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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切除术联合药物干预治疗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疗效观察
管英朝，李桂芹，李克芳

(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河北 衡水 053000)

【摘要】 目的 观察小梁切除术联合药物干预治疗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 将2014年2

月至2016年12月期间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收治的120例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患者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60例。对照组采用小梁切除术，观察组采用小梁切除术联合丝裂霉素及干扰素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疗效、不良

反应、手术后视力提高及功能性滤过泡存在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5.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3.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术后1周及术后3个月，观察组患者的眼压分别为(43.4±7.6) mmHg 、(11.3±

3.2) mmHg和(17.6±5.4 mmHg)，对照组分别为(44.7±9.8) mmHg 、(13.1±4.3) mmHg和(24.5±7.8) mmHg，两组患者的

眼压均显著下降，且观察组眼压下降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 1周，观察组患

者的视力提高至51.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23.3%，功能性滤过泡存在率为73.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53.3%，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5.0% 和 6.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小梁切除术联合药物干预治疗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具有良好的疗效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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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病因包括视网膜缺血缺氧
及局部炎性反应，其中糖尿病眼病及视网膜血管瘤最
常见。虹膜组织及小梁网黏连导致前房角破坏，局部
引流不畅是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病理基础[1]。患者表
现为眼压顽固性升高，常规内科保守治疗效果较差。
小梁切除术日趋成熟，疗效可靠，是眼科常规手术之
一[2]。术中及术后应用抑制成纤维细胞增殖、抗黏连
类药物有助于提高手术成功率[3]。本研究中，笔者通
过对照研究，探讨小梁切除术联合药物干预对新生血
管性青光眼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收治的新生血管性
青光眼患者 120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经临床及
辅助检查确诊，符合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初次就诊；临
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恶性肿瘤、急性炎症、先天畸
形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及凝血功能障碍者。根据随
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每组 60例，观察组中男性
33例，女性 27例；年龄 52~79岁，平均(66.1±8.6)岁；眼
压 38.3~69.9 mmHg(1 mmHg=0.133 kPa)，平均(43.4±

7.6) mmHg。对照组中男性35例，女性25例；年龄55~

79 岁，平均(66.6±9.9)岁；眼压 39.1~69.1mmHg，平均
(44.7±9.8) mmHg。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1)对照组：该组患者采用小梁切
除术。采用利多卡因及盐酸丙美卡浸润麻醉，于显微
镜下沿角膜缘切开结膜，切口长度约 4 mm并预制巩
膜瓣，以生理盐水冲洗视野后切除巩膜小梁及邻近虹

膜组织。以10-0缝合线缝合结膜切口，术毕结膜下注
射平衡盐水，并注入地塞米松 2.5 mg防粘连，常规外
包扎。(2)观察组：该组患者采用小梁切除术联合药物
治疗。术中先将以丝裂霉素浸泡的棉片(大小 4 mm×

4 mm，浓度0.4 mg/mL)放置于分离好的巩膜瓣和结膜
瓣下2~3 min后取出，再用100~200 mL生理盐水冲洗
后进行小梁切除。小梁切除术方法同对照组，术时将
5×105U 干扰素注射至眼滤过泡邻近结膜下，每日换
药，直至术后2周。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疗效、不良反
应、手术后视力提高及功能性滤过泡存在情况。

1.4 疗效评价标准 治愈，眼部症状消失，眼压
恢复正常；显效，眼压<16 mmHg，术后无需药物维持；
好转：眼压<21 mmHg，术后需要药物干预；无效：眼压
无显著改善，视盘及视野损伤恶化，病情无改善或进展。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
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均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治愈、显效及好转分别为 35例、12例和 10例，总治疗
有效率达 95.0% (57/60)，对照组患者则分别为 30例、
11例和9例，总治疗有效率为83.3% (50/60)，观察组治
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

4.227，P<0.05)。
2.2 两组患者的手术前后眼压比较 术前，两组

患者的眼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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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术后3个月，两组患者的眼压均明显下降，且观察组
眼压下降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1。

