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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首诊的干眼患者临床表现和体征进行分析"探讨中国干眼诊断标准诊断干眼与亚洲
干眼诊断标准的符合情况(!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于 K#/0 年 /K 月至 K#/$ 年 ; 月在厦门大学附属厦
门眼科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 个临床研究中心
连续纳入首次就诊的干眼患者 /%/ 例 /%/ 眼( 所有患者均自行完成中国干眼问卷"眼表疾病指数量表
&GZ6H'和干眼相关生活质量评分问卷&6&mZ'调查以评估干眼相关症状"患者均接受泪膜破裂时间&e:>')
角结膜荧光素钠染色)睑板腺形态和功能检查)无麻醉泪液分泌试验& Z2N)-'O-$试验'检查以评估干眼相关
体征"评估受检眼干眼症状与体征之间的关联*根据有无角膜荧光素染色将受检眼分为角膜染色阳性组和角
膜染色阴性组"采用各问卷评分方法评估两个组受检眼干眼症状情况( 根据1干眼临床诊疗专家共识2标准
将受检眼分为水液缺乏型干眼组)蒸发过强型干眼组)混合型干眼组和泪液动力学异常型干眼组"比较组间受
检眼干眼相关体征的差别(!结果!受检眼中国干眼问卷总评分为 /K]##&E]##"/0]##'分"GZ6H问卷总评分
为 K;]##&/E];#""0]="'分"6&mZ 问卷总评分为 "K]#K&/;]EE";K]"%'分( 最常见的症状是受检眼中有眼干燥
感者 /"# 眼"占 =K]K^*有眼疲劳症状者 /#= 眼"占 EE]"^*有异物感者 /#$ 眼"占 E0]0^( 眼干)异物感)畏光
评分与角膜染色评分均呈弱正相关&-t#]/EE)#]K=E)#]/EK"均 Ro#]#;'*受检眼眼痛不适)畏光)视力波动评
分与泪液分泌量呈弱负相关&-tb#]/E$)b#]/=E)b#]/E%"均 Ro#]#;'( %"]"^& 0/ 眼'患者使用视频终端(
蒸发过强型干眼 E; 眼"占 ;"]K^*混合型干眼 %" 眼"占 "#];^*水液缺乏型干眼 /$ 眼"占 /K]$^*泪液动力学
异常型干眼 " 眼"占 K]/^(!结论!首次就诊的干眼患者以轻中度干眼为主"症状与体征具有一定关联( 蒸
发过强型干眼是最常见的干眼类型( 中国干眼诊断标准诊断干眼与亚洲干眼诊断标准的符合率为 =E]K^(
!

$关键词%!干眼* 干眼症状<诊断* 干眼体征<诊断* 亚洲干眼协会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K#/$@[F#/#E"#%'*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E#0KE'
6GH#/#1"E0#<2'(1I12J//;=$=DK#K///K$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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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OJM5"(JL M,O+P*,-OMNO2,J2,-L(J2OVOMWOOJ MNO4N)JO5OL-UOUOL)(QJ,5M)22-)MO-)((JL MNOF5)(J L-UOUO
L)(QJ,5M)22-)MO-)(1!J-'.(,*!F2-,55D5O2M),J(*'S*M)2OJMO-5MSLUW(52,JLS2MOL1GJONSJL-OL (JL T,-MUD,JOOU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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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J2M),J O+(')J(M),J"(JL Z2N)-'O-$ MO5MWO-OPO-T,-'OL M,OR(*S(MOL-UOUO5)QJ5(JL MNO(55,2)(M),J VOMWOOJ L-U
OUO5U'PM,'5(JL 5)QJ51>NOOUO5WO-OL)R)LOL )JM,2,-JO(*5M()J)JQP,5)M)RO(JL JOQ(M)ROQ-,SP (22,-L)JQM,MNO
P-O5OJ2O,-(V5OJ2O,T2,-JO(*T*S,-O52O)J 5M()J)JQ"(JL MNOL-UOUO5U'PM,'5,TMNOMW,Q-,SP5WO-O(55O55OL VUMNO
MN-OOYSO5M),JJ()-O51>NOOUO5WO-OL)R)LOL )JM,MO(-DLOT)2)OJML-UOUO"OR(P,-(M)ROL-UOUO" ')+OL L-UOUO(JL
(VJ,-'(*MO(-LUJ(')25L-UOUOM,2,'P(-OMNOL)TTO-OJ2O,TL-UOUO5)QJ5(',JQMNOQ-,SP51>N)55MSLU(LNO-OL M,MNO
6O2*(-(M),J ,TfO*5)JX)1>NO5MSLUP-,M,2,*2,'P*)OL W)MN 4N)JO5O-OQS*(M),J5(JL -S*O5,J 2*)J)2(*M-)(*-O5O(-2N (JL
W(5(PP-,ROL VU&MN)254,'')MMOO5,TA)('OJ &UO4OJMO-,TA)('OJ :J)RO-5)MU&8,]K#/E##"'"eO)I)JQ>,JQ-OJ
f,5P)M(*"4(P)M(*\OL)2(*:J)RO-5)MU&8,]>7&4K#/0DK='"gO5M4N)J(f,5P)M(*,TZ)2NS(J :J)RO-5)MU&8,]K#/0"/#'
(JL ZN(JQN()3SMS,6)5M-)2M4OJMO-f,5P)M(*&8,13>&4DFDK#/0D/$D/'1g-)MMOJ )JT,-'OL 2,J5OJMW(5,VM()JOL T-,'
P(M)OJM5VOT,-OOJMO-)JQMNO2,N,-M1!;-*+#'*!>NOM,M(*52,-O,T4N)JO5O6-U&UOmSO5M),JJ()-O"GZ6HYSO5M),JJ()-O
(JL 6&mZ YSO5M),JJ()-OW(5/K]##&E]##"/0]##'"K;]##&/E];#""0]="' (JL "K]#K&/;]EE";K]"%'"-O5PO2M)RO*U1
HMW(5T,SJL MN(M/"# OUO5&=K]K^' N(L L-UJO55"(JL /#= OUO5&EE]"^' N(L ,2S*(-T(M)QSO(JL /#$ OUO5&E0]0^'
N(L T,-O)QJ V,LU5OJ5(M),J16-UJO55"T,-O)QJ V,LU5OJ5(M),J" PN,M,PN,V)((JL P,,-R)5),J WO-OWO(X*UP,5)M)RO*U
2,--O*(MOL W)MN 2,-JO(*5M()J)JQ&-t#]/EE)#]K=E)#]/EK"(**(MRo#]#;'13()J"PN,M,PN,V)((JL P,,-R)5),J WO-O
JOQ(M)RO*U2,--O*(MOL W)MN MO(-5O2-OM),J &-tb#]/E$"b#]/=E"b#]/E%*(**(MRo#]#;'1HMW(5T,SJL MN(M%"]"^ ,T
L-UOUOP(M)OJM5N(L S5OL R)5S(*L)5P*(UMO-')J(*51F',JQMNO/%/ OUO5"E; OUO5&;"]K^' WO-OW)MN ,RO-OR(P,-(M),J
L-UOUO"%" OUO5&"#];^' W)MN ')+OL L-UOUO"/$ OUO5&/K]$^' W)MN (YSO,S5DLOT)2)OJML-UOUO(JL " OUO5&K]/^'
W)MN (VJ,-'(*MO(-LUJ(')25L-UOUO51! ?()%#+*$()*! HJ)M)(*L)(QJ,5)5,TL-UOUOP(M)OJM5)5'()J*U')*L M,
',LO-(MO16-UOUO5)QJ5(JL 5U'PM,'5(-O2,--O*(MOL1GRO-OR(P,-(M),J L-UOUO)5MNO',5M2,'',J MUPO,TL-UOUO1
>NO2,J2,-L(J2OVOMWOOJ MNO4N)JO5OL-UOUOL)(QJ,5M)22-)MO-)((JL MNOF5)(J 6-U&UOZ,2)OMUL)(QJ,5M)22-)MO-)(
-O(2NO5=E]K^1

