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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伏前列素滴眼液联合微脉冲小梁激光成形术
对开角型青光眼患者眼压水平的影响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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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曲伏前列素滴眼液联合微脉冲小梁激光成形术对开角型青光眼患者眼压水平的影响及安全

性遥 方法 选取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开角型青光眼患者 74 例作为研究对象袁所有患者

均采用微脉冲小梁激光成形术治疗袁采用奇偶数方式将患者抽签分为两组袁其中偶数患者纳入对照组渊n=37袁采
用马来酸噻吗洛尔滴眼液治疗冤袁奇数患者纳入观察组渊n=37袁采用曲伏前列素滴眼液治疗冤袁比较两组眼压水平
改善情况尧眼部血液动力学改善情况及药物的安全性遥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眼压水平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P跃0.05冤曰治疗后袁两组眼压水平均得以下降袁且不同时间段观察组下降幅度均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曰治疗前袁两
组患者眼部视网膜中央动脉及睫状后短动脉的舒张末期血流速度及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经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渊P跃0.05冤曰治疗后袁两组患者眼部视网膜中央动脉及睫状后短动脉的舒张末期血流速度及收缩期峰值血流速

度均得以提升袁且观察组提升幅度均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曰观察组副作用总发生率为 5.41%袁与对照组渊21.62%冤
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结论 开角型青光眼患者采用曲伏前列素滴眼液联合微脉冲小梁激光成形
术促使眼压得以下降袁改善患者的眼部血液动力学袁且副作用更少袁值得临床推广及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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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s and safety of trevoprost eye drops combined with micro
pulse laser trabeculoplasty on intraocular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openangle glauc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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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Dandong Central Hospital in Liaoning Province, Dandong 118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s and safety of trevoprost eye drops combined with micro pulse laser tra鄄

beculoplasty on intraocular pressure in patients with open-angle glaucoma. Methods A total of 74 patients with openangle glaucom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ll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micro pulse laser trabeculoplasty.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n=37, drawn in an even number)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37, drawn in an odd number) according to the even
and odd number method for the research.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imolol maleate eye drops, while the obser鄄

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revoprost eye drops. The improvements of intraocular pressure level, ocular hemodynamics
and drug safe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traocular pres鄄

su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intraocular pressure levels in both groups

were decreased, and the reduction amplitud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nd-diastolic blood flow velocity and
systolic peak blood flow velocity of central retinal artery and short posterior ciliary artery in two groups of patients(P>
0.05). After treatment,the end-diastolic blood flow velocity and the peak systolic blood flow velocity of the central reti鄄

nal artery and the short posterior ciliary artery in the two groups were increased,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side effec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5.41%,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21.62%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revoprost eye drops in patients with open angle glaucoma combined with micro pulse
laser trabeculoplasty promotes the reduction of intraocular pressure and improves the ocular hemodynamics of the pa鄄
tients, with less side effect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reference.

[Key words] Travoprost eye drops; Micro pulse laser trabeculoplasty; Open angle glaucoma; Intraocular pressur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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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具有极高的致盲性袁是临床发病率极高的
一种眼部疾病袁其不仅会导致患者视力水平低下袁出
现高度近视的情况袁还具有失明的风险遥 临床有关数
据调查得知袁全球约 450 万人因该种疾病出现失明的

情况袁开角型青光眼作为青光眼的常见类型之一袁其
致盲性仅次于白内障袁且发病率逐年提升袁严重威胁
人类眼部健康袁对人类正常工作及生活造成极大影响袁

增加家庭及社会的负担[1]遥临床治疗以药物尧手术及激
光为主袁临床研究证实袁药物联合手术才能取得最佳
的治疗效果袁治疗的效果及安全性一直是临床考虑的

重点[2]遥 微脉冲小梁激光成形术最早用于糖尿病引起
的视网膜病变的治疗中袁后来应用到开角型青光眼的

治疗中袁其激光波长较长袁对小梁网细胞造成的损伤
小袁使其受到临床一致好评遥 曲伏前列素滴眼液作为
一种新型的前列腺素制剂袁其在降低眼压的同时袁药
物的安全性得到保证 遥 鉴于此袁为研究曲伏前列素滴

斑大小 300 滋m袁间隔 300 ms袁能量设定为 1000 mW袁
脉冲模式 15%占空比袁对小梁网组织进行全方位治疗袁
共 120 点遥 患者表面麻醉后袁放置治疗仪于前房角镜袁

