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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观察 琢鄄圆葬 干扰素联合泼尼松治疗眼 月藻澡糟藻贼 病的疗效及随访效果遥 方法院圆园园圆 年耀圆园员员 年间本科应用 琢鄄圆葬 干
扰素联合泼尼松对 圆苑 例眼 月藻澡糟藻贼 病患者进行治疗袁 观察其疗效袁 视力尧 复发等情况遥 结果院圆苑 例眼 月藻澡糟藻贼 病患者的复发率

源园援苑源豫袁好于对照组常规应用泼尼松联合环孢素治疗的 员缘 例渊复发率 苑猿援猿猿豫冤曰视力恢复至 员援园 及以上者占 远缘援猿愿豫袁园援远 以上者
占 愿远援缘源豫遥 结论院琢鄄圆葬 干扰素对眼 月藻澡糟藻贼 病的疗效优于环孢素免疫抑制剂袁不良反应小且复发率低袁视力下降者少遥
咱关键词暂 琢鄄圆葬 干扰素曰 月藻澡糟藻贼 病曰 泼尼松曰 环孢素曰 免疫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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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藻澡糟藻贼 病又称皮肤原黏膜原眼综合征袁为影响全

口腔溃疡院员 年发作 猿 次或以上曰 下面 源 项中出现 圆

疡和皮肤损害为其特征遥 此病在我国较常见袁目前

膜炎改变院反复发作的全葡萄膜炎袁有畏光尧流泪尧疼

病因不明确袁可能与病毒感染有关袁或诱发自身免疫

痛尧视力下降等症状曰眼前部检查有睫状充血尧角膜

反应致病遥 本病有明显的遗传背景袁匀蕴粤鄄月缘 超出正

后沉着物渊运孕冤尧房水浑浊或积脓尧虹膜后粘连等袁眼

身多种器官的慢性疾病袁临床上以葡萄膜炎尧口腔溃

常人 猿耀源 倍袁 容易出现反复发作的全葡萄膜炎袁常
见并发症是白内障尧青光眼及视神经萎缩 遥 其反复
咱员暂

发作病程可长达数年或数十年袁本科近年来共治疗

源圆 例袁 为了观察 琢鄄圆葬 干扰素联合泼尼松治疗该病

的疗效尧随访效果及复发情况袁对该病进行了随访观
察袁现将随访观察的资料报告如下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圆园园圆 年耀圆园员员 年间袁 共收治 源圆 例眼 月藻澡糟藻贼 病

患者袁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遥 治疗组 圆苑 例袁男 员苑

项即可确诊院淤复发性生殖器溃疡或瘢痕曰于眼葡萄

后部检查有玻璃体浑浊尧视网膜脉络膜渗出或出血袁
荧光素血管造影渊云云粤冤检查眼底有荧光素渗漏曰盂
皮肤结节性红斑尧假毛囊炎或脓丘疹尧非发育期的痤
疮样结节曰榆皮肤过敏反应试验阳性遥实验室检查包
括血常规尧血沉尧肝肾功能尧血清免疫功能等遥
员援圆

