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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和重组牛碱性成
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贝复舒）滴眼液对微型角膜刀法准分
子激光上皮瓣下角膜磨镶术（ 藻责蚤责燥造蚤泽 造葬泽藻则 蚤灶 泽蚤贼怎
噪藻则葬贼燥皂蚤造藻怎泽蚤泽，耘责蚤原蕴粤杂陨运）术后角膜上皮修复的影响，评
价其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接受 耘责蚤原蕴粤杂陨运术的 员圆园 例 圆源园 眼患者随机分为试
验组和对照组，所有患者均从术后第 员凿 晨复查后开始用
药。试验组患者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 源 次 辕 凿，
用药 员憎噪；对照组患者常规应用贝复舒眼液 源 次 辕 凿，用药
员憎噪。术后随访 远皂燥，观察两组患者术后反应、角膜上皮愈
合时间、视力、等效球镜度数及角膜上皮下雾状混浊
（澡葬扎藻）情况。
结果：试验组与对照组症状体征综合评分于用药前即术后
第 员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贼越员援 圆怨员圆，孕跃园援 园缘）。试验组与
对照组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孕跃园援 园缘）。术后第 猿凿
患者症状体征综合评分下降幅度试验组大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贼越圆援 圆猿远远，孕约园援 园缘），说明小牛血去蛋白提
取物眼用凝胶起效更快。两组角膜上皮愈合时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贼越 员援 源缘愿远，孕跃园援 园缘）。两组患眼术后视力恢
复、等效球镜度数和 澡葬扎藻 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孕跃
园郾 园缘）。无药物不良反应事件发生。
结论：耘责蚤原蕴粤杂陨运术后短期应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凝
胶对角膜上皮愈合有显著促进作用，能明显改善术后刺激
症状。它安全且起效时间更短，优于常规治疗，可单独或
联合用药，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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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引言
摇 摇 微型角膜刀法角膜上皮瓣下激光原位磨镶术
（藻责蚤责燥造蚤泽 造葬泽藻则 蚤灶 泽蚤贼怎 噪藻则葬贼燥皂蚤造藻怎泽蚤泽，耘孕陨原蕴粤杂陨运）圆园园猿原园愿
由希腊医生 孕葬造造蚤噪葬则蚤泽等［员］最先报道。该技术是在 蕴粤杂耘运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崭新的屈光手术技术，融合了
蕴粤杂陨运 和 蕴粤杂耘运 两种手术方式的优点，正在受到越来越
多的屈光手术医师的重视［圆原源］。由于 耘责蚤原蕴粤杂陨运 术后角
膜上皮损伤的修复是控制近、远期并发症以达到良好治疗
效果的关键［员］，因此选择快速有效的促进角膜上皮再生修
复的药物至关重要。本研究对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
院眼科激光视力矫治中卜 圆园园愿 原园远 辕 圆园员园 原园远 实施 耘责蚤 原
蕴粤杂陨运手术的患者术后分别使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
用凝胶和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滴眼液促进角
膜上皮愈合，观察两种药物短期应用对 耘责蚤原蕴粤杂陨运 术后
角膜上皮恢复的疗效及安全性，现报告如下。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 员 对象摇 选取 圆园园愿原园远 辕 圆园员园原园远 在我院眼科激光视力
矫治中卜行 耘责蚤原蕴粤杂陨运的近视及近视散光患者 员圆园 例 圆源园
眼。入选标准：术前等效球镜度数为原猿援 园园 耀 原远援 园园阅；最佳
矫正视力≥园援 愿；完全矫正屈光不正基础上确保术后角膜
基质床厚度≥圆愿园μ皂，且≥员 辕 圆 原角膜厚度；所有患者的屈
光度数均稳定 圆葬以上；配戴软性角膜接触镜者，术前停戴
圆憎噪以上；可以进行跟踪观察的患者；所有患者排除手术
禁忌证。将符合条件的 员圆园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
远园 例 员圆园 眼，男 源员 例，女 员怨 例，年龄 圆远援 源园依圆援 愿圆 岁，平均
等效球镜度数原源援 远愿依员援 源园阅；对照组 远园 例 员圆园 眼，男 猿源
例，女 圆远 例，年龄 圆苑 援 猿园 依圆 援 缘圆 岁，平均等效球镜度数
原源援 愿苑依员援 猿源阅。两组间性别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圆 越
猿郾 圆猿愿，孕越园援 园远源），年龄及等效球镜度数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贼年龄 越员援 缘远，贼等效球镜度数 越园援 猿怨，均为 孕跃园援 园缘）。
员援 圆 方法
员援 圆援 员 手术方法与术后药物治疗摇 所有患者由同一医生
利用同一台全自动平推角膜上皮刀（粤酝韵 粤皂葬凿藻怎泽 陨陨
酝蚤糟则燥噪藻则葬贼燥皂藻）制作角膜上皮瓣和 悦葬则造 在藻蚤泽泽 酝藻造愿园 型准分
子激光仪切削。负压范围 缘远园 耀 远圆猿皂皂匀早；刀片振荡频率
为 员圆 园园园则 辕 皂蚤灶；刀片前进速度为 员援 缘皂皂 辕 泽；角膜瓣直径常
规为 愿援 缘 耀 怨援 缘皂皂。术中不保留角膜上皮瓣，术后戴软性
角膜接触镜 员憎噪。所有患者均从术后第 员凿晨复查后开始
用药。患者常规用 员早 辕 蕴 氟米龙眼液 远 次 辕 凿，每 圆憎噪 递
减 员 次；可乐必妥眼液 源 次 辕 凿，连续 员憎噪；玻璃酸钠滴眼液
源 次 辕 凿，连续 猿皂燥。试验组患者加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
眼用凝胶 源 次 辕 凿，用药 员憎噪；对照组患者常规应用牛碱性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滴眼液 源 次 辕 凿，用药 员憎噪。
员援 圆援 圆 观察指标 摇 术后随访 远皂燥，分别于术后第 员，猿，苑，
员源凿依据患者主诉和裂隙灯观察患者角膜上皮修复程度
对术后局部反应进行客观评分，并记录角膜上皮愈合时
间，苑凿 后摘除角膜接触镜并检查视力，屈光度及 澡葬扎藻
情况。

