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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麻下头面部手术患者眼保护方法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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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患者分别用金霉素软膏和四环素软膏进行眼保护护理比较，旨在寻求有效保护全麻患者眼睛的方法。方法：分别对我院需行 

全麻下头面部手术患者(200例)随机分成金霉素和四环素两组各 100例，按照术中眼保护护理方法分别进行护理，在术后第 1，3，5 d对两组患 

者的眼部表现及患者主诉，包括有无眼部刺痛、畏光、流泪等角膜、结膜炎症状，以及倒睫、结膜充血、角膜溃疡、视力减退等并发症及不适主诉进 

行比较。结果：金霉素组出现并发症2例，分别为角膜溃疡和视力减退，四环素组无眼部并发症，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金霉素组出 

现畏光、流泪伴刺痛和异物感共15例，四环素组只出现1例畏光，1例流泪和3例异物感，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O．05)。结论：金霉素软膏 

和四环素软膏对头面部全麻手术患者的眼部并发症发生无差异，四环素较金霉素可以减轻眼部不适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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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and assess the efficacy of eye ointment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eye—protection care，aim to find out the more effective 

measure for clinical nursing．Methods：200 general anesthesia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hlortetracycline group and tetracycline group．After the 

lth，3rd，5th days ofpostoperative，we observed the clinical outcome inclu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eye irritation，photophobia，tearing the cornea，conjunctivi— 

tis symptoms，and triehiasis，conjunctival hyperemia，corneal ulcers，vision loss and other concurrent disease and the complaints．Results：Observation out— 

come indicates that chlortetracyeline group with 2 complications，tetracycline group had no OCUlar complications，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P 

>O．05)．Chlortetraeycline group had photophobia，tearing and foreign body sensation with tingling in 15 cases，there Was only 1 case of tetracycline group 

with tearing and photophobia，and 3 cases with foreign body sensation，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results．Conclusions：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ive of eye—protection in ehlortetracycline ointment and tetracycline ointment in general anesthesia patients．And the tetracycline ointment carl reduce 

the uncomfortable symptoms more than the chlortetracycline 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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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麻醉时手术患者暂时处于神志丧失状态 ，由于全身 

麻醉和肌松药的相互作用下，使患者肌 肉松弛，包括眼部肌 

肉，以致患者闭眼不能，并且当麻醉过深或者长时间麻醉手术 

时泪液分泌减少、蒸发增加，可使眼睛失去其天然保护作用， 

因此全麻手术或头颈部手术的患者中有时会发生眼睛损伤的 

现象，如角膜损伤，结膜损伤，角膜、结膜同时损伤 j。研究认 

为金霉素软膏 和四环素软膏 均可以有效防止手术过程 

中因眼睑闭合不全造成的角膜炎等，且应用眼膏联合 3 M眼贴 

膜保护眼睛的方法能显著减少手术后患者眼部并发症，是一 

种有效的眼部保护方法 J。但最近在临床实践显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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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素在有效保护患者眼睛的同时也给患者带来诸多眼部不适 

症状，如畏光、流泪等。本研究是对患者用眼膏联合 3 M眼贴 

膜保护眼睛的方法进行改进研究，用金霉素软膏和四环素软 

膏分别进行眼保护护理，旨在有效保护全麻患者眼睛的同时 

减轻术后不适给患者带来的痛苦。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纳入 2009年 7月 一2010年9月我院 

需行全麻手术的患者200例，排除术前眼部损伤，结膜、角膜炎症 

病变和确诊甲状腺功能亢进者。其中男 134例，女 66例。年龄 

16—70岁，平均(44±13)岁。颅脑手术 88例，口腔科手术 67例， 

鼻部手术45例。手术时间为1～8 h，平均(5．2±2．9)h。 

传统药物。本研究表明，六味地黄丸和补骨脂会使患儿睡眠 

觉醒水平明显提高，达到治疗遗尿症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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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对纳入的患者用随机数据表法随机分为金 

