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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影响大学生泪液分泌相关因素ꎬ为指导大学生用眼卫生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以整群抽取的

２８４ 名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ꎬ记录年龄、性别、移动终端( ｍｏｂｉｌ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ꎬＭＴ)的数

量及使用时间、每日读书时间、角膜接触镜的佩戴情况、眨眼频率、眼部病史、局部眼液使用情况ꎮ 并进行泪液分泌试验

(ｓｃｈｉｒｍｅｒ ｔｅｓｔꎬＳＴ)、泪膜破裂时间(ＢＵＴ ｔｅｓｔꎬＴＢＵＴ)及角膜荧光素钠(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ｉｎ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ꎬＦＬＳ)检测ꎮ 结果　 男生 ＴＢＵＴ 平

均值为(４.６５±２.８６) ｓꎬ高于女生的(４.０４±２.４６) ｓ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ＳＴ 平均值为(１９.５８± １０.１８) ｍｍꎬ男生为

(１８.８１±１０.５７)ｍｍꎬ女生为(１９.７８±１０.０９)ｍｍ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５１７)ꎮ ＦＬＳ 阳性 １６ 人(４.５８％)ꎬ眨眼频率范围 ０ ~
３８ 次 / ｍｉｎꎬ平均为(９.９６±７.２８)次ꎮ 泪液受影响的有 ２１９ 人(７７.１％)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性别、ＭＴ 使用时间、佩戴软

性角膜接触镜、眨眼频率对泪液分泌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大学生泪液分泌异常是非常普遍的问

题ꎮ 性别、移动终端使用时间、佩戴软性角膜接触镜以及眨眼频率 ４ 个因素对大学生泪液分泌有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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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人的眼表面覆盖泪膜ꎬ由 ３ 层组成:表层是睑

板腺分泌的脂质层ꎬ中层是泪腺及副泪腺分泌的浆液

层ꎬ内层是杯状细胞等分泌的黏液层ꎮ 正常稳定的泪

膜是维持眼表上皮正常结构及功能的基础ꎬ任何导致

泪膜的完整性和功能破坏的损害因素ꎬ都会引起不适

症状[１] ꎮ 张宏等[２]对眼科门诊就诊的 ６５０ 例 ３０ 岁以

上者进行问卷调查及 ＴＢＵＴ 等试验显示ꎬ２０.６％具有

泪液分泌异常ꎬ主要与年龄、性别、翼状胬肉、糖尿病、
局部眼液、视频终端( ｖｉｓｕ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ꎬＶＤＴ)等

相关ꎮ Ｂｕｋｈａｒｉ 等[３]对 ２５１ 名陪同患者前往眼科门诊

就诊的人群进行前瞻性随机调查ꎬ９３.２％具有 １ 个或

多个泪液分泌异常的指标ꎮ 本次调查主要对青年大

学生进行泪液分泌检测及影响泪液分泌相关因素研

究ꎬ旨在提供大学生泪液分泌相关数据资料ꎬ为大学

生用眼卫生提供指导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ꎬ收集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入学的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２８４ 名在

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排除干眼病患者ꎮ 女生 ２２４ 名

(７８.９％)ꎬ男生 ６０ 名(２１.１％)ꎮ 年龄范围 １６ ~ ２４ 岁ꎬ
平均(１９.６８±１.８５)岁ꎮ
１.２　 主要实验仪器及材料　 裂隙灯显微镜(日本拓普

康 ＳＬ￣１Ｅ)ꎻ荧光素钠眼科检测试纸(天津ꎬ晶明新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ꎻ泪液分泌检测试纸(天津ꎬ晶明新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ꎮ
１.３　 实验方法　 被试获得知情同意以后ꎬ进行问卷调

