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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周期对角膜、泪膜及视功能的影响
叶龙燕，周健庭，刘小勇，周清，陈剑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广东 广州 510630)

【摘要】 在月经周期期间，激素的变化特点已经达成共识。在角膜、结膜、泪腺、视网膜等眼组织结构都发现

存在性类固醇激素受体。在月经周期期间，性激素波动性变化，角膜，泪膜及视功能在月经周期的不同时期也发生

变化。本综述结合新近相关文献，概述了月经周期对角膜，泪膜及视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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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周期以月经来潮第 l天为周期的开始，到下

次月经来为止。月经周期一般为 21~35 d，平均 28 d。

根据卵巢周期性变化可将月经周期分为卵泡期、排

卵、黄体期3个阶段。

月经周期主要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神经内

分泌调节。月经周期涉及的激素主要有卵泡刺激素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FSH)、黄体生成素(lutein-

izing hormone，LH)、雌激素(oestrogen)和孕激素(pro-

gesterone)。在卵泡期，雌激素含量逐渐增加，在排卵

前达高峰，此时雌激素对下丘脑和垂体产生正反馈作

用，形成LH和FSH峰，促使成熟卵泡排卵，LH峰出现

在排卵前24~36 h。孕激素含量在卵泡期增加缓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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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卵后第 7~8天孕激素达到高峰，此时雌激素亦达到

又一高峰[1]。

在角膜、结膜、泪腺、视网膜等眼组织结构都发现

存在性类固醇激素(sex steroid hormones，SSH)受体，

SSH包括雌激素、孕激素和雄激素，SSH可进入血液循

环，并对靶组织起作用。SSH经受体介导通过基因和

非基因途径起作用[2-3]。

临床中，角膜厚度对屈光手术手术方式的选择及

角膜切削深度有影响；角膜曲率对白内障手术人工晶

体屈光度的计算很重要；泪膜质和量的改变影响泪膜

稳定性。在月经周期期间，性激素波动性变化，角膜、

泪膜及视功能在月经周期的不同时期也发生变化。

本综述结合新近相关文献，概述了月经周期对角膜、

泪膜及视功能的影响。

1 角膜厚度

月经周期期间，当血液中性激素发生改变时，角

膜厚度是否发生明显改变，以及其变化规律，目前仍

未达成共识。对于角膜厚度在月经周期的哪个阶段

最薄，目前存在三种观点。

1.1 角膜厚度在卵泡期最薄 Giuffrè等[4]在表麻

下用超声波角膜测厚仪检测 16名女性一个月经周期

期间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的中央角膜厚度(central

corneal thickness，CCT)，受试者平均年龄为(25±4)岁。

研究发现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的CCT平均厚度分

别为 536 µm、549 µm、559 µm，得出 CCT 在卵泡期最

薄，在黄体期最厚，卵泡期的CCT分别与排卵期和黄

体期比较差异皆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结论。该

学者认为角膜厚度的变化与雌激素变化相关。Gold-

ich 等[5]在表麻下用超声波角膜测厚仪检测 22名女性

一个月经周期期间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的 CCT。

受试者平均年龄为(19.5±1.5)岁。研究发现卵泡期、排

卵期、黄体期 CCT 平均厚度分别为 535 µm、542 µm、

543 µm，得出 CCT 在卵泡期最薄，在黄体期最厚，卵

泡期的CCT分别与排卵期和黄体期比较差异皆有统

计学意义 (P<0.05)；但排卵期及黄体期两者间 CCT

没有明显差异的结论。Çakmak等[6]应用非接触性生

物测量仪 The Lenstar LS 900 (瑞士，HAAG-STREIT)

