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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 AIM: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surgical excision
combined with autologous limbus conjunctival flap
transplan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terygium
accompanied with conjunctival cyst.
誗 METHODS: Totally 126 patients 188 eyes with
pterygium were hospitalized in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of Tongji Hospit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uring August 2013
and August 2015.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bservation group (11 eyes of 11 patients) with
pterygium accompanied with conjunctival cyst and
control group (177 eyes of 115 patients) with primary
pterygium. All patients underwent slit lamp microscope

examination, anterior segment photography, and
anterior segment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 .
The size of pterygium was calculated by multiplying neck
width and length of the covered corneal. All patients
underwent excision combined with autologous
conjunctival flap transplantation, and the resections were
performed pathological section with h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ing.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postoperatively for 4-28mo.
誗RESULTS: All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confirmed by postoperative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ll
cyst walls were complete, and containing single layer of
epithelial cells. The mean size of pterygium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6. 9 依 1. 7mm2, and 6. 3 依 1. 8mm2

for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P > 0. 05 ) . The mean
postoperative healing tim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2. 1依0. 9d, and 1. 9依0. 8d for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P >
0郾 05) . Recurrence was seen in two eyes within the
follow-up period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no recurre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誗 CONCLUSION: Surgical excision combined with
autologous limbus conjunctival flap transplantation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pterygium accompanied
with conjunctival cyst.
誗 KEYWORDS: autologous limbus conjunctival flap
transplantation; pterygium; conjunctival c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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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带角膜缘的自体结膜瓣移植术治疗翼状胬肉

合并结膜囊肿患者的疗效。
方法:收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眼科

于 2013-08 / 2015-08 住院接受手术的翼状胬肉患者 126
例 188 眼,其中翼状胬肉合并区域结膜囊肿者 11 例 11
眼作为观察组,余为对照组,所有患者均行裂隙灯显微镜

检查、眼前节照相、眼前节 OCT 检查,并采用翼状胬肉颈

部宽度伊遮盖角膜的长度计算翼状胬肉的大小,采取翼状

胬肉切除联合带角膜缘的自体结膜瓣移植的手术方式,
切除物均行病理切片 HE 染色观察,术后随访4 ~ 28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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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观察组术后病检结果均证实为翼状胬肉合并结膜

囊肿,囊壁完整,内附单层上皮细胞。 观察组翼状胬肉大

小平均为 6. 9依1. 7mm2,对照组大小平均为 6. 3依1. 8mm2,
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 05)。 观察组术后角膜

上皮愈合时间平均为 2. 1依0. 9d,对照组术后角膜上皮愈

合时间平均为 1. 9依0. 8d,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0. 05)。 随访期内观察组术后未见翼状胬肉复发,对照组

术后 2 例 2 眼复发。
结论:带角膜缘的自体结膜瓣移植治疗翼状胬肉合并结

膜囊肿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结膜囊肿术后对翼

状胬肉的复发率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带角膜缘的自体结膜瓣移植;翼状胬肉;结膜

囊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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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翼状胬肉是眼科的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目前认为

其形成和复发可能与紫外线或其它环境因素造成角膜缘
干细胞损伤有关,导致干细胞屏障功能障碍和缺失及角
结膜屏障功能发生障碍[1]。 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自体结膜
瓣移植是目前主要的治疗方式,可有效减少复发,相关报
道较多[2-7]。 结膜囊肿又称上皮囊肿,是一种常见发生于
球结膜的半透明囊肿,可原发或继发于手术或外伤后。
翼状胬肉合并结膜囊肿的病例在临床上不常见,目前报
道甚少[8-10]。 本文观察了 11 例翼状胬肉合并结膜囊肿
患者,并行翼状胬肉及囊肿切除联合带角膜缘干细胞的
自体结膜瓣移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收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眼科于 2013-08 / 2015-08 住院接受手术的翼状胬肉患者
126 例 188 眼,其中 11 例 11 眼合并翼状胬肉区域结膜囊
肿为观察组,其中男 5 例,女 6 例,性别比 83. 3,年龄 47 ~
78(平均 60. 1依9. 8)岁,均为初发性翼状胬肉。 其余 115
例 177 眼未合并结膜囊肿的翼状胬肉患者为对照组, 男
55 例 89 眼,女 60 例 88 眼,性别比 91. 7,年龄 24 ~ 80(平
均 59. 8依18. 1)岁。 初发性翼状胬肉 97 例 159 眼(初发
率 89. 8% ), 复发性翼状胬肉 18 例 18 眼 ( 复 发 率
10郾 2% )。 两组患者性别比均低于我国当前人口性别比
(105)。 两 组 间 患 者 年 龄 比 较 无 统 计 学 差 异 ( t =
-0郾 0492,P=0. 9609)。 观察组翼状胬肉大小平均为6. 9依
1. 7mm2,对照组大小平均为 6. 3依1. 8mm2,两组间翼状胬
肉大小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t= -0. 5880,P=0. 2975)。
1. 2 方法摇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眼前
节照相、眼前节 OCT 检查及术后病理检查。 通过 OCT 检
查测量囊肿高度及长径(图 1 ~ 2),并采用翼状胬肉颈部
宽度伊遮盖角膜的长度计算翼状胬肉的大小。 观察组翼
状胬肉大小见表 1。 所有患者均采取翼状胬肉切除联合
带角膜缘的自体结膜瓣移植的手术方式,由同一名操作

