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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泪道引流管与单腔硅胶泪道引流管

在泪小管损伤修复中的应用比较

李摇 宁,卜京丽,李摇 娟,赵芃芃,刘摇 超

[摘要]目的:探讨 RS 泪道引流管与单腔硅胶泪道引流管在泪小管损伤修复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选择下泪小管断裂病人 38
例,按泪道支撑物种类不同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观察组泪道支撑物为 RS 泪道引流管,对照组泪道支撑物为单腔硅胶泪道

引流管。 对比 2 组病人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症、临床疗效差异。 结果:观察组病人手术时间为(45. 17 依 5. 80)min,显著短于对

照组的(57. 07 依 5. 09)min(P < 0. 01)。 观察组病人术后鼻出血 1 例,泪点撕裂 1 例;对照组病人出现眼睑外翻 1 例,置管脱落

2 例,泪点撕裂 3 例;2 组病人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拔管后随访 3 个月,2 组病人术后效果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RS 泪道引流管对于泪小管损伤修复有良好的手术效果,与单腔硅胶泪道引流管相比,
手术时间更短,术后并发症更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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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application value between RS鄄type lacrimal duct drainage tube and single
chamber silicone lacrimal duct drainage tube in the repair of lacrimal canalicular rupture

LI Ning,BU Jing鄄li,LI Juan,ZHAO Peng鄄peng,LIU Chao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clinical outcomes between RS鄄type lacrimal duct drainage tube and single chamber silicone
lacrimal duct drainage tube in the repair of lacrimal canalicular rupture. Methods:Thirty鄄eight patients with lacrimal canalicular rupture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types of lacrimal duct support. The lacrimal duct suppor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RS鄄type lacrimal tube and single chamber silicone lacrimal drainage tube,respectively. The
operation tim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clinical effect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operation time in
observation group[(45. 17 依 5. 80)mi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57. 07 依 5. 09)min] (P < 0. 01). One
case with postoperative nosebleed and 1 case with lacrimal tear were identifi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and 1 case with eyelid valgus,
2 cases with catheterization and 3 cases with lacrimal tear were identified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total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P < 0. 05). After 3 months of extubation, the difference of the
postoperative effect between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The effect of RS鄄type lacrimal tube in
the repair of lacrimal canaliculus injury is good,and the operation time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which are shorter and less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chamber silicone lacrimal duct drainage tube.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lacrimal canalicular rupture;repair;lacrimal duct drainage tube

摇 摇 内眦角处皮肤薄嫩、皮下组织疏松,外伤时容易

导致内眦皮肤挫裂伤。 而内眦裂伤常合并泪器损

伤,其中最常见的是泪小管断裂。 泪小管断裂是眼

科常见急症,手术是修复的唯一方法[1]。 但若处理

不当常会造成眼睑畸形和泪溢等症状,影响病人工

作及生活。 手术的关键点是寻找泪小管断端,并置

入合适的泪道支撑物[2]。 既往常用于临床的泪道

支撑物有硬膜外导管、硅胶泪道引流管等[3]。 近年

来,随着材料以及制作工艺的进步,RS 泪道引流管

逐步应用于临床[4]。 我科应用其修复泪小管损伤,
并取得良好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4 月

就诊于我院的下泪小管断裂病人 38 例,按泪道支撑

物种类不同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观察组病人 23
例(23 眼),其中男 18 例(18 眼),女 5 例(5 眼),年
龄 23 ~ 75 岁,术中泪道支撑物为 RS 泪道引流管;
对照组病人 15 例,其中男 10 例(10 眼),女 5 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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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年龄 9 ~ 78 岁,术中泪道支撑物为单腔硅胶泪

道引流管。 所有病人均为下泪小管断裂,泪小管断

端距离下泪点 > 6 mm。 所有病人既往无泪道疾患

病史,患侧上泪道冲洗均通畅。 2 组病人年龄、性别

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治疗方法摇
1. 2. 1 摇 术前准备摇 所有病人术前予 0. 5% 左氧氟

