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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血清滴眼液和小牛血去蛋白眼用凝胶

对翼状胬肉角膜修复观察

李双付汛安赵芳梅仲明

·论著：经验体会·

【摘要】 目的探讨并比较自体血清滴眼液和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在翼状胬肉切除术后

角膜修复中的治疗效果。方法对2012年2月至2013年2月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就诊的60例翼状胬

肉患者行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角膜缘于细胞移植术，术后分别应用自体血清滴眼液或小牛血去蛋白提取

物眼用凝胶点眼。术后随访3个月，观察两种滴眼液在翼状胬肉术后角膜修复中的治疗效果。结果自

体血清滴眼液组术后3 d时自觉异物感、卡痛等症状明显减轻，4 d时仅有轻度异物感；小牛血去蛋白

提取物眼用凝胶组术后4 d时畏光、流泪开始减轻，6 d时异物感明显消失。角膜上皮平均修复时间自

体血清组(2．55+1．31)d，与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组(3．55±1．23)d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视力恢复两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手术治疗后3个月，所有患者无

感染、排斥及其他并发症。结论自体血清滴眼液和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均能有效地治疗翼

状胬肉切除术后的角膜上皮缺损，两者疗效无明显差异。自体血清滴眼液组患者术后相对恢复较快，

自觉异物感、不适感较轻微。

【关键词】翼状胬肉；自体血清；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角膜缘干细胞；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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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cA)mpare the efficacy of autologous serum eye drops and deproteinized calf

blood extract eye gel for corneal repair in the treatment of pterygium surgery．Methods A total of 60

cases(60 eyes)were received pterygium resection combined with limbal-conjunctival autogratting．After sur-

gery,they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autologous serllm eye drops(n_30)or depmteinized calf blood ex—

tract eye gel(n=30)．Corneal wound healing，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conjunctival proliferation and hy—

peremia was analyzed at 3 months postoperatively．Results Patients received autologous 8el'uln eye drops

felt less foreign body sensation,pain and other symptoms on the 3rd day and oIlly mild foreign body sen-

sation on the 4th day．In the extract eye gel group，photophobia and lacrimation began to e,ase alter the

4tb day；the foreign body sensation apparently disappeared on the 6th day．The Mean time of corneal epi-

thelium repair were(2．554-1．3 1)days in the autologous senMn group and(3．554-1．23)days in the deprotein—

ized calf blood extract eye gel group，which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l'Lmce(P<0．05)．Visual acuity be—

tween the two group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伊>0．05)．Three months after surgery,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om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autologous serum eye drops or deproteinized calf

blood extract eye gel including infection and rejection．Conclusions Both of the autologous serum eye

drops and deproteinized calf blood extract eye gel are effective for corneal repair in the treatment of pte-

ry百啪．Patients undergoing autologous serum eye drops experience faster recovery,less foreign body sensa-

tion and mild discomfort compared with those undergoing deproteinizcd calf blood exlract eye 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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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状胬肉多见于户外劳动者，可能与风尘、日

光、紫外线、烟雾等长期的慢性刺激有关⋯。治疗主

要以手术切除为主，手术方式包括单纯切除，切除联

合羊膜移植、切除联合自体结膜移植、切除联合自体

角膜缘干细胞移植等险]。现收集我科2012年2月至

2013年2月在我院诊治的60例翼状胬肉患者手术资

料，对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后联

合局部点用自体血清滴眼液或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

眼用凝胶(速高捷，沈阳兴齐制药有限公司)在角膜

修复中的治疗效果进行回顾性分析，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收集2012年2月至2013年2月在

我院诊治的翼状胬肉60例(60只111曼)，其中男性35例

(35只眼)，女性25例(25眼)，年龄45～65岁，平均53

岁。病例选择标准：翼状胬肉病程>1年，至少侵入

角膜2．5 mm。手术方式均采用翼状胬肉切除联合

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术后将60例患者随机分为2

组(各30例)，分别联合局部点用自体血清滴眼液或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两组患者在年龄，

性别，胬肉大小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自体血清滴眼液的制备：采用肘静脉抽取空

腹血(加枸橼酸钠适量)，注人高压灭菌管中，3 000

转／min，离心15 rain，抽取上层血清注入消毒滴眼液

瓶中，2 mL／支，4cC冰箱保存，有效期为1周。

3．手术方法：0．4％盐酸丙美卡因表面麻醉。开

睑。将2％利多卡因注射液加少许肾上腺素注入胬

肉体部球结膜下行浸润麻醉，从胬肉头部开始将翼

状胬肉与其下增生肥厚的结膜及筋膜组织充分分离

并切除，注意仅保留薄层的球结膜，不留筋膜，勿伤

及内直肌。在裸露的巩膜面充分电凝止血。将角膜

和巩膜表面的增生组织刮除干净。取术眼颞上方带

有约l～1．5 mm宽角膜缘于细胞的结膜瓣，略大于胬

肉切除缺损处，不带筋膜组织，将结膜瓣移植到胬肉

切除处，移植片上皮面向上。对合好后用10—0无创

伤缝线间断缝合于植床上。所有患者术毕结膜下注

射地塞米松2．5 mg，氧氟沙星眼膏涂结膜囊，纱布遮

盖。所有手术均由同一人操作。

4．治疗药物及术后观察：术后每E1观察患眼并

换药，自体血清滴眼液组局部用自体血清滴眼液每

El 4次，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组局部用小

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每日4次。两组均涂氧

氟沙星素眼膏每晚1次，待观察到角膜上皮完全愈

合后即用0．5％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和普拉洛

芬滴眼液每日4次，至术后2周。结膜充血明显者可

适当延长用药时间。术后每日详细询问患者主觉症

状，裂隙灯显微镜下观察结膜充血情况，进行荧光素

染色，检查角膜上皮是否愈合，对患者的症状体征进

行观察综合分析。术后随访观察有无胬肉复发。

5．疗效判断标准：(1)治愈：眼部主觉症状消

失，角膜上皮完全修复，荧光素染色阴性；(2)好转：

眼部主觉症状减轻，角膜上皮大部分修复，荧光素染

色阴性或者阳性；(3)无效：主觉症状无好转，角膜上

皮修复面积小于30％，荧光素染色同治疗前。

6．统计学分析：用SPSSIO．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

计学处理，角膜上皮修复时间比较采用f检验，手术

前后视力比较采用四格表r检验，以P<o．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术后反应：所有患者术后2 d均有明显畏光、