熟练的医师在显微镜下进行手术。 术前给予盐酸丙美卡
因眼液点眼进行表面麻醉,常规消毒铺巾后,20g / L 利多

卡因 0. 5mL 作翼状胬肉根部浸润麻醉,将翼状胬肉颈部

两侧结膜组织剪开,贴巩膜面充分游离胬肉组织,在颈部

平行角膜缘剪开表层结膜,分离结膜和其下的纤维组织

至半月皱襞处,从半月皱襞处剪断翼状胬肉,将胬肉头部
从角膜缘向角膜中央逆向撕掉,必要时用刀片刮除残余

组织,尽量保持角膜面平滑。 对合并结膜囊肿的患者,在
囊肿的一侧剪开球结膜,分离囊肿与其基底部,游离与囊

肿相邻的结膜组织。 剪除整个囊肿组织。 球结膜复位,
测量巩膜暴露区长度和宽度,于上方角膜缘作以角膜缘
为基底的矩形结膜瓣,与巩膜暴露区域大小一致,剪除筋

膜,游离结膜瓣,滑行遮盖巩膜面暴露区,供区上皮向上,
角膜缘与移植床角膜缘对齐。 移植片两角用 10-0 尼龙

线间断缝合,并固定于浅层角巩膜面上,其余部分用10-0
尼龙线与对应球结膜连续缝合。 手术完毕,切除物均行
病理切片 HE 染色观察。 患眼给予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

膏涂眼后绷带轻加压包扎。 术后 1d 予妥布霉素地塞米

松滴眼液滴眼 6 次 / d,玻璃酸钠滴眼液 4 次 / d,并根据病

情逐渐减少滴眼次数,术后 2wk 拆除缝线后改用普拉洛

芬滴眼液 3 次 / d 点眼至术后 6wk。 术后随访 4 ~ 28mo,
观察结膜瓣存活及角膜、结膜伤口情况,观察患者临床症
状、荧光素活体染色,并复查前节照相及 OCT。 记录术后

角膜上皮愈合时间。
摇 摇 统计学分析:使用 SPSS V21. 0 试用版,采用 F 检验

以检验样本方差齐性,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翼状胬肉合并结膜囊肿的临床特征摇 本研究中的翼

状胬肉合并囊肿的患者均为单眼发病,所有患者均否认

既往眼部手术史及外伤史,诊断为原发性结膜囊肿。 裂

隙灯下可见鼻侧球结膜增厚,呈三角形长入角膜缘内,在
翼状胬肉的头部和 / 或体部,可见球结膜局部隆起,透明

样水泡,边界清楚(图 1A、图 2A,表 1)。 经前节 OCT 测

量,囊肿高度 0. 31 ~ 1. 96(平均 1. 36依0. 51)mm,囊肿长

径2. 32 ~ 5郾 34(平均 3. 97依0. 62)mm(图 1B、图 2B)。 经

术后病检结果证实为结膜囊肿,囊壁完整,内附单层上皮

细胞(图 1C、图 2C)。
2. 2 两组患者术后角膜上皮愈合时间比较摇 采用 F 检验

两组患者数据具有方差齐性。 对术后角膜上皮愈合时间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观察组术后角膜上皮愈合时间平

均为 2. 1 依0. 9d,对照组术后角膜上皮愈合时间平均为

1郾 9依0郾 8d,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t = -0. 9915,P =
0郾 4213,表 1)。
2. 3 术后并发症摇 所有患者术后有不同程度角膜刺激症

状,拆线后逐渐减轻,移植片 3d 内有不同程度水肿,3d
后逐渐减轻,均存活,1mo 内与周围结膜融为一体。 角膜

伤口于 1wk 内上皮完全修复。 随访期内未合并囊肿组有

2 例 2 眼分别在术后 6、11mo 出现复发,接受二次手术治

疗,合并囊肿组未见复发及角膜缘干细胞失代偿表现,未
见其他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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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患者 1,女,51 岁摇 A: 翼状胬肉术前彩照,宽 3. 2mm(绿线),高 2. 6mm(蓝线);B: 结膜囊肿前节 OCT 检查,长 5. 30mm,高
1郾 73mm;C:术后病检结果;D:术后彩照。

图 2摇 患者 2,男,60 岁摇 A: 翼状胬肉术前彩照,宽 2. 8mm(绿线),高 2. 6mm(蓝线);B: 结膜囊肿前节 OCT 检查,长 1. 94mm,高
0郾 64mm;C:术后病检结果;D:术后彩照。