沙星滴眼液(可乐必妥)清洁结膜囊,并完善相关术

前检查及眼科专科检查,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 所

有病人常规消毒、铺巾后予过氧化氢溶液及 0. 9%
氯化钠溶液冲洗、清洁伤口,2% 利多卡因眶下神经

阻滞麻醉联合局部浸润麻醉,所有手术均在显微镜

下完成。
1. 2. 2摇 手术方法

1. 2. 2. 1摇 观察组摇 手术显微镜下仔细寻找泪小管

两断端,特别是鼻侧断端,两断端深部对位处预置缝

线一组,扩张下泪小点,自下泪小点置入引流管,自
断端引出,再沿鼻侧断端插入至触碰骨壁,打结固定

深部预置缝线,再次对位缝合余泪小管断端两针,探
针引导 RS 泪道引流管顺行进入鼻泪管,缝合泪小

管断端周围组织后拔除引导探针;扩张上泪小点,自
上泪小点置入 RS 引流管另一端,顺行进入鼻泪管

后拔除引导探针。 还复下睑正常位置后 8鄄0 可吸收

缝线对位逐层缝合,并检查下睑位置,确保无下睑睑

内翻及睑外翻情况出现。 涂氧氟沙星眼膏或金霉素

眼膏后盖纱布,绷带加压包扎。
1. 2. 2. 2摇 对照组摇 显微镜下仔细寻找泪小管两断

端,扩张下泪小点,自下泪小点置入单腔硅胶泪道引

流管,自断端引出,再沿鼻侧断端插入后顺行进入下

泪道,8鄄0 可吸收缝线对位缝合泪小管断端及周围

组织 3 针,还复下睑正常位置后逐层缝合,并检查下

睑位置,确保无下睑睑内翻及睑外翻情况出现。 妥

善固定外露置管后涂氧氟沙星眼膏或金霉素眼膏后

盖纱布,绷带加压包扎。
1. 2. 3摇 术后处理及随访摇 术后依伤口情况酌情予

抗生素全身应用,不超过 3 d,术后第 1 天清洁换药,
若伤口水肿明显,则再次予以绷带加压包扎 2 d。 局

部予可乐必妥滴眼液点眼,4 次 /天,共使用 2 周。
术后 7 d 拆除伤口缝线,3 个月后拔除泪道引流管,
并冲洗泪道,每月 1 次,共 3 次,术后追踪随访至少

6 个月。 泪道冲洗通畅,无返流或部分返流为有效。
泪道冲洗不通畅伴返流者为无效。
1. 3摇 观察指标摇

1. 3. 1摇 手术时间摇 界定为从寻找泪小管断端开始

至泪小管置管及断端吻合结束所用时间。
1. 3. 2摇 手术并发症摇 包括术中及术后 1 周内有无

鼻出血发生;术后 3 个月内置管有无脱落;术后泪小

点位置有无异常,下泪点有无撕裂;观察至术后 6 个

月眼睑有无畸形,有无眼睑内翻及外翻。
1. 3. 3 摇 术后结果判定摇 拔管后予 0. 9% 氯化钠溶

液冲洗下泪道,冲洗通畅或欠通畅,冲洗液无返流或

部分返流者为有效。 下泪道冲洗不通畅伴返流者为

无效。 疗效判定标准[5] 为治愈:病人无泪溢,下泪

道冲洗通畅,无液体返流;好转:病人有轻度泪溢,下
泪道冲洗通而不畅,伴返流,无分泌物;无效:病人有

泪溢,泪道冲洗不通。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Fisher 确切概率法

及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手术时间摇 观察组病人手术时间为(45. 17 依
5. 80)min,对照组为(57. 07 依 5. 09)min,观察组显

著短于对照组( t = 6. 66,P < 0. 01)。
2. 2摇 术后并发症情况摇 术后并发症主要有鼻出血、
置管脱落、眼睑畸形(睑内翻或睑外翻)、泪点撕裂

等。 2 组病人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 0. 05)(见表 1)。

表 1摇 2 组病人术后并发症比较(n)

分组 n 鼻出血 眼睑畸形 置管脱落 泪点撕裂 总并发症 / % P

观察组 23 1 0 0 1 8. 70

对照组 15 0 1 2 3 40. 00 < 0. 05吟

合计 38 1 1 2 4 21. 05

摇 摇 吟示 Fisher 确切概率

2. 3摇 预后摇 拔管后随访 3 个月,观察组与对照组术

后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表 2摇 2 组病人疗效比较(n)

分组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 % uc P

观察组 23 12 10 1 95. 65

对照组 15 7 5 3 80. 00 0. 73 > 0. 05

合计 38 19 15 4 89. 47

2. 4摇 典型病例摇 观察组病人术前、术中、术后情况

见图 1 ~ 3。

3摇 讨论

摇 摇 由于眼睑内侧缺乏骨性结构支撑,局部组织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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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脆弱,所以外伤时极易造成泪小管断裂[6]。 以

