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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系统评价氟米龙滴眼液联合玻璃酸钠滴眼液治疗干眼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遥 方法 按 Cochrane 系统

评价方法袁检索 Pubmed尧Cochrane 图书馆尧CBM尧CNKI尧VIP 和万方等数据库袁纳入氟米龙滴眼液联合玻璃酸钠滴

眼液治疗干眼的随机对照研究袁时间从 201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进行 Meta 分析袁采用 RevMan5.3 软件遥 结果
共纳入 7 篇随机对照试验袁共 659 例受试者袁其中干预组 336 例袁对照组 323 例遥 Meta 分析结果显示袁氟米龙滴眼

液联合玻璃酸钠滴眼液在泪膜破裂时间[MD=3.11袁95%CI渊2.28耀3.93冤袁P<0.00001]尧泪液分泌试验[MD=1.63袁95%
CI渊0.28耀2.98冤袁P<0.05]尧角膜 荧 光素 染 色 [MD=-1.01袁95%CI渊-1.61耀0.42冤袁P<0.001]尧总有 效 率 [MD=5.34袁95%CI
渊2.57耀11.09冤袁P<0.00001]等方面更优遥 两组均无严重的不良反应遥 结论 氟米龙滴眼液联合玻璃酸钠滴眼液治疗
干眼症优于单独用玻璃酸钠滴眼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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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fluorometholone eye drops combined with

sodium hyaluronate eye drops in the treatment of dry eye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Cochrane systematic review
method袁 Pubmed袁 Cochrane Library袁 CBM袁 CNKI袁 VIP袁 Wanfang and other databases were searched袁 and the ran鄄

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 of fluorometholone eye drops combined with sodium hyaluronate eye drops in the treatment
of dry eyes were included. The study period was from January 2010 to January 2020.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鄄

ing RevMan5.3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7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with 659 subjects were included袁including

336 subjec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323 subjec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meta-analysis results袁
the combination treatment of fluorometholone eye drops and sodium hyaluronate eye drops showed superior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tear film break-up time [MD=3.11袁95%CI 渊2.28-3.93冤袁 P<0.00001]袁 tear secretion test [MD=1.63袁95%CI
渊0.28-2.98冤袁P<0.05]袁 corneal fluorescein staining [MD=-1.01袁95%CI 渊-1.61-0.42冤袁P<0.001]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MD=5.34袁95%CI 渊2.57-11.09冤袁 P<0.00001]. There were no serious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Flumetholone eye drops combined with sodium hyaluronate eye drop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sodium hyaluronate
eye drops alone in the treatment of dry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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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时代袁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电子产品袁而

进行数据收集及整理袁通过对数据的研究袁为氟米龙

随着智能手机尧电脑等的普及袁干眼症的患者迅速增

滴眼液与玻璃酸钠滴眼液联合治疗干眼症提供有力

长袁并趋于年轻化遥 干眼的主要治疗方式是药物治疗袁

证据袁现报道如下遥

常用的药物有人工泪液尧非甾体抗炎药尧糖皮质激素尧
环孢素 A 等遥 随着医疗科技的不断发展袁干眼的治疗

1 资料与方法

的研究却没有系统的评估遥本研究将对上述大量研究

1.1.1 研究类型 氟米龙滴眼液联合玻璃酸钠滴眼液

方法很多袁但对于氟米龙滴眼液联合玻璃酸钠滴眼液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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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研究对象 符合具有干眼症的症状和体征特点袁

文献之间存在的异质性袁对存在异质性的研究渊I2逸50%冤

1.1.3 干预措施 对照组单独使用玻璃酸钠滴眼液曰观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遥 对连续性变量采用均数加减标准