"5-3 6(1,*#46-UOUO* 6-UOUO5)QJ5<L)(QJ,5)5* 6-UOUO5U'PM,'5<L)(QJ,5)5* F5)(6-U&UOZ,2)OMU
7+),"1(/1&8# 8(M),J(*COU7p6 3-,Q-(' ,T4N)J( & K#/$@[F#/#E"#% '* 8(M),J(*8(MS-(*Z2)OJ2O

[,SJL(M),J ,T4N)J(&$/$E#0KE'
6GH#/#1"E0#<2'(1I12J//;=$=DK#K///K$D##0;/

!!干眼是由多因素诱导泪液质和量异常"引起泪膜
稳定性下降所致的眼表慢性疾病"表现为患眼干燥感)

异物感)刺痛感)烧灼感等"影响患者正常的工作和生
活"重者可致盲 + /, ( 我国干眼患者约占全国人口的
"#^+ K, "且随着老龄化人口增加及视频终端技术的普
及"干眼患者的数量仍在不断增长( 深入了解干眼的
临床特点对于认识其发病机制和精准治疗十分重要(

虽然已有较多的临床研究阐述干眼的临床特点
+ "b%, "

但这些研究中的共同问题是入组患者并不是临床首诊

为干眼的患者"一些患者已经接受相关药物治疗"不能
反映此病的本质特征( 目前尚缺乏未接受药物治疗的
干眼患者的真正临床特点的研究报告( 基于此"亚洲
干眼学会在中国)日本)韩国对未接受干眼药物治疗的
首诊干眼的临床特点进行多中心研究"以探讨亚洲地
区罹患干眼患者的临床特点"并分析按照上述各国制
定的诊断标准诊断的干眼与亚洲干眼诊断标准的符合

情况"为亚洲地区干眼的共识制定及临床诊疗提供依
据( 本研究经过亚洲干眼学会同意"对中国首诊干眼
患者的多中心研究结果进行报道(

94资料与方法

919!一般资料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于 K#/0 年 /K 月至 K#/$ 年
; 月在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同仁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海市普陀区中
心医院纳入首次就诊)未曾接受干眼相关药物干预的
干眼患者&简称首诊干眼患者' /%/ 例 /%/ 眼"干眼诊
断依据 1干眼临床诊疗专家共识 & K#/" 年 '2 的标
准

+ K, ( 患者中男 %% 例 %% 眼"女 =E 例 =E 眼"男女比例
为 K#;"年龄 /=_E$ 岁"平均&%K]#{/%]%'岁( 患者中
佩戴角膜接触镜者 K; 例 K; 眼"占 /E]E^*从事与视频
终端有关工作者 +视频终端综合征 & R)5S(*L)5P*(U
MO-')J(*5"96>',0/ 例 0/ 眼"占 %"]"^"患者每周平均
从事 96>时间 ;_=$ N"平均&%$]/{K/]%'N*伴有其他
眼部疾病和全身性疾病者分别为 /% 例&占 =]=^'和
/= 例&占 /"];^'*既往接受非干眼药物治疗者 KK 眼"

占 /;]0^( 纳入标准# & /' ! /$ 岁* & K'性别不限*
&"'首诊干眼者( 排除标准#& /'已接受干眼药物或
干眼相关治疗者* & K ' 有荧光素变态反应史者*
&"'主要研究者和<或协助研究者认为不适合参加此
项研究者(

