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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crimal duct obstruction is common in ophthalmology, and always causes symptoms such as
epiphora which could seriously affect the patients’ life quality. Lacrimal duct intubation is widely
applied in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lacrimal duct obstruction diseases for its convenience, effectivity and minimal invas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pecific methods for lacrimal duct intubation, tube typ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crimal duct intub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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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泪道阻塞是眼科常见疾病，常引起溢泪等症状，可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泪道阻塞的治疗方法多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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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其中泪道置管术具有简便、有效、微创等优点，在泪道阻塞性疾病的治疗中应用越来越广。本文就
泪道置管术的具体方法和置管类型等方面展开综述，其中详细介绍顺向置管术、逆向置管术、泪小管置
管术及置管的类型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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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泪道阻塞是眼科常见的泪器疾病[1]，泪道系统的先天阻塞通常是覆盖于鼻泪管鼻侧末端的 Hans 瓣
发生膜性阻塞，患儿多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被发现有溢泪症状[1]，通常药物治疗和早期探通对先天性
鼻泪管阻塞(NLDO)患儿有效率较高[2]，而探通无效者可再行手术治疗[3]。成人泪道阻塞性疾病多发于
成年女性和中老年人，常见原因有炎症、外伤、泪道中存在结石，较易形成泪囊炎，临床的主要表现是
溢泪，泪囊部皮肤潮红、糜烂，如不及时治疗，甚至可能对眼球构成潜在威胁，给患者生活质量带来严
重影响[2]。其治疗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泪道置管术的应用越来越普遍。泪道置管术是指将泪道引流管放
置在泪道阻塞、断裂的部位上，主要用于治疗膜性泪道各段的炎性阻塞和同时有骨性泪道中等以下狭窄
者，以及上泪道的外伤断裂者，可以和泪道激光、内窥镜和吻合术联合应用。国内的临床习惯常常以引
流管名称和引流管要留置的泪道部位命名泪道置管术，包括泪小管引流管(泪小管)置管术，鼻泪管引流管
(鼻泪管)置管术，全泪道引流管(全泪道)置管术[4]。其共同治疗机制是将引流管短时间留置在阻塞部位，
支撑泪道，维持其正常解剖结构，待到取管后，泪道仍能保持开放，使泪液顺利排出[5]。本文主要介绍
其在泪道阻塞性疾病中的应用。

