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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泪膜破裂时间与瞬目异常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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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探讨儿童瞬目异常常见病因及其与泪膜破裂时间的关系。方法：选取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门诊治疗

瞬目异常患儿 286 例（524 眼）为研究组，另选取 50 例本院进行体检的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按照临床问诊及眼部检查结果对
研究组患儿瞬目异常常见病因进行分析，并检查两组泪膜破裂时间，观察瞬目异常与泪膜破裂时间的关系。结果：患儿瞬目异
常主要病因有不良用眼习惯（54.90%）、屈光不正与斜视（44.76%）、不良饮食与卫生习惯（35.66%）、眼表炎症（34.62%）、干眼症
（22.38%）、多发性抽动症（21.33%）等，且有多种因素共同存在者。对照组两眼泪膜破裂时间均高于研究组（P＜0.05）。不同年
龄研究组两眼泪膜破裂时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眼泪膜破裂时间无性别差异，无眼别差异（P＞0.05）。结论：不良用眼
习惯、屈光不正与斜视、不良饮食与卫生习惯、眼表炎症、干眼症、多发性抽动症等是儿童瞬目异常的常见病因，临床可将泪膜
破裂时间作为检测儿童瞬目异常的一个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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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发现，
眼表疾病、
不良用眼及生活习惯、
屈
光不正、
抽动症等都是瞬目异常的影响因素。在成人
干眼症的治疗过程中，
临床通常将泪膜不稳定引起的
瞬目频率增加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然而儿童作为一
个特殊群体，
其依从性不及成人，
泪膜破裂时间能否
作为瞬目异常的一个明确指标，
临床尚无定论。所以
本研究以 286 例瞬目异常患儿为研究对象，
从儿童瞬
目异常的病因入手，
探讨其与泪膜破裂时间（BUT）的
关系。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15年11月—2016年1月本院门诊治疗的286例
（524 眼）瞬目异常患儿为研究组，另选取 50 例本院
体检且年龄与瞬目异常患儿相匹配的健康儿童作为
对照组。其中研究组：男 160 例（290 眼），女 126 例
（234眼）；
5~7岁78例，
8~10岁114例，
11~13岁94例；
发病时间 4~64 d，平均（34.62±10.44）d。主诉症状：
频繁瞬目，可伴有眼睛干痒涩等不适症状。对照
组：男 28 例，
女 22 例；
5~7 岁 14 例，
8~10 岁 20 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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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 16 例。瞬目异常诊断标准：双眼或单眼不自主
眨眼 15 次/min 及以上或既往有瞬目异常病史，现再
次出现。使每位患儿提前适应就诊环境 10 min，并
给予学龄前儿童适龄玩具，学龄儿童语言沟通，以
排除患儿因就诊时心理紧张导致瞬目加重。
纳入标准：①无类似家族病史；②患儿监护人
对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①智障儿或失语症等；②有自身免疫或传染性疾