摇 摇 统计学分析：应用 杂孕杂杂 员员援 园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贼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圆检验。孕约园援 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圆 结果
圆援 员 评判及观察标准
圆援 员援 员 术后局部反应评分标准摇 眼痛，无 园 分，稍感刺痛 员
分，明显刺痛可以忍受 圆 分，明显刺痛难以忍受 猿 分；畏
光，无 园 分，畏强光 员 分，畏弱光 圆 分，难以睁眼 猿 分；流
泪，无 园 分，轻度流泪 员 分，睁眼即流泪 圆 分，闭眼也流泪 猿
分；上皮缺损面积，无 园 分，≤猿园豫 员 分，猿园豫 耀 苑园豫 圆 分，
≥苑园豫 猿 分。由于角膜上皮损伤程度是评价疾病严重程
度及疗效的重要指标，故设定各项症状权数为 员，体征权
数为 圆。
圆援 员援 圆 有效性观察方法摇 疗效分痊愈、显效、进步、无效四
种情况。痊愈：症状消失，角膜上皮完全修复；显效：症状
体征总积分降幅≥苑园豫；进步：猿园豫≤症状体征总积分降
幅≤苑园豫；无效：症状体征总积分降幅≤猿园豫。痊愈及显
效记为有效，进步及无效记为无效，有效率为痊愈及显效
的例数除以本组总例数。
圆援 员援 猿 澡葬扎藻摇 澡葬扎藻 的评定根据 云葬灶贼藻泽（员怨怨园）标准［缘］。园
级：无混浊。园援 缘 级：裂隙灯下仔细分辩能看出。员 级：裂
隙灯下能看出，但不影响视力。圆 级：影响视力，但不影响
观察虹膜纹理。猿 级：影响观察虹膜纹理。源 级：不能窥见
虹膜纹理。
圆援 圆 术后一般情况摇 所有患者术后无感染等严重并发症，
无全身不良反应。无药物不良反应事件发生。
圆援 猿 有效性分析摇 结果统计分析发现，试验组与对照组症
状体征综合评分于用药前即术后第 员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贼越员援 圆怨员圆，孕跃园援 园缘，表 员）。试验组与对照组有效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χ圆 越 员援 缘远远苑，孕 越 园援 源缘缘远，表 圆）。本研究还
发现，术后第 猿凿患者症状体征综合评分下降幅度试验组
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贼 越圆援 圆猿远远，孕约园援 园缘，表 员，猿），
说明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起效较快。
圆援 源 术后角膜上皮愈合时间摇 试验组角膜上皮愈合时间
为 猿援 员员依员援 猿远凿，对照组为 猿援 圆源依员援 圆怨凿，两组之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贼越员援 源缘愿远，孕跃园援 园缘）。
圆援 缘 术后视力和等效球镜度数 摇 两组术后 员憎噪；员，猿，远皂燥
视力及屈光度相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孕跃园援 园缘）。
圆援 远 术后 澡葬扎藻 情况摇 术后 员皂燥 试验组 愿 眼出现 澡葬扎藻，对
照组 苑 眼发生 澡葬扎藻，均不超过 员 级，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圆 越 园援 园猿愿，孕跃园援 园缘）。术后 猿皂燥时所有患眼 澡葬扎藻全
部消退。
猿 讨论
摇 摇 准分子激光屈光性角膜手术是目前最普遍的矫正屈
光不正的方法之一，其发展经历了角膜表层→板层→表层
的曲折过程。耘责蚤原蕴粤杂陨运是在 蕴粤杂耘运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一项崭新的屈光手术技术，它采用机械法制作角膜上皮
瓣，融合了 蕴粤杂陨运 和 蕴粤杂耘运 两种手术方式的优点，正在
受到越来越多的屈光手术医师的重视［圆原源］。但其仍然有
自身的缺点，如视力恢复慢，刺激症状时间长，高度近视患
者出现 澡葬扎藻等。近来有学者提出 耘责蚤原蕴粤杂陨运术中去除角
膜上皮瓣，可以部分克服该手术的缺点［远，苑］。本组患者
耘责蚤原蕴粤杂陨运采用术中去除角膜上皮瓣，减轻术后短期刺激
症状，并有利于观察上皮修复情况。

