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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在预防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术后干眼症中的研究
郭晓勤，王潇潇，徐 娜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北京 100043）

【摘要】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在预防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术后干眼症中的研究。方法  选取在我科行准分子激光

角膜屈光术的患者100例，随机按护理方法不同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50例。对照组患者仅接受屈光手术常

规护理，试验组患者在屈光手术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护理干预以预防干眼症。分析并比较两组患者在准分子激光屈

光术后3天、6个月以及一年发生干眼症的人数和比例。结果  试验组患者术后3天、6个月以及一年发生干眼症的人数

及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护理干预可有效减少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术后干

眼症的发生，并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症状或缩短病程，提高患者的舒适度，提升患者的术后满意度。

【关键词】护理干预；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术；干眼症

【中图分类号】R4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2096-2479.2019.11.72.02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患者选择

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以改善视力，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随

着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完善，角膜屈光术治疗近视的安全性、稳定

性和有效性已在临床得到验证。干眼症又称角结膜干燥症，是泪

液质或量异常导致泪膜稳定性下降的一种疾病，伴有眼部不适和

（或）眼表组织病变，是角膜屈光术后早期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其发病原因可能与术前眼表的状态、术中及术后药物的使用以及

手术方式、术后角膜损伤及恢复有关[1]。本文将护理干预应用于

预防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术后干眼症中，取得满意的效果。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在我科行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术的患者100例，随机

按护理方法不同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50例。其近视

等球镜为-1.75~-10.00D，平均-5.45D。其中男46例，女54例，

年龄18~36岁，随机按护理方法不同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50例。两组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仅接受屈光手术常规护理，试验组患者在屈光手

术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护理干预以预防干眼症。常规检查角膜

荧光染色（FL）、泪液分泌试验及泪膜破裂时间。分析并比较两

组患者在准分子激光屈光术后3天、6个月以及一年发生干眼症的

人数和比例。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ASS19.0统计软件将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

患者术后3天、6个月以及一年发生干眼症的人数和比例的比较采

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试验组患者早期干眼症的发生率为66.0%，显著低于对照组

94.0%；试验组术后6个月干眼症的发生率为20.0%，显著低于对

照组46%；试验组术后一年干眼症的发生率为6.0%，显著低于对

照组28.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干眼症发生率的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术后3天 术后6个月 术后一年

干眼症（人） 干眼症（%） 干眼症（人） 干眼症（%） 干眼症（人） 干眼症（%）

试验组 50 33 66.0% 10 20.0% 3 6.0%
对照组 50 47 94.0% 22 46.0% 14 28.0%

P值 ＜0.05

3  护理干预

3.1 术前护理：
术前应详细评估患者眼部情况，如有无干眼症状，有无眼部

异物感、眼部经常充血，是否可耐受角膜接触镜以及一天内视力

是否经常波动等。并行睑缘检查、睑腺板功能及泪液分泌实验，

以排除已存在的干眼症或干眼症潜在患者。有研究表明：术前患

有干眼症的患者在行准分子屈光术后患严重干眼症的风险较术前

无干眼症的患者明显增加，这与患者基础泪液分泌量减少，致使

术后泪膜稳定性及眼表动态平衡恢复速度减慢有关[2]。同时，应

了解患者的手术动机，告知手术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并发症，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3.2 术中护理：
控制手术室的温湿度，室温在1 8 ~ 2 5℃，湿度保持在

50%±10%，以防过高或过低的温度及湿度影响激光的输出和角

膜的激光吸收量。清洁并消毒眼周局部皮肤，眼部滴表麻剂时，

注意使用的时机和次数，以免过早或过多的表麻剂损伤角膜上

皮，影响术中激光束切削角膜组织的精确性。双眼同时行屈光术

者，后行手术的一侧术眼由于表麻剂作用时间较长，角膜更易脱

水，应延迟滴表麻剂的时间或适当调整激光参数。

3.3 术后护理：
术后应遵医嘱使用人工泪液滴眼，每日4~6次，以减少干眼

症的发生，提高手术效果。目前国内外较为公认的是0.3%玻璃

酸钠滴眼液，可促进眼表角膜神经功能的恢复、减轻干眼症的症

状[3]。术后4h尽量闭眼休息，6个月内避免用眼疲劳，减少使用

手机和电脑的时间，必须使用时，将电脑或手机屏幕置于视线以

下，保持垂眼看屏幕。避免空调或风扇的气流直吹眼睛。秋冬季

节注意室内增加一定的湿度。此外，收集患者的基本信息和手术

信息，建立患者的信息登记卡，定期进行电话回访，询问患者术

眼恢复情况及有无不适，及时督促患者来院复查角膜愈合及视力

恢复情况。

4  讨  论

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术在提高患者恢复视力的同时，由于

手术多种因素的影响，术后出现干眼症的几率较高，患者可出现

眼痒、异物感、烧灼感，视物模糊及视力波动等不良症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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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时，患者由于长期饱受疾病缠绕、折磨，内心相对低落，