方法

两组病例中合并有眼前部炎症的患者给予氟
米龙眼液滴眼袁每日 源耀远 次曰园援缘豫阿托品眼膏涂眼袁
每日 员耀圆 次遥 注意观察两组病例中每名患者的眼压
情况遥

对照组院对于眼后部炎症袁病情严重或反复发作

例袁女 员园 例袁年龄 员愿耀缘远 岁袁平均年龄 猿苑援怨 岁袁其

的病例袁 给予静脉点滴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袁按

源园耀缘园 岁院缘 例曰缘园耀远园 岁院猿 例曰 应用 琢鄄圆葬 干扰素联

改为泼尼松片 源园 皂早 口服袁每日 员 次曰以后每 圆 周减

中臆圆园 岁院员 例曰圆园耀猿园 岁院缘 例曰猿园耀源园 岁院员猿 例曰

园援远苑 皂早 辕 渊噪早窑凿冤袁每 猿 天减少 员园 皂早袁减至 圆园 皂早 时

合泼尼松进行治疗观察和随访袁 随访时间 圆耀愿 年曰

少 员园 皂早袁减少至每日 圆园 皂早 时维持袁至症状和体征

均有葡萄膜炎袁 其中 圆猿 例表现为全葡萄膜炎袁猿 例
为前葡萄膜炎袁员 例为后葡萄膜炎曰 双眼发病者 圆缘
例渊怨圆援缘怨豫冤袁单眼发病者 圆 例渊苑援源员豫冤遥 对照组 员缘
例袁 常规应用泼尼松联合环孢素治疗袁 年龄 圆圆耀缘圆
岁袁平均 猿愿援苑 岁曰其中臆圆园 岁院员 例曰圆园耀猿园 岁院猿 例曰

猿园耀源园 岁院苑 例曰源园耀缘园 岁院圆 例曰缘园耀远园 岁院圆 例曰随访
时间 圆耀猿 年遥

诊断标准主要根据眼部特征及全身合并症的表

现袁以国际葡萄膜炎研究组推荐的诊断标准院复发性

消失后袁每周减少 员园 皂早 至停药遥泼尼松片口服 圆 个

月炎症不能控制时袁同时给予环孢素胶囊口服袁缘园 皂早
每日 猿 次袁至症状和体征消失后停药遥 使用环孢素

前袁必须排除患者是否怀孕袁了解患者是否有生育需
求袁在患者同意下才能使用袁用药期间每 圆耀源 周复
查 员 次血常规尧肝肾功能遥

治疗组院用 琢鄄圆葬 干扰素 猿 伊 员园远 哉渊安徽安科生

物工程公司生产冤皮下注射袁隔日 员 次曰同时给予口

服泼尼松片 员园 皂早袁每日 员 次曰治疗 源耀愿 周袁当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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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部葡萄膜炎症状和体征消失时袁停口服泼尼松片袁

较低袁其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渊 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治疗组

次袁维持 远 个月左右停药遥

时间越长复发率越高袁随防臆圆 年院未复发为 苑 例袁

琢鄄圆葬 干扰素的剂量改为 猿 伊 员园远 哉 皮下注射袁每周 圆

如果用药后葡萄膜炎未再发作或在治疗期内虽

有炎症反复发作袁但在以后未再复发者袁即评价为葡
萄膜炎完全控制无复发曰如果用药后葡萄膜炎仍然
反复发作袁即评价为复发袁如本次发作症状控制后 远
个月再次发作计为 圆 次复发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用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统计学软件袁计数资料用

卡方检验遥 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随访观察治疗后 月藻澡糟藻贼 病患者的复发情况

随访观察期相同的治疗组 圆苑 例 渊应用 琢鄄圆葬 干

扰素治疗袁随访 远 年以上的有 猿 例袁随访 源耀远 年的
有 缘 例袁随访 圆耀源 年的有 怨 例袁随访 圆 年以内的有
员园 例冤 和对照组 员缘 例 渊应用免疫抑制剂环孢素治
疗冤进行比较袁应用 琢鄄圆葬 干扰素治疗的病例复发率

圆苑 例 月藻澡糟藻贼 病患者总复发率为 源园援苑源豫袁 随访观察

复发 员 次为 圆 例袁 复发 圆 次以上为 员 例曰 随防 圆耀源
年院未复发为 远 例袁复发 员 次为 员 例袁复发 圆 次以上

为 圆 例曰随防 源耀远 年院未复发为 圆 例袁复发 员 次为 员
例袁复发 圆 次以上为 圆 例曰随防跃远 年院未复发为 员
例袁复发 员 次为 员 例袁复发 圆 次以上为 员 例曰随访 圆
年内和 源 年内复发率分别为 猿园豫尧猿猿援猿猿豫袁 随访 远
年内复发率达 远园豫袁远 年以上复发率达 远远援远苑豫遥
圆援圆

