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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治疗翼状胬肉疗效观察

张摇 严

[摘要]目的:探讨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治疗翼状胬肉的临床疗效。 方法:选取 84 例(98 眼)翼状胬肉患者,随机分为 A、
B 2 组。 A 组 42 例(50 眼)予以常规单纯翼状胬肉切除术治疗,B 组 42 例(48 眼)予以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自体角膜缘干细胞

移植术治疗,比较 2 组患者术后复发率、治愈率、角膜创面上皮愈合时间及术后不良反应。 结果:B 组复发率 4. 2% ,低于 A 组

的 20. 0% (P < 0. 05),B 组角膜创面上皮愈合时间(4. 1 依 1. 9)d,少于 A 组的(6. 9 依 2. 3)d(P < 0. 01);B 组患者术后明显不适

者 2 例(4. 2% ),少于 A 组的 13 例(26. 0% )(P < 0. 01)。 结论: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治疗翼状胬肉可

有效提高治愈率并促进角膜创面上皮愈合,降低复发率,患者术后不良反应轻,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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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rneal limbal stem cells autotransplan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terygium
ZHANG Yan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4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corneal limbal stem cells autotransplan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terygium.
Methods:Eighty鄄four cases(98 ey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group A and group B(42 cases each group). Group A(50 eyes)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peteryguim excision,group B(48 eyes) were treated with the pterygium excision combined with corneal
limbal stem cells autotransplantation, respectively. The recurrence rate, healing rate, healing time of corneal epithelial wound and
postoperative reac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recurrence rate in group B(4. 2% ) was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A(20. 0% )(P < 0. 05). The healing time of corneal epithelial wound in group B[(4. 1 依 1. 9)d] was less than that in group A
[(6. 9 依 2. 3)d](P < 0. 01). The obviously postoperative discomfort in 2 cases of group B(4. 2% ) was less than that in 13 cases of
group A(26. 0% )(P < 0. 01). Conclusions:The treatment of pterygium with conventional pterygium excision combined with corneal
limbal stem cells autotransplanta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increase the healing rate,improve the corneal epithelial
wound healing and reduce the postoperative reaction,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pterygium;the corneal limbal stem cells autograft transplantation;recurrence rate

摇 摇 翼状胬肉是一种常见的变性结膜病,目前尚无

特效药物治疗,仍以手术治疗为主,但术后反应严

重、复发率高[1],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及生活质量,
因此如何降低翼状胬肉的术后复发率、减轻术后不

良反应是眼科医师一直探讨的问题。 本研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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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治

疗,取得满意疗效,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本研究中 84 例(98 眼)翼状胬肉

患者均为鼻侧静止期胬肉,且头部均侵入角膜缘内

2 mm 以上,其中男 38 例(47 眼),女 46 例(51 眼);
年龄 24 ~ 69 岁。 84 例随机分为 A 组和 B 组,其中

A 组 42 例(50 眼),予以常规单纯翼状胬肉切除术

治疗;B 组 42 例(48 眼)予以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自

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治疗。 2 组患者的性别、年
龄等一般资料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所有手术均在显微镜下完成;用丁卡因

