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GP 在诊断屈光不正性（散光）弱视中的应用
苑媛

邯郸爱眼医院

目的： 准确诊断因角膜散光导致矫正视力不佳的原因，为

屈光不正性弱视（散光）提供科学的治疗方案。

方法： 选取角膜散光 18 例（34 眼），球镜屈光度

+6.00D~-8.50D，散光度-2.00D~-6.00D，无 RGP 禁忌

症。根据地形图显示均为角膜散光或角膜不规则散光。戴

框架眼镜矫正视力均低于 0.6。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观察组尝试 RGP，且每个月检查角膜健康状态、镜片清洗

情况。对照组戴框架眼镜，做相应弱视、视觉训练。两组

均每月做角膜地形图、查矫正视力，每三个月观察屈光度

变化连续半年到两年。

结果： 观察组戴 RGP，使不规则的角膜接近正常成像，

提高光学质量，矫正视力均在 0.8 以上，屈光度向近视方向

发展平均-0.12D，对照组 6 例(9 眼)视力 0.8 以上，其余提

高不明显，屈光度向近视方向发展平均-0.50D。

结论：当角膜散光或角膜不规则时，戴框架眼镜的矫正视

力会偏低，应试戴 RGP 来鉴别诊断，以免误诊，同时减缓

向近视方向发展的速度。

不同屈光状态下弱视儿童治疗效果及相关影响因素

探讨
许多,刘华,杨红,鲜光军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目的： 观察不同屈光状态下弱视儿童治疗的临床效果，并

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方法： 分组（具体分组方式补上）进行常规检查、散瞳验

光后给进行弱视治疗，连续观察 24 个月，比较各组疗效是

否有差异。对各组患儿疗效进行评价，并采用单因素分析

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不同屈光状态下弱视儿童治

疗效果的可能相关因素。

结果： 弱视患儿治愈 510 眼（74.24%），其中 110 眼

（16.01%）进步，67 眼（9.75%）无效，总有效率

90.25%；随着患儿年龄不断增大，其临床治疗效果愈差

（P<0.05）；随着弱视程度不断加重，其临床治愈率呈明

显降低（P<0.05）；不同屈光状态下远视性弱视组总有效

率为 94.51%，高于近视性弱视组总有效率 81.40%

（P>0.05），近视性弱视组治愈率为 58.14%，低于远视性

弱视和散光弱视组（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弱视类型、弱视严重程度和患儿年龄为影响弱视治

疗效果的主要因素。

结论：弱视类型、弱视严重程度和患儿年龄与不同屈光状

态下弱视儿童治疗效果存在相关性

屈光状态分型矫正治疗联合视知觉训练对儿童弱视

的改善效果及对立体视功能的影响
苏娱

安徽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究屈光状态分型矫正治疗联合视知觉训练对儿童

弱视的改善效果及对立体式功能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 2018 年 10 月到 2019 年 4 月安徽省

儿童医院眼科收治的弱视儿童 75 例，根据患儿屈光状态类

型分为近视弱视组、散光弱视组、远视弱视组，各 25 例。

对各组进行针对性屈光矫正治疗，并联合视知觉训练。观察

比较三组患儿视力改善情况及立体视功能的变化。

结果： 远视弱视组总有效率略高于近视弱视及散光弱视

组，但三组间治疗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17,

P＞0.05)；三组患儿治疗后 BCVA log MAR 值均有明显改

善(P＜0.05)，其中,远视弱视组＜散光弱视组＜近视弱视

组，三组间 BCVA log MAR 值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4.50, P＜0.05)；治疗后，各组患者均表现为眼调节滞后

量降低，调节幅度及灵敏度升高(P＜0.05)，但三组间调节

功能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屈光状态分型矫正治疗联合视知觉训练对不同屈光

类型弱视儿童均有显著治疗效果，可有效改善患儿视力、双

眼调节功能，恢复患儿立体视功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MAdCAM-1 mediates retinal neuron degeneration in
experimental colitis through recruiting gut-homing

CD4+ T cells
甲状腺相关视神经病变的影像学诊断

程金伟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对甲状腺相关视神经病变的影像学特征和诊断进行

探讨。

方法： 收集 2010 年～2018 年所有确诊为甲状腺相关视神

经病变的患者，总计 80 例（122 只眼），均依据欧洲

Graves 眼病专家组推荐诊断标准所确诊，回顾性总结影像

学特征，并探讨影像学诊断及预后的关系。

结果： 所有确诊的甲状腺相关视神经病变，影像学检查均

存在有眶尖拥挤综合征。冠状位是最理想的检查体位。冠

状位 CT 或 MRI 可以显示增粗的眼外肌，在眶尖部，挤压

视神经，并导致视神经周围脂肪消失。部分患者合并有“可

口可乐”征，即眼眶内侧壁（筛骨纸样板）出现压迹而“自发

性骨壁减压”表现，可以缓解眶尖拥挤造成的视神经压迫。

磁共振成像可显示增粗的视神经鞘、水肿性增粗的眼外

肌。增粗的眼外肌在 T1WI 呈中等偏低信号，而在 T2WI呈

现高或中等信号，提示眼病处于活动期。

结论：眶尖拥挤综合征是甲状腺相关视神经病变的特征性

影像学表现，是甲状腺相关视神经病变的病理生理学基

础。“可口可乐”征是自发性眼眶减压的表现。

单侧眼眶占位性病变
程金伟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对一例单侧眼眶占位性病变进行汇报，并讨论。

