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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预防和治疗
蕴粤杂陨运术后患者干眼症的效果。
方法：选取 蕴粤杂陨运 术后患者 员猿远 例 圆苑圆 眼，实验组 远愿 例
员猿远 眼术后滴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和重组人
表皮生长因子滴眼液，每日 源 次；对照组 远愿 例 员猿远 眼术后
不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余处理两组相同。术
前、术后 员，圆憎噪；术后 员皂燥均进行泪液学检查进行比较。

结果：术后各时间点实验组的角膜染色比例均小于对照
组，术后各时间点 杂糟澡蚤则皂藻则 值和 月哉栽 值实验组均优于对
照组（孕约园援 园缘）。
结论：蕴粤杂陨运术后应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可以
促进角膜上皮的修复、改善泪液分泌及维持泪膜的稳
定性。
关键词：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蕴粤杂陨运；干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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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引言
摇 摇 近年来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 造葬泽藻则 蚤灶 泽蚤贼怎
噪藻则葬贼燥皂蚤造藻蚤怎泽蚤泽，蕴粤杂陨运）已经成为最主流的角膜屈光手术，
其优点是术后视力恢复快，舒适度高，但术后较易造成干
眼症的发生，严重者甚至会导致角膜上皮干燥形成干燥
斑，对患者术后视力的恢复和舒适程度造成影响［员］，因此
目前对术后干眼症症状的改善和治疗已引起临床的广泛
关注。本研究对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治疗
蕴粤杂陨运术后干眼症进行临床观察，评价其疗效。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 员 对象摇 选择 圆园员员原员园 辕 圆园员圆原园猿 在本院准分子中心行
蕴粤杂陨运治疗的近视患者 员猿远 例 圆苑圆 眼，其中男 苑源 例 员源愿
眼，女 远圆 例 员圆源 眼，年龄 员愿 耀 源圆（平均 圆源援 员远依远援 圆圆）岁，术
前屈光度为原员援 缘园 耀 原苑援 缘园阅，无眼部疾患及自身免疫性疾
病、全身结缔组织病、糖尿病等，术前停戴角膜接触镜 圆憎噪
以上。术前随机将纳入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远愿 例 员猿远 眼。
员援 圆 方法
员援 圆援 员 检查方法摇 包括：（员）角膜荧光素染色。（圆）泪液
分泌试验（杂糟澡蚤则皂藻则 贼藻泽贼）：短于 缘皂皂 辕 缘皂蚤灶 表示泪液分泌
不足。（猿）泪膜破裂时间（ 遭则藻葬噪蚤灶早 怎责 贼蚤皂藻，月哉栽）：小于
员园泽表示泪膜不稳定。
员援 圆援 圆 治疗方法 摇 手术均由同一医师完成，采用法国
酝燥则蚤葬角膜板层刀和德国鹰视世纪波准分子激光屈光不正
矫治系统，根据角膜厚度、术前屈光度等综合评估，选择角
膜瓣厚度为 员员园 耀 员远园μ皂，切削区直径为 缘援 缘 耀 远援 缘皂皂，残
余基质床厚度跃圆缘园μ皂。除其他正常给药外，术前 员憎噪 耀
员皂燥实验组给予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加重组人
表皮生长因子滴眼液，源 次 辕 凿。对照组只给予重组人表皮
生长因子滴眼液，源 次 辕 凿。
摇 摇 统计学分析：用 杂孕杂杂 员员援 缘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
理。计量资料以 珋曾依泽表示，采用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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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鲁时段角膜染色比例摇 角膜荧光素染色术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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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点的角膜染色比例见表 员，虽然术后各时间点对照组
的角膜染色比例均多于实验组，但统计学分析均无差异
（孕跃园援 园缘）。
圆援 圆 泪液分泌试验摇 术后各时间点的 杂糟澡蚤则皂藻则 值见表 圆，
实验组均大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孕约园援 园缘）。
圆援 猿 泪膜破裂时间摇 术后各时间点的 月哉栽值见表 猿，实验
组均大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孕约园援 园缘）。
猿 讨论
摇 摇 准分子激光 蕴粤杂陨运手术需要制作深达浅基质层的角
膜瓣，对角膜组织造成了机械损伤，由于角膜的三叉神经
大多数从鼻、颖侧角膜缘进入，因此，特别是蒂在上方的角
膜瓣制作过程会切断双侧的角膜感觉神经末梢，易造成术
后角膜感觉迟钝、反射性瞬目减少和泪液分泌下降［圆］。同
时术中负压吸引环的使用会对结膜杯状细胞和角膜上皮
微绒毛造成损伤，导致泪液轴液成分减少，附着力下降，使
得角膜更易暴露在干燥的空气中。另外术后角膜曲率的
改变、角膜表面不规则性的增加均可影响泪膜的稳定性，
也是导致干眼症发生的原因［猿］。因此干眼症是 蕴粤杂陨运 术
后早期普遍和常见的并发症［源］。
摇 摇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含有 圆园豫小牛血去蛋
白提取物，主要成分包括多种游离氨基酸、低分子肽和寡
糖，能提供外源性的核昔和氨基酸，促进组织的增殖和修
复，并呈现生长因子类似物的活性。其主要药理作用是增
加细胞对氧和葡萄糖的摄取利用，增强能量的合成，促进
营养物质的转运，从而改善组织营养，促进组织修复和刺
激细胞再生，并能使过度增生的肉芽组织蜕变，胶原组织
重塑，减少瘫痕组织的形成。其利用竣甲基纤维素钠为载
体，可延长药物在眼表的停留时间，提高角膜组织对氧和
营养成分的吸收；而竣甲基纤维素钠作为一种角膜润滑
剂，可润滑角膜表面，减轻眼睑对角膜上皮的机械摩擦，使
新生的角膜上皮不易脱落。有研究表明，小牛血去蛋白提
取物眼用凝胶在眼表疾病中的应用可以有效促进角膜上
皮细胞生长，加速修复角膜上皮缺损［缘］。另有研究将小牛
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应用于 耘责蚤原蕴粤杂陨运 术后，证实
其能够减轻术后疼痛症状和加快角膜上皮愈合［远］。
摇 摇 目前临床诊断干眼症、评价泪膜功能常用的方法有角
膜荧光素染色试验、杂糟澡蚤则皂藻则 试验和 月哉栽 测定，其分别反
映了角膜表面的完整性、泪液的分泌量和泪膜的稳定
性［苑］。本研究结合以上检查方法，全面评价 蕴粤杂陨运 术后
应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对患者干眼症的治疗
效果。研究结果显示术后各时间点 杂糟澡蚤则皂藻则 值和 月哉栽 值
在应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的实验组和未应用

