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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杭州市高中生睑板腺功能障碍( ｍｅｉｂｏｍａｉｎ ｇｌａｎｄ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ＭＧＤ)患病率及相关因素ꎬ为青少

年睑板腺功能障碍防控工作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随机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睑部检查的方法ꎬ分析杭

州市 ５ 所高中 １ ３０２ 名学生睑板腺功能及相关影响因素ꎮ 结果 　 高中生 ＭＧＤ 患病率为 ７.８３％ꎬ男生( ８.０８％) 和女生

(７.５５％)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１１ꎬＰ ＝ ０.１０)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年级(ＯＲ ＝ １.１９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６ ~
１.３０ꎬＰ＝ ０.０３)、近视(ＯＲ＝ １.５５ꎬ９５％ＣＩ＝ １.４３~ １.７７ꎬＰ＝ ０.０１)、连续用眼时间(ＯＲ＝ １.８０ꎬ９５％ＣＩ＝ １.５９ ~ ２.０５ꎬＰ＝ ０.０２)与高

中生患 ＭＧＤ 呈正相关ꎮ 结论　 杭州市高中生中睑板腺功能障碍有一定比例的存在ꎬ其中年级、近视和连续用眼时间与

ＭＧＤ 呈正相关ꎮ 学习生活中应加以预防ꎬ同时要加强爱眼护眼的宣传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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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睑板腺功能障碍 ( ｍｅｉｂｏｍａｉｎ ｇｌａｎｄ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ＭＧＤ)是临床上常见的眼表疾病之一ꎬ是一种慢性、弥
漫性睑板腺病变ꎬ为蒸发过强型干眼症的主要原因ꎬ
多发于中老年人[１－２] ꎮ ＭＧＤ 主要与人体免疫力有关ꎬ
当睑板腺分泌过旺或分泌的质量差ꎬ就容易引起睑板

腺管口的堵塞ꎬ局部出现发炎发红的症状ꎬ导致干眼

症、睑板腺发炎等ꎮ 睑板腺的作用是通过分泌物来湿

润眼球ꎬ睑板腺功能下降ꎬ从而引起内膜功能下降ꎬ进
而出现各种眼部不适症状[３－６] 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ꎬ学习和工作节奏的加快ꎬ人们的用眼强度显著增

加ꎬ加之不注意用眼卫生ꎬ 导致睑板腺疾病的多

发[７－８] ꎬ且 ＭＧＤ 发病正在向低年龄段蔓延[９－１０] ꎮ 本研

究对杭州市 ５ 所高级中学的学生 ＭＧＤ 情况进行调

查ꎬ旨在为学生预防 ＭＧＤ 的发生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９—１２ 月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杭

州市 ５ 个主城区内各抽取 １ 所高级中学ꎬ在 ５ 所学校

中按照一至三年级进行随机分层整群抽样调查ꎮ 共

发放调查问卷 １ ３６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３０２ 份ꎬ有效

率为 ９５.７４％ꎮ 其中男生 ６９３ 名(５３. ２３％)ꎬ女生 ６０９
名(４６.７７％)ꎻ一年级学生 ４５２ 名(３４.７２％)ꎬ二年级学

生 ４４８ 名(３４.４１％)ꎬ三年级学生 ４０２ 名(３０.８８％)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经学校方面配合ꎬ被调查学生在签

署知情同意书后ꎬ由经培训过的调查员讲解后发放问

卷ꎬ学生现场填写并当场回收ꎮ 调查问卷为自制ꎬ预
调查中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４ꎬ重测信度系数为

０.８２ꎮ 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含年级、性别)、是否近

视、是否常戴角膜接触镜、用眼习惯(可视电子屏使用

时间、纸制书本学习时间、是否经常使用眼药水等)、
饮食习惯(是否常食用含维生素 Ａ 的制剂或食品ꎬ如
动物肝脏、胡萝卜、西红柿、红薯、菠菜、青红椒、芒果、
红枣等深色蔬果)、眼部症状(是否经常眼干、眼痛ꎬ是
否经常有烧灼感、异物感等ꎬ晨起是否有视物模糊等

现象)等内容ꎮ
１.２.２　 睑部检查 　 所有学生检查前均被告知检查目

的ꎬ检查由眼检医师操作:于裂隙灯下检查学生每只

眼睛的睑缘和睑板腺开口情况[１１] ꎬ并持湿棉棒按压睑

缘睑板腺开口处ꎬ观察在睑板腺开口被挤出的分泌物

的性状和睑板腺排出能力[１２－１３] ꎮ 睑板腺分泌检查对

象为每只眼睛上下两睑的中央 ５ 个腺体ꎮ 检查后分别

记录ꎮ
１.３　 诊断标准　 睑部检查时ꎬ以睑缘形态和睑板腺口

无异常ꎬ睑板腺检查的 ５ 个腺体均有排出能力ꎬ且分泌

物清亮、透明为正常ꎻ否则判别为异常ꎮ 以«我国睑板

腺功能障碍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２０１７ 年)» [１４] 中提

到的睑缘和睑板腺开口异常和睑酯分泌异常 ２ 项中ꎬ
出现其中任何 １ 项并伴有眼干、眼痛、视力波动等眼部

症状诊断为 ＭＧＤꎮ
１.４　 质量控制　 所有调查员和眼检医师由本单位体

检中心的医护人员构成ꎬ经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ꎬ其
中眼检医师均为本单位的眼科专科医生ꎮ 质控主要