方法： 患者男性，29 岁，既往体健。主诉症状：左眼球突

出伴视力下降 2 月余。

结果： 眼科检查：视力，右 1.0, 左 0.4 (矫正 0.6)；左眼

上睑眶沟饱满；左眼球突出，左眼眼位下移 2 mm, 突出度

17(109)22 mm, 眼球运动自如；结膜无充血, 角膜透明, 瞳

孔圆, d 3 mm, 对光反射存在；左眼视盘边界欠清楚, 色略

红, 后极部视网膜可透见脉络膜皱褶平伏, 黄斑区中心凹反

光未见。眼眶 CT：左眼眶外上方实质性占位性病变，边界

清楚，类球形，左眼视神经受压移位。眼眶 MRI：左眼眶

外上方实质性占位性病变，T1WI呈中等信号，T2WI 呈高

低混杂信号，增强可见不均匀强化。

结论：眼眶占位性病变，性质多样，临床表现各异，如何

依据蛛丝马迹进行准确的诊断至关重要。详细的阅读影像学

检查，可以对病变性质进行较为全面的判断，并且可以有效

的指导手术方案。

从眼底表现看脑胶质瘤及其相关眼病的根本防治

郑荣领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2.北京民立眼科研究中心

目的： 从眼底表现探讨脑胶质瘤及其相关眼病的根本防

治。

方法： 根据中西医眼科学、肝病学、肿瘤学和整合医学以

及公共卫生学的理论进行探讨。

结果： 视神经乳头水肿与头痛呕吐是脑胶质瘤的三大症状

之一，视乳头水肿有可能是脑胶质瘤最早的临床表现，常进

展缓慢。脑胶质瘤是脑内最常见的原发的恶性肿瘤。近年

来，脑胶质瘤发生率逐年递增，中老年人群尤为明显。中国

脑胶质瘤年发病率为３~5/10 万人，年死亡人数超过 3 万

人。以脑胶质瘤为代表的脑肿瘤是当前我国癌症攻坚战中最

难攻克的癌种之一。目前，脑胶质瘤的标准治疗方式，仍然

是以外科手术、放疗和化疗为主，由于胶质瘤和正常脑组织

并无特别显著的界限，手术很难完全切除，且相较于其他癌

种，脑胶质瘤对放疗、化疗不敏感，患者复发率接近

100%，整体生存期特别短。 中国能对世界神经胶质瘤及其

相关眼病的防治做出重大贡献吗？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

的；越是传统的，就越能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医认为目

为肝窍，为五脏六腑之精；中医强调治病必求其本，强调以

人为本；中医认为肝郁气滞血瘀为肿瘤成因，强调诸湿肿满

皆属于脾。强调百病从肝治，治肝先实脾。

结论：中医医人，以人为本。中医治肝实脾理论有益于脑

胶质瘤及其相关的视盘水肿的根本防治，有益于我国眼科整

合医学发展。



纪念北京市眼科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提高国人眼病

和全身病相关眼病防治科学水平

郑荣领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2.北京民立眼科研究中心

目的： 纪念北京市眼科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探索如何提

高我国眼病和全身病以及身心疾病相关眼病的根本防治水

平，如何提高国人的视觉及其密切相关的全身以及身心健

康水平。

方法： 按照中医系统整体观和整合医学以及现代社会大卫

生的理论进行探讨。

结果：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1949 年，新中国成立；

1955 年我国著名眼科专家张晓楼教授等与著名微生物学家

汤飞凡教授等合作，在世界上率先分离成功沙眼衣原体，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眼科研究工作的开展。1959 年，新中国

第一家公立眼科研究机构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在北京同仁医

院成立，这是我国眼科研究发展史上的大事。促进带动了

我国各地眼科研究机构的成立和眼科研究事业的广泛开

展。在历任所长罗宗贤、张晓楼、金秀英、张士元、徐

亮、王宁利、胡爱莲、接英等的带领下，以北京同仁医院

为依托，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广泛合作，眼科研究逐步深入

扩展到基因与分子和群体水平，一直是 WHO 防盲合作中

心。

结论：纪念北京市眼科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对于提高我

国眼病和全身病以及身心疾病相关眼病的根本防治水平，

对于国人视觉及其密切相关的身心健康水平的提高，对于

健康中国建设，对于中华医学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华文化

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重要意义。

纪念五四运动爆发 100 周年（1919-2019），提高

国人视觉及其密切相关的全身以及身心健康水平

郑荣领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2.北京民立眼科研究中心

目的： 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探索如何提高国人视觉及

其密切相关的全身以及身心健康水平。

方法： 针对我国现代眼科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根据中

医系统整体观与现代整合医学、转化医学和社会大卫生的理

论进行探讨。

结果： 1919 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

旗，对于我国现代社会包括眼科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在不久前的 1911 年，在中华医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伍连

德博士等的领导下，现代医学在防控鼠疫等烈性传染病方面

的巨大优势得到国人的广泛认可。而在更早的一个多世纪里

随着 18 世纪末牛痘疫苗的发明及其随着鸦片贸易与基督新

教在我国的传播与推广，以及 1838 年中国医务传道会和

1886 年中华医学传教会的相继成立发展起来的近现代医

学，在 1915 年迎来了中华医学会的诞生。五四运动的爆发

与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现代医学的

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眼科视光学的发展更是突

飞猛进，迅速接近、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然而，随着现代化

与老龄化的发展，我国眼病与全身病相关眼病的防治仍面临

日益严峻的挑战。

结论：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依靠群防群治，我们消灭了

致盲沙眼。促进国人视觉及其密切相关的全身与身心健康，

都呼唤现代社会大卫生。

乙型病毒性肝炎相关眼病根本防治探讨

郑荣领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2.北京民立眼科研究中心

目的： 探讨乙型病毒性肝炎相关眼病的根本防治出路。

方法： 根据中西医眼科医学和预防医学的理论进行探讨。

结果： 1955 年，我国在世界上率先分离成功沙眼衣原体，

并于 2015 年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消灭了致盲沙眼，提前

完成了 WHO 提出的到 2020 年消除致盲沙眼的目标。1965

年，布伦伯格等发现乙肝病毒（HBV）是乙肝的病原体。

近年来，随着乙肝疫苗的推广与普及，我国乙肝防治取得举

世瞩



目的：伟大成就，受到 WHO 表彰。然而，我国仍然是世

界上最大的乙肝大国，是世界上乙肝及其相关疾病负担最

重的国家。2016 年，WHO 提出了到 2030 年消除肝炎危害

的目标，能否如期完成目标，成为对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

的严峻考验。对于乙肝，目前尚缺乏理想的能够杀灭 HBV

的药物。我国近 3 千万慢乙肝患者能够接受规范的抗病毒

治疗者仅 10%左右。早在乙肝病毒分离成功之前的 1953

年，世界上就有报道病毒性肝炎相关眼病。我国著名眼科

前辈陈耀真教授在 1960-1961 年就总结出病毒性肝炎相关

的眼科三联征：角膜知觉减退、视网膜静脉扩张、生理盲

点扩大。近年来乙肝相关眼病如干眼症、视神经炎等报道

不断增多。

结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天下勤苦之人绝无痨疾！乙

肝相关眼病须综合防治。

中医认为目为肝窍------从眼病表现看乙肝及其相关

眼病等疾病的根本防治

郑荣领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2.北京民立眼科研究中心

目的： 探讨乙肝及其相关眼病与全身病的根本防治措施。

方法： 根据中西医眼科学、肝病学与整合医学以及预防医

学的理论进行探讨。

结果： 中医认为目为肝窍。从乙肝的眼科三联征以及干眼

症、视神经炎等疾病可以看出乙肝是传染病，也是循环与

代谢疾病，有重要的不良环境与心理行为因素。目前的乙

肝抗病毒治疗包括干扰素与核苷（酸）类抗病毒药均是抑

制乙肝病毒复制，而不能杀灭消除乙肝病毒，对于整合到

肝细胞核内的 cccDNA 尤其无能为力。干扰素长时间应用

副作用太大。核苷（酸）类抗乙肝病毒药物，虽然不断升

级换代，然而长时间应用，会诱导病毒变异，耐药几乎不

可避免，最新的替诺福韦耐药率很低，然而长期应用肾脏

毒性很明显，这类药物的面临的共同问题还有很难停药，

不规范停药甚至使病情，加重，恶化，这也是乙肝抗病毒

治疗很难推广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眼科三联征等眼部

表现可以看出淤血，循环与营养和代谢障碍是乙肝的重要病

理机制。近年来，佑安医院等耳鼻喉科的电测听研究表明，

几乎所有的乙肝病毒感染者，包括无任何症状的所谓健康携

带者都有显著的听力损害。也表明中医长久以来所强调的肝

郁脾虚、气滞血瘀是包括乙肝等肝病的主要成因是合理的。

结论：乙肝及其相关眼病与全身病须综合防治。

FLACS 术中联合飞秒松解散光的应用观察

倪双,郭海科

上海和平眼科医院

目的： 评估飞秒辅助白内障术中，利用飞秒激光松解角膜

散光，对白内障合并角膜散光患者术后视觉质量的临床疗

效。

方法： 29 例患者（40 眼）纳入研究，分为 A 组（23

眼），散光度数 0.50D-1.00D；B 组（17 眼），散光度数

1.00D-1.50D，均为规则散光。根据 LRI Calc 的计算设计松

解散光，深度 90%，直接 9mm，评估术后第一天、一周、

一个月、三个月的术眼裸眼视力（UDVA）、矫正视力

（CDVA）、残留散光度数。

结果： 术后两组第一天、一周、一个月、三个月的 UDVA

均较术前提高（P<0.05）,术后角膜残留散光度数与术前比

较均降低。A 组较 B 组散光残留少，但两组角膜松解后一

个月、三个月与术后第一天、第一周比均有部分回退。

结论：飞秒松解角膜散光对于矫正低度数散光安全有效，

尤其对于矫正小于 1.00D 的散光效果确切，FLASC 术中联

合角膜散光松解有效、稳定、精准。

alpha 角和 kappa 角在人群中的分布

郭海科

上海和平眼科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人群中 alpha 角和 kappa 角分布的规律探

