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医学 第45卷 2021年 第21期

HEILONGJIANG MEDICAL JOURNAL Vol.45 No.21 Nov.2021

白内障在全球致盲性概率占据首位，目前白内障患者

治疗方法为手术治疗。白内障超声乳化已经成为一种成熟

的治疗手段，具有创伤面积小及恢复时间短的特点，为白

内障患者提供保障，术后患者视觉能有所提高［1］。但是术

中机械操作和能量损伤仍有部分患者术后会有眼干、灼痛

和异物感等，有研究发现出现上述症状是患者泪膜稳定性

不足及眼表结构出现损伤造成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白

内障术后患者出现干眼现象的概率为 5.6%～33.0%，极大

影响患者的舒适度，所以应重视白内障患者术后干眼问

题，并尽早治疗，对于更好恢复视力具有重要意义［2］。大

量研究表明，眼部出现炎性是导致干眼的直接因素，炎症浸

润眼部导致眼表稳定性遭到破坏，眼部泪液渗透液失去平

衡，因此在治疗过程中首要方案是抑制眼部炎性反应。目前

抗干眼常用药物为环抱素A及糖皮质激素类药物，配合人工

泪液替代物物质能有效缓解干眼症状，但在治疗过程中易出

现感染且经济负担重［3］。普拉洛芬于糖皮质激素作用相似，

可抑制炎症，它作为非甾体抗炎滴眼液，长时间使用，对眼

睛内部眼里的副作用小。rhEGF 为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是

普拉洛芬联合基因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滴眼液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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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普拉洛芬联合基因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 （rhEGF） 滴眼液治疗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后干眼的临床疗

效。方法：将 2017年 5月—2018年 6月在江门市中心医院进行治疗的 96例白内障超声乳化后产生干眼症患者，分为联合组

（普拉洛芬联合 rhEGF滴眼液） 和单一组 （普拉洛芬），每组各46例，检测疗效显效率、泪膜破裂时间 （BUT）、泪液分泌长

度及 FL水平及毒副作用发生率。结果：三个疗程给药后，联合组患者的显效率为 93.48％，单一组的显效率为 76.08％，联

合组高于单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341，P＜0.05）；联合组与单一组在给药前泪膜稳定性 BUT 水平、泪液分泌长

度、FL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给药后联合组患者 BUT 水平高于联合组，泪液分泌长度及 FL 评分均低于单一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345、5.053、19.671，P＜0.05）；联合组和单一组在毒副作用上分别为 6.67％、5.34％，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普拉洛芬联合 rhEGF 滴眼液给药后白内障患者眼干缓解明显，泪膜稳定性提高，眼内干

涩症状改善，毒副作用少，临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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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Pranoprofen Combined with RhEGF Eye Drops in the Treatment of Dry Eye after Phacoemuls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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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pranoprofen combined with rhEGF eye drops in the treatment of dry
eye after phacoemulsification. Methods: Ninety-six patients with dry eye syndrome who underwent phacoemulsification in the hos⁃
pital from May 2017 to June 2018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mbined group (praloprofen combined with rhEGF eye drops) and single
group (praloprofen), with 46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effective efficacy, BUT, tear secretion length and FL level and the incidence
of side effects were detected. Results: After 3 courses of administration,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mbined group was 93.48%, the
single group was 76.08%, and the combined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single group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tear film stability BUT level, the length of tear secretion, and the FL score in the combined group and the single group be⁃
fore administration (P＞0.05). After administration, the BUT level of the combined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mbined
group, and the length of tear secretion and FL score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ingle group (P＜0.05). Before administration,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administration,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the combined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single group (P＜0.05). The combined group and the sin⁃
gle group had smaller differences in toxic and side effects (P＞0.05), which were 6.67% and 5.3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Af⁃
ter pranoprofen combined with rhEGF eye drops, the eye dryness of cataract patients is relieved, the tear film stability is improved,
the symptoms of intraocular dryness are improved, and the side effects are less. The clinical value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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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个氨基酸组成，能够促进眼部角膜和结膜的上皮细胞因