随访治疗组和对照组 月藻澡糟藻贼 病患者治疗前后

的视力情况

随访治疗组 圆苑 例患者中袁 大多数患者视力恢复

较好袁逸员援园 者占 远缘援猿愿豫袁跃园援远 者占 愿远援缘源豫遥 治疗组

中袁视力跃园援远 的眼数在治疗前与治疗后比较有明显差
异性渊字圆 越 缘愿援缘圆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曰 对照组中袁视力跃园援远 的眼

数在治疗前与治疗后比较也有差异性渊字圆 越 源援园圆袁 孕 约
园援园缘冤曰治疗组与对照组在治疗后袁视力跃 园援远 的眼数比
较有明显差异性渊字圆 越 员怨援源源袁孕 约 园援园员袁表 员冤遥

表 员 治疗组 圆苑 例渊缘圆 只眼冤及对照组 员缘 例渊猿园 只眼冤治疗前后视力比较

圆援猿

组别
治疗组

总眼数
缘圆

对照组

猿园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臆 园援员
猿园渊缘苑援远怨冤
园猿渊缘援苑苑冤
员远渊缘猿援猿猿冤
园缘渊员远援远苑冤

园援员耀园援圆
员园渊员怨援圆猿冤
园圆渊猿援愿缘冤
园远渊圆园援园园冤
园缘渊员远援远苑冤

园援猿耀园援缘
远渊员员援缘源冤
圆渊猿援愿缘冤
猿渊员园援园园冤
愿渊圆远援远远冤

园援远耀园援愿
园猿渊缘援苑苑冤
员员渊圆员援员缘冤
园猿渊员园援园园冤
园远渊圆园援园园冤

咱只渊豫冤暂

逸员援园
园猿渊缘援苑苑冤
猿源渊远缘援猿愿冤
园圆渊远援远苑冤
园远渊圆园援园园冤

随访治疗后 月藻澡糟藻贼 病患者的并发症情况

文献报道中缺乏长期随访观察的记录遥 月藻澡糟藻贼 病的

症的产生遥 随访治疗组 圆苑 例渊缘圆 只眼冤中袁有 苑 只眼

的临床研究结果表明袁 它是一种由自身免疫反应所

月藻澡糟藻贼 病患者晚期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是并发

渊员猿援源远豫冤出现眼部并发症袁白内障和青光眼是最常

见的并发症袁 共占 苑员援源猿豫 袁 其中白 内障 猿 只 眼
渊源圆援愿远豫冤曰青光眼 圆 只眼渊圆愿援缘苑豫冤曰视神经萎缩 员
只眼渊员源援圆怨豫冤曰黄斑前膜 员 只眼渊员源援圆怨豫冤遥
猿

讨

论

月藻澡糟藻贼 最常见的眼部表现是葡萄膜炎袁 发生率

可高达 员园园豫 遥 月藻澡糟藻贼 病所致的葡萄膜炎以全葡萄
咱圆暂

膜炎为主袁 这与本组 圆苑 例均有眼部葡萄膜炎表现袁
其中 圆猿 例渊占 愿缘援圆豫冤有全葡萄膜炎等基本相符合袁

研究显示 月藻澡糟藻贼 病中高达 员园园豫可发生眼底异常改
变袁包括视盘血管渗漏尧视盘着染尧弥漫性视网膜毛

细血管微渗漏等咱猿暂遥 由于 月藻澡糟藻贼 病常反复发作袁患者
往往得不到有规律合理的治疗袁而造成视力严重受

损甚至失明遥 系统治疗的患者复发率低袁但在现有

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清楚袁 但是越来越多
引起的疾病袁据国内相关资料显示袁月藻澡糟藻贼 病患者外