讨 alpha 角和 kappa 角对屈光性手术治疗中的意义。

方法： 收集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 月在上海市和平眼

科医院就诊做 itrace 像差仪的患者 300 名 300 眼，其中男

141 名，女 159 名，平均年龄为 47.67±18.413 岁（分布在



19-73 岁），每位患者通过用 itrace 像差仪测量，分析不同

年龄和不同性别的 alpha 角 kappa 角分布的比较。

结果： alpha 角在各组之间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kappa 角在 A 组和 C 组之间、B 组和 C 组之间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不同性别数据,男性 alpha 角 0.2453， kappa

角 0.2197，女性的 alpha 角 0.2552，kappa 角 0.2002，两

组之间的 alpha 角和 kappa 角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alpha 角和 kappa 角的大小与年龄有一定的相关，

并人群的视轴的分布在光轴的偏鼻侧相对多见。通过 alpha

角和 kappa 角的大小和位置在屈光性手术治疗的术前评估

具有重要意义。

专科特色的 PDA 软件在眼科病房中的应用

洪益荣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的： 探讨眼科专科特色的 PDA 在眼科病房使用中的应

用效果。

方法： 以医院信息系统 (HIS)为支撑平台，以终端掌控电

脑(PDA)为硬件平台，以无线局域网为网络平台，实现 HIS

向病房的扩展和延伸。开发眼科专科特色的 PDA 软件，包

含眼科术前核对功能和特色的眼药水扫码功能。护士可以

通过 PDA 至病人床边进行各项术前准备，并通过 PDA 完

成术前核对和签字；对 PDA 系统进行个性化设计，实现眼

药水单一条码的特殊性，护士通过终端掌控电脑（PDA)对

眼科病人进行有效的身份确认和眼部上药，可以追踪住院

期间眼部上药的整个流程，具有实时性和准确性。

结果： 眼科专科特色的 PDA 能够准确识别患者身份，保

障眼科手术术前核对的完整，又能同时完成签字，提高眼

科护士的工作质量；又能针对眼药水的特殊性，实时完成

眼部上药，真正做到眼科病人的闭环管理。

结论：眼科专科特色的 PDA 提高了眼科病房护士的工作质

量和工作效率，有效保障病人安全。

角膜塑形后上皮损伤的常见原因
梅颖

上海新虹桥医学园区眼科中心

目的：探讨角膜塑形后角膜上皮损伤的常见原因和处理方

法

方法： 对临床上常见的角膜上皮损伤的原因进行分类，并

提出处理方案。

结果： 配适过平坦、近视塑形度数过高、角膜曲率过陡

峭、e 值过高、镜片直径设计不当、戴镜时间过久、配适过

紧、护理液毒性或过敏反应、过敏性角结膜炎、倒睫、摘戴

镜操作不当、镜片损坏或沉积物是常见的角膜上皮损伤原

因。

结论：引起角膜塑形后上皮损伤的原因很多，临床应该注

意鉴别，对因，对症处理。

婴幼儿先天性白内障术后无晶状体眼屈光矫正

梅颖

上海新虹桥医学园区眼科中心

目的： 探讨婴幼儿先天性白内障术后无晶状体眼屈光矫正

的特点和要素。

方法： 从婴幼儿眼球生物发育的特点，人工晶体植入、框

架眼镜、接触镜的对无晶体眼高度远视的矫正方式和特点分

析，总结探讨各类婴幼儿先天性白内障术后无晶状体眼屈光

矫正的选择方式和利弊。

结果： 接触镜是最优的无晶体眼矫正方式，但是对临床验

配技能的要求较高。

结论：RGP 能提供较佳的视觉质量，而且相对安全，是婴

幼儿先天性白内障术后无晶状体眼的首选屈光矫正方式。

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护理要点

赵珈珈

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ICL 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已广泛用于近视的屈光

矫正，采用此种方法来矫正高度近视，超高度近视，不仅手

术操作风险小，还具备术后屈光状态的可逆性及可控制性。



通过对我院 56 例近视手术患者的护理，探讨 ICL 有晶体眼

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的护理配合经验。

方法： 对 2012 年-2014 年 56 例 110 眼中高度近视患者植

入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矫正近视，加强术前健康宣教

和心里护理，术中积极配合，术后密切观察病情，及时发

现和正确处理并发症，给予个体化的健康指导。

结果： 56 例患者术后视力恢复快，随访 6 个月屈光状态稳

定，术后裸眼视力均达到术前最佳矫正视力，无一例因为

护理不当而出现并发症，患者对手术效果及护理都感到满

意。

结论：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具有矫正近视度数

高，预测性好，有可逆性等优点，是矫正中高度近视的一

项革新技术，对患者开展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护

理，能有效保证手术质量，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

患者满意度。

屈光手术后视疲劳患者用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治

疗的疗效分析

赵珈珈

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评价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治疗屈光术后视疲劳的

临床效果。

方法： 对我院 240 例 480 眼近视患者行飞秒手术，随机分

成两个试验组，120 例为试验组，在给予常规用药基础上增

加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另 120 例为对照组，常规应用

术后用药。分别在术前，用药后一周，一月进行视疲劳症

状调查，以视疲劳的自觉症状及眼调节幅度为观察指标，

同时观察药物不良反应。与对照组进行对比。

结果： 所有患者在术后均有视疲劳现象，随着时间延长，

视疲劳症状有所缓解，在术后一周时，试验组的视疲劳评

分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后一月时，两

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

结论：随着观察时间的延长，屈光手术术后患者视疲劳症

状可逐渐得到恢复和改善，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对改善

屈光术后早期视疲劳安全有效。

飞秒激光制瓣 LASIK 与机械刀制瓣 LASIK 术后干

眼比较

何阳,杨阳,赵丹丹,陆丽娟

昆明市延安医院

目的： 比较飞秒激光制瓣 LASIK(FS-LASIK)与传统机械刀

制瓣 LASIK（Epi-LASIK）术后对泪膜的影响。

方法： 选择我院 2019 年 1 月行 FS-LASIK 组 25 例(50

眼) ，与 Epi-LASIK 组 15 例（30 眼）。分别在术前，术后

1 周，1 个月，3 个月，6 个月行泪膜破裂时间(BUT) ,基础

泪液分泌量（SIT）检查。

结果： 2 组间在术前，术后 1 周，1 个月 BUT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在 3 个月到 6 个月之间 Epi-LASIK 的

BUT 降低有统计学意义（P＜0.05）。FS-LASIK 组与 Epi-

LASIK 组在术后 1 周，1 个月 SIT 较术前降低，3 个月 FS-

LASIK 组基本恢复正常，而 Epi-LASIK 组到术后 6 个月才

基本恢复。

结论： 2 种手术方式在早期都会出现不同程度干眼症状，

FS-LASIK 组干眼症状较轻，恢复更快。

日常生活中的近视防控
梅颖

上海新虹桥医学园区眼科中心

目的： 探讨身高、营养、昼夜节律、眼压、户外活动、照

明、睡眠、季节、雾霾等日常生活与近视的关系。

方法： 文献查阅综述身高、营养、昼夜节律、眼压、户外

活动、照明、睡眠、季节、雾霾、用眼距离与近视的关系。

结果： 身高快速增长滞后于近视增长，营养、眼压与近视

进展无关，形觉剥夺远视性离焦诱导近视近视的机制可能是

不同的机制、人工照明会影响眼球生长和屈光发育，冬季近

视进展更快，雾霾会促进近视增长，打乒乓球并不知控制近

视的直接原因。

结论：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与近视进展相关的因素，有些“看

起来”相关的因素，其实与近视进展无关。



近视佩戴角膜塑形镜后短期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马雯 1,张佩斌 2

1.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江苏省人民医院妇幼分院

目的： 分析戴角膜塑形镜后近视度增长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年龄 8—17 岁的学生 78 例，基线等效球镜为