表 员摇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角膜染色比例比较 眼（豫）

分组 术前 术后 员憎噪 术后 圆憎噪 术后 员皂燥
实验组 源（圆援 怨） 员员（愿援 员） 苑（缘援 员） 猿（圆援 圆）
对照组 缘（猿援 苑） 员愿（员猿援 圆） 员猿（怨援 远） 缘（猿援 苑）
孕 园援 苑猿 园援 员苑 园援 员远 园援 源苑

表 圆摇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 杂糟澡蚤则皂藻则值比较 （珋曾依泽，皂皂 辕 缘皂蚤灶）
分组 术前 术后 员憎噪 术后 圆憎噪 术后 员皂燥
实验组 员源援 猿圆依猿援 圆缘 员员援 愿苑依源援 员圆 员猿援 怨猿依猿援 源愿 员源援 园远依猿援 园缘
对照组 员源援 源苑依圆援 愿源 员园援 源员依猿援 愿缘 员圆援 园远依猿援 愿苑 员猿援 猿圆依圆援 苑园
孕 园援 远怨 园援 园园 园援 园园 园援 园源

表 猿摇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 月哉栽值比较 （珋曾依泽，泽）
分组 术前 术后 员憎噪 术后 圆憎噪 术后 员皂燥
实验组 员猿援 猿缘依员援 源猿 员园援 苑怨依员援 员源 员圆援 缘猿依员援 圆园 员猿援 园圆依员援 猿远
对照组 员猿援 圆员依员援 圆怨 怨援 缘源依员援 圆猿 员圆援 园源依员援 猿缘 员圆援 缘怨依员援 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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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眼用凝胶的对照组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虽然实验组
各时间点的角膜染色比例均小于对照组，但比较均无统计
学差异，未来需通过大样本量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其可靠
性。此结果表明，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能够有效
改善反映术后干眼症程度的各项指标。
摇 摇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 蕴粤杂陨运 术后应用小牛血去蛋
白提取物眼用凝胶可以促进角膜上皮修复、改善泪液分泌
及维持泪膜稳定性，连续应用能有效缓解干眼症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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