患者双眼均接受眼科检查"采用中国干眼问卷对
症状进行评分"以症状评分高的一侧眼作为研究眼*若
双眼评分相等"则纳入角膜荧光素钠染色较重眼*若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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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角膜荧光素钠染色程度相当则纳入泪膜破裂时间

&V-O(XDSP M)'O,TMO(-T)*'"e:>'较短的眼*如 e:>相
等则取右眼作为研究眼( 本试验方案分别经厦门大学
附属厦门眼科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 +批文号# K#/E##")>7&4K#/0DK=) K#/0 年审
&"/#'号)3>&4DFDK#/0D/$D/,"研究过程遵循1赫尔辛
基宣言2和中国有关临床试验研究规范和法规"患者
进入研究队列前均知晓本研究方法和目的"并自愿签
署知情同意书(
91<!方法
91<19!质量控制!% 个眼科中心在项目启动前规范
并统一校正检查设备"检查人员具有 4̀3证书并经过
统一培训"包括检查项目)检查方法)诊断标准)伦理道
德等( 试验中由第三方公司提供临床研究协调员
&4*)J)2(*7O5O(-2N 4,,-L)J(M,-"474'负责监察临床研
究质量并跟踪研究进度和协调试验工作(
91<1<!眼科检查!采集患者干眼相关病史"对患眼进
行临床检查及相关实验室检查( 临床检查包括干眼症
状评分)e:>)角膜结膜荧光素钠染色评分)Z2N)-'O-$
试验)睑板腺功能评分(
91<1<19!干眼症状评分!先后采用中国干眼问卷)眼
表疾病指数量表&G2S*(-ZS-T(2O6)5O(5OHJLO+"GZ6H'
和干眼相关生活质量评分问卷 & 6-U&UOD7O*(MOL
mS(*)MUD,TDc)TOZ2,-OmSO5M),JJ()-O"6&mZ'评估干眼症
状( 所有患者在研究者的监督和指导下独立填写问
卷( 中国干眼问卷共 /K 个问题"问题 /_0 为病史及
诱发因素评估"问题 E _/K 为干眼症状评估( 每个问
题为 #_% 分"总分为 #_%$ 分 + ;, ( GZ6H问卷共 /K 个
问题"每个问题 #_% 分"根据计算公式"总分为 #_/##
分( 干眼患者不仅可以通过 GZ6H问卷进行症状评
分"还可以根据评分进行症状分级"症状评分"K# 分
为轻度干眼*uK#_"%; 分为中度干眼"u%; 分为重度
干眼

+ 0, ( 6&mZ 问卷共 /; 个问题"问题 /_0 为干眼症
状评估"E_/; 为对生活影响评估( 答案分为 F)e栏"
F栏为出现频率"分值为 #_% 分"e栏为影响程度"分
值为 /_% 分"F栏为 # 分时则不需填写 e栏( 根据计
算公式"总分为 #_/## 分 + E, (
91<1<1<!e:>测定!将用 / 滴生理盐水湿润的荧光
素钠试纸条与患者下睑结膜囊轻接触"嘱患者眨眼数
次"使眼表的荧光素与泪液充分混合( 嘱患者平视前
方"在 /0 倍裂隙灯显微镜下用钴蓝光观察患者末次完
全瞬目至出现第 / 个泪膜破裂点的时间"检查重复 "
次"取平均值( e:>o; 5为 e:>异常(

91<1<1@!角膜荧光素钠染色!根据国际眼科机构染
色分级进行评估

+ $, ( 将角膜分为上)鼻)中)下)颞侧
; 个区域"每个区域评分为 #_" 分"# 分为无染色"/ 分
为 /_; 个染色点"K 分为 0_/; 个染色点"" 分为下列
任何一项#&/' /0 个及以上染色点*&K' / 个或多个长
度!/ ''的染色部位*&"' / 个或多个纤维丝染色部
位( 总分为角膜各区域评分之和"最高 /; 分"总分!/
分为异常(
91<1<1A!角膜结膜荧光素钠染色评分!根据 9(J
e)I5MO-RO*L 评分体系 + =,

确定角结膜荧光素钠染色评分(
将眼表分为颞侧结膜)角膜和鼻侧结膜 " 个区域"每个
区域得分 # _" 分"# 分为无损伤"/ 分为可见部分损
伤"K 分为一半以上部位损伤"" 分为整个部位损伤(
总分为各区评分之和"最高 = 分"总分!/ 分为异常(
91<1<1B!Z2N)-'O-$试验!在无局部麻醉情况下将
Z2N)-'O-试纸置于患者下方中外 /<" 处结膜囊"嘱患
者平视前方后闭眼"; ')J 后取出试纸条"测量泪液浸
润长度( 泪液浸润长度o; ''为异常(
91<1<1C!睑板腺形态和功能评估!对上眼睑中心位
置的 /<" 处进行评估"判断患者是否存在下列表现#
&/'睑板腺口周围异常!睑板腺口周围血管充盈)黏
膜皮肤交界处移位)眼睑边缘不规则等异常表现*
&K'睑板腺开口异常!包括睑板腺开口堵塞)突出或
嵴线*&"'睑板腺分泌量异常!挤压睑板腺腺体评估
睑板腺分泌情况"参照文献+//,中的标准依据睑板腺
分泌量分为高分泌)正常分泌和低分泌(
91<1@!评估指标!&/'受检眼眼部症状评分与干眼
相关指标的关联!记录不同问卷的干眼症状评分和干
眼相关指标检测结果"评估干眼症状评分与体征之间
的关联( 根据角膜是否存在染色将受检眼分为角膜染
色阳性组和角膜染色阴性组"比较两个组间受检眼眼
部症状评分差异( & K'眼表体征相关指标的评估(
&"'睑板腺异常及睑板腺分泌量评估( &%'不同干眼
类型组与干眼体征相关指标比较!根据1干眼临床诊
疗专家共识2 + K,