（-3.75±1.74）D。在托比卡胺麻痹睫状肌后进行视网膜检

影验光，予佩戴角膜塑形镜 1 年半左右，在停戴 2 周后再

次进行散瞳验光，在屈光全矫状态使用全自动综合验光进

行正、负相对调节（PRA、NRA）和调节反应（BCC）等

视功能检查。

结果： 78 例学生经过（1.62±0.48）年的随访，近视年平

均增长值为（0.17±0.24）D，其中 42 例无近视增长，30

例的近视年平均增长值≤0.50D，6 例的近视年平均增长值

>0.50D。近视年平均增长值与初戴年龄呈负相关，未发现

PRA、NRA、BCC 等因素与近视年平均增长值存在相关关

系。不同近视程度之间的年平均增长值有统计学差异，轻

度近视组的近视年平均增长值高于高度近视组。

结论：佩戴角膜塑形镜能有效减少近视度增长。近视年龄

越小近视度越容易增加。角膜塑形镜对高度近视比轻度近

视效果好。

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眼部 B 型超声诊断分析
赵云,许建锋

河北省眼科医院

目的： 分析眼部 B 型超声在视网膜母细胞瘤（RB）诊断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3 年 7 月至 2019 年 8 月在河北省眼科医

院就诊的 RB 患者 79 例（共 79 只眼）术后经病理确诊为

RB 患者的眼部 B 型超声图像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 其中

男性 44 例，女性 35 例，最小年龄 2 月，最大年龄 9 岁。

结果： RB 的眼部 B 型超声表现为以球内实性病变为特

征，其中表现为半球形 11 眼，球形 17 例，不规则形 18

例，充满玻璃体腔形 26 例，延视网膜弥漫生长 7 例。 72

例出现钙斑， 14 例继发视网膜脱离， 36 例可见低回声

区。

结论：RB 具有特征性超声表现，在 RB 的术前诊断中眼部

B 型超声具有重要的价值。

双眼反向型的眼球后退综合征

梁玲玲

江西新视界眼科医院

目的： 报道临床罕见的反向型眼球后退综合征

方法： 眼病相关检查

结果： 患者，女性，19 岁。主诉：双眼内斜视，想通过手

术改善外观。患者自幼双眼内斜视伴双眼近视，给予戴镜治

疗。足月顺产，既往体健，家族中无同类病史。无眼部手术

史。眼部检查：视力：右眼 0.3（-2.75/-

1.00×180→0.8），左眼 0.2（-4.25DS→1.0），双眼球前

节及眼底未见异常。角膜映光：双眼内斜视约+15°，右眼

主斜；右眼外转时睑裂缩小伴眼球后退，同时伴有眼球上射

现象，右眼外转可过中线，但不足-2，内转时睑裂开大；左

眼内转时睑裂开大，外转时睑裂缩小伴明显眼球后退，左眼

外转可过中线，但不足-1.双侧眼球的外转运动有不同程度

受限。三棱镜加交替遮盖法：双眼内斜视+40△。同视机检

查：一级功能：主觉=无，他觉=+5°，二级和三级功能：无

融合功能和立体功能。Worth4 点：3 点（N/D）,颜氏立体

图检查示：800 秒不通过。

结论：该病例临床罕见，值得报道。

Visual Performance After Implantation of a Trifocal
Intraocular Lens

Limei Zhang,HAIKE GUO
SHANGHAI HEPING EYE HOSPITAL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visual
performance after implantation of AT LISA tri 839MP.
Methods: Thirty patients(60 eyes) who were implanted
with the Acrysof IQ ReSTOR SN6AD1(group A) and the
AT LISA tri 839MP(group B)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Ophthalmological evaluation included the
measurement of UDVA,CDVA,UNVA,UIVA, and the
analysis of contrast sensitivity(CS), visual defocus
curve(VDC), depth of focus(DF),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ere assessed more than 3 month postoperatively.
Results: Postoperative UDVA was -0.09 logMAR in group



A, and 0.01 logMAR in group B(P<0.05); CDVA WAS -
0.18 logMAR and -0.11 logMAR in groups A and
B(P<0.05); UIVA was 0.21 logMAR and 0.15 logMAR in
groups A and B(P<0.05); UNVA was 0.10 and -0.03
logMAR in groups A and B(P<0.05).Group B had better
CS under photopic condition. The DF had a smooth curve
with three peak in group B.All patients expressed high
satisfaction.
Conclusion: Both groups promoted good quality of vision
for UDVA,CDVA,UNVA,UIVA. Group B exhibited a better
performance for UIVA.
Key words: trifocal IOL, visual acuity, contrast sensitivity,
visual defocus curv

角膜塑形镜在儿童近视防控中的效果分析

方洪骏 1,方洪骏 1

1.江西新视界眼科医院

2.江西新视界眼科医院

目的： 分析角膜塑形镜在儿童近视防控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本院于 2019 年 3 月～2019 年 10 月收治的近

视儿童共 12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 60 例及对照组 60 例,对照

组给予常规的防治方法进行治疗,观察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

再予佩戴角膜塑形镜治疗，而针对出现角膜上皮擦伤儿童,

应立刻停戴眼镜处理,并予抗生素滴眼液进行滴眼,告知正确

的佩戴方法。两组均连续治疗 6 个月。

结果： 在治疗后 6 个月,观察组儿童的视力达标率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

组。

结论：在给予近视防控常规方案的基础上,再佩戴角膜塑型

镜,可有效改善近视儿童的视力,提高综合防控效果,效果理想,

值得临床推广。

Prevalence of glaucoma in a Nigerian hospital

UGOCHUKWU CLIFFORD NWOBI,IBENYENWA
JENNUARIUS IFEANYICHUKWU

UNIVERSITY OF ABUJA
Glaucoma is a disease that damages the optic nerve and
is a major cause of vision loss throughout the world.
Globally about 87%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are liv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WHO global target in vision
2020 for the right to sight initiative is to reduce blindness
prevalence to less than 0.5% in all countries or less than
1% in any community. This study was aimed at
determining the current prevalence of glaucoma and the

effect of gender and age on primary open angle glaucoma
(POAG) in a Nigerian Hospital. A retrospective survey of
all new patients at the eye clinic was conducted using their
medical records for a period of six months. A total of 2,305
new patients visited the eye clinic for the period, out of this
total 1203 (52.2%) are male and 1102 (47.81%) are
female. Two hundred and seventeen (9.4%)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glaucoma out of which 115 (53%) were
male while 102 (47%) were female. Primary Open Angle
Glaucoma (POAG) wa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glaucoma (91.24%), followed by Normal Tension
Glaucoma (NTG) with a prevalence of 3.23%.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age or sex and
types of glaucoma. PACG and Juvenile glaucoma remains
relatively rare accounting for only 1.84% each in types of
glaucoma. There was a monthly glaucoma prevalence
increase from 10 to 26.64 % which appears to indicate
that glaucoma prevalence is on the rise.

