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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芋度酸碱烧伤对眼表的影响

王摇 伟1,张鹏飞2,陈春霞1,钱摇 莉1

[摘要]目的:探讨域、芋度酸碱烧伤对眼表的影响。 方法:收集域、芋度酸碱烧伤并且能够回访的病人,分为酸烧伤组(20 例

31 只眼)和碱烧伤组(22 例 30 只眼),病人中单眼未烧伤眼 21 例作为正常组。 收集各组的泪膜破裂时间(BUT)、Schirmer玉
实验、角膜表面规则指数(SRI)、角膜表面不对称指数(SAI)、角膜表面散光值(cylinder,CYL)。 结果:酸烧伤组和碱烧伤组的

BUT 均低于正常组(P < 0. 01),酸烧伤组和碱烧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3 组的 Schirmer 玉实验、SRI、SAI、CYL 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域、芋度酸碱烧伤后不影响泪液的分泌,但影响泪膜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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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域,芋 degree acid / base burns on ocular surface
WANG Wei1,ZHANG Peng鄄fei2,CHEN Chun鄄xia1,QIAN Li1

(1.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The People忆s Hospital of Tongling City,Tongling Anhui 244000;
2.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annan Medical College,Wuhu Anhui 24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域,芋 degree acid / base burns on ocular surface. Methods:The patients with 域
and 芋 degree acid / base burns were divided into the acid burn group(n = 20,31 eyes)and base burn group(n = 22,30 eyes),and 21
eyes without burn were set as the normal group. The tear鄄film break鄄up time(BUT),Schirmer 玉 test,surface regularity index(SRI),
and surface symmetry index(SAI) and cylinder(CYL) of cornea were collected. Results:The BUT in acid burn group and base bur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normal group(P < 0. 01),and the difference of BUT between the acid burn group and base
burn group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chirmer 玉,SRI,SAI and CYL among three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The 域,芋 degree acid / base burns do not affect the tear忆s secretion,but affect the
tear鄄film stability.
[Key words] acid / base burn;dry eye;ocular surface

摇 摇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酸碱导致的眼外伤居高

不下,约占眼外伤的 10% [1]。 既往研究[2] 发现严重

的酸碱烧伤后会导致睑球黏连、假性胬肉、角膜白斑

等眼表改变,但其他程度的酸碱烧伤对眼表特别是

泪膜的影响的研究较少。 依据酸碱烧伤程度,国际

通用的 Roper鄄Hall 标准分度[3]将化学性眼烧伤分为

4 度:玉度,无角膜水肿混浊及角膜缘缺血;域度,角
膜水肿混浊,但可窥见虹膜纹理,角膜缘缺血范围 <
1 / 3 全周;芋度,角膜水肿混浊较重,虹膜纹理窥不

清,角膜缘缺血范围占 1 / 3 ~ 1 / 2 全周;郁度,角膜水

肿混浊严重,后方结构窥不见,角膜缘缺血范围 > 1 /
2 全周,近角膜缘部结膜缺血坏死。 铜陵市属于工

业城市,酸碱烧伤导致的眼外伤发生率较高。 本研

究通过回访调查,研究域、芋度酸碱烧伤后对眼表功

能的影响。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安徽省铜陵市人民医院眼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的域、芋度酸碱烧伤住院

病人。 经过非手术治疗后,出院时角膜完全愈合的

病人进行回访。 共 42 例 61 只眼,男 36 例,女 6 例,
年龄 33 ~ 65 岁。 依据酸碱烧伤的不同分为酸烧伤

组 20 例 31 只眼,其中单眼 9 例,双眼 11 例(其中 1
眼属于郁度烧伤给予剔除)。 碱烧伤 22 例 30 只眼,
其中单眼 14 例,双眼 8 例。 同时选取其中的单眼未