周血 酌鄄干扰素渊陨晕云鄄酌冤和白细胞介素原源渊陨蕴鄄源冤的表

达水平明显升高袁与疾病活动期相关咱源暂袁月藻澡糟藻贼 病患
者中袁月苑尧悦阅圆愿 的相互作用促进了患者体内 栽 淋巴

细胞的活化和葡萄膜炎的发生袁 与正常人相比有显
著差异咱缘暂遥 目前治疗眼 月藻澡糟藻贼 病的常见药物有非甾

体类抗炎药尧糖皮质激素尧免疫抑制剂等曰对严重或

反复发作的眼 月藻澡糟藻贼 病患者袁非甾体抗炎药疗效较

差袁单用糖皮质激素治疗需用大剂量袁而且疗效不是
很理想曰 临床上常用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来
治疗眼 月藻澡糟藻贼 病袁疗效较好袁是在临床上常用的有
效组合袁也是首选组合药物咱远暂袁但免疫抑制剂联合大

剂量糖皮质激素全身长期应用会产生许多不良反

应袁而且停药后复发率高咱苑暂遥 本文对照组在症状和体
征消失后袁随访 圆耀猿 年袁复发率为苑猿援猿猿豫曰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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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华等院琢鄄圆葬 干扰素联合小剂量泼尼松治疗眼 月藻澡糟藻贼 病疗效随访研究

原员苑缘苑原

组袁进行 圆耀愿 年的治疗随访观察袁发现疗效较好袁复

程中袁有 圆猿 例渊占 愿缘援员怨豫冤在刚开始治疗时袁出现发

远 年的随访期内 愿远援缘源豫的患者视力未发现有明显

射后症状就消失了袁一般不需处理袁只有 员 例患者因

发率渊源园援苑源豫冤比对照组渊苑猿援猿猿豫冤低袁而且在治疗后

下降袁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后袁视力跃 园援远 的眼数
相互比较有明显的差异遥 从治疗后随访时间来看袁

随访时间越长复发率越高袁圆尧源尧远 及 远 年以上袁复发
率分别为 猿园援园园豫尧猿猿援猿猿豫尧远园援园园豫及 远远援远苑豫遥

琢鄄圆葬 干扰素临床上常用于白血病尧 骨髓瘤尧膀

胱癌及乙型肝炎等治疗咱愿暂遥 本文通过应用 琢鄄圆葬 干扰

烧尧头痛尧乏力等类似感冒样症状袁但经过 猿耀源 次注

为不能耐受袁应用解热镇痛剂袁症状很快消失曰琢鄄圆葬
干扰素虽然疗效良好袁但价格较昂贵遥本研究不足之
处是治疗的病例数相对少和随访观察时间不够长袁
有待提高遥
咱参考文献暂
咱员暂