苑圆猿圆

陨灶贼 耘赠藻 杂糟蚤，灾燥造援 员圆，晕燥援 员圆，阅藻糟援 圆园员圆摇 憎憎憎援 蚤藻泽援 灶藻贼援 糟灶
栽藻造：园圆怨鄄愿圆圆源缘员苑圆摇 愿圆圆员园怨缘远摇 摇 耘皂葬蚤造：陨允韵援 圆园园园岳员远猿援 糟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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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员摇 两组不同时间症状体征综合评分
组别 术后 员凿 术后 猿凿 术后 苑凿 术后 员源凿
试验组 平均值 愿援 园远员依圆援 圆圆苑 圆援 源怨缘依圆援 愿圆猿 园援 远员圆依员援 远缘员 园援 员缘园依园援 远愿缘

四分位数 远援 园园园 耀 怨援 园园园 园援 园园园 耀 缘援 园园园 园援 园园园 耀 园援 园园园 园援 园园园 耀 园援 园园园
对照组 平均值 愿援 缘园猿依圆援 怨猿员 圆援 愿愿远依圆援 怨猿员 园援 愿源远依员援 愿员远 园援 圆园员依园援 愿怨圆

四分位数 远援 园园园 耀 员园援 园园园 园援 园园园 耀 缘援 园园园 园援 园园园 耀 园援 园园园 园援 园园园 耀 园援 园园园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注：四分位数范围是 圆缘豫 耀 苑缘豫。