病；③有先天或其他原发性疾病；④患儿依从性差；
⑤临床资料不全。对照组均为门诊健康体检未及
眼部异常儿童。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1.2.1 病史收集
①详细了解患儿是否有哮喘、过敏性鼻炎等过
敏性病史；②用眼卫生情况：学习时房间光线是否
充足，眼睛距离书本是否过近，写字姿势是否正确，
是否经常长时间玩电脑或看电视，睡眠是否充足，
是否有偏食、挑食等不良饮食习惯；③患儿有无不
良心理情绪或精神压力过大情况；④是否有眼睑充
血、增厚、包块、眼部分泌物情况，是否经常揉眼，有
无眼部异物感、干燥、易疲劳，视力模糊，是否有对
外界风、光等刺激较敏感；⑤是否同时伴有皱眉、撅
嘴、摇头、扭颈等抽动症症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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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眼科及相关科室检查
①外眼检查：睑缘位置有无异常，如睑内外翻
等，有无倒睫症状；眼睑皮肤有无红肿、疼痛、包
块，脱屑、糜烂等异常；结膜是否充血水肿，有无肥
厚增生，是否存在睑结膜结石、滤泡、乳头等；裂隙
灯检查睑板腺开口情况，角膜是否有瘢痕、异物、炎
症及上皮损伤。②视力检查：电脑验光仪检查患儿
裸眼视力，判断是否存在屈光不正（常规眼位检查、
角膜曲率及眼底照像），存在屈光异常的患儿根据
其年龄、病情采用 1%阿托品眼用凝胶或复方托吡
卡散瞳，接受客观视网膜检影和试镜。③抽动症检
查：由神经科进行相关检查，除外链球菌感染，应用
儿童神经心理成套量表对患儿进行注意力测试，常
规脑电图、血铅浓度和钙铁锌等微量元素检查。
1.2.3 泪膜破裂时间测量
检查需在独立且安静的暗室中由 1 名经验丰富
的医生独立完成。室内湿度 80%，
温度 20 ℃。将 1 滴
荧光素钠溶液（0.25%）滴入患儿结膜囊内，为使荧
光素均匀分布于其泪膜，要嘱咐患儿眨眼（5 次左
右），然后坐于裂隙灯前，并平视前方。医生采用宽
裂隙于裂隙灯显微镜钴蓝光束下进行观察，用电子
秒表同时记录患儿睁眼到第 1 个黑斑或黑线出现的
时间，该时间便是泪膜破裂时间。同法连续测量 3
次后取所有时间的平均值。
观察指标：①统计患儿瞬目异常主要病因；②
观察患儿不同年龄、性别、眼别及不同诱因与泪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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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时间的关系。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1.0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
数±标准差（x ± 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瞬目异常患儿常见病因分析
患儿瞬目异常主要病因有（由多到少）不良用
眼习惯（54.90%）、屈光不正与斜视（44.76%）、不良
饮食与卫生习惯（35.66%）、眼表炎症（34.62%）、多
发性抽动症（21.33%）等，其他因素有伴发系统过敏
疾病或具有过敏性病史（哮喘、过敏性鼻炎等），且
有多种因素共同存在者。
2.2 瞬目异常患儿年龄与泪膜破裂时间的关系
组间比较，对照组各年龄段左眼和右眼泪膜破
裂时间均显著高于研究组（P＜0.05）。组内比较，研
究组 5~7 岁与 8~10 岁左眼和右眼泪膜破裂时间比较
无显著差异（P＞0.05），
5~7 岁、
8~10 岁左眼和右眼泪
膜破裂时间均显著高于 11~13 岁（P＜0.05），随着年
龄增加，
研究组患儿泪膜破裂时间呈下降趋势（表1）。
2.3 性别与泪膜破裂时间的关系
组间比较，对照组男生与女生左眼和右眼泪膜
破裂时间均显著高于研究组（P＜0.05）。研究组男
生左眼和右眼泪膜破裂时间与女生比较均无显著
差异（P＞0.05，表 2）。