通过检查确定为干眼症[1]遥

运用随机效应模型曰对异质性较小的研究渊I2臆50%冤

察组使用氟米龙滴眼液联合玻璃酸钠滴眼液治疗遥

差表示袁统计指标制作森林地图曰对二分类变量采用

1.1.4 结局指标 泪膜破裂时间尧泪液分泌试验尧角膜

相对危险度袁并制作森林图遥

荧光素染色尧总有效率遥

1.1.5 排除标准 淤非临床研究渊综述尧动物实验等冤曰

2 结果

于研究数据与本研究内容无关的研究曰盂研究数据

2.1 搜集文献概况

本研究共在数据库中查到 236 篇与干眼症相关

缺失或数据无法收集曰榆儿童干眼曰虞内容相似研究

文献袁通过阅读研究文献的题目尧摘要尧全文袁最终被

文献遥

纳入研究 7 篇遥 纳入研究的流程见图 1遥

1.2 方法

检索 PubMed尧CBM尧CNKI尧VIP 和万方等数据库袁

2.2 基本特征

总共纳入 7 篇研究文献袁患者共有 659 例袁其中

搜集氟米龙滴眼液联合玻璃酸钠滴眼液治疗干眼症
的文献袁 收集数据时间为 201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月遥

干预组 336 例袁对照组 323 例遥 收集到的文献中干预

题词为干眼症尧角结膜干燥症尧人工泪液尧氟米龙尧玻

2 篇报道进行随访遥1 篇报道接受基金支持遥纳入研究

周期范围在 12 周内遥 5 篇报道是否存在不良反应遥

本研究收集方式以搜索主题词和关键词为主遥 其中主

的基本特征见表 1遥

璃酸钠等遥 对所有文献进行质量评价袁如果意见分歧

则评价组集体展开讨论作出裁定遥 参照 Cochrane 系

2.3 质量评价

统工作手册 5.3 进行文献质量的评价袁标准完全满足

纳入的文献组间平衡袁基线基本一致遥 但所有研

为 A 级袁部分满足为 B 级袁完全不满足为 C 级遥

究未提及采用分配隐藏袁1 项研究报告采用盲法袁有

6 项研究报告患者的知情同意遥 所有研究报告结局指

1.3 数据的处理及分析

标尧研究质量评价见表 2曰偏倚风险见封三图 1耀2遥

本研究数据处理主要采用 RevMan5.3 软件遥 纳入

表 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样本量

纳入研究
庞艳英等 2014[2]

渊T/C袁n冤
40/40

性别

渊男/女袁n冤
T院20/20

C院16/24

朱晓宇等 2014[3]

21//20

C院11/30

王咏丽等 2016[4]

96/96

C院36/60

沈歆雪 2017[5]

40/33

C院12/21

朱江等 2018[6]

36/34

C院10/24

张思伟等 2019[8]

70/66

C院36/30

陈水花等 2019[7]

51/51

C院14/37

平均年龄
渊x依s袁岁冤

T

干预措施

C

干预

不良

周期

反应

随访

提及

淤于盂

提及

无

支持

T院37.32依8.89

0.1%氟米龙滴眼液联

T院49.86依14.22

0.02%氟米龙滴眼液联 单独使用玻璃

4周

提及

淤于盂

提及

有

T院41.36依4.58

0.1%氟米龙滴眼液联

4周

提及

淤于盂榆

未提及

无

T院44.12依12.45

0.02%氟米龙滴眼液联 单独使用玻璃

淤于盂

未提及

无

T院35.08依10.09

0.1%氟米龙滴眼液联

单独使用玻璃 12 周 未提及

淤于

未提及

无

T院53.64依2.97

0.1%氟米龙滴眼液联

单独使用玻璃

T院44.0依20.5

合玻璃酸钠滴眼液

酸钠滴眼液

氟米龙滴眼液联合玻

单独使用玻璃

璃酸钠滴眼液

酸钠滴眼液

C院36.55依7.88

T院40/56

C院51.60依12.64

T院14/26

C院42.78依5.23

T院8/28

C院41.70依17.49

T院40/30

C院36.72依10.04

T院16/35

C院52.85依2.86
C院43.0依21.3

单独使用玻璃

合玻璃酸钠滴眼液

酸钠滴眼液

合玻璃酸钠滴眼液

酸钠滴眼液

单独使用玻璃

合玻璃酸钠滴眼液

酸钠滴眼液

合玻璃酸钠滴眼液

酸钠滴眼液

合玻璃酸钠滴眼液

酸钠滴眼液

8周

基金

结局指标

4 周 未提及

4周

提及

淤于盂榆

未提及

无

4周

提及

于盂榆

未提及

无

注院T院试验组曰C院对照组曰淤BUT曰于SIT曰盂FL曰榆有效率

表 2 纳入研究的方法质量学评价
纳入研究

随机方法

分配隐藏

统计方法

组间平衡

知情同意

盲法

朱晓宇等 2014[3]