标准将受检眼分为水液缺乏型干眼

组)蒸发过强型干眼组)混合型干眼组和泪液动力学异
常型干眼组"比较各组间受检眼干眼相关体征的差别(
&;'亚洲干眼协会将有干眼症状加上 e:>o; 5作为诊
断干眼的诊断依据

+ /K, "评估受检眼干眼表现与亚洲干
眼诊断标准的符合率(
91@!!统计学方法

采用 -̀(PN3(L 3-)5' E & c(?,**(" 4F" :ZF' 和
Z3ZZ /E]# 统计学软件 &He\ Z3ZZ">S-XOU'进行统计
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ZN(P)-,Dg)*X检验进行正态分布

!#%#/!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K#KK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4N)J ?&+P GPNMN(*',*"8,RO'VO-K#KK"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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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各问卷评分相关性散点图& ZPO(-'(J 秩相关分析'!F#中国干眼问卷评分与 GZ6H评分呈
正相关&-9t#]0E0"Ro#]##/"$t/%#'!e#中国干眼问卷评分与 6&mZ 评分呈正相关&-9t#]0E="
Ro#]##/"$t/%/'!GZ6H#眼表疾病指数量表*6&mZ#干眼相关生活质量评分问卷
7$/+1-94N%&''-1"#('(0%(11-#&'$()2-'6--)?.$)-*-:13 =3-Y+-*'$())&$1-&),GN:Q(1:=YN
& ZPO(-'(J -(JX 2,--O*(M),J (J(*U5)5' !F#FP,5)M)RO2,--O*(M),J W(5T,SJL VOMWOOJ 4N)JO5O6-U&UO
mSO5M),JJ()-O52,-O(JL GZ6H52,-O&-9t#]0E0"Ro#]##/"$t/%#'!e#4N)JO5O6-U&UOmSO5M),JJ()-O
52,-OW(5P,5)M)RO*U2,--O*(MOL W)MN 6&mZ 52,-O&-9t#]0E="Ro#]##/"$t/%/'!GZ6H#G2S*(-ZS-T(2O
6)5O(5OHJLO+*6&mZ#6-U&UOD7O*(MOL mS(*)MUD,TDc)TOZ2,-OmS5M),JJ()-O

表 94中国干眼问卷症状评分与干眼相关检查评分相关性分析
K&2#-94?(11-#&'$()2-'6--)?.$)-*-:13 =3-Y+-*'$())&$1-*%(1-&),

,13 -3-F1-#&'-,-E&8$)&'$()1-*+#'*

症状评分

e:>
& $t/%/'

角膜荧光素钠

评分& $t/%/'
角结膜染色评分

& $t/"E'
Z2N)-'O-$试验

& $t/";'

-5值 R值 -5值 R值 -5值 R值 -5值 R值

干燥感 b#]#%/ #]0"# #]/EE #]#%# #]K/" #]#/K b#]#=# #]K=E

异物感 b#]/0; #]#;# #]K=E #]### #]/#; #]KK% #]#"; #]0$0

眼!痛 b#]//$ #]/0# #]/KK #]/;# #]//0 #]/E0 b#]/E$ #]#"=

畏!光 b#]/E0 #]#%# #]/EK #]#%# b#]### #]=E$ b#]/=E #]#KK

晨起分泌物 b#]/KE #]/"% #]/;% #]#E# #]#EE #]"E# b#]/"; #]//=

视力波动 #]#%; #]0## #]/## #]K%# #]/#/ #]K%% b#]/E% #]#%%

!注#& ZPO(-'(J 秩相关分析'!e:>#泪膜破裂时间
!8,MO#& ZPO(-'(J -(JX 2,--O*(M),J (J(*U5)5'!e:>#V-O(XDSP M)'O,TMO(-T)*'

检验"正态分布或接近正态分布的数据以 L{9进行描
述"组间数据资料经 cOROJO检验证实方差齐*非正态
分布的数据以 D&S/"S"'进行描述*计数资料以频数
和百分数进行描述( 不同类型干眼组间计量资料总体
差异比较采用 C-S5X(*Dg(**)5G检验"组间两两比较采
用 g)*2,+,J 秩和检验( 中国干眼问卷评分与 GZ6H及
6&mZ 评分间的关系评估)受检眼症状评分与体征相
关指标间的关联评估均采用 ZPO(-'(J 秩相关分析法(
Ro#]#; 为差异有统计学有意义(

<4结果

<19!受检眼眼部症状评分以及与干眼相关指标的
关联

<1919!受检眼中国干眼问卷)6&mZ)GZ6H问卷评分
结果!受检者中国干眼问卷总评分为 /K]## & E]##"
/0]##'分"其中病史及诱发因素为 ;]##&K]##"$]##'
分"干眼症状评分为 0]##&%]##"=]##'分( 患者中有
眼干燥感者 /K$ 例"占 =#]$^*有眼异物感者 /#$ 例"
占 E0]0^( 受检者 6&mZ 问卷总
评分为 "K]#K& /;]EE";K]"%'分"
其中 干 眼 症 状 评 分 为 "%]""
&/%];$"%%]K#'分"对生活影响的
评分为 "#]/0& /0]E/"%$]K$'分(
患者中有眼干燥感者 /"# 例"占
=K]K^"有眼疲劳感者 /#= 例"占
EE]"^*有眼异物感者 /#$ 例"占
E0]0^( 受检者 GZ6H总分平均
为 K;]##&/E];#""0]="'分"GZ6H
评分oK# 分者 ;# 眼"占 ";]%0^*
评分 K# _%; 分 者 0; 眼" 占
%0]/#^*评分u%; 分者 K0 眼"占
/$]%%^( 患者中有眼异物感者
/#E 例 /#E 眼"占 E;]=^"有眼痛
症状者 =$ 例"占 0=];^( 中国干
眼问卷评分与 GZ6H及 6&mZ 评
分均呈正相关 &-t#]0E0)#]0E="
均 Ro#]##/'&图 /'(
<191<!受检眼眼部症状评分与
干眼相关体征指标间的关联!中
国干眼问卷总评分与角膜荧光素