检测 22 名女性一个月经周期期间卵泡期、排卵期、

黄体期的 CCT，受试者平均年龄为(22.86±4.22)岁。

研究发现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的CCT平均厚度分

别为 (528.1±38.18) µm、(528.64±37.88) µm、(529.82±

38.12) µm，得出CCT在卵泡期最薄，在黄体期最厚，但

CCT在月经周期三个时期的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的结论。

1.2 角膜厚度在排卵前最薄 Feldman 等 [7]用

Haag-Streit裂隙灯显微镜所附带的角膜厚度测量仪检

测11名女性的角膜厚度，角膜厚度数值由测量仪上方

的刻度尺直接读出。Feldman等[7]连续测量一个月经

周期每日同一时间的角膜厚度及循环血液中激素的含

量，测量的激素包括LH、FSH、雌激素、孕激素和睾酮。

受试者年龄为19~28岁。将10名出现排卵女性的数据

加以分析，发现角膜厚度在排卵前最薄，但角膜厚度的

变化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oni [8]用角膜厚度测量仪

连续检测8名女性2个月经周期不同时期的角膜厚度，

受试者平均年龄21岁；将4名出现排卵女性的数据加

以分析，发现角膜厚度在排卵前雌激素水平达高峰时

最薄，而未出现排卵的女性其角膜厚度无明显变化，作

者认为角膜厚度与血液性激素水平呈负相关。

1.3 角膜厚度在黄体期最薄 Ghahfarokhi 等 [9]

在表麻下用超声波角膜测厚仪检测 50名女性一个月

经周期期间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三个时期的CCT。

受试者年龄为21~43岁。以左眼为例，研究发现卵泡期、

排卵期、黄体期CCT平均厚度分别为(541.40±11.36) µm、

(556.50±7.11) µm、(536.38±12.83) µm。得出CCT在黄体

期最薄，且CCT在月经周期三个时期的改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的结论。由上述可知，月经周期不

同时期角膜厚度的变化规律未达成共识，可能与检测

仪器不同、检测方法及样本量有关。测量角膜厚度的

方法有很多，目前认为的“金标准”是：应用超声波角

膜测厚仪测量[10-11]。然而，对于用超声波检测角膜厚

度仍有一定的局限性：(1)检查前需滴表麻药，表麻药

可引起角膜组织水肿，水肿的角膜会使声波的传播速

率发生改变，进而影响检查结果的准确性；(2)使用接

触探头，存在感染的风险，且每次检查接触探头是否

准确定位在同一方位直接影响CCT的测量结果。所

以，为明确月经周期对角膜厚度的影响，以及在临床

工作实施角膜屈光手术时是否应该将月经周期这一

生理因素考虑进去，仍需进一步探索。

2 角膜曲率

在月经周期期间，对于角膜曲率的变化规律，各

研究者观点较为一致，即角膜曲率在月经周期不发生

明显改变。Çakmak等[6]应用The Lenstar LS 900 (瑞士，

HAAG-STREIT)检测 22 名女性一个月经周期期间卵

泡期、排卵期、黄体期的角膜曲率，研究发现K1在卵

泡期、排卵期、黄体期的测量值分别为(42.86±1.36) D、

(42.85±1.40) D、(42.82±1.40) D，K2在卵泡期、排卵期、

黄体期的测量值分别为(43.84±1.66) D、(43.83±1.65) D、

(43.82±1.67) D；K1和K2分别表示最小和最大角膜屈

光力径线上的角膜曲率。得出角膜曲率在卵泡期最

大，在黄体期最小，但是角膜曲率在三个时期的改变

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的结论。Cavdar等[12]召

集了 17名女性，用角膜曲率计(NidekARK-700A. Fre-

mont，CA)分别检测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的角膜曲

率，同时检测血浆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含量。受试者平

均年龄为(32.1±7.2)岁。以右眼为例，研究发现K1在

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的测量值分别为(7.7±0.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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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3) D、(7.7±0.3) D；K2在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