2.3 两组患者手术后视力提高及功能性滤过泡
比较 手术后 1周，观察组患者的视力提高比例和功
能性滤过泡存在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2。

2.4 两组患者手术并发症比较 两组患者的手
术并发症包括前房出血、滤过泡渗漏及感染，均经及
时干预后治愈。两组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χ2=0.152，P>0.05)，见表3。

3 讨 论
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临床特征为顽固性高眼压，

患者眼痛明显，失明率高。其病理特征为视网膜缺
血、炎性反应导致虹膜及小梁表面新生血管增生，新
生血管及炎性组织黏连堵塞小梁网引起房角关闭导
致房水引流异常而发生眼压顽固性升高[4]。常规内科
药物难以控制，单纯滤过性手术疗效不满意。

小梁切除术是青光眼最常用的手术方式，它通过
建立新的眼外引流通道引流房水而达到降低眼压的
作用，其眼压控制有效率达75%以上。但部分患者因
术后滤过通道黏连及瘢痕化影响疗效[5]。本研究在小
梁切除术的基础上应用药物干预，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观察组总治疗有效率达 95.0%，显著高于对照组
(83.3%)，提示小梁切除术联合药物干预疗效更佳。而
术后 1周及术后 3个月，观察组眼压下降程度显著优
于对照组，观察组视力提高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功
能性滤过泡存在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在眼压控
制、视力提高及滤过泡通畅性方面，小梁切除术联合
药物干预具有更好的效果。小梁切除术对虹膜及小
梁组织的创伤会导致局部滤过泡纤维组织增生，导致
组织黏连及瘢痕形成[6-7]。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及分化
开始于术后2~3 d，并于术后14 d左右达到高峰。成纤

维细胞增生所导致的组织黏连及瘢痕形成会导致滤

过泡通道阻塞，影响手术效果。在小梁切除术的基础

上应用丝裂霉素及干扰素，可以减少组织黏连及瘢痕

形成，从而保持滤过通道畅通，降低眼压，抑制新生血

管形成，提高治疗效果[8]。丝裂霉素属于提取自氨基

糖甙类抗生素中的链霉菌，具有苯醌、乙酰亚胺基及

氨甲酰三个主要的活性基团，可以通过抑制DNA交联

及RNA合成，并抑制成纤维细胞增殖、抗黏连的作用，

从而减少术后局部组织黏连及后期瘢痕组织生产，有

助于改善患者预后[9]。由于丝裂霉素显著的副作用，

在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治疗中应该选择低剂量、外部

应用。干扰素属于多种功能的活性糖蛋白，主要由单

核巨噬细胞及淋巴细胞产生，干扰素除了具有抗病毒

作用外，还具有良好的免疫调节作用，并可以通过抑

制成纤维细胞及Ⅰ型胶原RNA表达，增加胶原酶活性

而发挥作用。在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治疗中，干扰素

不但可以抑制成纤维细胞增殖及分化而减少局部组

织内胶原的产生，还可以抑制局部毛细血管形成而减

少血供，从而减少组织黏连及瘢痕形成[10]。在药物安

全性方面，本研究显示两组手术并发症发生率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小梁切除术的基础上应用丝裂霉

素及干扰素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综上所述，在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治疗中，小梁

切除术联合药物干预具有良好的疗效及安全性，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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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眼压比较(x-±s，mmHg)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60

60

术前

43.4±7.6

44.7±9.8

0.812

0.418

术后1周

11.3±3.2

13.1±4.3

2.601

0.011

术后3个月

17.6±5.4

24.5±7.8

5.634

0.000

表2 两组患者手术后视力提高及功能性滤过泡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例数

60

60

视力提高

31 (51.7)

14 (23.3)

10.276

0.001

功能性滤过泡存在

44 (73.3)

32 (53.3)

5.167

0.023

表3 两组患者手术并发症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60

60

前房出血

2

3

总并发症发生率(%)

5.0

6.7

滤过泡渗漏

1

0

感染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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