流泪等眼部刺激征，结膜充血。联合局部滴用自体

血清滴眼液组，术后3 d时自觉异物感、卡痛等症状

明显减轻，4 d时仅有轻度异物感。局部滴用小牛血

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的患者4 d时畏光、流泪开

始减轻，6 d时异物感明显消失。两组患者经治疗后

眼部畏光、流泪、卡痛、异物感等主觉症状均完全

消失。

2．角膜上皮修复时间：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

用凝胶组角膜上皮平均修复时间为(3．55±1．23)d，

最短病程为3 d，多数为4～8 d；而自体血清组角膜

上皮平均修复时间为(2．55±1．31)d，最短病程为

2 d，多数为3～6 d，修复时间有所缩短。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术后视力：视力提高以国际视力表提高2行

以上，视力下降以减少2行以上为标准，否则视为视

力不变。术后自体血清滴眼液治疗组视力提高26

只眼，无变化者4只眼；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

胶治疗组视力提高25只眼，无变化者5只眼，两组对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4。术后疗效：术后痊愈表现为手术区光滑洁

净，结膜平整无充血，角膜创面上皮覆盖。复发表现

为局部结膜长期明显充血，局部组织增厚并有带血

管膜样组织向角膜缘内生长。术后随访3个月，所

有接受手术的患者均痊疗无复发、感染及其他并

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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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状胬肉常造成眼部卡痛不适、外观缺陷，角膜

散光，可不同程度地影响视力。目前尚缺乏预防及根

治翼状胬肉的方法。虽然存在药物、冷凝、激光、放疗

等多种保守疗法，但翼状胬肉的治疗还是以手术为

主。手术方式有多种，如单纯胬肉切除及联合羊膜移

植术或联合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等。到目前为止，没

有哪一种手术方式能完全避免翼状胬肉复发。有报

道称翼状胬肉术后复发率高达30％。50％D]。

角膜缘干细胞是角膜上皮再生的来源，也是结

膜与角膜之间的栅栏与屏障，能阻止新生血管和假

性胬肉侵入角膜[4|。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有助于

恢复角膜缘的屏障功能，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角膜缘

干细胞移植术可迅速恢复眼表结构，是非常有利于

眼表重建的手术方式。我们采用手术切除联合角膜

缘干细胞移植术治疗翼状胬肉，术后分别使用自体

血清滴眼液和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点眼促

进角膜上皮修复发现，翼状胬肉切除术后联合局部

应用自体血清滴眼液或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

胶可缩短角膜上皮的修复时间，减少了复发和感染

机会。自体血清滴眼液制作简单，患者耐受性好。

主觉症状畏光、流泪减轻快，异物感消失时间短，角

膜上皮修复快，未出现任何全身和眼部的毒副反应。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凝胶含20％的小牛血去蛋

白提取物，含有多种游离氨基酸、低分子肽和寡糖，

能够提供外源性的氨基酸和核苷，促进组织修复和

增殖，并表现出生长因子类似物，促进角膜上皮愈

合，用于治疗各种类型的角膜炎、角膜外伤b]。它还

可以涂布在角膜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眼睑对

角膜上皮的机械性摩擦，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生长

修复，减轻异物感哺]。对各种病因的角膜溃疡，角膜

损伤，由碱或酸引起的角膜灼伤，大泡性角膜炎，神

经麻痹性角膜炎，角膜和结膜变性均有较好的效

果。我们认为，局部滴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凝胶

能获得与自体血清相似的疗效。

自体血清中含有多种细胞因子，包括表皮生长

因子(EGF)、转化生长因子p(TGFB)、成纤维细胞因

子(FGF)、维生素A及纤维连接蛋白，在维持眼表上

皮增生、分化和成熟起重要作用，同时还在细胞移

行、创伤修复、细胞骨架构成中发挥作用n，。自体血

清成分与泪液相似，含有大量氨基酸、核酸关联物

质，可以改善组织营养，刺激细胞再生，加速组织修

复[81。因而自体血清被广泛用于干眼症、眼化学烧

伤、角膜溃疡、各种类型的持续性角膜上皮缺损(per-
sistent comeal epithelial defects，PED)旧’10J。自体血

清还可以根据临床需要配置成不同的浓度使用。

翼状胬肉切除术后局部联合应用自体血清滴眼

液或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均能完全修复角

膜上皮缺损，未见感染、排斥及其他并发症。两者相

比，自体血清滴眼液可明显缩短角膜上皮的修复时

间。但自体血清滴眼液要临时配制，存在污染的风

险；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已经商品化，获得

容易，使用方便，存在自身的优势，但相对价格较

贵。我们认为，针对不同病例、患者经济条件和医院

基础条件可以术后选择联合应用自体血清滴眼液或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点眼，促进角膜上皮

缺损尽快修复，减少翼状胬肉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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