查(包括性别、眼部不适症状、ＭＴ、屈光度、角膜接触镜

的佩戴情况、眨眼频率、局部眼液使用情况等)ꎮ 进一

步行计算机验光ꎬ眨眼频率ꎬ泪液分泌试验( ｓｃｈｉｒｍｅｒ
ｔｅｓｔꎬＳＴ)、泪膜破裂时间(ＢＵＴ ｔｅｓｔꎬＴＢＵＴ)及角膜荧光

素钠(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ｉｎ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ꎬＦＬＳ)的客观检查ꎮ
１.３.１　 ＳＴ　 在安静和暗光环境下进行ꎬ用准备好的 ５
ｍｍ×３５ ｍｍ 泪液分泌检测试纸ꎬ将一端折弯 ５ ｍｍꎬ放
置于被检者下结膜囊肿外 １ / ３ 处ꎬ另一端垂挂于睑外ꎬ
嘱受检者轻闭双眼ꎬ５ ｍｉｎ 后取出试纸ꎬ记录滤纸条被

泪液浸湿的长度ꎬ测试主泪腺的分泌功能ꎮ 实验结果

>１０ ｍｍ 为正常值ꎬ<１０ ｍｍ 为低分泌ꎬ<５ ｍｍ 为干眼ꎮ
１.３.２　 ＴＢＵＴ　 用无菌包装的荧光素钠眼科检测试纸ꎬ
用 １ ~ ２ 滴林可霉素滴眼液将试纸条浸润荧光素钠部

分蘸湿ꎬ将蘸湿的部分轻触被检者颞上方球结膜ꎬ在
裂隙灯显微镜下观察ꎬ用钴蓝光观察角膜泪膜ꎬ荧光

素钠染色的泪膜表面出现黑洞或干斑ꎬ表示泪膜破

裂ꎮ 嘱被检者眨眼 ３ ~ ４ 次ꎬ自最后一次瞬目后自然平

视睁眼至角膜出现第一个黑斑的时间ꎬ记为泪膜破裂

时间ꎮ 正常人泪膜破裂时间为 １５ ~ ４５ ｓꎻ<１０ ｓ 为泪膜

不稳定ꎻ当瞬目后泪液不能完整遮瞒角膜ꎬ泪膜破裂

时间为 ０ꎮ
１.３.３　 ＦＬＳ　 用无菌包装的荧光素钠眼科检测试纸ꎬ
用 １ ~ ２ 滴林可霉素滴眼液将试纸条浸润荧光素钠部

分蘸湿ꎬ将蘸湿的部分轻触被检者颞上方球结膜ꎬ在
裂隙灯显微镜下ꎬ用钴蓝光观察角膜泪膜ꎮ 观察角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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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有无黄绿色着色ꎬ如有着色ꎬ说明上皮有缺损ꎮ
１.３.４　 眨眼频率　 记录 １ ｍｉｎ 内自主眨眼的次数ꎮ 实

验结果中具有≥１ 个下述体征ꎬ则认定为泪液分泌受

到影响:ＴＢＵＴ≤１０ ｓꎬ ＳＴ≤５ ｍｍꎬＦＬＳ 检查≥１ 级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ꎬ进行 ｔ 检验

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检验水准为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大学生 ＴＢＵＴ 平均为(４.１７±２.５６) ｓꎬ男生为(４.６５
±２.８６) ｓꎬ高于女生的( ４. ０４ ± ２. ４６) ｓ ( ｔ ＝ １. ６５４ꎬＰ ＝
０.０９)ꎻＳＴ 平均值为(１９.５８±１０.１８) ｍｍꎬ男生为(１８.８１
±１０.５７)ｍｍꎬ女生为(１９.７８±１０.０９) ｍｍꎬ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ｔ ＝ －０.６４９ꎬＰ ＝ ０.５１７)ꎻＦＬＳ 阳性 １６ 人(４.５８％)ꎻ
眨眼频率范围 ０ ~ ３８ 次 / ｍｉｎꎬ平均为(９.９６±７.２８)次ꎮ
２８４ 名实验对象中ꎬ 泪液分泌受影响的有 ２１９ 人