容易产生焦虑、烦躁情绪。因此，护士多与患者进行沟通、交

流，积极向患者及家属宣传、教育PICC局部感染、大面积湿疹

产生的原因，干预方法等；护士加强患者心理评估，了解患者心

理变化情况，针对每一位患者制定相应的心理护理，帮助患者树

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善于向患者介绍成功病例，帮助患者树立战

胜疾病的信心，提高护理依从性。

3.6 一般护理干预:
帮助患者勤换衣物，保持湿疹部位清洁、干燥。同时，护理

过程中加强患者生命体征检查，如：血压、心率等，叮嘱患者定

期到医院复查或不适随诊；对患者护理过程中必须遵循无菌操作

步骤进行，降低医院交叉感染率。

3.7 皮肤护理:
为了避免湿疹面积的进一步扩大或湿疹发生破溃，应结合

每一位患者情况加强其皮肤护理干预，护理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皮肤护理过程中叮嘱患者避免对皮肤进行抓挠，对于发生

破损部位避免接触热水、肥皂水，尽可能穿宽松衣服，降低对皮

肤产生的刺激；（2）换药时严格遵循医院要求完成，动作尽可

能轻柔，避免对患者造成二次损害。 
3.8 饮食干预指导 ：

PICC局部感染合并大面积湿疹患者除了需要采取积极有效

的药物干预外，还应加强患者饮食指导干预，结合患者的日常生

活喜好尽可能让患者饮食营养价值较高的食物，不仅能维持机体

需要，还能提高患者免疫水平，促进创面早期愈合。 
3.9 健康教育：

患者自身文化水平低，父母文盲，由于疾病导致的痛苦，

患者自身对于PICC导管认知不足，健康教育的信息接收慢，加

上家里生活条件差，夏天闷热易出汗，导致贴膜脱落，为了节省

那些换药的钱，在家随意用保鲜膜胶带包裹，以延长换药时间，

即使早期发现穿刺点有湿疹也为未引起重视，只是买点药随意涂

抹一下，针对于此患者，通过我们制做的全面、浅显、易懂、生

动、形象、少文字的PICC维护PPT 课件方案，耐心讲解，互动讨

论、经验交流的形式宣教。将其拉进我们医院的PICC微信群，

加强患患之间、医患之间的互动，讲解同时能检验患者对相关知

识的知晓率。能有效帮助患者解决带管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困惑。

患者对宣教知识的掌握程度增高，有效保护好导管，减少了患者

的痛苦，减少了患者经济负担，也减少了我们的工作量。

4 药物的作用机理 
 PICC局部感染合并大面积湿疹患者常需要进行药物干预，

常用药物包括：聚维酮碘、地塞米松等，不同药物均能改善患者

症状，促进患者早期恢复。聚维酮碘是临床上常用的广谱抗菌药

物，能快速杀灭细菌、真菌等，药物起效速度较快，能获得良好

的生物利用度，发挥杀菌作用。地塞米松属于临床常的糖皮质激

素，能发挥良好的抗炎作用，并且药物对于细菌、化学、过敏性

等因素引起的炎症反应均能发挥良好的效果。因此，药物治疗过

程中护士应向患者宣传、教育药物治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叮嘱

患者按时、按量用药，通过科学的护理干预及药物治疗能促使皮

肤末梢血管收缩，减轻炎症渗出，减轻局部不适感，发挥消炎、

止痒、镇痛及促进皮肤创面愈合功效。

5  小  结

患者经过 9天的护理，穿刺点红肿化脓及散在湿疹均已消

退，导管周围的皮肤处于完好状态，维护情况也良好。PICC在

临床上使用率较高，具有置管成功率高、置管时间长等特点，并

且该技术安全性较高，便于维护，适用于与长期输液及输注对血

管刺激性较大药物的患者。 但随着其应用增多，各种并发症如

导管相关性感染等也日益突出。导管相关性感染（ＣＲＩ）是与

置入血管内导管有关的局部或全身感染的统称，文献报道，导管

相关性感染及湿疹的发生与季节因素、免疫功能、导管穿刺技

术、导管维护周期有关。此患者依从性差，PICC留置期间维护

意识不足，未按期维护，导致感染发生；且夏季天气炎热出汗较

多，敷贴容易松脱，细菌容易繁殖；患者因肿瘤长期化疗也使免

疫功能下降，抗感染能力减弱；加强健康宣教，按规定时间维

护，导管接头及皮肤应消毒到位，尽量采用透气透明敷贴固定，

注意留置时间。对于已经发生CRI患者应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

行干预，加强患者心理护理，提高护理依从性及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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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患者的舒适度。本研究将护理干预应用于准分子屈光术后干眼

症的预防中，对患者在术前、术中、术后实施全方位的护理，包

括术前的评估和检查以及用药指导、健康宣教等，减少了干眼症

的发生，提升了患者的舒适度，实现角膜屈光术应用价值的最大

化，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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