钠染色评分之间呈弱正相关&-9t
#]"/K" Rt#]##/ '" 与 e:>和
Z2N)-'O-$试验结果均无明显相
关( e:>与畏光评分呈弱负相关

&-9tb#]/E0"Rt#]#"E'"角膜荧光素钠染色评分与眼
干燥感)异物感)畏光评分均呈弱正相关 &-5t#]/EE"
Rt#]#"0*-5t#]K=E"Rt#]##/*-5t#]/EK"Rt#]#%/'"
泪液分泌量与眼痛)畏光)视力波动评分均呈弱负相关
&-5tb#]/E$"Rt#]#"=*-5tb#]/=E"Rt#]#KK*-5tb#]/E%"
Rt#]#%%'( 6&mZ 问卷总评分与各干眼体征相关指
标结果间无明显相关&均 Ru#]#;'( 角膜荧光素钠染
色评分与眼异物感)眼皮发沉评分均呈弱正相关
&-5t#]K;;"Rt#]##K*-5t#]K#%"Rt#]#/;'( e:>及
泪液分泌量与眼皮发沉评分结果呈微弱负相关

&-5tb#]KEK"Rt#]##/* -5tb#]K%=" Rt#]##% ' (
GZ6H问卷总评分与各干眼体征相关指标结果间无明
显相关&均 Ru#]#;' ( 角膜荧光素钠染色评分与畏
光)眼异 物 感 评 分 均 呈 微 弱 正 相 关 & -5t#]/E0"
Rt#]#"E*-5t#]/=""Rt#]#K"' "角结膜染色评分与
眼痛呈微弱正相关&-5t#]/=="Rt#]#K#' "泪液分泌
量与 视 力 波 动 间 呈 微 弱 负 相 关 & -5tb#]/=0"
Rt#]#K"' &表 /b"' (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K#KK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4N)J ?&+P GPNMN(*',*"8,RO'VO-K#KK"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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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YN评分与干眼相关检查评分相关性分析&#̂ 9A9'
K&2#-<4?(11-#&'$()2-'6--):=YN*%(1-&),
,13 -3-F1-#&'-,-E&8$)&'$()1-*+#'*&#̂ 9A9'

症状评分
e:> 角膜荧光素钠评分 角结膜染色评分 Z2N)-'O-$试验

-5值 R值 -5值 R值 -5值 R值 -5值 R值

异物感 b#]/0K #]#;; #]K;; #]##K #]#$; #]"K% #]#"/ #]EKK

眼!干 b#]#"E #]0;= #]#E" #]"=" #]/"= #]/#; b#]#%E #];$=

眼!痛 b#]/;$ #]#0/ #]/"0 #]/#E #]/;= #]#0% b#]/0= #]#;#

眼疲劳 b#]#%/ #]0K0 b#]#0" #]%;; b#]/E# #]#%$ #]##; #]=;K

眼皮发沉 b#]KEK #]##/ #]K#% #]#/; #]##; #]=;" b#]K%= #]##%

眼!红 b#]/0K #]#;; #]//= #]/0/ b#]#/; #]$;E b#]#KK #]$#K

!注#& ZPO(-'(J 秩相关分析'!e:>#泪膜破裂时间*6&mZ#干眼相关生活质量评分问卷
!8,MO#& ZPO(-'(J -(JX 2,--O*(M),J (J(*U5)5' ! e:># V-O(XDSP M)'O,TMO(-T)*'*6&mZ#6-U&UOD
7O*(MOL mS(*)MUD,TDc)TOZ2,-OmSO5M),JJ()-O

表 @4GN:Q评分与干眼相关检查评分相关性分析
K&2#-@4?(11-#&'$()2-'6--)GN:Q*%(1-&),,13 -3-F1-#&'-,-E&8$)&'$()1-*+#'*

症状评分

e:>
& $t/%#'

角膜荧光素钠

评分& $t/%#'
角结膜染色评分

& $t/"0'
Z2N)-'O-$试验

& $t/"%'
-5值 R值 -5值 R值 -5值 R值 -5值 R值

畏!光 b#]/;E #]#0% #]/E0 #]#"E #]##K #]=$% b#]/;; #]#E"

异物感 b#]#0% #]%;# #]/=" #]#K" #]#0$ #]%"" b#]##" #]=0$

眼!痛 b#]/0# #]#0/ #]/%0 #]#$E #]/== #]#K# b#]#$% #]""E

视物模糊 b#]#;; #];/E #]/K$ #]/"% #]#=# #]K=E b#]/%; #]#=;

视力不良 b#]##/ #]=$$ #]#0" #]%0" #]#"" #]E#0 b#]/=0 #]#K"

!注#& ZPO(-'(J 秩相关分析'!e:>#泪膜破裂时间*GZ6H#眼表疾病指数量表
!8,MO#& ZPO(-'(J -(JX 2,--O*(M),J (J(*U5)5'!e:>#V-O(XDSP M)'O,TMO(-T)*'*GZ6H#G2S*(-ZS-T(2O
6)5O(5OHJLO+