全视网膜镜辅助玻璃体切除术中无重水复位视网膜

脱离的疗效观察
吴志勇,邓德勇,姚宜,闵云花,陈志义,

祝敏燕,陈暐,李洋,高菲,韩丽荣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上海和平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全视网膜镜辅助玻璃体切除术中无重水复位视

网膜脱离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间，在我院住院接

受玻璃体切除术的孔源性视网膜脱离患者 90 例 95 眼。手

术采用 25G 切口，全部由全视网膜镜辅助完成全玻璃体切

除后，进行气液交换，复位视网膜。术毕采用气体填充或硅

油填充。对术前最佳矫正视力、玻璃体视网膜情况、手术并

发症、术后 1 月最佳矫正视力、视网膜复位情况等进行分

析。

结果： 术中所有患者均可视网膜复位，完成激光光凝封闭

裂孔，部分患者虽后极部少量视网膜下液残存，但经过俯卧

位，次日视网膜下液均吸收。术后 1 月复查，90 眼

（94.7%）视网膜复位良好； 85 眼（89.4%）术后 1 月

BCVA 较术前视力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中在全视网

膜镜下，气液交换复位视网膜，其优点为无需使用重水，可

以避免重水的视网膜毒性、避免重水残留，可以减轻病人的

经济担。缺点主要为后极部视网膜下液残留；气下视野不够

清晰，导致激光斑可能反应不一，且可能遗漏裂孔；晶状体

混浊。



结论：全视网膜镜辅助玻璃体切除术无重水复位视网膜治

疗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疗效确切。

高度屈光参差合并视功能异常的精准视光处理

刘爽

铂林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目的： 研究不同类型屈光状态所产生的屈光参差合并视功

能异常时，如何给出最佳解决方案。

方法： 整理不同屈光参差类型，例如：双眼均为近视或远

视、单眼近视（远视）单眼平光、单眼近视单眼远视、单

眼近视（远视）单眼低度数远视（近视），将不同类型的

屈光参差进行分类（均无弱视），并进行双眼视功能检查

并根据检查结果进行分析，其中双眼屈光不正属于不同类

型的检查结果异常情况较多。对于不同屈光参差的患者选

择相应的屈光矫正方式及视觉训练。

结果： 对于双眼屈光不正属于不同类型的患者，矫正方式

选择接触镜的视觉效果及视觉训练效果较好。双眼近视的

患者，矫正方式选择接触镜或者框架产生的差异不明显。

双眼远视的患者，矫正方式选择接触镜的视觉效果及视觉

训练效果较好

结论：对于双眼屈光不正属于不同类型的患者、双眼远视

的患者，首选矫正方式使用接触镜所得到的视觉效果及后

期视觉训练的效果较好。如果因为特殊原因无法使用接触

镜的患者，其次考虑框架镜。双眼近视的患者可根据患者

生活习惯及意愿进行选择矫正。

According to COPE,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construction

Juan Du
Edition of Chinese Experimental Ophthalmology， Henan

Eye Institute Henan Eye Hospital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COPE) was founded in
1997, which aimed to address the academic ethics issues
around the world om violation of the rul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ublishing, and to explore and find ways to
deal with them. Nowadays, COPE has developed multiple
indicative files, including standard of journal editor
publication conduct, guidelines of withdraw manuscript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periodical cooper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research integrity event guide, treat
common letter samples, published content covers all kinds
of basic ethical issues. For a example, There are solutions
about articles, which have not been published or have
been published and are suspected of plagiarism or false
data.
COPE provides a forum to discuss cases encountered or
discovered by members in order to improve and
standardize academic ethics. These cases involve many
aspects: how to protect authors' rights, how to deal with
multiple submissions, peer review issues, plagiarism, etc.
All cases discussed by the global publishing ethics board
since 1997 have been included in a searchable database
with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board and are searchable
on the board's websit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operation has become the norm,
and the new generation researchers growing up in the era
of Internet and big data has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integr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In August 2019,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AS),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intly issued the opinions on deepening reform and
cultivating world-class sci-tech periodicals, which is a
guiding document for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sci-tech periodicals in China. In order to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first-class sci-tech journals,
Chinese journal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gr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tyl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80, Chi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Ophthalmology has been adhering to and
advocating scientific, honest, rigorous and pragmatic
attitude, and resolutely resisting academic misconduct.
From the draft review stage, the author is required to
provide relevant "public statement of the author's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 approval document of ethics committee,
the letter of authorization and transfer agreement, and the
author's contribution statement; academic misconduct
detection system is utilized reasonably; once academic
misconduct is discovered, immediate action will be
executed.

三种不同术式治疗高度近视黄斑劈裂的临床疗效观

察



姚宜

上海和平眼科医院

目的： 探索高度近视黄斑劈裂的手术方式及评价其手术效

果

方法： 前瞻性分析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3 年我院收治

的高度近视黄斑劈裂患者 20 例 21 眼，分为 3 组，A 组单

纯玻璃体切割 5 眼，B 组玻璃体切割+内界膜剥除 11 眼，C

组玻璃体切割+保留中心凹内界膜剥除 5 眼，以上三组均以

消毒空气作为充填物。记录术前及术后 1，3,6 月患者的平

均 BCVA,平均黄斑中心凹视网膜厚度（CFT）。所有患者

均接受 23G 微创 PPV。手术中明确清除玻璃体后皮质，剥

除黄斑区 ILM，气液交换后结束手术。俯卧位 3-5 天。手术

后 1,3,6 分别比较三组患者的 BCVA,CFT

结果： 术后 1,3，6 月三组患眼 BCVA 均较术前有所提高

（术前平均 logMAR BCVA0.98±0.58。术后平均 logMAR

BCVA0.38±0.48，t=6,2，p<0.005），但三组组间两两比

较无显著差异。三组 CFT 均减低（术前平均

567.00±523.5um，术后平均 348.00±128.5um.t=5,4，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但 B,C 组与 A 组比较有差

异，但 B,C 组间比较无显著差异。

结论： 小儿斜视围手术期进行一次性检眼贴的使用对于术

前降低小儿焦虑度及提高术后视力测量配合度的效果显

著，在临床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行性。

一次性检眼贴对于小儿斜视围手术期的效果评价

黄颖,徐青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 研究一次性检眼贴应用于小儿斜视围手术期的效

果。

方法： 选择 2019 年 1 月～2019 年 3 月医院收治的小儿斜

视患儿 6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患儿 30

例。所有患儿均行小儿斜视矫正术治疗，术前对照组患儿

常规准备眼部不进行任何遮盖，实验组患儿进行一次性检

眼贴遮盖，并应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对比两组患儿术前

焦虑度。术后同时对比两组患儿视力测量的配合度。

结果： 实验组患儿术前焦虑度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结果存在显著性差异；术后实验组患儿视力测量的配

合度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果存在显著性差异，两组

结果均有研究意义。

结论：小儿斜视围手术期进行一次性检眼贴的使用对于术

前降低小儿焦虑度及提高术后视力测量配合度的效果显著，

在临床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行性。

上睑下垂患者角膜神经改变初步研究
张正威,蒋韵佳,孙松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目的： 研究上睑下垂患者角膜神经纤维改变特征。

方法： 纳入单眼或双眼下垂的患者，不论先天性或老年性

上睑下垂。排除患有糖尿病和既往有白内障等任何手术史的

患者。不在排除标准范围内且能配合角膜共聚焦显微镜检查

的患者均纳入本研究。使用角膜共聚焦显微镜获取角膜神经

纤维图像，并使用全自动角膜神经定量软件 ACCMetrics 进

行定量分析。采用 SPSS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纳入上睑患者 48 例，其中双眼上睑下垂患者 21