滴眼液表面麻醉,2%利多卡因注射液 0. 2 ml +肾上

腺素 0. 2 ml 做结膜下浸润麻醉。 A 组:先用圆刀片

在距胬肉头部外侧 0. 5 mm 的透明角膜区作一极薄

的板层切开,连同头部一起逐渐分离至角膜缘,然后

把角膜上残留的胬肉组织清除干净,恢复部分掀起

的角膜上皮,使角膜表面光滑平整;提起胬肉头部,
在胬肉和巩膜之间向鼻侧分离,连头部剪除约 2 mm
胬肉组织,再分离胬肉结缔组织和球结膜,用有齿镊

拉出整个胬肉,在泪阜前切除胬肉组织;巩膜表面给

予适当烧灼止血,切除过程中注意保留正常球结膜,
勿伤及泪阜及内直肌。 暴露角膜及巩膜创面,将球

结膜断端缝合固定于巩膜上。 B 组:在上述 A 组操

作的基础上,在上方的球结膜和球筋膜之间注入少

量 2%利多卡因注射液做浸润麻醉。 根据胬肉切除

后巩膜创面的大小,分离比创面略大的球结膜瓣至

角膜缘处,取下的球结膜植片带有约 1 mm 的角膜

缘上皮组织。 将植片置于鼻侧暴露的巩膜面,使上

皮面朝上,带有角膜缘干细胞侧朝向角膜缘处,用棉

签吸净植片下的积血,使植片紧贴平铺在巩膜表面

不留间隙,用 10鄄0 显微缝线将植片、浅层巩膜、鼻侧

球结膜间断缝合固定在一起,取材处无需处理。
1. 3摇 术后处理摇 2 组患者术毕均用妥布霉素地塞

米松眼膏涂眼后绷带包扎。 术后绷带包扎 2 d,每天

换药,并在裂隙灯下仔细观察自体角膜缘上皮植片

存活情况及角膜创面上皮愈合情况,待角膜创面上

皮愈合后,局部给予复方妥布霉素滴眼液及普拉洛

芬滴眼液滴眼,每日 4 次,共 1 个月。 A 组术后 5 ~
7 d拆线,B 组术后 10 ~ 15 d 拆线。 对患者进行随

访,时间 6 ~ 12 个月,术后 1 个月内每周复诊 1 次,
之后每 1 个月复诊 1 次。
1. 4摇 观察指标 摇 (1)痊愈率和复发率[2]。 评定标

准为:痊愈,植片存活,角膜创面有上皮覆盖,透明光

滑,无结膜充血,未发现新生胬肉及血管,无睑球粘

连;复发,角膜创面有新生血管及胬肉组织侵入,结
膜存在明显的充血及局部增生现象。 (2)角膜创面

上皮愈合时间。 (3)患者术后不良反应情况。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摇 术后角膜上皮 3 ~
5 d修复,恢复光滑透明;术后前 3 d 结膜水肿明显,
1 周后恢复;移植片 10 d 后平整,愈合良好。 B 组复

发率 4. 2% ,低于 A 组的 20. 0% (P < 0. 05) (见

表 1)。

表 1摇 2 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眼数 痊愈 复发 字2 P

A 组 50 40(80. 0) 10(20. 0)

B 组 48 46(95. 8) 摇 2(4. 2) 5. 71 < 0. 05

合计 98 86(87. 8) 12(12. 2)

2. 2摇 角膜创面上皮愈合情况摇 B 组角膜创面上皮

愈合平均时间(4. 1 依 1. 9) d,少于 A 组的(6. 9 依
2. 3)d( t = 6. 56,P < 0. 01)。
2. 3摇 术后不良反应摇 A 组术后出现明显的术眼异

物感、畏光、流泪、球结膜充血水肿等症状 13 例

(26. 0% ),多于 B 组的 2 例(4. 2% )(字2 = 9. 01,P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翼状胬肉是眼科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目前治

疗方法以手术为主,手术方式较多[3 - 5],不同术式各

有优缺点。 本研究对单纯切除术和自体角膜缘干细

胞移植术 2 种术式的临床疗效进行比较,就降低复

发率、促进角膜创面愈合和减轻术后不良反应而言,
翼状胬肉切除加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是治疗翼

状胬肉较理想的术式。 角膜缘干细胞的发现是眼科

学最重要的进展之一,1986 年 Schermer 等首次通过

实验证明了角膜缘干细胞的存在,并指明其主要位

于 Vogt 栅栏区的角膜缘基底细胞层。 角膜缘干细

胞不仅是角膜和结膜之间的堤坝,更是角膜上皮再

生的来源。 单纯翼状胬肉切除术虽然简单易行,但
术后复发率高达 30% ~50% [6](本研究中复发率为

20. 0% )。 该术式复发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考虑为

手术使得原本就缺乏干细胞或干细胞功能障碍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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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缘进一步受到损害,导致角膜缘屏障功能丧失,而
这些损害在术后又未能得到及时修复,就会导致结