2. 置管方法介绍及应用
2.1. 现代顺向置管术
起源于 20 世纪后期，是使用专用置管工具把外径为 1.0 mm 以下的引流管，顺向或者逆、顺方向相
结合地牵拉引流管穿越泪点和全泪道，并把引流管留置于全泪道内[4]。在欧洲和美、日、加拿大、澳大
利亚等国家的眼科普遍应用。早期是将一根直径为 1.0 mm 以下导管，从下泪点经泪小管插入泪道直至鼻
腔，导管上端暴露在下泪点处。经临床医师不断改进，发展为具有代表性的 Ritleng、Crawford 泪道插管
系统[6]。具体操作如下：
Ritleng 泪道插管[7]，适合于各种泪道阻塞患儿：麻醉后常规上下泪点扩张及泪道探通。从上泪小点
将中空的探针插入泪小管，将连接有泪道硅胶管的聚丙烯软引导系统插入 Ritleng 泪道探通针内，用
Ritleng 泪道钩经过下鼻道将导丝从鼻腔钩出。将探针从泪道拔出，并将软引导系统细段经过泪道探针凹
槽轨道中退出，之后顺鼻腔将引导导丝牵出；硅胶管随之滑入泪道，从鼻腔引出。采用同样的方法将硅
胶管经过下泪小点、泪小管、泪囊、鼻泪管从鼻腔引出。该术式成功率高，出血少，效果明确[8] [9]。
Ritleng 泪道插管手术对于探通无效的先天性鼻泪管阻塞(CNLDO)低龄患儿有较好的疗效[5]，具有较高的
安全性，但治愈率随年龄增长、探通次数的增加有明显下降趋势，单纯膜性鼻泪管阻塞较复杂性鼻泪管
阻塞治愈率更高[7]。该术式的不足在于[8]：对于复杂难治病例，Ritleng 泪道探针难以通过狭窄或闭锁的
泪管，即使通过，泪道软管亦很难自鼻腔弹出，需要借助镍肽记忆钢丝系统，以及有经验的术者钩取软
管，对于骨性狭窄或无骨性泪道结构者则手术不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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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wford 泪道插管：
主要部分由两根伸展性能好，尖端成橄榄叶形的不锈钢探针和连接硅管组成[10]。
手术方法：扩张上下泪小点，通过标准探针探开泪道的阻塞部位，将 Crawford 探针的两末端分别从上、
下泪小点插入鼻泪管至鼻内。使用专用钩将探针的尖端橄榄叶部分钩住，连带硅胶管一起拉出鼻腔，在
鼻腔外打结，硅胶线结自行缩入鼻腔。该方法手术效果明确，适用于各类泪道插管手术失败者和大龄患
儿。主要不足在于 Crawford 式插管盲目钩取球头金属引导系统时易造成下鼻道组织出血现象[11] [12]。
泪小管置管：临床上很多慢性泪囊炎患者合并泪小管阻塞，通过泪囊鼻腔吻合术可以将泪囊炎的症
状减轻，但不能解决患者的泪溢症状，故常用泪囊鼻腔吻合术联合泪小管阻塞插管术治疗伴泪小管阻塞
的泪囊炎。泪小管探通及置管方法[13]：在上泪小管探针引导下仔细探查上泪小管或泪总管在泪囊部开口
位置，探针探通下泪小管，并放置硅胶管。“工”字形切开鼻粘膜，使硅胶管的一端从前鼻孔引出，另
一端从下泪点引出，固定硅胶管。或用泪道内窥镜下激光泪道探通术，环形置管[14]。该联合手术方法疗
效确定，可避免分次手术[14] [15]。
顺行法泪道插管术操作较简单，使用器械和对组织损伤均较小[16]。

2.2. 现代逆行泪道置管术
现代的逆行泪道置管术是使用置管工具将外径为 2.5~3.0 mm 的鼻泪管或全泪道引流管的牵引线从鼻
泪管下口导引进入泪道，并在泪道内逆行穿出泪点，再拉牵引线将引流管沿鼻泪管管腔逆行拉进泪囊，
或者将全泪道引流管的泪小管引流管段拉出上泪小管，剪去上端牵引线和下端从鼻孔露出的引流管[4]。
以鼻泪管引流管(鼻泪管)置管术为例，具体步骤为[17]：病人平卧位，麻醉后将泪囊冲洗干净，充分扩张
上泪点后用探通导引针探通泪道，固定针体于 9 字朝前位置，下送针芯伸出鼻前孔。将引流管的牵引线
穿入针芯，向上拉针芯回至原位，再连同针体提拉至牵引线被拉出泪点。从下泪点冲洗泪道，剪断露出
鼻外的引流管及牵引线，结束手术。成功的泪道探通是进行逆行置管的前提，传统泪道逆行置管术的操
作难点是没有鼻内镜辅助钩出导线，需要经验或五官科医师配合。凭感觉用取线钩钩取引线易反复操作
而损伤鼻黏膜[18]。随着内镜技术的兴起和发达，泪道置管术也从原来的盲插改进为与鼻内窥镜应用相结
合。与单纯泪道置管相比，鼻内窥镜下逆行置管治疗慢性泪囊炎更符合眼部生理，损伤小，临床效果显
著[19] [20]。
多项国内的临床观察证实：逆行泪道插管治疗泪道阻塞性疾病，办法简便，效果明确：解除泪道阻
塞；重建泪道，恢复导泪功能；防止再阻，疗效持久；手术创伤小，相比其他手术方法，治疗后面部无
瘢痕；操作简便，费用低[21]，适合基层医院临床推广[22] [23]。但是，要求术者对泪道的生理解剖结构
较熟悉，术中熟练准确地操作，否则极易出现泪点劈裂或泪小管撕裂、肉芽增殖及假道形成、拔管困难
或断端残留等并发症[21] [24]。