瞄准光束聚焦于色素小梁网袁开始激光设计遥 前房角
镜设计有可旋转有指标定位环袁360毅角平均分 12 等

分袁按照刻度标准袁每个钟点位进行 10 点 MLT 激光
治疗袁360毅角共进行 120 点 MLT 激光治疗遥 术后两组

用药院对照组应用马来酸噻吗洛尔滴眼液渊成都倍特
药业有限公司袁批准文号院国药准字 H20046536袁规

格院5 mL颐12.5 mg冤治疗袁每日睡前滴注 1 滴袁每日 2 次遥
观察组应用曲伏前列素滴眼液渊爱尔康医药有限公司袁
批准文号院国药准字 H20090951袁规格院2.5 mL颐0.1 mg冤

治疗袁每日睡前滴注 1 滴袁每日 2 次遥 两组患者连续治
疗 12 周遥

1.3 观察指标

淤眼压院患者采用日本佳能公司生产的非接触眼

[3]

眼液联合微脉冲小梁激光成形术对开角型青光眼患

压计渊TX-20冤测量眼压袁取不同时间点袁每个时间点

分组进行研究袁现报道如下遥

取舒适坐位袁单眼注视眼压计头部内绿色光标袁告知

者眼压水平的影响及安全性袁选取开角型青光眼 74 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12 月 74 例开角型

测量 3 次袁取平均值遥 指导患者呼吸均衡袁情绪稳定袁

患者测量时均匀呼吸袁不要挤眼遥 于眼部血液动力学
测量情况袁采用美国惠普公司的彩色多普勒超声显像

仪渊5500 型冤加以检测袁分别对治疗前后的眼部视网
膜中央动脉及睫状后短动脉的舒张末期血流速度

青光眼患者袁纳入标准院淤符合国际眼科学会制定的诊

及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进行检测遥 设定探头频率

0.133 kPa冤以上袁伴有视野损伤及视神经纤维层改变

动脉尧睫状后短动脉测定遥 盂观察结膜充血尧异物感及

断标准曰于患者房角开放袁眼压高于 22 mmHg渊1 mmHg=

的情况曰盂患者接受长期随访遥 排除标准院淤患者伴有
眼部手术史曰于出现眼部器质性病变曰盂伴有心肝肾

10 MHz袁患者取舒适坐位袁分别进行眼部视网膜中央
虹膜色素增加等副作用的发生情况遥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纳入到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系统中

功能不全曰榆不配合长期随访或正在参与其他研究者遥
采用奇偶数方式将患者抽签分为两组进行研究袁其中
偶数患者纳入对照组袁奇数患者纳入观察组遥 对照组
中袁男/女院23/14曰年龄22耀82渊51.11依3.12冤岁曰眼压 22耀

32渊25.12依2.19冤mmHg曰观 察 组 中 袁 男/女 院22/15曰 年 龄
24耀80渊52.01依3.10冤岁曰眼压 22耀33渊25.09依2.15冤mmHg遥

两组患者的性别尧年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
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1.2 方法

两组患者患眼均采用微脉冲小梁激光成形术治
疗袁采用科林公司生产的微脉冲小梁激光治疗仪袁采
用 MicroPulse OR IRIDEX IQ577TMnm 激光系统袁治

进行对比分析和检验值计算袁计量资料用渊x依s冤表示袁
采用 t 检验袁计数资料用[n渊%冤]表示袁采用 字2 检验袁
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眼压水平比较

治疗前袁两组患者眼压水平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渊P跃0.05冤曰治疗后袁两组眼压水平均下降袁且不同
时间段观察组下降幅度均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遥 见
表 1遥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眼压水平比较渊x依s袁mmHg冤

疗前袁检查患者视力尧前房尧眼压情况袁治疗时袁于结膜
囊内滴入 2 滴盐酸奥布卡因滴眼液渊山东博士伦福瑞

组别

达制药有限公司袁批准文号院国药准字 H20056587袁规

对照组

镜袁采用 300 滋m 大小的激光斑袁激光波长 577 nm袁光

P值

格院0.5 mL颐2.0 mg冤袁指导患者取坐位袁借助角膜接触

观察组
t值

n

37
37

治疗前

治疗 1 个月后

治疗 3 个月后

33.67依5.04

18.34依3.23

12.19依1.23

33.89依5.11
0.186

跃0.05

21.23依3.25
3.837

约0.05

17.17依1.26
17.203
约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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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眼部血液动力学测量结果比较渊x依s袁v/s冤

