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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生物羊膜移植术在治疗翼状胬肉中的应用 

王 敏，刘 杰，甘玲萍，孙 林 

·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探讨成品生物羊膜移植术在治疗翼状胬肉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25例翼状胬肉患者行成品羊膜移植术 ，观察 

术后反应、移植片的生长及翼状胬肉的复发情况。结果：25例术后羊膜移植片生长良好 ，无排异反应及睑球粘连，随访 1年仅 

有 1例复发，复发率为 4％。结论：成品生物羊膜移植术治疗翼状胬肉安全有效，疗效可靠 ，可明显降低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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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s of preserved amniotic membrane transplantatiOn on pterygium 

WANG Min，LIU Jie，GAN Ling—ping，SUN Lin 

(Department ofOphthalmology，Bengbu Third People S Hospital，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preserved amniotic membrane transplantation in treatment of pterygium．Methods：A total of 25 

eyes with pterygium underwent transplantation with preserved amniotic membrane．The postoperative reaction，the graft vitality and the 

recurrence of pterygium were observed．Results：No acute rejection or blepharosynechic were observed．The grafts grew well，and only 

one recurrence was found during the follow—up of 1 year．Conclusions：Transplantation with the preserved amniotic membra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for treatment of ptery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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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状胬肉是临床常见的一种眼表疾病，轻者影 

响容貌、引起眼部刺激症状，重者累及瞳孔区造成视 

力障碍，而严重的复发性翼状胬肉可导致穹窿部结 

膜变短、睑球粘连、眼球运动受限等并发症。翼状胬 

肉治疗以手术治疗为主，但单纯翼状胬肉切除术复 

发率高达24％ ～89％  ̈，而复发性翼状胬肉的再治 

疗更是临床上较棘手的问题。2008年 1～8月，我 

科将生物成品羊膜移植应用到初发翼状胬肉的治疗 

中，取得较理想效果，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5例翼状胬肉患者(均为单眼)， 

均为第一次手术，其中右眼 17眼，左眼 8眼。男 15 

例，女 10例；年龄43～70岁。25例均为鼻侧翼状 

胬肉，胬肉头部侵人角膜组织3～6 ium，有4例超过 

5 mm。 

1．2 羊膜的取材与规格 均采用江西省瑞济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出品的成品独立包装的羊膜片。产品 

批准文号：国食药监械字 20043061180号，规格：厚 

度0．1—0．3 rain，面积2．5 cm X2．5(3111，上皮面向上 

贴附于滤纸上。手术时用生理盐水复水 10 rain即 

可使用。 

1．3 手术方法 25例均在显微镜下操作。1％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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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因结膜表面麻醉，2％利多卡因和 1％o肾上腺素混 

合液结膜下浸润麻醉。用小圆头刀片距翼状胬肉头 

部0．5 mm处角膜作一“C”形浅层角膜上皮切口，在 

同一角膜上皮层或角膜前弹力层内沿切线方向将胬 

肉组织与角膜组织分离越过角巩膜缘处，彻底将角 

膜表面的胬肉组织清除，确保角膜上不留血管和纤 

维组织，但要避免损伤健康的角膜基质层。剪除头 

颈部的变性组织，用剪刀在巩膜及结膜下增生的胬 

肉体部之间潜行分离，接近泪阜处切除胬肉及变性 

的球结膜，术中彻底分离、切除增生肥厚的胬肉组 

织，同时避免损伤内直肌，巩膜面适度烧灼止血。修 

剪多余的球结膜后暴露4 mm x 4 nlm大小的巩膜组 

织，将复水后的羊膜剪取略大于缺损范围 1 mm大 

小，将上皮面朝上紧贴于暴露的巩膜区，10-0尼龙 

线间断对位缝合羊膜和球结膜，修剪多余的羊膜，羊 

膜植片中央缝合 2针固定在浅层巩膜上，角膜缘固 

定2针。术毕颞侧球结膜下注射庆大霉素 2万 u、 

地塞米松2．5 mg，金霉素眼膏涂眼后单眼绷带加压 

包扎。术后全身口服抗生素 3天，连续 3天换药后 

加压包扎，待角膜创面愈合后，局部用复方硫酸新霉 

素眼药水，每日4～5次 ，连续 2～3周，2周后拆线。 

1．4 疗效标准 1级：正常球结膜外观、角膜透 

明；2级：可见明显的的新生血管伸向角膜方向，但 

无纤维组织增生；3级：在2级的基础上出现纤维组 

织增生，但未侵入角膜；4级：局部结膜长期充血明 

显，局部组织增厚，并带血管膜样组织向角膜缘内生 

长。4级外观确认为真性胬肉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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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术后 3～5天均有明显不同程度的刺激症状，考 