表 1 瞬目异常患儿年龄与泪膜破裂时间的关系
研究组泪膜破裂时间

组别

左眼

右眼

左眼

右眼

18.14 ± 2.54a

17.49 ± 2.37a

25.26 ± 4.51b

25.60 ± 4.28b

11~13 岁组

16.63 ± 1.83

15.34 ± 1.36

25.25 ± 3.62

23.71 ± 3.55b

18.08 ± 2.41a

16.97 ± 2.55a

a
b
与 11~13 岁组比较，
P＜0.05；与研究组比较，
P＜0.05。

表2

男
女
t值
P值

2.4

对照组泪膜破裂时间

5~7 岁组

8~10 岁组

性别

（s）

性别与泪膜破裂时间的关系

研究组泪膜破裂时间
左眼

右眼

（s）

对照组泪膜破裂时间
左眼

右眼

17.27 ± 2.46 16.93 ± 2.76 24.95 ± 4.61 25.09 ± 4.07
16.71 ± 2.15 16.62 ± 2.59 24.97 ± 4.35 25.14 ± 4.22
0.537
0.591

0.302
0.763

0.804
0.425

1.047
0.300

眼别与泪膜破裂时间的关系
本 组 患 儿 左 眼 平 均 泪 膜 破 裂 时 间 为（16.73 ±

24.19 ± 4.87b
b

24.34 ± 4.15b

2.66）s，右眼平均泪膜破裂时间为（16.84±2.01）s，左
眼和右眼平均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149，
P=0.882）。
2.5 不同病因与泪膜破裂时间的关系
各影响因素中，研究组泪膜破裂时间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统计学分析有显著差异（P＜0.05）。
以眼表疾病对泪膜破裂时间的影响最为明显，其
次是屈光不正及不良习惯的影响，抽动症的影响
较弱（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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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病因

不良用眼习惯
屈光不正与斜视
不良饮食与卫生习惯
眼表疾病
抽动症
其他因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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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影响因素与泪膜破裂时间的关系

研究组泪膜破裂时间

（s）
对照组泪膜破裂时间

左眼

右眼

左眼

右眼

17.73 ± 2.17

18.01 ± 2.68

24.82 ± 4.72

24.97 ± 2.94

18.99 ± 4.34

18.51 ± 3.98

25.34 ± 2.51

25.12 ± 3.66

18.02 ± 3.25
13.24 ± 6.17
19.61 ± 2.26
20.39 ± 1.66

17.92 ± 2.72
12.59 ± 5.02
19.62 ± 2.09
19.47 ± 3.94

讨 论

3.1 患儿瞬目异常常见病因与泪膜破裂时间关系
3.1.1 不良用眼习惯与屈光不正斜视
不良用眼习惯包括过度劳累或用眼不当，读写
和握笔姿势不正确导致过近距离用眼（<33 cm），连
续用眼时间过长（>40 min），阅读环境不良（不使用
或仅使用台灯），阅读姿势异常（喜爱躺卧、移动中
阅读）等。在本研究中，不良用眼习惯高达 54.90%，
与朱莉等［1］学者研究结果一致，成为影响泪膜破裂
时间的第 2 大病因，且随着患儿年龄的增长而愈加
明显。目前有大量研究表明［2］，动画片、电脑及电视
等以快、闪画面为主的电子产品与儿童异常瞬目有
明确关系。儿童本身视力发育不健全，视频图像快
速变化且频繁闪烁易使儿童视觉中枢过度兴奋而
频繁瞬目，同时在注意力集中于屏幕或阅读时，瞬
目反射会减少约 1/3，仅 5~6 次/min［3］，不仅瞬目次数
减少，泪膜也常因瞬目不全而涂布不均匀，角膜暴
露面积亦会增加，达到 60%以上［4］，导致泪液过强蒸
发，泪膜不稳定，反致异常瞬目更为频繁，故其泪膜
破裂时间会较正常儿童缩短。屈光不正在本研究
中发病率为 44.76%，与研究中学龄儿童比例较高有
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业负担的加重，屈光不正比
例增加，近距离用眼及用眼强度逐渐增加，泪膜不
稳定因素增加，部分患儿伴有隐性或间歇性外斜
视，在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时集合不足，出现视疲
劳症状，
也间接导致泪膜破裂时间缩短。
3.1.2 眼表疾病与干眼症
儿童常见眼表疾病有倒睫、睑缘炎、睑板腺囊
肿、过敏性结膜炎、浅层点状角膜炎等，国内外多数
学者均指出［5］，瞬目异常儿童往往伴有角膜炎、结膜
炎及双眼下睑内翻等眼表改变，各类眼表病变在造
成瞬目异常的同时，多会不同程度表现为泪膜破裂
时间减少。在本研究中，有 34.62%的患儿有不同程
度的外眼疾病，倒睫及角膜点片状上皮脱落、睑板