提及

未提及

正确

是

有

未提及

提及

一致

合理

随机数字表

未提及

正确

是

有

未提及

未提及

一致

合理

沈歆雪等 2017

提及

未提及

正确

是

有

未提及

未提及

一致

合理

随机数字表

未提及

正确

是

有

未提及

未提及

一致

合理

张思伟等 2019[7]

提及

未提及

正确

是

有

提及

未提及

一致

合理

提及

未提及

正确

是

有

未提及

未提及

一致

合理

提及

未提及

正确

是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一致

合理

庞彦英等 2014[2]
王咏丽等 2016[4]
[5]

朱江等 2018[6]
陈水花 2019[8]

退出/失访 基线 结论合理性 质量等级 疗效评价
B

一致

B

一致

B
B
B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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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效应量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遥 Meta 数据处
理结果显示袁在基础泪液分泌方面袁氟米龙滴眼液联

合玻璃酸钠比单独使用玻璃酸钠有统计学差异[MD=
1.63袁95%CI渊0.28耀2.98冤袁P<0.05]遥 见图 3遥

2.4.3 角膜荧光素染色在疗程结束后进行 FL 的测定 纳

入的 5 项研究有统计学异质性渊I2=94%袁P<0.00001冤遥
对效应量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遥 Meta 数据处
理结果显示袁氟米龙滴眼液联合玻璃酸钠更能减轻角

膜上皮的损伤[MD=-1.01袁95%CI渊-1.61耀0.42冤袁P<0.001]遥
见图 4遥

2.4.4 有效率 对 3 项研究行异质性检验渊I2 =0%袁P=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与结果

0.75冤袁提示各研究无统计学差异袁对效应量选用固定

2.4 疗效分析

2.4.1 泪膜破裂时间在疗程结束后数据分析 纳入的

7 项研究有统计学异质性渊I =90%袁P<0.00001冤袁对效
2

应量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遥 Meta 数据处理结
果显示袁氟米龙滴眼液联合玻璃酸钠在泪膜破裂时间

效应模型进行合并遥 Meta 数据处理结果显示袁氟米龙

滴眼液联合玻璃酸钠疗效更好[MD=5.34袁95%CI渊2.57~
11.09冤袁P<0.00001]遥 见图 5遥

2.4.5 安全性 纳入 5 项研究报道不良反应袁有结膜充
血尧异物感尧眼痒尧眼压升高等袁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优于单独使用玻璃酸钠[MD=3.11袁95%CI渊2.28耀3.93冤袁

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2.4.2 基础泪液分泌试验在疗程结束后对比分析 纳入

性分析袁对纳入研究逐一剔除后袁结果未发生改变遥 表

P<0.00001]遥 见图 2遥

的 7 项研究有统计学异质性渊I =97%袁P<0.00001冤袁
2

2.4.6 敏感性分析 以泪膜破裂时间为指标进行敏感
明研究结果的可靠遥

图 2 BUT 的 Meta 分析

图 3 SIT 的 Meta 分析

图 4 FL 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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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有效率的 Meta 分析

3 讨论

析曰榆对没有发表的文献未进行检索袁且文献较少袁可

干眼症的发病机制较为复杂袁目前认为发病因素

能存在发表偏倚遥

最主要的是炎症反应袁炎症会损伤患者眼表的上皮细

胞尧泪腺及睑板腺等眼表组织 袁患者泪液的渗透压升
[9]

高袁从而影响泪膜的稳定性袁这些改变又可引起自身

的免疫反应 袁从而导致炎症反应加剧袁加重干眼遥 因

综上所述袁氟米龙滴眼液联合玻璃酸钠滴眼液治
疗干眼有更好的疗效袁但受研究的质量和数量的限制袁
上述结论需开展更高质量研究予以验证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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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愈合[4]遥 Johnson 等 [11]研究结果显示袁局部使用皮

质类固醇激素治疗使患者症状严重程度显著降低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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