膜上皮向角膜移行,纤维血管组织植入从而致使胬

肉复发。 而我们采用的翼状胬肉切除术联合自体角

膜干细胞移植术,正是弥补了这一不足。 1991 年

Wiley 等[7]研究了 K3 蛋白表达阴性的拓扑分布图,
发现上、下两侧角膜缘干细胞分布较多,而鼻、颞侧

较少,这解释了翼状胬肉为何好发于角膜的鼻、颞
侧。 所以在做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时,取材处

一般也是选择干细胞分布较多的上、下两侧,而上方

有眼睑遮盖结膜又较丰富,更是手术首选的位置,本
研究 42 例(48 眼)的自体角膜缘干细胞植片均取自

上方。 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是利用干细胞的解

剖学特点,通过手术的方式取自体正常组织处足够

数量的健康角膜缘干细胞来填补病变区缺损的干细

胞,并且自体移植更有不存在排异反应的优点,该术

式能重建角膜缘的屏障功能,移植的干细胞利用其

强大的增殖潜能可以使角膜创面迅速上皮化,从而

能有效抑制变性的结膜组织和纤维血管组织向角膜

表面生长、移行,因而降低胬肉的复发率[8]。 本研

究结果显示,B 组患者术后复发率低于 A 组(P <
0. 05),并且 B 组角膜创面上皮愈合时间亦少于 A
组(P < 0. 01),治愈率也高于 A 组,B 组患者术后出

现术眼异物感、畏光、流泪、球结膜充血水肿等不适

症状亦少于 A 组。
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治疗翼状胬肉要想取

得满意的临床疗效,手术技巧和术后护理也很重要,
我们总结经验如下:(1)首先术前患者的胬肉要处

于静止状态(结膜不充血、水肿),这也是降低术后

复发率的重要因素之一;(2)手术过程中注射麻醉

药物时,针头从胬肉颈部的球结膜下刺入朝向体部,
针头进入后就立即推药,通过水力分离球结膜及结

膜下组织,取干细胞植片时亦是这样注射麻醉药物,
这样做可以使植片尽可能的菲薄,不连带结膜下组

织;(3)角膜上的胬肉组织尽可能去除干净,但不可

剥除角膜组织过深,以免引起角膜溃疡、角膜创面愈

合延迟而导致胬肉复发;(4)巩膜表面的粗大血管

出血可以适当地烧灼,但不可过分烧灼止血,以防对

巩膜造成过度刺激;(5)所取植片要大于创面,方便

铺盖和裁剪,植片要尽量取到浅板层透明角膜组织,
确保植片带有足够数量的角膜干细胞来修复创面;

(6)置植片时,一定要注意确保植片的上皮面朝上,
植片的角膜缘侧对应创面的角膜缘侧,在患者向颞

侧转动眼球时,植片平整、能完全覆盖创面,植片与

巩膜之间无积血和间隙,缝合植片时不能仅与断端

球结膜缝合,要连同浅层巩膜一起缝合固定(尤其

要注意角膜缘两侧的 2 针),防止植片愈合延迟及

脱落;(7)术后前 2 d 给予绷带包扎,可以减少术眼

眼睑睁闭和眼球转动,有利于角膜创面修复和植片

存活;(8)2 d 后术眼每日换药,予抗生素眼水冲洗

结膜囊,遮盖窗帘式敷料;(9)待角膜上皮愈合后再

滴激素性眼药水,以防延缓角膜上皮愈合;(10)术

后给予激素性眼药水滴眼有利于减轻术后炎症反

应;(11)要反复叮嘱患者切勿揉眼,以防植片脱落

和眼部感染;(12)拆除球结膜缝线时一定要仔细检

查确保拆除干净,以防残留线头导致局部肉芽肿或

胬肉复发。
综上所述,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自体角膜缘干细

胞移植术是目前治疗翼状胬肉较理想的术式,该术

式取材方便,不存在移植排斥反应,具有术后复发率

低、治愈率高、角膜创面愈合快、术后不良反应轻等

诸多优点,治疗中注意手术技巧和术后护理可帮助

取得较满意的临床疗效,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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