表 圆摇 两组不同时间有效!比较 豫

组别 术后 猿凿 术后 苑凿 术后 员源凿
试验组 有效 源愿援 苑远 愿猿援 苑苑 怨猿援 圆远

无效 缘员援 圆源 员苑援 圆猿 远援 苑源
对照组 有效 源园援 愿圆 愿园援 远怨 愿愿援 苑缘

无效 缘怨援 员愿 员怨援 猿员 员员援 圆缘

表 猿摇 两组症状体征综合评分与用药前相比下降"度 珋曾依泽
组别 术后 猿凿 术后 苑凿 术后 员源凿
试验组 缘援 员远远依圆援 缘苑愿 苑援 圆猿员依圆援 猿远怨 愿援 圆圆怨依圆援 愿猿怨
对照组 远援 园园愿依猿援 园猿员 苑援 愿圆源依圆援 愿猿猿 苑援 苑苑员依圆援 圆远缘
贼 圆援 圆猿远远 原 原
责 园援 园圆远怨 原 原

摇 摇 角膜上皮愈合是通过基底细胞移行和增殖来完成的，
而细胞的移行和增殖是十分活跃的过程，需要生长因子、
细胞外基质蛋白、细胞因子及大量的能量，其能量来源于
葡萄糖的代谢［愿］。目前治疗角膜损伤的药物主要有角膜
润滑剂、角膜修复剂、角膜营养剂，各自代表药物为玻璃酸
钠，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和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玻
璃酸钠是一种无抗原性的单纯高分子物质，其在干燥性角
膜、结膜炎和正常角膜表面可以停留较长时间，防止角膜
干燥，促进角膜上皮细胞正常生长，在干燥性角结膜炎中
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怨］。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遭葬泽蚤糟 枣蚤遭则燥遭造葬泽贼 早则燥憎贼澡 枣葬糟贼燥则，遭云郧云）是哺乳动物和人体组
织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微量蛋白质，对多种组织细胞具有促
分裂增殖作用，对多种中胚层和神经外胚层来源的细胞具
有广泛的生物活性，经研究已经证实 遭云郧云 能有效地刺激
动物及人的角膜上皮细胞、基质成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的
增生、移行［怨］，在角膜上皮损伤修复过程中发挥主动修复
的作用，加速损伤愈合，缩短损伤愈合时间，上述两种药物
已常规应用于角膜屈光手术前后。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
眼凝胶的主要药理作用是增强细胞对氧和葡萄糖的摄取
和利用，促进角膜组织的修复。其利用竣甲基纤维素钠为
载体，可延长药物与眼表面的接触时间，提高角膜组织对
氧和营养成分的利用，而竣甲基纤维素钠还作为一种角膜
润滑剂，润滑角膜表面，使新生长的角膜上皮不易脱落。
研究表明：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凝胶应用于眼表疾病，
可以促进角膜上皮生长，加速角膜上皮缺损的修复［员园］。
摇 摇 本研究正是针对上述角膜上皮损伤愈合的生理过程
并结合药物特点选取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滴
眼液和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凝胶作为研究药物进行临

床疗效评价及安全性的观察。研究结果显示，小牛血去蛋
白提取物眼凝胶能有效治疗 耘责蚤原蕴粤杂陨运 术后角膜上皮损
伤，与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滴眼液在临床疗效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术后第 苑，员源凿症状体征综合评
分的四分位数范围的上限均为 园，这表明至少有 苑缘豫的研
究对象为 园 分（痊愈），对应的积分下降幅度已失去疗效
评价的意义，同理有效率也失去疗效评价的意义，因此术
后第 猿凿的疗效评价是最有实际意义的；术后第 猿凿积分下
降幅度试验组大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小
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凝胶比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
因子滴眼液起效快，在改善患者的术后反应方面更有优
势。所有患者在用药过程中无药物不良反应事件发生，证
明两种药物安全性良好。试验组与对照组患眼术后视力、
等效球镜度数和 澡葬扎藻 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术
后短期应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未对术后远期
屈光状态和角膜基质愈合产生影响。
摇 摇 综上所述，耘责蚤原蕴粤杂陨运术后短期应用小牛血去蛋白提
取物眼凝胶对角膜上皮愈合有显著促进作用，能明显改善
术后刺激症状。它安全且起效时间更短，优于常规治疗，
可单独或联合用药，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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