(７７.１％)ꎮ 分析大学生泪液分泌相关因素ꎬ表 １ 显示ꎬ
性别、ＭＴ 使用时间、佩戴软性角膜接触镜、眨眼频率

对泪液分泌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ꎬ女性、长时间使用

ＭＴ、佩戴软性角膜接触镜以及低眨眼频率行为是大学

生泪液分泌异常的危险因素ꎮ

表 １　 大学生泪液分泌相关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ｎ ＝ ２８４)

自变量与常数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年龄 ０.０４７ ０.３８７ ０.０１５ ０.９０３
性别 －０.２３８ ０.０８６ ７.６４０ ０.００６
移动终端数量 －０.１４１ ０.２２６ ０.３９２ ０.５３１
移动终端时间 ０.３４１ ０.１６７ ４.１８８ ０.０４１
每日读书时间 －０.１６６ ０.１３９ １.４２９ ０.２３２
软镜 －１.１４７ ０.３６２ １.０３８ ０.００２
润眼液 ０.４４６ ０.５５４ ０.６４８ ０.４２１
眼部病史 －０.２３５ ０.７３５ ０.１０２ ０.７４９
眨眼频率 －０.２５７ ０.１１９ ４.７０４ ０.０３０
常数项 ６.４９４ １.９４６ １１.１３８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本研究随机调查了 ２８４ 名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的在校大学生ꎬ具有泪液分泌异常指标的有 ２１９ 名ꎬ与
Ｂｕｋｈａｒｉ 等[３]对 ２５１ 名陪同患者前往眼科门诊就诊的

人群调查结果基本一致ꎮ 可以看出泪液分泌异常在

大学生群体中也非常普遍ꎬ需引起足够的重视ꎮ
本研究中ꎬ男生 ＴＢＵＴ 平均值高于女生ꎬ且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中女性是影响大学生泪液分泌的危

险因素ꎮ 主要是因为性激素对泪液分泌有重要影响ꎬ
雄激素对泪腺的形态、生理和免疫有调节作用ꎬ并可

调节睑板腺向泪膜中分泌油脂ꎬ雄激素水平的低下是

女性泪液分泌异常的重要原因[４－６] ꎮ
移动终端数量对大学生泪液分泌无影响ꎬ但是移

动终端的使用时间对大学生泪液分泌有影响ꎮ 许邦

丽等[７] 的研究认为ꎬ经常使用计算机的人易泪液分泌

异常ꎬ并且使用计算机时间越长ꎬ泪液分泌异常患病

率越高ꎮ 可能是由于在正常情况下ꎬ人眼泪液会以一

定速度不断地蒸发和被吸收ꎬ同时泪腺也持续分泌一

定量的新泪液进行补充ꎬ以维持眼表的健康、舒适和

抗感染能力ꎻ但在 ＭＴ 作业过程中由于眼睛高度专注

于视屏ꎬ使泪液和酶的分布异常而出现泪液分泌功能

障碍及泪膜破裂时间缩短[８] ꎮ 建议大学生要降低 ＭＴ
的接触时间ꎬ保证足够的眼睛视屏距离ꎬ并定时休息ꎮ

连续配戴软性角膜接触镜会引起泪膜功能下降

和角膜上皮损伤ꎬ且连续戴镜时间越长ꎬ损害越大[９] ꎬ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ꎮ Ｋａｓｔｅｌａｎ 等[１０] 研究认为ꎬ女性、
软性角膜接触镜佩戴者更容易有泪液分泌异常的倾

向ꎬ而硬性高透氧性角膜接触镜( ｒｉｇｉｄ ｇａｓ 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ｅｓꎬＲＧＰ)佩戴者相对来说要好些ꎮ 建议大

学生尤其是佩戴软性角膜接触镜的女性大学生不宜

长期佩戴ꎬ如需长期佩戴ꎬ建议更换 ＲＧＰꎮ
近年来ꎬ瞬目的生理功能被广为重视ꎬ成为研究

热点[１１－１３] ꎮ 随着眨眼频次减少ꎬ增加了泪液的蒸发ꎬ
降低了眼睑将泪液均匀涂布角膜表面的功能ꎬ极易出

现泪液分泌异常[１４] ꎮ 因此ꎬ建议大学生平时要避免低
眨眼频率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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