<191@!不同角膜上皮染色组问卷评分差异比较!角
膜染色阳性组中国干眼问卷症状总评分明显高于角膜

染色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o#]##/'"其中角膜
染色阳性组受检眼异物感及晨起分泌物 &或睁眼困
难'评分高于角膜染色阴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Ro#]##/*Rt#]#%"'( 角膜染色阳性组受检眼 GZ6H
症状总评分明显高于角膜染色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Rt#]##;'"其中角膜染色阳性组受检眼异物感
评分高于角膜染色阴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t#]##E'&表 %);'(
<1<!眼表体征相关指标

受检眼e:>为&"]K0{/]%%'5"其中/"E眼e:>o; 5"

占 =E]K^( 受检眼 Z2N)-'O-$试验
值为 /#]0#&;]##"/"]##'''<; ')J"
其中 Z2N)-'O-$试验o; ''<; ')J
者 %; 眼"占 "/]=^( 受检眼角膜荧
光素钠染色评分为 /]0#&#]##"K]##'
分"其中角膜染色阳性者 0$ 眼"占
%$]K^(
<1@!睑板腺形态和功能及分泌量
评估

睑板腺形态评估中发现"睑缘充
血者 E; 眼"占 ;"]0^*\(-+线移位
者 K0 眼"占 /$]0^*睑缘不规则者
K$ 眼"占 K#]#^( 睑板腺开口异常
者 $; 眼"占 0#]E^( 在睑板腺分泌
量评估中发现"高分泌者 // 眼"占
E]=^*分泌不足者 00 眼"占 %E]/^(
<1A!不同干眼类型组干眼体征相关
指标比较

受检眼中蒸发过强型干眼者 E;
眼"占 ;"]K^*混合型干眼者 %" 例"
占 "#];^*水液缺乏型干眼者 /$ 眼"
占 /K]$^*泪液动力学异常型干眼者
" 眼"占 K]/^(

不同类型干眼的干眼体征相关指标检测结果明显

不同( 蒸发过强型干眼)混合型干眼和水液缺乏性干
眼间 e:>)泪液分泌量)中国干眼问卷评分)GZ6H评分
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t"]/"$) "]0E$)
/#]//)$]K=%"Rt#]#%E)#]#K$)#]### /)#]### %'"其
中与水液缺乏型干眼组比较"蒸发过强型干眼组和混
合型干眼组受检眼 e:>较长"泪液分泌量增加"角膜
染色评分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Ro#]#;'(
蒸发过强型干眼组和混合型干眼组 GZ6H评分高于水
液缺乏型干眼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Ro#]#;'*
蒸发过强型干眼组与混合型干眼组受检眼 GZ6H评分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u#]#;'&表 0'(

表 A4不同角膜染色组中国干眼问卷调查评分比较+$&%9"%@',
K&2#-A4?(8"&1$*()(0?.$)-*-:13 =3-Y+-*'$())&$1-*%(1-*2-'6--)'6( /1(+"*+$&%9"%@',

组别 眼数 总分 干燥感 异物感 眼痛 畏光 晨起分泌物 视力波动

角膜染色阴性组 E" ;]##&"];#" E]##' K]##&/]##""]##' /]##&#]##"/]##' #]##&#]##"/]##' #]##&#]##"/]##' #]##&#]##"/]##' /]##&#]##"/]##'

角膜染色阳性组 0$ E];#&;]##"/#]E;' K]##&/]##""]##' /]##&/]##""]##' /]##&#]##"K]##' /]##&#]##""]##' /]##&#]##"/]##' /]##&#]##"/]##'

U值 /]""" #]%/0 /]"%E #]"/0 #]%#% #];%K #]/0E

R值 o#]##/ #]/#; #]###K #]/%; #]/#/ #]#%" #]%=0

!注#g)*2,+,J 秩和检验
!8,MO#g)*2,+,J -(JX 5S'MO5M

!K%#/!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K#KK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4N)J ?&+P GPNMN(*',*"8,RO'VO-K#KK"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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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不同角膜染色组 GN:Q评分比较+$&%9"%@',
K&2#-B4?(8"&1$*()(0GN:Q*%(1-*2-'6--)'6( /1(+"*+$&%9"%@',

组别 眼数 症状总分 畏光 异物感 眼痛 视物模糊 视力不良

角膜染色阴性组 E" %]##&"]##"0]##' /]##&#]##"/]##' /]##&#]##"/]##' /]##&#]##"K]##' /]##&#]##"/]##' /]##&#]##"/]##'

角膜染色阳性组 0$ 0]##&"]K;"$]E;' /]##&#]##""]##' /]##&/]##"K]E;' /]##&/]##"K]##' /]##&/]##"K]##' /]##&#]##"/]##'

U值 /]#/$ #]0%" /]#E= #]=0K #]0%/ #]#KK

R值 #]##; #]#=K #]##E #]#;0 #]K// #]E$E

!注#&g)*2,+,J 秩和检验'!GZ6H#眼表疾病指数量表
!8,MO#&g)*2,+,J -(JX 5S'MO5M'!GZ6H#G2S*(-ZS-T(2O6)5O(5OHJLO+

表 C4不同类型干眼组患眼症状与体征评分比较+$&%9"%@',
K&2#-C4?(8"&1$*()(0*38"'(8*&),*$/)*%(1-*&8()/ ,$00-1-)''3"-*(0,13 -3-/1(+"*+$&%9"%@',

干眼类型 眼数 e:>&5' Z2N)-'O-$试验&''' 角膜染色 中国干眼问卷评分 GZ6H评分 6&mZ 评分

水液缺乏型 /$ K]=%&K]/E""]""' $]""&K]E;"//];#' #]EK&#]##"/]K;' /$]#0&/"];#"K;]K;' K"]"=&//]E;""E];#' %E]""&""];#"0/]##'