2.3. 改良术式
随着泪道置管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医师对手术的操作难度、安全性，患者的可接受程度等均越
来越高，于是在原有泪道置管术基础上，不断有改良术式出现。
传统的泪道逆行插管的牵引线为丝线，用力牵拉时易拉豁硅胶管，且丝线体积小，不能扩张支撑泪
小管、泪总管，故对含有泪小管、泪总管阻塞的病例效果差。将腰穿针内丝线改成记忆金属丝，有记忆
功能的探通导针可以准确地将粗引流管从隐蔽的鼻泪管下口置入泪道，同时有良好的顺应性[17]。另有改
进的一体化设计的牵引线及植入管，其抗拉豁能力明显增强，且缓慢牵拉时管口变细，更易植入，可用
于多种泪道阻塞疾病。经过改进的一体化设计的类 Y 型硅胶管，其固定性、引流特性、易植入方面更好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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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传统泪道逆行插管术，硅胶管的制作及插管过程较繁琐[26]，穿线导管由鼻腔向泪道的逆
向抽拉会使患者感到极度不适而产生恐惧。应用泪道激光加典必殊眼膏注入疗法有效率为 80%，但在基
层医院不易广泛普及。改良的泪道插管术利用 0.5 mm 直径的牙用不锈钢丝芯的坚硬度，外套聚乙烯麻醉
导管套，在已扩张探通的泪道内缓缓插入再抽出不锈钢丝芯即完成插管。此法简单易行，取材方便，价
格低廉，患者痛苦少，容易接受。

3. 置管类型的选择
置管技术在早期探索阶段，曾有猪鬃、马尾、禽翎、金属等材料[4]，现代置管术主要置管类型简述
如下：

3.1. 硅胶导管
其优点有：1) 该管有刻度可确定置入泪道的深度；2) 弹性好，直径适宜刺，激性小长期保留无副作
用；3) 插入泪道时黏膜组织损伤少[27]。不足：由于硅胶导管质软，插管相对有一定难度；长时间留置
可引起细菌寄生[22]。包括球头硅胶管[28] [29]、环形硅胶管[30] [31]、类 Y 型硅胶管[31]。

3.2. 硬膜外导管
优点有：1) 经济实用，取材容易；2) 导管上标有刻度，使用方便；3) 导管末端钝圆光滑，不损伤
黏膜组织。不足：若长期置管，弯曲部分易使下泪点裂伤，但拔管后易恢复[16]。
目前研究表明，硅胶导管置管与硬膜外导管相比，手术有效率更高，更具临床推广价值[32]。也有研
究提示：U 型硬膜外导管插管术治疗泪小管阻塞，Y 型硅胶管植入术治疗鼻泪管阻塞，U 型硬膜外导管
联合 Y 型硅胶管治疗全泪道阻塞，可明显降低复发率，为临床医生提供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33]。

4. 总结与展望
泪道置管技术自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到现在，已发展的较为成熟，在泪道阻塞性疾病的治疗中占有
重要地位，它与鼻内镜、泪囊鼻腔吻合术、激光手术等的联合使用使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不论顺行或
逆行泪道置管术式，均有各自特点和适合治疗疾病范围。随着手术模式和配套设备的演进，对置管材料
和置管类型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鉴于个体的泪道狭窄部位、狭窄程度、鼻泪道粘膜的愈合情况，以及
泪道内慢性炎症情况的各有不同，我们预测未来的研究将向更为个性化的定制置管方向发展，如针对性
的对狭窄部位进行支撑、如何在泪道置管后使泪道完全封闭的状态下还能有效保持药物浓度、如何在持
续放置泪道置管后最大程度的恢复泪道粘膜的舒缩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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