往的报道[7] 显示,泪小管损伤可发生于任何年龄,
其中以中青年最为多见。 而泪小管断裂可发生于上

泪小管或下泪小管,上、下泪小管均断裂的也常有发

生,但以下泪小管断裂病人更多见[8]。 下泪道的引

流量约占三分之二,在泪液的引流中起主要作用。
损伤后若不及时修复,不但会造成眼睑畸形、影响美

观,而且外伤后炎症、瘢痕等会导致泪道阻塞,从而

引起泪溢症状,影响日常生活[8]。 对于泪小管损伤

的治疗,手术是修复的唯一方式。 泪小管断裂病人

伤口多不规则、断端较深,手术时视野狭小,操作困

难,通常对术者的要求较高。 手术的难点主要是寻

找泪小管远端断端,置入合适的支撑材料,并行断端

吻合[9]。 随着显微技术的发展,术者熟练程度的增

加,泪小管断端的寻找,多不困难,而置入适当的支

撑材料才是手术成败的关键。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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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临床常用的泪道支撑物,有单腔及双腔泪道引

流管。 单腔泪道引流管的材料,有硅胶、硬膜外导管

等。 由于单腔泪道引流管部分会外露于眼睑,影响

美观,且不易固定,加之固定缝线易脱落,稍有不慎

容易造成置管脱落,从而影响术后效果[10]。 单腔泪

道引流管插管时多依靠管壁自身硬度、弹性才能顺

行进入泪道。 而硅胶单腔泪道引流管多无引导探

针,管壁较软,插管时不易进入下泪道,一定程度上

延长了手术时间。 据我科多年临床观察,单腔泪道

引流管置管脱落时间多发生于术后 1 个月前后,考
虑原因为术后 1 个月置管固定缝线脱落,导致置管

不能妥善固定所致。 并且随着术后时间延长,病人

活动增多,保护意识降低等原因也是造成置管脱落

的因素。 为降低术后置管脱落从而改善术后疗效,
对于泪小管断裂病人的治疗,目前临床应有较多的

泪道支撑物,多为环形泪道引流管。 而环形泪道引

流管又分多种,常用的是从鼻腔勾取的环形硅胶泪

道引流管及 RS 泪道引流管。 前者手术时需在探针

引导下将泪道引流管分别自上、下泪道顺行插入直

至下鼻道,并用引导钩自鼻腔中勾出探针,术中需操

作两次,由于眼科医生对鼻腔解剖结构不清,并且多

数眼科缺少鼻内镜,不能直视下勾取,鼻出血等手术

并发症发生概率增加,并且术中操作极大增加了病

人痛苦[11]。 术后泪道引流管需打结固定于下鼻道,

增加了不适感,影响病人生活质量。 而 RS 泪道引

流管采用新型硅胶材料,性能稳定,弹性好,质地轻,
前端采用锥形设计,在泪小管损伤手术时拥有较多

优点,具体表现在:(1)自带探针引导,置管标记点

明确,置管过程操作简单,容易判断置管深度;并且

探针硬度适中,置入过程中能恢复眼睑正常解剖位

置,避免术后眼睑畸形等并发症出现;(2)无需鼻腔

勾取,操作时间短,降低病人术中不适感及鼻出血发

生率,且操作易掌握;(3)外形设计光滑,质地精细

柔软,符合泪道生理结构,避免对泪道的二次损伤,
增加了黏膜修复的时间和空间;(4)管体光滑舒适,
无异物感,管体蠕动促进泪道引流,减轻病人术后泪

溢等不适感;(5)置管无需鼻腔打结,取出时操作简

单、方便;(6)置管为环形,不会外露于眼睑,极大降

低置管脱落概率,术后正常生活不受影响。
本研究中,观察组由于 RS 泪道引流管有探针

引导,置管过程中不但能恢复下睑正常解剖位置,并
且操作更加顺畅,从而减少了手术时间,与对照组手

术时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2 组病

人术后并发症对比,观察组 1 例病人由于置管过程

中,探针穿破 RS 泪道引流管壁,造成下泪道黏膜轻

度损伤,术后出现少量鼻出血(出血量 < 2 mL),未
予特殊处理,术后第 2 天自行恢复。 1 例病人出现

泪点撕裂,拔管后自行愈合,局部未形成瘢痕。 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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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病人术后出现置管脱落 2 例,脱落时间均为术后

1 个月前后。 由于置管对于下泪点剪切作用造成 3
例病人出现泪点撕裂,拔管后自行愈合,局部未形成

瘢痕。 1 例病人出现瘢痕性下睑睑外翻,术后 6 个

月予手术修复后治愈。 术后并发症 2 组对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 05)。 2 组病人术后效果对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2 种手术方式拥有同样

的手术效果。
综上,RS 泪道引流管对于泪小管损伤修复有良

好的手术效果,与普通单腔硅胶泪道引流管相比,手
术时间更短,操作方便,方法容易掌握,术后并发症

明显减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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