子大量增生，加快损伤修复［4］。但是两者联合用于白内障术

后干眼治疗还比较罕见，所以本研究探讨白内障超声乳化术

后出现干眼症的患者，采用普拉洛芬联合 rhEGF滴眼液治疗

的临床疗效，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7年5月—2018年6月在广东省江门市中心医院

进行治疗的92例白内障术后干眼症患者，分为单一组和联

合组，每组各46例，单一组男29例，女17例，年龄20～75
岁，联合组男27例，女19例，年龄22～77岁，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 入选标准

纳入标准: （1）成功完成白内障超声乳化。（2）干眼

症状满足《眼表疾病学》对干眼症的诊断［5］。（3）对普拉

洛芬成分无过敏史。（4）资料齐全、知情同意书者。排除

标准：先天无泪症。

1.3 治疗方法

联合组和单一组在治疗前一周停止使用其他抗眼干用

药，单一组患者使用普拉洛芬滴眼液（山东海山，批准文

号：200609304，规格：0.1％，5 ml）滴眼，每日 4～6次，

一次 1～2滴，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NOVARTIS，批

准文号：19L16FA，规格：5 ml），每日4～6次，每次1～2
滴，联合组在单一组的普拉洛芬滴滴眼液+妥布霉素地塞

米松滴眼液治疗基础上使用 rhEGF滴眼液（桂林华诺威基

因药业有限公司，批准文号：202003023C，规格：4 ml），

一日4次，一次1～2滴。

1.4 观察指标

1.4.1 疗效标准 采用裂隙灯检查双眼。治愈：眼内正常，

干眼症状消失。显效：双眼结膜完好，干眼基本消失。有

效：眼结膜出现轻微裂隙，症状缓解。无效：眼结膜无变

化；症状无好装。显效率=（治愈+显效） /总例数×100%。

1.4.2 BUT、泪液分泌长度及FL （1）BUT：采用荧光素

钠浓度为1％，滴入患者眼结膜处，患者眨眼3次，然后正

视前方，后记录最后一次眨眼至泪膜破裂的时间。（2）泪

液基础分泌试验：将测试滤纸（天津晶明新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沿着折线标记处进行反折，放在患者眼睑外1/3处，同

时在眼结膜囊内，后闭眼5 min，再抽离滤纸，分析浸润长

度，与治疗前后检测。（3）角膜荧光素染色（FL）：把含有

荧光的染色纸放在患者结膜囊下，采用裂隙灯观察角膜着色

程度。轻度：着色有点状。中度：着色弥漫点状。重度：着

色皮片状。无色记为0，采用0~3表示。

1.4.3 毒副作用发生率用药 观察两组毒副作用的发生

率，包含眼部充血、视力模糊及眼部刺激等。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

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给药后疗效比较

三个疗程给药后，联合组患者的显效率为 93.48％，

单一组的显效率为 76.08％，联合组显效率高于单一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 给药前后泪膜功能比较