葛

可能为 琢鄄圆葬 干扰素可抑制 栽 细胞向内皮细胞黏附袁

咱圆暂

杨培增袁李绍珍袁谢楚芳袁等援 月藻澡糟藻贼 病的临床表现及诊

其是能显著抑制内皮细胞合成和分泌 陨蕴鄄愿 曰琢鄄圆葬

咱猿暂

周 强袁卢

永久性视神经损害遥 单独使用 琢鄄圆葬 干扰素对眼 月藻鄄

咱源暂

樊

素治疗眼 月藻澡糟藻贼 病袁发现其疗效较好袁其作用机制

减少中性粒细胞的免疫吞噬和产生自由基作用袁尤
咱怨暂

干扰素可使阻塞的血管再通袁防止血管阻塞引起的
澡糟藻贼 病也有效袁 根据本组临床治疗观察结果袁琢鄄圆葬

干扰素联合低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严重眼部 月藻澡糟藻贼

病的疗效更好袁它可使 月藻澡糟藻贼 病患者眼部血管炎得

到完全控制遥 阅藻葬贼藻则 等咱员员暂发现用干扰素 琢 治疗难治

坚袁赵家良袁崔

浩袁等援 眼科学咱酝暂援 北京院人民卫

生出版社袁圆园园缘院圆愿源原圆愿缘
断咱允暂援 中华眼科杂志袁员怨怨源袁员园渊猿冤院员猿猿原员猿远

弘援 不完全型 月藻澡糟藻贼 病临床分析咱允暂援 中华

眼底病杂志袁圆园园缘袁圆员渊远冤院猿缘猿鄄猿缘远

超袁郑劲锋袁陈宏翔袁等援 人外周血 栽澡 细胞和 栽糟 细

胞内 陨云晕鄄则 及 陨蕴鄄源 表达水平与 月藻澡糟藻贼 病的关系咱允暂援 中
国组织化学与细胞化学杂志袁圆园员员袁圆园渊员冤院圆猿原圆远

咱缘暂

王

红袁杨培增袁张

震袁等援 月藻澡糟藻贼 病患者外周血淋巴

细胞共刺激分子的表达咱允暂援 中华眼底病杂志袁圆园园猿袁员怨
渊远冤院猿缘苑原猿缘怨

性活动性全葡萄膜炎或视网膜血管炎的 月藻澡糟藻贼 病袁

咱远暂

稳定袁这与本文结果很接近袁从这可以说明干扰素琢

咱苑暂

杨永升袁庄曾渊援 月藻澡糟藻贼 病的免疫学研究进展咱允暂援 国外

而且对视力的保护也有显著效果遥 根据近期国内外

咱愿暂

贾博琦袁鲁云兰援 现代临床实用药物手册咱酝暂援 北京院北

的眼部葡萄膜炎病变有效袁对其他症状的疗效同样

咱怨暂

葛庆曼袁 郑日忠援 月藻澡糟藻贼 病与细胞因子的研究进展咱允暂援

患者视力有明显改善袁怨园豫的患者在 缘 年随访中视力
与传统的免疫抑制剂相比袁不仅在短期内改善视力袁
的一些资料记载袁琢鄄圆葬 干扰素不仅对 月藻澡糟藻贼 病患者
令人满意袁眼炎治疗有效率 怨源豫袁关节损伤有效率
怨缘豫袁 皮肤黏膜病变有效率 愿远豫咱员园暂遥 在治疗 月藻澡糟藻贼
病方面有待进一步证实遥

通过本文治疗组和对照组病例的治疗和随访袁

可以看出 琢鄄圆葬 干扰素在治疗严重眼部 月藻澡糟藻贼 病方

面疗效较好袁优于免疫抑制剂环孢素的治疗曰然而在
应用 琢鄄圆葬 干扰素对 圆苑 例 月藻澡糟藻贼 病患者治疗的过

卢

弘援 糖皮质激素与环磷酰胺联合应用治疗葡萄膜

炎咱允暂援 中华眼底病杂志袁员怨怨远袁员圆 院圆源苑原圆源愿

医学眼科分册袁圆园园缘袁圆怨渊圆冤院怨怨原员园猿
京大学医学出版社袁圆园园源院苑远苑原苑远怨

国际眼科纵览袁圆园园苑袁猿员渊圆冤院员圆园原员圆猿

咱员园暂 高

玮袁蔡

莉袁胡

丹袁等援 陨云晕鄄葬 治疗 月藻澡糟藻贼 病葡萄

膜炎的新进展 咱允暂援 国际眼科杂志袁圆园员员袁员员渊远冤院员园员怨原
员园圆圆

咱员员暂 阅藻葬贼藻则 悦酝袁运燥藻贼贼藻则 陨袁杂贼怎藻遭蚤早藻则 晕袁藻贼 葬造援 月藻澡糟藻贼爷泽 凿蚤泽藻葬泽藻院
增蚤泽怎葬造 责则燥早灶燥泽蚤泽 葬枣贼藻则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憎蚤贼澡 蚤灶贼藻则枣藻则燥灶 葬造枣葬蚤灶 咱允暂援
陨灶增藻泽贼 韵责澡贼澡葬造皂燥造 灾蚤泽 杂藻蚤袁圆园园怨袁源远院圆愿源园

咱收稿日期暂 圆园员圆原园猿原圆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