蒸发过强型 E; "]==&"]##";]##'( /"]=#&$]K;"K#];#'( #]%#&#]##"/]##' //];0& E]##"/;]##'( /"]E=& $]##"/=]##'(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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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水液缺乏型干眼组比较"(Ro#]#;&C-S5X(*Dg(**)5G检验"g)*2,+,J 秩和检验'!e:>#泪膜破裂时间
!8,MO#4,'P(-OL W)MN MNO(YSO,S5DLOT)2)OJML-UOUO"(Ro#]#; &C-S5X(*Dg(**)5GMO5M"g)*2,+,J -(JX 5S'MO5M'!e:>#V-O(XDSP M)'O,TMO(-T)*'

<1B!受检眼干眼表现与亚洲干眼诊断标准的符合
情况

本研究纳入的 /%/ 眼中 e:>"; 5者 /"E 眼"占
=E]K^"即约有 =E]K^的干眼患者符合亚洲干眼协会
的干眼诊断标准( 其中"水液缺乏型干眼符合率为
/##^"蒸发过强型干眼符合率为 =E]"^"混合型干眼
符合率为 =;]"^(

@4讨论

传统纳入干眼临床试验研究的患者大多长期接受

治疗"因此无法反映干眼的真实状态"导致研究者对干
眼的理解可能出现偏差"甚至可能出现治疗不当的情
况"本项研究首次将首诊干眼患者单独列为研究对象(

与传统临床研究入组患者相比"首诊干眼患者眼表未
接受任何干眼相关治疗"排除了因治疗导致的干眼病
理生理情况改变以及眼药水中的防腐剂对眼表的损害

等混杂因素"能更好地反映干眼的病理生理状态"帮助
研究者对干眼的理解(

以往许多关于干眼症状体征相关性的研究报道结

果并不一致
+ %, "大多数研究表明干眼的症状和体征无

相关性
+ ""/", "也有部分结果认为干眼症状体征存在一

定相关性
+ /%, ( 一些研究报道 GZ6H总评分与泪液分泌

量呈负相关"与角膜染色呈正相关 + /%, "然而进行单个

症状与体征相关性分析却无相关性
+ /;, ( 本研究显示"

中国干眼问卷及 GZ6H总评分与角膜染色评分呈正相
关"通过单个症状与体征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干眼
症状多与角膜荧光素钠染色及泪液分泌量相关( 研究
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相同"可能是因为以往入组
患者入组前接受过干眼治疗而影响患者对自身症状的

判断(

本研究结果中我们发现"异物感是干眼患者常见
的症状"并且与角膜荧光素钠染色评分呈正相关( 进
一步分析角膜染色阳性患者和阴性患者症状评分"发
现角膜染色阴性患者异物感评分较低"当出现角膜染
色后异物感评分增加"并且随着角膜染色加重而增加(

虽然眼干症状评分也与角膜荧光素钠染色评分呈正相

关"但角膜染色阳性和阴性患者间眼干评分无明显差
异( 同样地"虽然角膜染色阳性和阴性患者晨起分泌
物&或睁眼困难'评分存在差异"但其与角膜荧光素钠
染色评分无明显相关( K##E 年国际干眼指南指出"角
膜荧光素钠染色严重程度是反映干眼严重程度的体征

之一
+ /0, "因此"我们认为异物感严重程度可反映干眼

严重程度(

至今国际上公认的干眼问卷是 GZ6H和 6&mZ"而
我国也有自己的干眼问卷"这 " 种问卷具有各自的优
势( 中国干眼问卷侧重病因分析问卷评分与角膜荧光
素钠染色评分呈正相关"能反映单个症状与体征的相
关性"并且多与角膜荧光素钠染色及泪液分泌量相关"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K#KK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4N)J ?&+P GPNMN(*',*"8,RO'VO-K#KK"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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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无明显相关性( GZ6H用于干眼症状程度分
级"能反映单个症状与体征相关性"并且多与角膜荧光
素钠染色及泪液分泌量相关"与 e:>无明显关系(
6&mZ 症状包含眼皮发沉和眼红"并且其评分分别与
e:>)泪液分泌量和角膜荧光素钠染色明显相关( 除
了症状评分之外"不同调查问卷侧重点各有不同"如中
国干眼问卷侧重病因分析"GZ6H和 6&mZ 问卷侧重生
活质量的分析"可根据研究主要目的选择不同的干眼
问卷( 通过比较发现"我国干眼问卷与 GZ6H及 6&mZ
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但三者之间仍存在差异( 从症状
体征相关性来看"中国干眼问卷和 GZ6H评分在总分
与体征的相关性都高于 6&mZ"二者均与角膜荧光素
钠染色评分呈正相关且相关系数接近( 而在进行单个
症状与体征相关性分析时则发现"中国干眼问卷中眼
干)异物感等干眼常见症状评分与角膜荧光素钠染色
评分的相关性好于 GZ6H( 中国干眼问卷的设计符合
国人生活习惯"而 GZ6H问卷是根据外国人生活习惯
设计的"因此"在选择 GZ6H问卷时"可能会出现除症
状之外的问题不适用的情况( 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发
现"针对我国干眼患者"中国干眼问卷的准确度较
GZ6H高 + ;, ( 因此"我国在选择干眼问卷进行干眼症状
评分时可优先选择中国干眼问卷(

目前对于干眼的诊断尚无统一的标准( 泪膜不稳
定是干眼的核心机制之一"而 e:>可以反映泪膜的稳
定性( 本研究中入组干眼患者多数处于轻中度干眼"
平均 e:>o; 5的比例为 =E]K^"e:>的检测结果均较
其他检测结果敏感( 本研究中蒸发过强型干眼占干眼
患者比例最高"其次为混合型干眼)水液缺乏型干眼)
泪液动力学异常型干眼和黏蛋白缺乏型干眼"这与以
往研究认为的我国最常见的干眼类型为混合型干