例，单眼上睑下垂患者 27 例。纳入患者平均年龄 37.9 岁

（8 岁-79 岁）。上睑下垂眼平均角膜神经纤维密度

（CNFD，n/mm 2）为 17.26±7.6，正常对照眼 CNFD 为

18.88±6.1（P>0.05）。上睑下垂眼角膜神经纤维长度

（CNFL，mm/mm 2）为 11.70±3.70，正常对照眼 CNFL

为 10.99±2.89（P>0.05）。但以上神经参数均显著低于正

常人。

结论：不论是先天性或老年性上睑下垂、也不论是单眼或

双眼上睑下垂，患者双眼角膜神经纤维长度、密度等未发现

显著差异，但各种角膜神经参数显著低于正常，提示上睑下

垂患者双眼角膜神经均受累。

外伤性晶状体不全脱位行 MCTR 植入术的围手术期

护理



范一丹,黄颖,李祥梅,罗雅婷,杨培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 探讨外伤性晶状体不全脱位手术行改良型囊袋张力

环（MCTR）植入术患者的护理方法。

方法： 对 13 例外伤性晶状体不全脱位患者行超声乳化加

人工晶状体（intraocular lens,IOL）植入联合改良型囊袋张

力环（modified capsular tension ring,MCTR）植入术，对

其心理护理、眼部护理、病情观察、安全护理、用药护

理、生活指导等护理经验进行总结。

结果：本组 13 例患者术后均取得了满意的疗效，无术后并

发症发生。

结论：改良型囊袋张力环（MCTR）植入术在我院广泛开

展，使外伤性晶状体不全脱位手术更为安全，同时围手术

期护理措施也在随之进展，不仅保证了手术疗效，同时提

高了患者的术后满意度。

人工晶状体加热处理后与常温下安装安全性的比较

叶霭娴,叶计芬

昆明普瑞眼科医院

目的： 人工晶状体加热处理后安装与常温下安装安全性的

比较

方法： 回顾性研究，随机收集 2018 年、2019 年的 10 月

至 12 月在昆明普瑞眼科医院顺利完成的白内障超声乳化＋

IOL 植入手术视频 100 例，安装 IOL 由配台经验 3 年以上

手术助手完成，应用常温粘弹剂及旋转推注器安装，均植

入疏水型单焦非球面折叠型人工晶状体，室外温度约 5-

15°C，手术室恒温 20-23°，其中 A 组：50 例 IOL 安装前

经过 40°恒温箱加热 5min 后安装植入，B 组：50 例 IOL 常

温下安装植入，手术视频录像观察并统计 IOL 植入状态

结果： A 组：术中 IOL 光学部边缘损坏 0 例，IOL 植入囊

袋内出现舒展延迟 10 例，襻粘连 3 例，因处理晶体黏连造

成角膜内皮、悬韧带、后囊膜损伤，主切口撕裂等不良情

况 0 例 B 组：术中 IOL 光学部边缘损坏 3 例，IOL 植入囊

袋内出现舒展延迟 21 例，襻粘连 10 例，因处理晶体黏连

造成角膜内皮损伤 0 例、悬韧带断裂 1 例，后囊膜损伤 0

例，主切口撕裂 1 例

结论： 低温天气，IOL 加温处理再安装植入有效减少 IOL

人为耗损及植入 IOL 相关并发症，提高 IOL 在囊袋中的居

中性、稳定性

Changes in corneal densitometry after
orthokeratology with myopic teenagers and the

recovery after discontinuation

Xianli Du
Shandong Eye Institute，Qingdao Eye Hospit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hanges of corneal
densitometry in low and moderate myopic teenagers after
overnight orthokeratology treatment and after
discontinuation of lens wear. An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opter on corneal optical density values.
Methods: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case study. Forty-
eight myopic patients aged from 8-16 (10.43±2.03) years
old during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8 were wearing
orthokeratology for 2 years in Qingdao Eye Hospital.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myopia,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SE≤-3.00 D for low myopic group , -3.00
D<SE≤-6.00 D for moderate myopic group).Corneal optical
density values were measured by the Pentacam
Scheimpflug system before orthokeratology and one, three,
six, twelve, twenty-four months after wearing and one
month after discontinuation of lens wear. Corneal
densitometry was automatically performed over a 12-mm
diameter area, which was divided on the basis of annular
concentric zones (0–2 mm, 2–6 mm, 6–10 mm, 10–12 mm,
total diameter).
Results: Corneal optical density value was 12.82±0.18
before orthokeratology, the valu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1-month(13.40±0.26,P=0.020) and was still maintained in
a high value in the next time. At 2-year the value reached
the peak (14.50±0.23, P<0.001). One month after
discontinuation of lens wear , the value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 values of corneal optical density in different diameters
of 0-10mm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1-month: 0-2 mm
diameter at 1-month (baseline 13.09±0.16 vs 1-month
13.82±0.24, P=0.002), 2-6 mm diameter at 1-month
(baseline 11.88±0.15 vs 1-month 12.41±0.25, P=0.020),
and 6-10 mm diameter at 1-month (baseline 11.18±0.20 vs
1-month 11.88±0.28, P=0.014). The high values lasted for
2 years and the value reached the peak at 2-year at this
three areas. Furthermore, the corneal optical density value
decreased after discontinuation of lens wear,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However, 10-12 mm
diameter began to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t 2-year
(baseline 19.17±0.74 vs 2-year 20.42±0.71, P=0.041) and
had no obvious change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before
increase. In addition,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changes of corneal optical density value between the low
myopia group and the moderate myopia group, that was
diopter had no effect on the changes of corneal
densitometry after wearing Ortho-K contact lens.
Conclusions: long-term wearing Ortho-K contact lens can
cause a decrease of transparency within a 10 mm
diameter range. The corneal transparency changes first
happened at 1-month and reached the peak at 2-yea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corneal optical density
value and no improvement in corneal transparency short
time after discontinuation of lens wear. We speculate
orthokeratology affect the corneal oxygen supply and
compress cornea mechanically, that leads to corneal
stromal remodeling, but diopter has no effect on the
changes of corneal densitometry.

经虹膜下后房注水法在玻切术后白内障超声乳化手

术中的应用

邓德勇,吴志勇,姚宜,陈暐,陈志义

上海市和平眼科医院

目的： 观察经虹膜下后房注水法在玻璃体切除术后并发性

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临床疗效及手术并发症，并探讨手

术技巧。

方法： 从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0 月对 298 例( 306 眼)

