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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治疗翼状胬肉疗效观察

刘莉。汪建

·临床医学·

[摘要】目的：观察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治疗翼状胬肉的I临床疗效。方珐：在显微镜下采用胬肉切除联合自体角膜缘干细胞

移植治疗初发性和复发性翼状胬肉270例(286眼)，术后随访6—42个月。佶杲：259眼痊愈，27眼复发。其中原发性翼状胬

肉复发率9．O％，复发性翼状胬肉复发率11．4％。结论：联合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简单易行，复发率低，是治疗翼状胬肉行

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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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bal corneae stem cell autograft transplantation for treatment of pterygium
LIU Li，WANG 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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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limbal eornPAle stem cell autograft transplantation in treatment of pterygiun．Methods：

Two hundred seventy cases(286 eyes)of primary and recurrent pterygium were treated by excising the pterygium under microscope，

combined with limbal corrleae stem cell autograft transplantation．All the case8 were followed up f．0r 6—42 months．Results：Two

hundred fifty·nine eyes healed and twenty·seven eyes recurred．The recurrence rates were 9．O％and 1 1．4％for the c88es of primary

pterygium and recurrent pterygium，respectively．Condusions：Excision of ptergyium combined with limb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s

easy to operate and has a low recurrence rate．It is an effective procedure for treatment of ptery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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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状胬肉是眼表疾病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常

常因为外观异常，眼部刺激症状及遮盖瞳孑L区不同

程度地影响视力而就诊。临床以手术治疗为主，传

统的单纯胬肉切除术复发率高达24％一89％【11。

2004年5月至2007年7月，我院用自体角膜缘干细

胞移植治疗翼状胬肉取得较好疗效，现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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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组270例(286眼)中男112例

(121眼)，女158例(165眼)；年龄19—81岁。193

眼为原发性翼状胬肉，93眼为复发性翼状胬肉，复

发胬肉二次手术与前次手术相隔3—6个月以上。

1．2手术方法手术均表面麻醉加局部麻醉，手术

显微镜下进行。(1)切除胬肉：沿胬肉头部前处用

圆刀背部钝性剥离，将胬肉头部完整干净自角膜面

剔除；复发性胬肉与角膜粘连牢固尽量剔除干净，

因此，我们推测，Hpa可能促进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

生长、浸润和转移，并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肿瘤的恶

性程度和生物学特征，可能是筛选乳腺浸润性导管

癌高危转移患者的一个可靠指标，其阳性表达可能

提示不良预后，可望成为肿瘤治疗的新靶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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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胬肉颈部及体部至半月皱襞前剪除胬肉及其下

筋膜，尽量完整剪除肥厚组织，清除干净巩膜表面筋

膜及瘢痕组织，并烧灼止血。(2)角膜缘干细胞移

植：于术眼上方结膜下注射麻药后，球结膜隆起，沿

角膜缘(带角膜缘内的组织)弧形剪开，长度视切除

胬肉范围大小而估计，宽约4 mm结膜移植片。植

片角膜缘与胬肉切除处角膜缘对合，10-0缝线将移

植片与手术部位结膜残缘固定。上方结膜两侧各缝

1针。术毕结膜下注射妥布霉素2 g加地塞米松

2．5 mg，用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膏。加压包扎术

毕。术后第2天换药并局部用妥布霉素+地塞米松

眼液、眼膏。10～15天拆线，拆线后续用羧甲基纤

维素钠眼液2～3周。

2结果

术后随访6—42个月。术后1—3天，主诉有轻

微异物感，逐渐减轻，1周左右结膜水肿减退，角膜

创面修复结膜移植片平状，所有术眼均朱见移植片

感染或排斥。259眼痊愈，其中5眼角膜创面轻度

溃疡，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衍生物眼剂、氧氟沙星

眼膏治疗，均愈合，留下少许薄翳；27眼复发，原发

性翼状胬肉复发率9．0％，复发性翼状胬肉复发率

11．4％。

3讨论

翼状胬肉发病原因不明，可能与环境因素(紫

外线、烟尘)、遗传及免疫因素等有关旧J1。病变部

位增生和变性并存，胬肉形成阶段角膜上皮细胞凋

亡，Bowman膜及浅层蛋白质变性，纤维血管组织增

殖堆积角膜缘形成隆起。紫外线照射与胬肉发生显

著相关HjJ，主要由于外侧眶壁较内侧开阔，光线透

过颢侧角膜折射至鼻侧角膜缘后，其光线程度可被

放大20倍，造成干细胞功能障碍，数目减少，胬肉内

异常的上皮干细胞增生活跃。有研究表明，翼状胬

肉的发生与胬肉侧角膜缘干细胞缺陷有关【2’6]，临

床以手术治疗为主，传统的胬肉切除术复发率很高，

采用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可以重建角膜缘上皮

组织，恢复角膜缘干细胞的数量和功能，恢复眼表完

整，增强角膜缘机械屏障作用，抑制结膜上皮和新生

血管侵入角膜以防复发，且不易排斥。不论传统方

法还是本方法。致胬肉复发原因的危险因素有以下

几点：(1)年龄<45岁；(2)复发胬肉再次或多次手

术；(3)术后紫外线照射多，生活在灰尘大且干燥的

地方；(4)胬肉充血，肥厚进展期手术；(5)术中胬肉

切除不彻底。席兴华等∽1比较干细胞移植、羊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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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结膜下转位移植术后随访复发率，分别为0．7％、

7％、17．9％，本组病例复发率低于10％，较为一致。

通过本组病例的治疗，我们体会到：(1)当胬肉

侵入角膜达2．5—3．5 mm时是手术最佳时机，胬肉

手术能明显改善角膜散光，提高视力，与钟新娜

等o¨I临床研究一致。(2)当胬肉体部肥厚明显充血

时，术前用平阳霉素2 mg胬肉下注射，至胬肉呈白

色或淡白色再择期手术，可减少复发。(3)角膜缘

干细胞在角膜缘上、下方分布较多，故移植片应取

上、下方尽量带角膜缘上皮的结膜移植片，尽量较

薄，大小与植床暴露区相当或稍>1 mm左右，植片

角膜缘与植床角膜缘相吻合。(4)术中干净彻底地

切除胬肉组织，避免残留，同时恢复角膜缘干细胞功

能是防止翼状胬肉术后复发的关键L8．9】。(5)本组

病例术后有5例胬肉切除区发生角膜浅层溃疡，分

析原因可能与手术中切除较深，术后用激素眼剂时

间过长(均超过1个月)有关。后在复查中及时停

用激素用修复角膜上皮药物(羧甲基纤维素钠眼

液、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衍生物眼剂、氧氟沙星眼膏

等)均愈合。(6)胬肉预防及早期治疗可以配戴防

护镜或使用药物(非甾体抗炎药、人工泪液、抗代谢

药物)以减轻眼部不适，可一定程度阻止疾病进展。

(7)当出现胬肉侵犯视轴影响视力，引起散光发生

复视，炎症反复发作，形态异常等情况可选择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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