眼
+ K,
不同"其原因可能是本组干眼患者发病时间短"

病因由单一或多因素引起"疾病发生阶段由于 96>工
作者长期使用视频终端工作

+ /E, )佩戴角膜接触镜 + /$, )
环境因素如空调环境等促进泪液蒸发的因素增加"导
致患者中蒸发过强型干眼发生率升高( 随着干眼病情
的进展"如治疗不及时或者效果不佳"单一类型干眼最
终也将发展为混合型干眼"因此"在干眼发展阶段"混
合型干眼最常见( 睑板腺分泌的脂质构成泪膜脂质
层"睑板腺功能障碍 & 'O)V,')(J Q*(JL LU5TSJ2M),J"
\̀ 6'可引起睑板腺脂质分泌异常"从而使泪液蒸发
过快"因此 \̀ 6是引起蒸发过强型干眼最主要的原
因

+ /, ( 研究中发现"睑板腺评估结果高达 0#^左右的
患者存在睑板腺开口异常)睑缘异常等"这与蒸发过强
型干眼所占比例相似( 本研究中无黏蛋白缺乏型干

眼"可能与病例纳入标准有关( 黏蛋白缺乏型干眼主
要由于眼表上皮细胞的损伤而引起"比如药物源性干
眼)化学伤)变态反应等"而本研究未纳入此类患者(
由于临床上泪液动力学异常型干眼及黏蛋白缺乏型干

眼比例较少"因此本研究观察的特征并不能代表这两
类干眼患者的临床特征(

亚洲干眼协会将干眼症状与 e:>o; 5作为诊断
干眼的诊断依据"e:>!; 5者均不能诊断为干眼 + /=, "
而在中国干眼诊断标准中"存在干眼症状及以下症状
之一即可诊断干眼# & / ' e:>" ; 5或泪液分泌
量"; ''<; ')J*& K ' e:>" /# 5或泪液分泌量"
/# ''<; ')J"同时存在角结膜染色( 因此"符合亚洲
干眼协会诊断标准的也符合中国干眼诊断标准( 因
e:>u; 5_"/# 5且同时存在角结膜染色的患者符合
中国干眼诊断标准"但不符合亚洲干眼诊断标准"因此
此类患者根据中国干眼诊断标准诊断为干眼"而根据
亚洲干眼诊断标准不能诊断为干眼( 在以往的干眼研
究中"干眼患者平均 e:>均o; 5+ K#, "在日本开展的干
眼临床特点研究中发现"e:>o; 5的患者比例占总数
的 =%]=^+ //, ( 这些结果说明干眼患者以 e:>o; 5为
主( 与该研究相似"此次研究中中国干眼患者仍以
e:>缩短为主( 因此符合中国干眼诊断标准的患者
中 =E]K^患者也符合亚洲干眼诊断标准(

综上所述"中国干眼诊断标准的患者中 =E]K^患
者也符合亚洲干眼诊断标准( 首诊干眼患者处于轻中
度干眼阶段"以蒸发过强型干眼多见( 异物感评分与
角膜荧光素钠染色评分呈正相关"反映了干眼严重程
度( 本研究首次调查了中国首诊干眼症患者的临床特
征"更好地反映了干眼的病理生理状态(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纳入的样本量较小"
无法对每种干眼类型进行临床特征进行分层研究( 此
外"本研究依据 K#/" 年版 1干眼临床诊疗专家共识2
进行分类和诊断"鉴于目前新版干眼系列专家共识已
制定"本研究纳入患者的标准在诊断及分类上存在一
些区别( 本研究中 K]$^患者符合中国干眼诊断标准
但不符合亚洲干眼标准"由于该类干眼患者数量少"无
法分析其临床特点( 因此"我们仍需要在本研究的基
础上纳入更多干眼患者的资料进一步研究(
利益冲突!资金提供者与 F6&Z<主要研究者<协助研究者在计划)实施

和报告研究方面的关系不影响研究结果及其解读( 参与者的权益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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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来稿中计量单位的使用要求

!!计量单位!计量单位的使用执行 è"/##<"/#/<"/#KD/=="1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所有部

分'量和单位2的有关规定"具体执行可参照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编写的1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2第 " 版&人民军医出版社
K##/ 年出版'( 作者在撰写论文时应注意单位名称与单位符号不可混用( 组合单位符号中表示相除的斜线为 K 条时本刊采用
JQ<&XQ!')J' 的形式"而不用 JQ<XQ<')J 的形式( 应尽可能使用单位符号"也可以与非物理单位&如#人)次)台等'的汉字构成组合

形式的单位"如#次<')J( 在叙述中请先列出法定计量单位数值"括号内写旧制单位数值*如果同一计量单位反复出现"可在首次出

现时注明法定计量单位与旧制单位的换算系数"然后只列出法定计量单位数值( 参量及其公差均需附单位"当参量与其公差的单

位相同时"单位可只写 / 次"即加圆括号将数值组合"置共同单位符号于全部数值之后( 例如#-E;]% JQ<c{/$]K JQ<c.可以表示为
-&E;]%{/$]K'JQ<c.( 量的符号一律用斜体字"如吸光度&旧称光密度'的符号为 Z(

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卫生部联合发出的质技监局量函+/==$,/K0 号文件1关于血压计量单位使用规定的补充通知2"凡

是涉及人体及动物体内的压力测定"可以使用毫米汞柱&''fQ'或厘米水柱&2'fKG'为计量单位"但首次使用时应注明 ''fQ或
2'fKG与 X3(的换算系数&/ ''fQt#]/"" X3("/ 2'fKGt#]#=$ X3('(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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