玻璃体切除术后并发性白内障患者进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摘

除及人工晶状体植入术，术中采用多环节经虹膜下后房注

水维持眼内压，观察术中、术后并发症及术后最佳矫正视

力( BCVA) 。

结果： 术后 BCVA 较术前提高者共 292 眼( 95.42%)；视

力改善不明显者 14 眼( 4.58%) ，其中黄斑部病变 10 眼、

糖尿病性视神经病变 2 眼、视神经萎缩 2 眼。术中 12 眼出

现虹膜松驰表现，自主切口脱出；1 眼发现后囊损伤，无晶

状体皮质或核坠入玻璃体腔；无灌注偏离综合征、悬韧带

断裂等并发症。术后高眼压 68 眼，角膜水肿 32 眼，低眼

压( ≤8 mmHg)24 眼，晶状体后囊膜混浊 82 眼。

结论：经虹膜下后房注水法是玻璃体切除后并发性白内障

超声乳化手术中简单有效的操作技巧，可显著降低术中术

后并发症，获得良好的手术效果。

探讨心理护理在眼科护理中的作用

梁艳

大庆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心里护理在眼科护理中的作用。方法 对三种眼

部疾病患者进行心理分析，实施有效的心理护理疏导，

结果 患者情绪稳定，以积极心态配合治疗，并取得了较好

的治疗效果。结论通过对三种疾病患者心理护理使患者积极

配合治疗并得到了较好的恢复

方法： 1.资料 2017 年 1 月-2019 年 10 月 从中抽取三种

不同疾病患者

分别是青光眼 10 人，角膜异物 5 人，糖尿病视网膜病 10

人

2.心理护理对所有住院手术治疗的患者进行围手术期的心理

护理，主要包括：术前护理心理疏导消除恐惧配合手术，术

后护理心理干预使其积极配合临床医生，减少并发症 缩短

康复时间达到预期效果，健康教育做好眼健康知识的宣传，

出院后注意事项的细致告知，定期的随访跟踪等关怀。事实

证明心里护理对眼科手术患者是很重要的针对不同疾病患者

采取相应的心理护理。

结果： 通过对所有患者围手术期的心理护理，多数患者都

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对眼疾病也有一定的认识，心理情绪稳

定，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治愈率明显提高。

结论：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

来越高，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猛，与此同时，心理护

理在治疗中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干眼症患者护理管理的重要性
梁艳

大庆眼科医院

目的：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规律的作息时间，加上空气

的湿度来维持眼表的水分，积极寻找病因，并采取对因治疗

措施，是护理干眼症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步骤，干眼症的护理

工作包括多方面，因此患者需要多加注重。

方法： 1.饮食上指导护理：干眼症患者要养成良好的饮食

习惯，保证日常的均衡饮食，尽量不要偏食，宜清淡、还要

多吃富含维生素 A、C、E 的食物，干眼症患者要多吃蔬菜

和水果，少吃油炸食物。患者的早中晚餐都要吃好，要选用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牛奶、鸡蛋、胡萝卜、菠菜、西红柿、



豆制品及干果仁类等。注意补充水分，多食新鲜蔬菜水

果，有助于营养眼睛，改善视觉功能，维生素 A，是预防干

眼症、视力衰退、夜盲症的良方，以胡萝卜及绿、黄的蔬

菜及红枣含量最多。

结果： 从门诊干眼患者中观察及院外回访中发现按照护理

管理要求的患者对干眼治疗起到一个很好的协同促进作用,

有助于患者尽快康复，并且预后效果较好。

结论：在干眼症的治疗过程中，护理也应做到位，光治疗

的话是不会那么容易痊愈的，还得需要患者做好干眼症护

理工作，这样才能起到辅助治疗干眼症的作用，帮助患者

尽快康复痊愈

研究白内障术中前囊膜抛光对 Toric IOL 术后囊袋

中稳定性和轴位旋转情况的影响
叶霭娴,叶计芬

昆明普瑞眼科医院

目的： 研究白内障术中前囊膜抛光对 Toric IOL 术后囊袋

中稳定性和轴位旋转情况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病例研究，择昆明普瑞眼科医院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0 月期间顺利完成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

Toric IOL 植入术 79 眼，手术为同一高年资医师完成。术前

根据角膜模拟散光值计算植入相应型号疏水性单焦非球面 C

袢 Toric IOL 和拟定散光轴位。白内障术中，A 组：未行前

囊膜抛光 39 眼，B 组：行前囊膜抛光 40 眼，术后散瞳记

录 IOL 散光轴位情况以及 ITrace Toric track 跟踪，记录术

后 1 天、1 周、1 个月、2 个月 Toric IOL 囊袋中轴位变化。

结果： 术后 1 周，B 组二次调位 4 眼。

术后 2 个月，A 组：Toric IOL 轴位转动@＞5°：11 眼，@

＞10°：2 眼，轴位转动率 0.05%；

B 组：Toric IOL 轴位转动@＞5°：14 眼，@＞10°：4 眼，

轴位转动率 0.1%。

结论：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IOL 植入术中，前囊膜抛光

对疏水型 Toric IOL 术后轴位稳定性有影响，容易引起 IOL

轴位旋转。

调查评估病理性近视合并白内障患者手术前 IOL 预

留目标屈光度与不预留对术后视觉适应度的影响

叶霭娴,叶计芬

昆明普瑞眼科医院

目的： 调查评估病理性近视合并白内障患者手术前 IOL 预

留目标屈光度与不预留对术后视觉适应度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研究，择 2019 年 1-9 月昆明普瑞眼科医院

病理性近视合并白内障的手术患者 26 人，眼轴＞30mm，

OCT 检查黄斑结构基本正常，测量误差 2 人，失访 4 人，

实际 20 人，顺利完成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术＋单焦非球面

IOL 植入术，A 组术前结合患者意愿 IOL 预留目标屈光度-

2D 以上：11 人，B 组术前 IOL 不预留：9 人。 跟踪随访术

后 2 个月远近视力，术后视觉适应度按照（1~4 分：不同程

度头晕、复视，影响生活，5~7 分：头晕、复视，可以适

应，7~10 分：满意，生活质量提高）进行评估

结果： A 组：术后 2 个月近视力适应度评分＞5 分共 7

人，占 63.6%，远视力适应度＞5 分 3 人，占 27.3%；B

组：近视力适应度＞5 分共 6 人，占 66.7%；远视力适应度

＞5 分 6 人，占 66.7%。 A/B 组对术后近视力适应度评分相

当，A 组其中 5 人表示远视力差影响日常生活，需戴镜矫正

提高远视力。B 组对术后获得远视力满意度、适应度较高

结论：病理性近视合并白内障患者，术后总体满意度与眼

底萎缩程度有关，白内障术后获得性远视力对患者提高生活

质量帮助较大

光学矫正儿童散光对眼球发育的影响
张春燕,周莉,汤云香,陈志

莱尔眼科（如皋医院）如皋复旦医院

目的： 探讨光学矫正儿童散光后对其眼球发育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研究。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就诊

我院眼科视光门诊规则散光影响视力需配镜儿童患者 127

例（254 眼），其中实验组 72 例（144 眼）予光学配镜矫

正，戴镜后 3 个月、6 个月、1 年复查散光量及眼轴长度。

对照组 55 例（110 眼）散光患者家属拒绝配镜，予门诊定

期复查，就诊后 3 个月、6 个月、1 年复查散光及眼轴长

度。观察两组 3 个月、6 个月、1 年的散光及其眼轴长度的

变化。

结果： （1）散光量的变化情况 实验组戴镜后 3 个月、6

个月、1 年的散光量与戴镜前散光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 3 个月、6 个月、1 年的散光量与就诊

前散光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眼轴长

度的变化 实验组戴镜后 3 个月、6 个月、1 年的眼轴长度

与戴镜前眼轴长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

照组 3 个月、6 个月的眼轴长度与就诊前眼轴长度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1 年的眼轴长度与就诊前眼轴

长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儿童散光患者通过科学验配合适的框架眼镜能有效

延缓眼轴增长，避免眼球过早发育导致近视的提前发生和

发展。

Mutation Analysis of Pre-mRNA Splicing Genes
PRPF31, PRPF8, and SNRNP200 in Chinese Families
with Autosomal Dominant Retinitis Pigmentosa.

