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上所述,甲亢患者右心室收缩功能增强常合
并舒张功能损害,以右室舒张功能受损更为明显,
TDI所测三尖瓣环侧壁处的Em/Am、E/Em比值可
准确反映甲亢患者右室舒张功能异常;随着甲亢患
者PASP的增高,心肌收缩力和心脏储备能力降低,
MPI是反映右心室整体功能有效的定量指标;应用

TDI技术可以准确、无创、定量评价甲亢患者的右室
功能和P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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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康唑联合结膜移盖治疗真菌性角膜溃疡的
疗效及其安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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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氟康唑联合结膜移盖治疗真菌性角膜溃疡(FCU)的疗效及其安全性。方法:选取2013年1月至2016年1月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FCU患者10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组和B组,每组50例。A组给予氟康唑治疗,B组给予氟

康唑联合结膜移盖治疗,随访3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视力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B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致盲率明显低于A组,视力优良率明显高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

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氟康唑联合结膜移盖治疗可有效提高FCU患者的治疗效

果,有利于患者视力恢复,且安全性较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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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真菌性角膜溃疡(fungalcornealulcer,
FCU)首选治疗方法为对真菌敏感的药物治疗,而氟
康唑则是临床上常用的抗真菌药物之一,已被广泛
应用于FCU治疗中,但仍有部分患者疗效欠佳,故
如何提高患者的疗效是临床医生关注的问题[1-2]。
结膜移盖治疗是临床上常用的术式之一,常用于治
疗角膜溃疡,且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3-4]。本研究分
析氟康唑联合结膜移盖治疗FCU的疗效及安全性,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至2016年1月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FCU患者100例,按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 A组和B组,每组50例。A组中男

37例,女13例;年 龄38~73岁,平 均(56.42±
10.87)岁;溃疡面积3.0~5.7mm,平均(4.21±
0.51)mm;穿孔面积0.5~2.0mm,平均(1.02±
0.25)mm;中央及中周部穿孔42例,周边部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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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例。B组中男35例,女15例;年龄39~74岁,平
均(57.19±10.92)岁;溃疡面积3.0~5.5mm,平
均(4.18±0.48)mm;穿孔面积0.5~2.0mm,平均
(1.07±0.27)mm;中央及中周部穿孔44例,周边
部穿孔6例。两组性别、年龄、溃疡面积、穿孔面积、
穿孔位置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经临床

症状、病史、实验室、镜检等检查证实为FCU;(2)年
龄18~75岁,单侧发病;(3)无精神病病史;(4)患者

或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有心、肝、
肾等严重性疾病者;(2)妊娠期、哺乳期女性或有恶
性肿瘤等特殊人群;(3)有视网膜脱离、玻璃体积血

等眼后段疾病者;(4)拒绝或中途退出本次研究者。
1.3 方法 B组患者取仰卧位,奥布卡因行眼部表

面麻醉,开睑器开睑,无菌圆刀片常规清创,依病情
而定,可每周清创1~3次,生理盐水冲洗、涂红霉素
眼膏,敷料包盖,清创后通过氟康唑注射液(安徽环

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10880018)冲洗创
面,清除干净遮盖区域的角膜上皮,在上方球结膜近

穹隆部结膜作弧行切口(长度依角膜创面而定),分
离球结膜,钝头剪向穹隆方向潜行分离,范围大于角
膜缘8mm,根据穿孔位置、大小分为单侧、双侧带

蒂结膜瓣(图1),溃疡穿孔灶位于中央及中周部,
1.5mm<穿孔直径<2.0mm 的病灶设计双侧带

蒂的桥型结膜瓣,其余类型的均设计单侧带蒂的长
舌型结膜瓣,结膜瓣带少量眼球筋膜组织,结膜瓣应
比溃疡面>3mm,移盖完成后用10-0尼龙线将结

膜瓣与角膜创缘前的正常区角膜浅层缝合数针,酒
精消毒,单眼包扎,指导禁止揉搓病眼,3~4周拆线

等。术后3d内予以100mg氟康唑注射液+250mL
生理盐水静脉滴注,1次/d,并于球结膜下给予0.5mL
氟康唑注射液注射,隔日1次,术后3d给予0.2%氟
康唑眼液(永光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83325)
滴眼,1次/2h;对溃疡面积>5mm或伴前房积脓