表 1摇 观察组患者翼状胬肉大小及术后角膜上皮愈合时间

指标 病例 1 病例 2 病例 3 病例 4 病例 5 病例 6 病例 7 病例 8 病例 9 病例 10 病例 11
翼状胬肉大小(mm2) 7. 1 7. 9 5. 2 6. 0 9. 8 5. 4 6. 8 6. 9 9. 1 4. 1 8. 2
术后角膜上皮愈合时间(d) 1 4 1 2 2 2 1 2 3 3 2

3 讨论

翼状胬肉为眼科临床常见疾病,在我国发病率尤其较

高,且多发生于老年人。 翼状胬肉形成可能与干细胞屏障

功能障碍和缺失及角结膜屏障功能发生障碍有关,故单纯

切除术后复发率较高(20% ~ 30% ) [8]。 翼状胬肉切除术

后通过角膜缘干细胞的重建来使角膜缘正常解剖结构和

生理功能得以恢复,为角膜缘重建了一道屏障,可以有效

地预防再次复发,而且带角膜缘的自体结膜瓣移植将健康

干细胞覆盖于病损区,可以通过增殖生长促进角膜修复,
术后角膜缘缺损愈合情况较为理想[11-12]。

结膜囊肿又称上皮囊肿,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眼部良性

肿瘤[13-14]。 一般发生于球结膜,呈半透明囊肿,主要发生

原因是由于上皮细胞碎片残留在结膜下引起,而后上皮细

胞增生,继之中央部萎缩变性形成,可以自然产生,也可以
为手术或外伤后引起[15]。 手术引起的结膜囊肿最常见于
翼状胬肉手术、斜视手术后[9],也可见于视网膜外路手术

或玻璃体手术、青光眼阀植入等。 小切口白内障术后结膜

囊肿亦有报道。 结膜囊肿较小的患者可能无任何症状,囊
肿较大者可以局部异物感、干涩、泪溢等,并且影响外观和

睑裂闭合。 本文患者均无手术及明显外伤史,诊断为原发

性结膜囊肿。 因为表浅易见,诊断较为容易。 我们利用前

节 OCT,不仅更加准确地测量出囊肿的形态与大小,还可

以发现显微镜下难以发现的细小囊肿。 既往对于结膜囊

肿患者,常采取囊内注射无水乙醇或 20g / L 磺胺嘧啶的方

法,但复发率较高[14,16],单纯囊肿摘除术,只要完整摘除

囊壁,则不易复发。
翼状胬肉合并结膜囊肿的病例临床少有报道,对于翼

状胬肉合并结膜囊肿的治疗,更鲜有文献报道。 Thatte
等[10]曾对 40 例各种类型的结膜囊肿进行回顾性研究,其
中翼状胬肉伴结膜囊肿有 15 例,占 37. 5% ,对各种类型的

囊肿,仔细及完整地切除对预防复发非常重要。 本组所收

集的病例,囊肿均伴发翼状胬肉,因此采取联合手术的方

法。 翼状胬肉切除术后,由于局部的炎症刺激使结膜腺体

排泄口阻塞、闭锁,容易发生植入性的结膜囊肿,而结膜囊

肿摘除术后周围组织充血反应,及再次摘除囊肿的手术刺

激,又容易使翼状胬肉复发机率明显增高。 因此,翼状胬肉

合并结膜囊肿的患者,在手术前更应仔细检查,充分重视,
术中应仔细去除病变组织,联合自带角膜缘的自体结膜瓣

移植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翼状胬肉及结膜囊肿的复发机会。
通过对本组病例的观察,我们发现翼状胬肉合并结膜

囊肿的患者,手术切除联合自带角膜缘的自体结膜瓣移植

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结膜囊肿不影响手术后角膜

上皮的愈合,也不会对术后复发率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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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国际眼科杂志(中文刊)》被世界著名

检索系统 DOAJ 收录

摇 摇 本刊讯摇 本刊编辑部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收到 The DOAJ Team 的邮件,正式通知 Guoji Yanke Zazhi《国际

眼科杂志》已被 DOAJ 重新收录。
摇 摇 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开放存取期刊数据库之一,由瑞典 Lund 大

学图书馆创建和维护。 该系统收录期刊的文章都是经过同行评议或严格评审的,质量高并与期刊同步,都能

免费下载全文,是做研究的好帮手。 DOAJ 的优势在于收录的期刊有着严格的质量控制,包括很多 SCI 期刊。
DOAJ 收录的 OA 期刊数量非常多,属于目前最好的 OA 期刊目录网站。 目前 DOAJ 已收录全世界 129 个国家

的 9512 种期刊,据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国际检索系统咨询部 2014 年 10 月统计,被 DOAJ 收录的中国期

刊为 66 种,约占中国科技期刊的 1% ,其中包括《国际眼科杂志(中文刊)》 International Eye Science( IES)和英

文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IJO)。
摇 摇 《国际眼科杂志》英文刊 IJO 和中文刊 IES 先后被 DOAJ 收录为本刊国际化发展取得的又一可喜成果,它
将进一步提高本刊的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并将为促进本刊国际化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摇 摇 《国际眼科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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