的测量值分别为(7.9±0.2) D、(7.9±0.3) D、(7.9±0.3) D；

K1和K2分别表示垂直角膜曲率和水平角膜曲率，K1

和 K2 在三个时期无明显改变(P>0.05)。得出角膜曲

率在月经周期期间无明显改变，且水平角膜曲率和血

浆雌激素水平呈负相关(r1=-0.4，P=0.04；r2=-0.5，P=

0.03，r1和 r2分别为左右眼)，即血浆雌激素水平下降可

能导致水平角膜曲率变大的结论。

3 角膜滞后量、角膜阻力因素

角膜具有弹性、黏弹性及非线弹性等生物力学特

性。角膜滞后量(corneal hysteresis，CH)和角膜阻力因

素(corneal resistance factor，CRF)皆是反映角膜生物力

学特性的新指标[13]。CH主要反映角膜的黏性特征，即

角膜吸收和损耗能量的能力。CRF主要反映角膜的弹

性特征，代表了角膜组织对施加外力与抵抗力之和[14]。

在临床中，测量CH值和CRF值对于亚临床圆锥角膜

有提示作用，在角膜屈光手术前行角膜生物力学检查

有助于提高圆锥角膜的检出率，从而减少屈光手术后

继发性圆锥角膜的发生 [15-16]。对于在月经周期期间

CH和CRF是否发生明显改变，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3.1 CH和CRH在月经周期发生显著改变 Goldich

等[5]用ORA眼反应分析仪检测 22名女性月经周期期

间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的CH和CRH。研究发现卵

泡期、排卵期、黄体期的CH平均值分别为11.1 mmHg

(1 mmHg=0.133 kPa)、10.1 mmHg、11.4 mmHg，卵泡

期、排卵期、黄体期的CRF平均值分别为10.6 mmHg、

9.8 mmHg、10.5 mmHg。得出CH值和CRH值在排卵

期最小，且排卵期的CH值和CRF值分别与黄体期和

卵泡期比较皆有统计学意义的结论，该学者认为女性

测量CH、CRF对角膜手术术前评估非常重要。

3.2 CH和CRH在月经周期无明显改变 Seymenoğlu

等 [17]用 ORA 眼反应分析仪检测 25 名女性月经周期

期间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的 CH 和 CRH。对完成

所有检测的 21 名女性的数据加以分析后发现卵泡

期、排卵期、黄体期的CH平均值分别为 10.7 mmHg、

10.7 mmHg、10.7 mmHg，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的

CRF 平均值分别为 9.9 mmHg、9.9 mmHg、9.8 mmHg。

得出CH和CRF在月经周期期间的改变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的结论，并且认为女性在角膜屈光手术