虑与角膜创面、结膜水肿及缝线有关，3～7天后角 

膜创面均上皮化愈合，呈现为透明或云翳状，刺激症 

状明显减轻。羊膜在巩膜面光滑服帖，透明，无一例 

羊膜肿胀、过早融解及羊膜下积血、积液，约 4～6周 

后25例生物羊膜均融解、吸收后被结膜上皮覆盖。 

25例无一例出现感染 、明显排斥反应及植片提前融 

解。术后随访 12个月，1级 16眼，2级 6眼，3级 

2眼，4级 1眼，复发率4％，效果满意。 

3 讨 论 

最近研究表明 ，翼状胬肉是由于生长刺激、 

构建新的血管网、改变细胞外基质等三个主要因素 

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新的血管纤维组织的形成。目 

前手术仍为主要的治疗方法，但各种手术方法均不 

能完全阻止其复发。单纯切除的复发率极高；采用 

单纯切除 +丝裂霉素 C，尽管有效降低了复发率，但 

又出现与丝裂霉素 C毒性相关的并发症 ；而自体 

角膜缘干细胞移植，对于有青光眼体质、健康球结膜 

有限的患者又不适用。因此，寻找彻底消除翼状胬 

肉术后复发的最佳手术方法一直是眼科学者多年来 

不断研究的课题。 

自从应用保存的羊膜修复兔眼角膜上皮获得成 

功后 ，成品的羊膜在眼表重建中得到广泛应用。 

羊膜是人体内最厚的基底膜，自外向内分为上皮层 、 

基底膜、致密层、纤维母细胞层和海绵层。有一定韧 

性 、透明、无神经、血管和淋巴管的组织。羊膜在翼 

状胬肉手术中的作用主要有 ：(1)作为基底膜 ，羊膜 

富含多种蛋白成分，为上皮细胞生长移行提供 良好 

的支架，同时促进上皮细胞的分化和迁徙。(2)羊 

膜无神经、血管和淋巴管，抗原性极低 ，富含胶原和 

板层素，术后无明显排斥反应，抑制新生血管的形 

成。(3)通过抑制蛋白酶，促进炎症细胞快速凋亡 

而消除炎症。(4)含有生物活性因子，抑制成纤维 

细胞增生和肌原纤维细胞分化，减轻瘢痕增生。切 

除翼状胬肉头颈部和变性的球结膜后，羊膜为修复 

角膜缺损区提供了理想的基底膜，不仅切 口愈合迅 

速，而且促进眼表上皮化。羊膜的抗感染、抗新生血 

管、抗瘢痕的作用，较大程度地降低了再次复发率， 

同时可以有效地防止睑球粘连的发生。 

新鲜羊膜材料在综合医院获取容易，但术前筛 

选繁琐，保存时间短，且一般认为新鲜羊膜带有未处 

理的血液、病菌及微生物等外来抗原，可能引起排斥 

反应，导致手术失败；而成品羊膜既具备新鲜羊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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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特性，又具有保存时间长、获取容易等特点。经 

临床观察证实，在重建眼表过程中，新鲜羊膜和冻存 

成品羊膜移植的作用、病程及预后基本一致 J。本 

组患者均采用成品独立包装的羊膜片，保质期 2年， 

取用时复水 10 rain后即可用。临床观察显示，25例 

术后角膜创面修复较快 ，均在 3～7天内完全上皮 

化，无一例出现排斥反应。 

25例羊膜移植术均在显微镜下操作。手术中 

需要注意的要点：(1)彻底切除病变组织，制作边界 

清晰、基底清洁的手术植床。(2)羊膜移植区下的 

巩膜面需热灼止血。当植床制备完毕后必须对裸露 

的巩膜面热灼止血，尤其是翼状胬肉体部肥厚、侵入 

范围较大时，更应注意彻底清除和止血。(3)羊膜 

的上皮面一定要朝上。(4)将羊膜用 10-0尼龙线固 

定于浅层巩膜时羊膜与巩膜间隙不能有积气积血， 

否则羊膜不能紧贴巩膜，新生血管易从羊膜下长人 

角膜。 

角膜缘干细胞是位于角膜缘基底上皮层的特殊 

细胞 ，促进角膜上皮组织再生的同时阻止结膜上皮、 

血管向角膜内生长，翼状胬肉的发生和复发与角膜 

缘上皮的干细胞功能障碍或缺乏有关。羊膜本身无 

修复角膜上皮的干细胞，即缺乏角膜缘干细胞的屏 

障作用，而羊膜移植主要改善角膜缘干细胞的基质 

环境，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增生、分化和移行 J。 

翼状胬肉患者的角膜缘干细胞如遭到严重破坏，正 

常的角膜上皮结构不能重建，角膜上皮结膜化，使结 

膜上皮和血管翳移行修复角膜创缘，胬肉将再次复 

发 。本组 25例手术后随访 1年，4级外观即真性 

翼状胬肉复发仅 1例，复发率为4％，考虑与角膜缘 

干细胞破坏较严重、角膜上皮结构不能重建有关。 

我们认为对于初发翼状胬肉的患者，角膜缘干细胞 

的损伤和破坏并不严重，通过羊膜移植术可以取得 

很好的手术效果 ，极大地降低了复发率，而并不需要 
一

律行角膜缘干细胞 自体移植，毕竟 自体球结膜有 

限，也为有青光眼体质的患者保留良好的结膜瓣，对 

于复发或多次复发的翼状胬肉患者，角膜缘干细胞 

匮乏，羊膜移植的同时联合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效果 

则更佳。 

[ 参 考 文 献 ] 