受伤眼作为对照组,共 21 例 21 眼(其中 1 例因为伴

有上睑下垂给予剔除)。 3 组的年龄、性别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泪膜破裂时间(break鄄up time,BUT) 摇 将 1
滴 0. 25%荧光素钠溶液滴入结膜囊内,嘱眨眼多次

后平视前方,裂隙灯钴蓝光下记录其末次眨眼到角

膜上首次出现黑斑的时间,连续测定 3 次,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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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表 1摇 3 组年龄、性别比较[n;构成比(% )]

分组 n 男 女 年龄(x 依 s) / 岁

正常组 21 18(85. 7) 3(14. 3) 50. 59 依 7. 40

酸烧伤组 31 27(87. 1) 4(12. 9) 49. 23 依 8. 04

碱烧伤组 30 25(83. 3) 5(16. 7) 51. 80 依 7. 49

F — 0. 18* 0. 94

P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字2 值

1. 2. 2摇 Schirmer 玉实验摇 将泪液检测试纸(辽宁美

滋林药业公司)沿 0 刻度返折,置于被检者下结膜

囊中外 1 / 3 处,嘱轻闭双眼,5 min 后读取滤纸条浸

湿刻度。
1. 2. 3摇 角膜地形图摇 同一操作者使用(型号 TMS鄄

4,日本 TOMEY 公司)角膜地形图仪测定多次,记录

角膜表面规则指数(surface regularity index,SRI)、角
膜表面不对称指数(surface symmetry index,SAI)、角
膜表面散光值(cylinder,CYL)。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方差分析和 q 检

验。

2摇 结果

摇 摇 3 组的 BU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酸烧伤组和碱

烧伤组的 BUT 均低于正常组(P < 0. 01),酸烧伤组

和碱烧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3 组

Schirmer 玉实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3
组的 CYL、 SRI、 SAI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见表 2)。

表 2摇 3 组 BUT 情况、Schirmer 玉试验、角膜地形图检测比较(x 依 s)

分组 n BUT / s Schirmer 玉实验 / mm
角膜地形图

摇 CYL / D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SRI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SAI摇 摇

正常组 21 15. 00 依 3. 71 11. 10 依 3. 94 0. 55 依 0. 32 0. 27 依 0. 17 0. 39 依 0. 19

酸烧伤组 31 6. 58 依 2. 42** 8. 94 依 3. 16 0. 41 依 0. 21 0. 26 依 0. 17 0. 37 依 0. 15

碱烧伤组 30 6. 33 依 2. 59** 9. 64 依 2. 86 0. 49 依 0. 31 0. 23 依 0. 15 0. 33 依 0. 14

F — 69. 72 2. 75 1. 64 0. 43 1. 14

P — <0. 01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MS组内 — 8. 171 10. 72 0. 078 0. 027 0. 025

摇 摇 q 检验:与正常组比较**P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铜陵市属于典型的工业型城市,各类化工厂比

较多,所以每年能够遇到较多的酸碱烧伤病人,通过

回顾性分析,住院病人基本都属于域、芋度酸碱烧

伤,极少的郁度烧伤。 回顾分析发现所有域、芋度酸

碱烧伤通过早期大量的 0. 9%氯化钠溶液冲洗结膜

囊,早期激素联合促进角膜上皮修复治疗,预防感染

及维生素 C 治疗后,角膜均完全修复后出院,都未

接受手术治疗。 既往研究[4] 认为酸碱烧伤后 BUT
的改变是因为酸碱烧伤后并发睑球黏连、睑外翻导

致继发性泪液过快蒸发导致。 而在本研究中,所有

酸碱烧伤病人均未出现睑球黏连、睑外翻。 我们认

为域、芋度酸碱烧伤后 BUT 的改变跟泪膜的成分改

变相关。 众所周知泪膜由 3 层组成,分别是水样层、
脂质层、 黏蛋白层。 黏蛋白包括 MUC1、 MUC4、
MUC5AC、MUC5B、MUC6、MUC7,但其主要成分是由