联合组与单一组在给药前泪膜稳定性BUT水平、泪液

分泌长度、FL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给药后

联合组患者 BUT 水平高于联合组，泪液分泌长度及 FL 评

分均低于单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1 一般资料（x±s）
组别

单一组（n=46）
联合组（n=46）
t

P

平均年龄（岁）

48.79±4.35
49.23±4.18

0.494
0.622

体质量（kg）
56.08±3.31
57.03±3.29

1.381
0.171

身高（cm）
167.89±13.12
167.35±13.58

0.194
0.846

受教育年限（年）

12.58±4.69
13.01±4.36

0.661
0.511

病程（年）

4.23±1.48
4.41±1.36

0.607
0.545

表2 给药后疗效比较 例（%）
组别

联合组（n=46）
单一组（n=46）
χ2

P

痊愈

34（73.91）
16（37.48）

显效

9（19.57）
19（41.30）

有效

3（6.52）
7（15.22）

无效

0（0.00）
4（8.69）

显效

43（93.48）
35（76.08）

4.341
0.037

表3 给药前后泪膜功能比较（x±s）
组别

联合组（n=46）
单一组（n=46）
χ2

P

BUT（S）
治疗前

6.24±1.97
6.25±1.91

0.024
0.981

治疗后

13.15±3.14b

10.35±3.04ab

4.345
＜0.001

泪液分泌长度（mm）
治疗前

17.14±3.26
17.22±3.15

0.119
0.905

治疗后

10.39±2.16b

13.26±3.19ab

5.053
＜0.001

FL评分（分）

治疗前

2.55±0.23
2.56±0.11

0.266
0.791

治疗后

0.44±0.12b

1.02±0.16ab

19.671
＜0.001

注：与联合组比较，aP＜0.05；与治疗前比较，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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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术后毒副作用比较

联合组和单一组在毒副作用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4。

3 讨论

白内障患者采用超声乳化后易出现干眼现象，在围术

期间手术创伤会对角膜神经纤维造成损坏，诱发泪膜界失

去平衡，导致多种炎性因子释放，眼部细胞分泌紊乱，因

此眼部易出现灼热感，刺痛及干涩［6］。大量案例证明患者

干眼症与术后眼部处理有关，术后患者常常使用抗生素

等，易出现使用不当，从而引起角膜上皮感染，破坏泪膜

稳定性。此外，还可能出现病理病变，代谢功能出现阻

碍，术后干眼症状极易出现［7］。

本研究显示联合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好于单一组。普

拉洛芬作为一种非类固醇性抗炎症滴眼液，是无色透明液

体，临床主治角膜炎及术后眼部感染等症状，其中成分为

苯扎氯按为抑菌剂，是一种阳离子活性剂，具有很好的抑

制炎性作用［8］。rhEGF为重组细胞生长因子，由多种氨基

酸组成，rhEGF参与多种细胞生长和发展，例如表皮细胞

和成纤维细胞等［9］。赵霞［10］有研究发现当 rhEGF 与受体

相激活时，促进基因物质与蛋白质相结合，增加细胞再生

的活力。张媛［11］对数百例白内障超声乳化后出现眼干症

状的患者，采用普拉洛芬联合 rhEGF一起给药发现患者干

眼症情况明显改善。这与杜婧［12］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联合组BUT、泪液分泌长度及

FL评分较单一组明显好转。BUT是反应泪膜的稳定的重要

指标，泪液分泌的长度表达泪膜稳定性，长度越短说明稳

定性越高。FL评分表示眼表损伤程度，因为无刺激性，所

以应用率较高，患者依从性较好［13］。Ding C［14］研究表明

rhEGF能有效提高刺激纤维细胞表达，滋润眼内缓解干眼

症状。干眼患者泪液中 IL-6 表达升高，具有代表性，

TNF-α则为干眼泪液检查的常用指标。邱敬华［15］研究发

现普拉洛芬是一种抗肿消炎类型的滴眼液，能够有效阻断

IL-6和TNF-α的水平表达，改善眼干病症，联合 rhEGF在

消除炎症的同时在提高眼部角膜表皮细胞的再生，缩短修

复时间。rhEGF与普拉洛芬均使眼部保持良好的保水和润

滑作用，使药品能够均匀覆盖表面，形成网状结构，对眼

睛表层组织发挥润滑功效。联合组患者眼部刺激、视线模

糊及充血现象与单一组无差异。这说明联合两种药物治疗

术后干眼症状安全性较高，在消除炎症的同时能够滋养眼

表，更有助于眼睛的康复，与Szakáts I［16］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普拉洛芬联合 rhEGF滴眼液给药后白内障

患者眼干缓解明显，泪膜稳定性提高，眼内干涩症状改

善，毒副作用少，临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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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术后毒副作用比较 例（%）
组别

联合组（n=46）
单一组（n=46）
χ2

P

眼部刺激

2（4.35）
1（2.17）

视线模糊

1（2.17）
1（2.17）

充血

1（2.17）
0（0.00）

合计

4（6.67）
3（5.34）

0.133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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