前或者在LASIK术后复查，不是绝对有必要询问其月

经周期。

4 角膜敏感性

测量角膜敏感性对佩戴角膜接触镜有指导作

用。关于角膜敏感性在月经周期的变化规律，目前存

在两种观点。

4.1 角膜敏感性在卵泡期下降 Millodot等[18]召

集9名月经规律的女性，用Cochet-Bonnet角膜知觉计

测定角膜6点钟位靠近角膜缘处的角膜敏感性。受试

者年龄为21~31岁。其中有2人每日需测定其角膜触

觉阈值(corneal touch thresholds，CTT)，其余7人则在月

经来潮前24 h和每间隔14 d测定其角膜敏感性。研究

发现，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的角膜触觉阈值平均值

分别为：33.66 mg/mm2、14.94 mg/mm2、14.50 mg/mm2。

得出CTT平均值在卵泡期最高，即卵泡期角膜敏感性

最低的结论，该学者认为卵泡期角膜敏感性下降可能

与角膜水肿有关。

4.2 角膜敏感性在排卵期下降 Riss 等 [19]用由

Drager公司研发的电磁触觉计测量5名女性的角膜敏

感性，在一个完整的月经周期每日测量受试者角膜 6

点钟距角膜缘1 mm处的角膜触觉阈值。通过用免疫

化学方法连续监测尿液黄体生成素的变化以确定排

卵期，并且连续监测尿液孕二醇的变化。受试者年龄

为21~35岁。研究发现3名受试者的CTT值在排卵前

或排卵日上升了 2~4倍，在黄体期CTT未发生明显改

变，得出角膜敏感性在排卵期会下降，并且角膜敏感

度下降可能与排卵前雌激素升高有关的结论。造成

两者结果不一的原因可能与检测手段不同有关，为明

确月经周期角膜敏感性的改变，仍需更大样本的进一

步研究。

5 泪 膜

泪膜质和量的改变影响泪膜稳定性，泪膜稳定性

对维持眼表正常生理功能非常重要。Kramer 等[20]对

女性月经周期不同时期的结膜制作涂片进行检测后

发现雌激素的水平与结膜细胞的成熟相关，结膜细

胞在雌激素水平最高时最成熟。当月经周期雌激素

出现波动性变化时，泪液的产生量及泪膜稳定性是

否会发生明显改变，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Giuffrè

等 [4]通过检测 16名女性一个月经周期期间卵泡期、排

卵期、黄体期的泪膜破裂时间 (tear breakup time，

TBUT)。研究发现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的TBUT分

别为(21.6±6.3) s、(19.9±6) s、(19.6±6.3) s。得出TBUT

在月经周期期间无明显改变，月经周期的任两个时期

相比较，TBUT 的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结论。

Cavdar等[12]召集了 17名女性，分别检测卵泡期、排卵

期、黄体期三个时期的泪膜破裂时间和泪液分泌量，

同时检测血浆中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含量。以右眼为例，

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的TBUT分别是(11.0±4.6) s、

(11.1±7.0) s、(9.6±5.8) s。泪液分泌量通过 Schirmer I

tests (SIT)试验进行检测。以右眼为例，卵泡期、排卵

期、黄体期的 SIT 试验检测值分别是(14.0±7.1) mm、

(12.8±5.3) mm、(13.4± 5.5) mm。得出泪膜破裂时间和

泪液分泌量在月经周期期间的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的结论。

6 视功能变化

6.1 视野 视野反映周边视力，视野检查结果可

通过计算机直接演算出一组视野指数表示，比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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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光敏度(mean sensitivity，MS)，代表所有检查点不同

光敏度的算术平均值，其病理含义是视野的弥漫性损

害。正常月经周期体内激素发生改变时，视野是否发

生改变，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Akar等[21]用传统的自

动视野检查法(standard achromatic perimetric，SAP)和

短波长视野检查法 (short-wavelength automated peri-

metric，SWAP)对 59名女性卵泡期和黄体期的视野进

行检查。两种方法均检测了视网膜鼻上、鼻下、颞上、

颞下四个区域的平均光敏度(mean sensitivity，MS)。

用 Humphrey750 型视野分析仪进行检查和分析。受

试者平均年龄为(34.6±2.9)岁。研究发现使用SAP和

SWAP两种方法所检测的视网膜鼻上、鼻下、颞上、颞

下四个区域之间的MS在两个时期均无差别。SAP所

测卵泡期和黄体期的MS分别为(30.8±0.5) dB、(30.5±

0.7) dB，MS在卵泡期和黄体期的改变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SWAP所测卵泡期和黄体期的MS分别

为(30.1±1.0) dB、(29.2±1.4) dB，MS在黄体期下降(P<

0.05)。SWAP 灵敏度较高，可检测到轻微的视野改

变。得出MS在黄体期下降，且MS在月经周期期间的

改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结论。该学者认为

当在评估女性平均光敏度是否下降时，应该核实其月

经状态。

6.2 辨色力 Giuffrè等[22]应用FM-100色调检测

法(Farnsworth-Munsell 100，FM-100)对16名女性卵泡

期、排卵期及黄体期的辨色力进行检查，受试者平均

年龄为(25±4)岁。计算各个色盘的错误记分及该次试

验的总错误记分。对 15名完成所有检查女性的结果

进行分析后发现，卵泡期、排卵期及黄体期的 FM100

色调检查平均错误计分分别为(28.9±20.5)分、(23.5±

24.8)分、(31.1±27.9)分。排卵期平均错误计分最低，排

卵期与黄体期的错误计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得出排卵期的辨色力比卵泡期和黄体期强的结

论，并且认为此变化可能与月经周期激素变化相关。

综上所述，在月经周期的不同阶段，性激素波动

性变化，角膜厚度、角膜敏感性、角膜滞后量、角膜阻

力因素及视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但目前对于其变化

规律仍未达成共识。相信随着眼科设备的不断发展，

更为精确的检测手段及更为深入对性激素作用机制

的研究，月经周期期间眼变化特点也将更被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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