25.24 ± 3.37
25.22 ± 4.34
24.83 ± 1.57
24.91 ± 4.33

24.76 ± 4.05
25.17 ± 4.88
24.62 ± 3.01
24.55 ± 3.99

腺囊肿均有发生，但过敏性结膜炎则是最常见的致
病因素。近年儿童感染性疾病的发生率有显著下
降趋势，但是变应性疾病却明显增加［6］。周青等［7］
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是炎性因子介导下变态反应
性疾病过敏性结膜炎的高发人群。值得提出的是，
在本院进行的过敏原检测阳性患儿中，粉尘螨及蠕
形螨的阳性检出率较高［8］，
有研究表明，
3~15 岁儿童
的蠕形螨感染率约为 13%，
进入青春期后，
皮脂腺大
［9］
量增生，
蠕形螨寄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加 。而螨虫相
关性变态反应常伴眼睑腺体的炎症浸润、
过度角化及
［10］
功能异常 。与儿童多发疾病睑板腺囊肿类似，导
致泪膜的脂质层分泌异常，泪液蒸发过强，泪膜破
裂时间减少。伴发外眼疾病的患儿，多数有使用数
种滴眼液史，且使用时间多大于 1 周，过多地使用含
有防腐剂成分的滴眼液破坏了眼表完整性，轻则加
重干眼症状，重则引起药物性角膜炎，也是导致泪
膜破裂时间减少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3.1.3 不良生活习惯、抽动症与其他因素
经过调查，本研究部分患儿偏食或厌食肉制
品，或偏好油炸、膨化食品，微量元素摄入不均衡，
缺铁、缺锌及血铅含量偏高。锌主要参与细胞和体
液免疫，而且在内眼内含量非常高，锌缺乏会影响
患儿角膜修复、新陈代谢和免疫，故对泪膜稳定性
造成影响。同时可伴有不同种类维生素缺乏，维生
素 A 缺乏会出现干眼症的表现，
维生素 B2 缺乏会导致
［11］
患儿泪液量减少 ，
均可导致泪膜破裂时间缩短。抽
动症亦可引起瞬目异常。多发性抽动症是儿童常见
心理行为疾病，
其病情反复，
病程长［12］，
表现为多组肌
群不自主抽动，可伴有上肢、颈肩等部位复合性运
动抽动，眼部则以不自主频繁瞬目为主要表现。通
常情况下，过敏性结膜炎、用眼过度是儿童抽动症
的诱发因素，进而受心理和神经因素的影响导致病
情加重或反复。故部分抽动症患者的泪膜破裂时
间也会缩短。除此之外亦有病例与链球菌感染相
关，此类瞬目异常对泪膜破裂时间影响不大，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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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血抗
“O”检查明确。
3.2 儿童瞬目异常与泪膜破裂时间的关系分析
①年龄与泪膜稳定性：本研究显示，研究组患
儿泪膜破裂时间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缩短，可能与
11 岁以后患儿即将进入青春期，出现内分泌改变有
关。加之学习任务日渐繁重，
看书或接触电子产品机
会增加，
也会对泪膜破裂时间产生影响。②性别与泪
膜稳定性：
有国外学者研究报道［13］，
男女泪膜破裂时
间比较没有明显差异，与本研究结果相似。而周瑾
等［14］认为男生泪膜破裂时间显著高于女生，与本研
究结果不一致，考虑与病例纳入标准及研究对象不
同有关。相关研究显示［15］，患儿泪膜破裂平均时间
均＞5 s，但与本研究所观察的时间相比较短，其原
因可能为检测环境湿度、温度的影响，临床还需扩
大样本量做进一步研究。
从异常瞬目的不同影响因素分析中不难看出各
种病因均可导致眼表异常从而致儿童干眼症的发生，
有研究显示干眼症患儿泪膜破裂时间和泪液分泌时
间均显著短于正常组［16］，儿童干眼症的发生使得泪
膜破裂时间缩短。但是临床研究对象多以成人为
主，鲜见研究儿童干眼症者。本组患儿干眼症发生
的原因有以下两点：①长期不良饮食习惯、外眼疾
病或含防腐剂的滴眼液的过度使用导致泪膜质量
下降。②长期观看电子产品或书籍，使睑裂暴露增
大，泪膜蒸发快，进而发展为干眼症，但是泪腺不受
影响，儿童不得不频繁瞬目以增加眼睛舒适感。目
前公认泪膜破裂时间是检查泪膜稳定性的金标准，
而泪膜稳定性下降则是频繁瞬目的主要体征之一，
在患儿依从性好的情况下，儿童干眼症也需以泪膜
破裂时间作为主要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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