霉素组和四环素组各 100例，金霉素组进行常规的眼睛护理 ： 

全麻插管后，先检查眼部情况有无异常，撑开患者上下眼睑， 

将盐酸金霉素眼膏缓缓挤入眼睑结膜囊内，轻轻将眼睑闭合， 

外覆盖小方纱(小方纱的大小以正好将眼窝覆盖为宜)再用3 

M眼保护膜将小方纱完全覆盖，检查有无缝隙，防止消毒液流 

进眼睛。手术结束后巡回护士将3 M眼保护膜轻轻撕开，用 

湿无菌纱布(以不拧出水为宜)将该患者双眼眼膏轻轻擦去。 

四环素组进行的护理方法同金霉素组，只是改用四环素 

软膏。所有纳入的患者术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术后第 1，3，5 d内的眼部表 

现及患者主诉，包括有无眼部刺痛、畏光、流泪等角膜、结膜炎 

症状，以及倒睫、结膜充血、角膜溃疡、视力减退等并发症及不 

适主诉。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的数据分析连续性变量服从正态分 

布的用均数 a-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检验； 

计数资料用率来表示，组间差异用卡方检验。所有检验都取 

双侧检验，检验水准 =0．05。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比较(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100) 

注： 为 t检验，其余为 检验 

2．2 两组患者术后眼部症状比较(表2) 

表2 两组患者术后眼部症状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3 讨 论 

全麻患者术中处于神志丧失状态，大部分反射均被抑制， 

自我保护完全丧失，异物进入眼内患者均无反应，不能主动紧 

闭双眼来保护眼睛，且有些患者全麻后或睡着后双眼眼睑闭 

合不全。手术期间由于灯光长时间的刺激以及水分的不断蒸 

护理实践与研究2012年第 9卷第 3期(上半月版 

发，易导致角膜、结膜干燥、模糊，患者术后会感到双眼刺痛、 

畏光、流泪。从上述研究结果显示，金霉素尽管能有效保护全 

麻术中患者眼部，但也造成患者眼部不适，给患者术后带来不 

必要的痛苦。而改用四环素软膏，不但可以达到常规护理的 

效果，还有效地减轻了术后患者的眼部不适症状。分析此原 

因可能是金霉素较四环素刺激，易于引起术后患者出现畏光 、 

流泪、异物感等不适症状。周盈盈等 在研究甲亢患者时指 

出，患者全麻术中采用四环素软膏进行眼保护，可以使眼球表 

面与四环素软膏形成眼保护膜，同时具有一定的润滑、保湿与 

消炎作用，加之同时覆盖眼保护膜，进一步加强了眼球的保护 

作用。张敏等 研究提示，术中使用四环素眼膏保护眼睛 ， 

可有效促使上下眼睑闭合，保持角膜表面湿润 ，同时防止空气 

中的灰尘、异物对暴露角膜的伤害，减轻术后患者出现畏光 、 

流泪、结膜炎和有异物感的局限性眼痛。金霉素眼膏具有消 

炎、保湿、润滑的作用，可防止手术时的细菌感染，在双眼表面 

形成一层保护膜以减少水分蒸发，降低因干燥摩擦时对角膜 

的物理损伤 。但本研究显示与常规使用金霉素相比 四环 

素软膏更温和，能在有效保护全麻手术患者眼睛的同时能减 

轻术后患者的不适症状，且短期无药物不良事件发生，值得临 

床推荐使用。在研究中观察发现手术室的强光及手术时间等 

诸多因素对眼睛有不利影响 ，因此对全麻下手术特别是长时 

间手术患者应做好眼睛护理，以减少术后结膜炎等不良症状。 

不过本研究未对患者长期不 良事件进行随访 ，也未设空 白对 

照比较，因此今后的研究可能需要延长随访期以及设置必要 

的空白对照，以提高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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