结膜杯状细胞分泌的MUC5AC,它能稳定泪膜,防止

泪液过度蒸发[5 - 6]。 XIAO 等[7] 发现结膜杯状细胞

受损除了影响黏蛋白分泌外,还会影响杯状细胞合

成维 A 酸,而后者跟结膜的免疫耐受息息相关,现
已证实免疫反应参与各种干眼包括酸碱烧伤导致的

干眼的发生[8]。 所以酸碱烧伤破坏结膜及穹隆部

杯状细胞干细胞后,不仅减少杯状细胞分泌黏蛋白,
而且通过减少维 A 酸合成增加炎症反应来增加泪

液的蒸发。 本研究酸烧伤和碱烧伤的 BUT 无明显

差异。 一般来说,眼表组织受伤后其蛋白质结合凝

固,使得酸性物质不再向周围和深处扩散;而碱性物

质易溶于水,且对脂肪有皂化作用,使组织软化、蛋
白质溶解,致使碱性物质继续向深部扩散,故碱烧伤

一般比酸烧伤严重。 但本研究 2 组 BUT 没有差别,
推测因为结膜杯状细胞均在表层,故受伤后影响没

有明显差别。 除了破坏结膜杯状干细胞导致干眼

外,最近 YU 等[8 - 9] 也发现丛生蛋白跟各种干眼包

括酸碱烧伤导致的干眼密切相关,丛生蛋白由角膜

及结膜的上皮产生。 丛生蛋白对于流体组织的作用

至关重要,当丛生蛋白低于一定浓度就会导致干眼,
所以酸碱烧伤也可能通过损伤角结膜上皮而导致眼

表的丛生蛋白失衡,从而导致干眼。
本研究 Schirmer 玉实验显示 3 组差异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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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P > 0. 05)。 既往研究[10] 认为酸碱烧伤后会

破坏或阻塞腺体及腺体导管开口而至泪液分泌不

足。 因为本研究中域、芋度酸碱烧伤病人未明显破

坏主泪腺及腺体导管,所以病人的基础分泌不受

影响。
刘祖国等[11] 发现干眼症病人的 SRI、SAI、CYL

均高于正常人,并且认为 SRI 和 SAI 可以作为诊断

干眼病的客观指标,可用于评价干眼病的严重程度。
但王莉等[12]的研究发现泪液蒸发过强型干眼、泪液

分泌不足型干眼、正常人的 SRI,SAI 均没有明显差

别,但泪液分泌不足型干眼的 CYL 明显低于蒸发过

强型干眼及正常人的 CYL 值。 本研究发现 3 组的

SRI、SAI、CYL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分析导致结果

不同主要是:本研究的分组是酸烧伤组、碱烧伤组、
正常组,但没有明确诊断为干眼,而刘祖国等[11] 的

研究选取的是泪液分泌不足型干眼。 本研究酸碱烧

伤后均表现为 BUT 加快,而 Schirmer玉与正常组无

明显差异,所以结果不同。 但是本研究结果跟王莉

等[12]的结果比较吻合,考虑本研究酸碱烧伤后绝大

部分符合《干眼临床诊疗专家共识》 [13] 中的蒸发过

强型干眼的诊断。 但是也不能排除测量的不同导致

结果的不同[14]。
综上,域、芋度酸碱烧伤后会导致泪膜不稳定,

但并不影响泪液的基础分泌,对于角膜表面的 SRI、
SAI、CYL 未产生明显影响,这对于指导临床用药及

治疗有重要意义[15]。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1)未依据酸碱烧伤

后的年限进行分组研究,这样就不能明确酸碱烧伤

后对眼表的改变是否随时间发生改变。 (2)在选取

未受伤眼作为对照眼的同时,病人主诉症状时眼别

不清,故本研究未将主观症状纳入研究,所以依据

《干眼临床诊疗专家共识》 [13] 并不能确诊为干眼进

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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