项目
眼部视网膜中央动脉

舒张末期血流速度

对照组渊n=37冤

观察组渊n=37冤

10.23依0.89

12.45依0.71

8.32依0.80

治疗前
治疗后

5.452

t值

约0.05

P值
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

治疗前
t值

舒张末期血流速度

8.384

11.24依0.54

治疗后

4.390

t值

约0.05

P值
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

4.707

9.32依0.66

治疗前

治疗前
t值

3.49依0.81
约0.05

9.30依0.53

14.23依0.62
4.104

约0.05

2.70依1.64

2.71依1.62

4.638

3.871

2.23依1.45

治疗后

约0.05

2.71依0.60

约0.05

P值
睫状后短动脉

4.451

2.72依0.63
2.87依0.75

治疗后

8.30依0.76

约0.05

P值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眼部血液动力学指标比较
治疗前袁两组患者眼部视网膜中央动脉及睫状后
短动脉的舒张末期血流速度及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
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治疗后袁两组患者
眼部视网膜中央动脉及睫状后短动脉的舒张末期血
流速度及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均提升袁且观察组提升
幅度均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3.58依1.47

t值

P值

0.284

跃0.05

0.070

跃0.05

0.075

跃0.05

0.026

跃0.05

5.682

3.416

5.015

3.977

约0.05

约0.05

约0.05

约0.05

约0.05

成形术通过间断的能量射击袁使得小梁网组织的温度

得以降低[5]袁直至降至正常水平袁不会出现周围组织牵

拉的情况袁也不易造成小梁网色素细胞破坏的情况袁其
通过阈下激光直接作用于小梁网组织的色素细胞袁对
患者不会造成伤害袁可重复利用袁具有显著优势[6]遥

临床研究结果显示袁开角型青光眼易复发袁术后

还需要配合药物加以治疗袁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袁

2.3 两组患者副作用发生情况比较

减少疾病复发[7]遥 马来酸噻吗洛尔是青光眼常用药物袁

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降低眼压的效果[8]遥 有研究结果显示袁临床常用药马来

观察组副作用发生率为 5.41%袁与对照组渊21.62%冤

酸噻吗洛尔滴眼液会随着治疗进程的不断推进袁降压

虹膜色素增加

总发生[n渊%冤]

效果也随之减弱袁难以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9]遥 曲伏前

0

2渊5.41冤

腺素 F 受体亲和力强 [10]袁可起到保护视神经的效果袁

表 3 两组患者副作用发生情况比较
n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字2 值

37
37

结膜充血 异物感
4
1

2
1

2

8渊21.62冤
4.163

约0.05

P值

为 茁 受体阻滞剂的一种袁能阻断 茁1 及 茁2 受体袁起到

列素滴眼液作为一种新型的前列腺素制剂袁其与前列

疏通葡萄膜巩膜通路袁使得房水得以顺利外流袁进而
促使眼压得以降低袁长期使用药物持续有效[11]遥 本次

研究结果显示袁观察组眼压下降水平显著优于对照组袁
3 讨论

可见两种药物均可起到降低眼压的效果袁但曲伏前列

开角型青光眼是临床常见的致盲性眼病袁主要由
眼压增高袁使得眼球内部组织及视神经受到严重损伤
导致袁患者的视力水平不断下降袁视野逐渐减小袁面临
失明的风险[4]遥 其临床多表现为视野缺损或视神经萎

素滴眼液的优势更显著袁治疗 3 个月后袁降低眼压效
果更优袁说明其远期疗效更显著袁不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药效减弱遥
开角型青光眼患者的视神经血流不断减少袁眼部

缩等袁属于不可逆性盲疾病遥 目前袁根据数据统计我国

血流不畅袁使得血管阻力不断加大袁血液循环受阻袁进

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们眼部健康的重大疾病袁降低患

经血液循环袁促进眼部血液流通遥 本研究还可知袁观察

青少年发病率为 1.4%耀2.0%袁发病年龄越来越年轻化袁

而增高眼压 [12]袁因此袁降低眼压的关键在于促进视神

者生活质量袁给生活和工作均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遥

组眼部视网膜中央动脉及睫状后短动脉的舒张末期

研究发现袁控制眼压是该病治疗的关键袁是可通过治

血流速度及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提升幅度大于对照

疗加以控制的危险因素之一遥

组袁可见曲伏前列素滴眼液改善眼部血液循环优势显

激光治疗是公认的降低眼压的有效方式袁其减少

著袁与陈艺辉等[13]的研究结果一致遥 原因是曲伏前列

患者用药袁可避免二次手术的伤害袁微脉冲小梁激光

素滴眼液疏通葡萄膜巩膜的通道袁促使房水得以外流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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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房水循环袁而房水对于维持眼压的平稳性有着显

著意义 [13]袁可见袁曲伏前列素滴眼液能改善患者眼部

血流动力学 遥 此外袁研究结果显示袁观察组的副作用
[14]

发生率少于对照组袁可见曲伏前列素滴眼液的安全性
更高袁与应佳等[15]的研究结合相印证遥
综上所述袁开角型青光眼患者采用联合微脉冲小

梁激光成形术促使眼压得以下降袁改善患者的眼部血
液动力学袁且未见副作用增加的情况袁值得临床推广
及借鉴遥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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