[1] 朱 ，建，吉红云，李春霞，等．成品生物羊膜移植治疗翼状胬肉 

疗效分析[J]．蚌埠医学院学报，2007，32(4)：423—424． 

[2] 夏又春，张明昌，吕文秀，等．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联合羊膜 

移植术治疗复发性翼状胬肉的临床研究[J]．国际眼科杂志， 

2008，8(6)：1268—1270． 

[3] Solomon AS．Pie~ygium[J]．Br J Ophthahnol，2006，90(6)：665— 

666． 

[4] 王爱莲，王剑锋，刘瑶，等．角膜缘干细胞自体移植联用羊膜治疗复 

发性翼状胬肉『J]．蚌埠医学院学报，2007，32(6)：664—665． 



714 

[文章编号]1000—2200(2010)07-0714-03 

J Bengbu Med Coll，July 2010，Vo1．35，No．7 

· 影像 医学 · 

经胸彩色超声心动图在先天性心脏病介入封堵术中的应用评价 

陆培明 ，梁健球 ，黄新胜 ，孑L潇玉 ，温浩茂 

[摘要]目的：探讨经胸彩色超声心动图(rrrE)在先天性心脏病封堵术前选择病例和术中及术后疗效观察中的应用价值。方 

法：术前应用 TTE检查 ，选择适合行先天性心脏病封堵术患者 37例 ，其中20例继发孑L型房间隔缺损(ASD)，10例膜周部型室 

间隔缺损(VSD)，7例动脉导管未闭(PDA)，患者均采用 Amplatzer封堵器介入治疗 ，封堵器选择大于 rrrE测值的2～4 mm。 

术中在 x线和 TTE监测下观察封堵器的释放过程。术后 1天、1周、1个月及 6个月应用 _rrE观察封堵伞有无脱落 ，房、室间 

隔及大动脉水平有无分流，心脏大小变化。结果：20例 ASD封堵成功 19例，10例 VSD封堵成功 l0例，7例 PDA封堵成功 

7例。术后 1天复查，1例 ASD患者有少量残余分流，1例 VSD患者三尖瓣瓣下见少量返流，2例 VSD封堵术后 出现不同程度 

的传导阻滞。随访 1～6个月 ，均未发现有残余分流。结论 ： rrE在封堵术前选择合适病例，以及选择封堵器的大小，术中监测 

封堵器的位置是否准确，术后观察有无残余分流，疗效评价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心脏病；超声心动图；封堵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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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transthoracic echOcardi0graphy in evaluating curative effect of 

transcatheter closure of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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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Ultrasound；2．Cardiovascular Center，The Second People s Hospital of Foshan，Foshan Guangdong 528000； 

3．Department ofCardiology，Guangdong Provincial People s Hospital，Guangzhou Guangdong 51008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1TrE)in transcatheter closure of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patients choice before operation，monitoring in operation and observation treatment effect after operation．Methods：Thirty—seven 

patients with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were selected by echocardiography before transcatheter closure，in which there were 20 cases of 

secundum atrial septal defect(ASD)，10 eases of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VSD)，and 7 cases of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all of 

the patients underwent transcatheter closure using the Amplatzer occluder，the diameter occluder device is 2—4 mm wider than measure 

of echocardiography．The Amplatzer 6ccluder closure procedure which monitored by X—ray and TTE was observed． ITI1E was performed 1 

day，t week，1 month and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in order to measure the size of heart and to find whether there were shunts in atrial 

septum，ventricular septum ，large arteries lever and whether the occluder was dropted．Results：The successful transcatheter closure of 

ASD，VSD and PDA were 19，10，7 cases respectively．One day after operation on 1TrE，there a slight shunt was detected in 1 case of 

ASD，a little regurgitation was remained in tricuspid valve of 1 VSD patient，two VSD patients developed a variety of heart block．No 

shunt was detected in aII cases 1—6 months later．Conclusions： ITrE has the great usefulness in choosing suitable patients，selecting the 

size of occluder，examining whether the location is suitable in operation and whether has the residual shunts after operation．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evaluation of curative effects． 

[Key words]heart diseases；echocardiography；transcatheter closure 

房、室问隔缺损及动脉导管未闭是常见的先天 

性心脏病(先心病)，以往外科手术是唯一的治疗方 

法，但手术开胸创伤大，并发症多，手术及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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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而且终身遗留瘢痕，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近 

年来随着先心病介入治疗的开展，介人封堵术已成 

为治疗单纯房、室问隔缺损及动脉导管未闭的主要 

手段¨I4 。对于介入治疗的适应证、禁忌证、介入器 

材、操作技术及并发症的处理均有严格的要求。本 

文在经胸彩色超声 心动 图(1’，I、E)指导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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