力%最终解释权归干眼康复学组!5YZ$强脉冲光
!WCA.$ID.BA$A%BA%0BL$B0C1/,0A./ A$O%1GAD./@(.(.0.1A.@$BAD.,1%A-ID.$ECK.@.0C##.1/./ %1/%0$AC@B@.J.@@./ ACAD.%1J&,.10.CJ/%B0%F&%1.-ID.3@("(.
].D$E%&%A$A%C1 QF.0%$&A(@.B.@K./ AD.@%GDAJC@AD.J%1$&%1A.@F@.A$A%C1!5YZ$%1A.1B.F,&B./ &%GDA

!-!!干眼专科护士
干眼诊疗中心的临床护士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护士资格证书及执业证书%熟练掌握眼科门诊的常见治
疗操作%如睑板腺按摩)结膜囊冲洗)眼部熏蒸治疗等(
专科护士的任务是接待患者%进行信息确认%为干眼患
者提供相关告知事项%安排有关检查和治疗%核对诊疗
内容%根据医嘱正确配置相关治疗耗材和2或药物%为患
者进行正确的干眼治疗*观察治疗过程中患者的病情变
化*向患者及家属进行宣教和生活指导*协助建立患者
档案%整理患者信息)电话或微信定期随访等%配备健康
教育资料%定期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 6?, ( 专科护士还应
协助设备仪器的维护和保养(
!-<!其他辅助人员

为保障干眼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有条件的单位可
配备辅助操作设备的医技人员或引导患者就诊的志愿

者%并按各自单位情况完成相应岗前培训(

<9管理与质控

<-#!干眼诊疗中心管理
各级干眼诊疗中心应有完备的规章制度和完善可

行的执行流程%包括符合医院感染管理要求的医院感染
控制制度与程序%实施措施到位%所有治疗设备均提供
使用记录*有相应工作制度和流程%严格掌握诊疗的适
应证*规范治疗相关药物的管理%保存领药记录和使用
记录*制定简捷的就诊流程%规范干眼诊疗单*明确干眼
诊疗中心各项收费标准(

<-!!干眼诊疗中心质控要求
与医务部门及院感部门的质量控制人员沟通合作%

建全质量与安全管理核心制度%明确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与工作质量安全指标%落实质量管理与改进制度%按规
定开展质量控制和监督%并保留相关工作的书面记录*
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并掌握本岗位履职的要求(
声明!本文仅为专家意见%为临床医疗服务提供指导%并非在各种情况

下都必须遵循的医疗标准*本文内容与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厂商无经

济利益关系

志谢!感谢达美康医疗公司对本共识专家组首次讨论会期间提供资金

帮助*感谢参天制药"中国#有限公司为共识线上会议提供网络平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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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底视网膜血管)视网膜色素上皮层及脉络膜组织的动态信息%帮助医师发现更多的周边视网膜病变( 本书是第
一部关于 iScd的专著%全书包括 iScd基础及眼底病各论%对累及周边视网膜的眼病的 iScd表现及特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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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丛书的风格%共展示了五十余种眼底疾病病例及大量超广角 ccd造影图片及图说明%并
辅以超广角眼底彩色照相)超广角眼底自发荧光)光相干断层扫描"4HI#)光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4HId#

等新型眼底检查图片%诠释各类眼底疾病超广角 ccd特点及其对相关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要点%图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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