包括调查问卷填写的完整性和睑部检查的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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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体征判别等方面ꎮ
１.５　 统计分析　 数据采集后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进行录

入ꎬ导入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进行分析处理ꎬ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睑板腺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采用非条件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高中生 ＭＧＤ 患病率　 共检出 １０２ 名睑板腺功能

障碍者ꎬ占被调查人数的 ７.８３％ꎬ其中男生 ５６ 名ꎬ女生

４６ 名ꎬ患病率分别为 ８.０８％和 ７.５５％ꎬ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２.１１ꎬＰ＝ ０.１０)ꎮ
２.２　 ＭＧＤ 患病率单因素分析　 将是否患 ＭＧＤ 作为

因变量(１ ＝是ꎬ０ ＝否)ꎬ以性别(１ ＝女ꎬ２ ＝男)、年级(１
＝高一ꎬ２ ＝ 高二ꎬ３ ＝ 高三)、近视(１ ＝ 是ꎬ０ ＝ 否)、角膜

接触镜佩戴(１ ＝ 是ꎬ０ ＝ 否)、眼药水使用(１ ＝ 是ꎬ０ ＝
否)、连续用眼时间(１ ＝ <２ ｈꎬ２ ＝ ≥２ ｈ)、摄入维生素

Ａ 情况(１ ＝经常ꎬ０ ＝不经常)等作为自变量ꎬ进行单因

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年级、近视、角膜接触

镜佩戴、连续用眼时间与高中生患 ＭＧＤ 呈正性相关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高中生睑板腺功能障碍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１ ３０２)

变量 β 值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年级 ０.３２ ２７.２６ ０.０２ １.２５(１.２３~ １.４８)
近视 ０.４３ ８.２３ ０.０１ １.４７(１.３１~ １.７６)
角膜接触镜佩戴 ０.２３ １１.６２ ０.０２ １.２６(１.１９~ １.５１)
连续用眼时间 ０.５７ １０.４８ <０.０１ １.６６(１.５４~ ２.０１)

２.３　 ＭＧＤ 患病率多因素分析　 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

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ꎬ结果显示ꎬ年级、近视、连续用眼时间与高中生患

ＭＧＤ 呈正相关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高中生睑板腺功能障碍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１ ３０２)

变量 β 值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年级 ０.１８ １７.３５ ０.０３ １.１９(１.１６~ １.３０)
近视 ０.４４ ９.６３ ０.０１ １.５５(１.４３~ １.７７)
连续用眼时间 ０.５９ ９.３２ ０.０２ １.８０(１.５９~ ２.０５)

３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ꎬ杭州市 ５ 所高中学生中睑板腺功

能异常( ＭＧＤ)患病率为 ７.８３％ꎬＭＧＤ 在高中生中有

一定比例存在ꎬ说明 ＭＧＤ 正呈现患病年轻化的趋势ꎮ
本研究中ꎬ男、女生 ＭＧＤ 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ꎬ高年级学生 ＭＧＤ 患病

率高于低年级学生ꎬ近视学生高于非近视学生ꎬ戴角

膜接触镜的学生高于不戴的学生ꎬ连续用眼时间长的

学生高于时间短的学生ꎬ年级、近视、角膜接触镜佩

戴、连续用眼时间与高中生患 ＭＧＤ 呈正相关ꎮ 在控

制其他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后ꎬ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结果表明年级、近视、连续用眼时间与患 ＭＧＤ 呈正

相关ꎬ主要与高年级学生课业负担繁重、相应的用眼

时间较长等因素有关ꎬ同时由于电子设备的普及ꎬ高
中生对于电子设备的使用和依赖导致长时间用眼可

能也是导致患 ＭＧＤ 的重要原因ꎮ 研究还显示ꎬ近视

与患 ＭＧＤ 有直接关系ꎬ原因可能是近视的发展会导

致 ＭＧＤ 的发生ꎮ
综上所述ꎬ需要从小培养青少年良好的用眼习

惯ꎬ注意用眼卫生ꎬ避免长时间观看电子设备ꎬ注意劳

逸结合ꎬ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ꎬ防止近视[１５] ꎮ 家长

和老师要加强督促学生养成爱眼的行为习惯ꎬ帮助制

定合理科学的学习计划ꎮ 疾控部门要加强爱眼宣传ꎬ
普及科学用眼知识ꎬ维护好青少年的眼睛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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