者,加用100mg氟康唑注射液+250mL生理盐水
静脉滴注,1次/d,并于球结膜下给予0.5mL氟康

唑注射液注射,隔日1次,常规阿托品散瞳。A组患
者仅给予B组患者治疗中的清创处理和术后3d氟
康唑方案治疗。

左为桥型结膜瓣,右为长舌型结膜瓣。
图1 单侧、双侧带蒂结膜瓣

1.4 观察指标和判定标准 所有患者通过电话、复
诊等方式随访3个月,于治疗3个月后评估治疗疗
效、视力、并发症发生情况。疗效判定标准[5]:眼刺
激、前房积脓、角膜溃疡等症状与体征无变化或加
重、结膜囊分泌物涂片镜检有真菌菌丝为无效;症状
与体征明显改善但荧光素染色有轻微着色为有效;
症状与体征基本消失、荧光素染色为阴性为显效。
治疗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
100%。视力优良率=(≥0.3例数+0.1~0.2例
数)/总例数×100%;以视力<0.05为致盲。并发
症包括炎症、虹膜前黏连、继发青光眼、巩膜瓣下前
房窥不清等。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
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差(췍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B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
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视力比较 B组致盲率明显低于A组,视
力优良率明显高于 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2.3 两组并发症比较 B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
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A组 50 25 15 10 80.00
B组 50 35 13 2 96.00
χ2 6.061
P <0.05

表2 两组视力比较(n)

组别 n ≥0.3 0.1~
0.2

0.02~
0.05 <0.05 视力优

良率,%
致盲率,
%

A组 50 2 23 19 6 50.00 12.00
B组 50 5 35 10 0 80.00 0.00
χ2 9.890 4.433
P <0.05 <0.05

表3 两组并发症比较(n)

组别 n 炎症 虹膜前
黏连

继发
青光眼

前房
窥不清

发生率,
%

A组 50 6 3 2 4 30.00
B组 50 1 1 1 2 10.00
χ2 6.250
P <0.05

3 讨 论

  FCU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眼科疾病,由真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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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角膜所致,常见的真菌有镰刀菌属、念珠菌属、曲
霉菌属、酵母菌等,可导致疼痛、畏光、流泪等眼部刺
激症状,随病情进展,可引起视力不断下降,甚至失
明,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6]。目前,FCU临床
上最好的方法是角膜移植,但角膜材料来源十分困
难,且部分患者术后常出现移植片排斥反应,导致其
临床应用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因此,寻找一种有效、
安全的治疗方法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7]。
  研究表明,药物治疗是FCU最常用的治疗手
段,通过抗真菌药物治疗,可有效杀灭患者眼内真菌
而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从而发挥治疗的作用[8]。
也有研究显示,氟康唑是一种吡咯类抗真菌药,具有
广谱的抗真菌作用,对FCU常见的真菌均具有良好
的抗菌活性,通过高度选择性干扰真菌的细胞色素

P450的活性,可有效抑制真菌细胞膜上麦角固醇的
生物合成,从而起到杀灭真菌的作用[9]。但有研究
表明,在FCU治疗中,单纯的药物治疗很难控制真
菌性角膜溃疡的发展,尤其是溃疡和穿孔面积大、深
者,其单药治疗疗效欠佳,易导致失明的发生[10]。
而有研究显示,结膜移盖是治疗角膜溃疡较常用的
手术方法之一,通过切除溃疡和移盖结膜,可有效清
除溃疡组织和修复角膜,且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11]。
  对此,本研究通过给予FCU患者氟康唑联合结
膜移盖治疗,发现B组治疗有效率、视力优良率明显
高于A组(P<0.05),B组致盲率明显低于A组(P
<0.05),表明该疗法可有效提高FCU患者的疗效,
有利于患者视力恢复,这可能是由于在单纯氟康唑
治疗中,虽可通过其抗菌活性而杀灭患者眼内的真
菌,但部分患者可能由于真菌侵袭角膜深且面积广,
导致未能彻底有效清除真菌[12],从而影响治疗疗
效,使残余真菌继续损伤角膜,甚至导致失明的发
生。而在联合结膜移盖治疗中,其布局可通过切除
溃疡组织而清除多数病原菌,并有利于使氟康唑更
好地渗透病灶深部位,进而能更有效的杀灭真菌,且
移盖的结膜具有富血供、大量角膜缘干细胞等[13-14],
不仅可通过来源于角膜血供的吞噬细胞清除残余的
真菌,还可通过角膜缘干细胞强大的细胞更新和再
生能力来修复角膜组织,从而有更为良好的疗效,有
利于恢复角膜功能,促进患者视力的恢复和降低致
盲的风险。本研究还发现,B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
低于A组(P<0.05),表明该疗法具有更良好的安
全性;这可能是由于移盖的角膜为人体内组织中的
一种,其内含的角膜缘干细胞可转化为透明上皮,术
后在病灶区仅留一层薄翳[15],且其有效清理了病灶
区域的溃疡组织、真菌等,从而避免机体对此产生炎
症反应而损伤角膜及其周围组织,可有效降低炎症、
虹膜前黏连、继发青光眼、巩膜瓣下前房窥不清等并
发症发生的风险。

  综上所述,氟康唑联合结膜移盖治疗能有效提
高FCU患者的治疗疗效,有利于患者视力恢复,且
安全性较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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