Jianjun Chen,Zilin Zhong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of Shanghai Tenth People;
Hospital Tongji Eye Institute 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BACKGROUND:
To screen variants in pre-mRNA Splicing genes in 95
Chinese autosomal dominant retinitis pigmentosa (adRP)
families.
METHODS:
Clinical examination and pedigree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argeted exome sequencing (TES) and / or
Sanger sequencing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variants
in genes of Splicing factors and conduct intra-familiar
segregation analysis with DNA available. In silico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predict pathogenicity of variants in
protein level and in vitro splicing assays were performed to
compare splicing variants with their corresponding
wildtype about their splicing effect.
RESULTS:
In this study, total nine different variants were identified in
PRPF31, SNRNP200, and PRPF8 respectively, including
six PRPF31 variants [five novel variants 322+1G>A,
c.527+2T>G, c.590T>C(p.Leu197Pro),
c.1035_1036insGC (p.Pro346Argfs X18), and c.1224dupG
(p.Gln409AlafsX66) plus one reported variant c.1060C>T
(p.Arg354X)], a recurrent PRPF8 variant c.6930G>T
(p.Arg2310Ser), two SNRNP200 variants [one
heterozygous and homozygous SNRNP200 recurrent
variant c.3260G>A (p.Ser1087Leu), and a reported
heterozygous c.2042G>A(p.Arg681His)]. In family 20009,
incomplete penetrance was observed. A novel PRPF31
missense variant c.590T>C (p.Leu197Pro) was predicted
to be pathogenic in protein level via in silico analysis and
in vitro splicing assay demonstrated that two novel splicing
PRPF31 variants c.322+1G>A and c.527+2T>G affect

splicing compared with the wildtype.
CONCLUSIONS:
In our studies, RP-causing variants of pre-mRNA Splicing
genes (PRPF31, PRPF8 and SNRNP200) were identified
in nine of the ninety-five adRP families respectively, which
extend the spectra of RP variant and phenotype. And we
provide the first example that SNRNP200-related RP can
be caused by both heterozygous and homozygous
variants of this gene.

Seven novel variants expand the spectrum of RPE65-
related Leber congenital amaurosis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Zilin Zhong,Jianjun Chen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of Shanghai Tenth

People&#39;s Hospital， and Tongji Eye Institute， 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92，
China

Purpose:
To screen RPE65 in 187 families with Leber congenital
amaurosis (LCA).
Methods:
Sanger sequencing and/or targeted exome sequencing
was employed to identify mutations in the RPE65 gene,
and intrafamilial cosegregation analysis if DNA was
available. In silico analyses and splicing assay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variants' pathogenicity.
Results:
Genetic analysis revealed 15 mutations in RPE65 in 14
pedigrees, including one splice-site mutation, one
frameshift mutation, three nonsense mutations, and ten
missense mutations. Of the mutations identified in RPE65,
seven are novel associated with LCA, including five
missense variants (c.124C>T, c.149T>C, c.340A>C,
c.425A>G, and c.1399C>G) and two indel (insertions or
deletions) variants (c.858+1delG and c.1181_1182insT).
In vitro splicing assay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functional impact on RNA splicing of novel mutations if two
of three in silico analyses were predicated to be non-
pathogenic at the protein level. Among these 15 variants,
14 were classified as 'pathogenic variants,' and a variant
(c.124C>T) was 'variants with uncertain significance'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s and Genomics.
Conclusions:
Mutations in RPE65 were responsible for 11 of the cohort
of 187 Chinese families with LCA, which expands the
spectrum of RPE65-related LCA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potentially facilitates its clinical implementation.

抗生素眼液联合角膜上皮保护剂在角膜塑形镜中的

应用观察
刘丹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汉口院

目的： 观察抗生素眼液联合角膜上皮保护剂在角膜塑形镜

中的疗效。

方法： 将我院 19 年 5-7 月配戴角膜塑形镜的患者分为两

组，A 组 60 人分别在试戴后 3-5 天，开始戴镜后 1 周内，

预处理用药给予抗生素眼液联合角膜上皮保护剂（左氧氟

沙星眼液+0.03%爱丽眼液），3 次/日点配戴眼。B 组 60 人

试戴后及戴镜后均不事先给予任何预处理用药。两组患者

在裂隙灯下比较戴镜后 1 天、1 周、1 月时眼表及角膜上皮

荧光染色情况。

结果： A 组患者戴镜 1 天，1 周，1 月时复诊，预处理用

药后，无一例出现眼表结膜充血、分泌物增多、角膜点染

等症状。B 组患者未经预处理用药，出现结膜充血、分泌物

增多症状患者 6 人，占 10%；出现角膜点染症状 2 人，占

3.3%。该 8 例患者出现症状后及时给予上述药物治疗后症

状好转。

结论：近视患者在验配过程中会反复试片，患者敏感，配

合度差就可能会造成结膜及角膜上皮的损伤。在试戴后预

处理用药，可避免试戴片的交叉感染，眼表损伤，清洁眼

部环境，减少感染的风险。患者初戴时，紧张，反复的练

习配戴及动作不熟练等因素，会造成对结膜及角膜的刺

激，戴镜开始的 1 周再次给予联合用药，可减轻不适感，

降低炎症反应和角膜上皮损伤的发生率，避免初戴时患者

的紧张感。

RGP 对于先天性眼球震颤患者的临床应用
王红强,裴孟娇

石家庄爱眼眼科医院

目的： 利用 RGP 的光学特性及优势，提高眼球震颤的矫

正视力，改善先天性患者的视觉质量

方法： 案例分析先天性眼球震颤，通过配戴 RGP 过矫，

观察眼震震幅、眼震频率及视力变化

结果： 配戴 RGP，眼球有着力点，振幅的降低；视力提

升，震颤减轻，视觉质量增加。生活质量，外观极大改变。

结论：RGP 针对眼球震颤:

1、提升视力，视力提升可缓解震颤；

2、因镜片与上下眼睑接触，有了着力点可缓解震颤。多次

尝试，适当增加镜片边缘与眼睑接触，可有改善对于眼球震

颤患者.

3、不接受手术患者，配戴 RGP 视觉质量、视力提升，增

加个人自信心，便捷工作生活；

4、建议早发现，早干预，避免因震颤，视力不佳引起病原

性弱视、近视度数增长过快。

5、定期复查眼部健康状况。

后天性外展神经全麻痹的手术治疗

罗琦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后天性外展神经全麻痹的手术方法与效果。

方法： 通过对我院 2015-2019 年间 20 例（20 眼）后天性

外展神经全麻痹的患者采用内直肌后徙联合 Jensen 直肌连

结术的病例进行分析。

结果： 外展神经全麻痹 20 例术后内斜视明显矫正，复视

症状，代偿头位明显改善，外转功能得到部分恢复。20 例

（20 眼）随访 6 个月-3 年，眼位无明显变化，疗效稳定。

结论：内直肌后徙联合 Jensen 直肌连结术是治疗外展神

经全麻痹的有效方法。

0.01%阿托品眼液对近视眼儿童黄斑区脉络膜厚度

的影响



赵宏伟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原解放军第 306 医院)

目的： 观察近视眼儿童局部使用 0.01%阿托品眼液 3 个月

后黄斑中心凹下脉络膜厚度变化情况。

方法：将纳入研究的近视眼儿童 42 例（79 眼）作为研究

对象，其中实验组为用 0.01%阿托品眼液的近视眼儿童 19

例（37 眼）。对照组为未使用眼液的近视眼儿童 23 例

（42 眼）。分别在使用药物前和使用药物后 3 个月用 EDI-

OCT 模式检测黄斑中心凹下脉络膜厚度变化情况

结果： 用药前实验组和对照组近视眼儿童黄斑中心凹下脉

络膜厚度值（µm）分别为 254.23±39.29、257.95±36.01；

用药后 3 个月实验组和对照组近视眼儿童黄斑中心凹下脉

络膜厚度值（µm）分别为 268.64±45.17，249.35±36.01。

t 检验统计分析显示：在使用 0.01%阿托品眼液后 3 个月实

验组和对照组近视眼儿童黄斑中心凹下脉络膜厚度值有统

计学差异（P=0.0381）。

结论：局部使用 0.01%阿托品眼液 3 个月可致近视眼儿童

黄斑中心凹下脉络膜增厚轻度增加。

屈光参差性弱视患儿使用 RGP 治疗对立体视功能恢

复的影响
赵晓楠 1,李镜海 1,程先宁 2

1.济南爱尔眼科医院

2.宿州市眼病防治所

目的： 探讨不同矫正方法对屈光参差性弱视儿童立体视功

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选取屈光参差性弱视儿童 37 例（37 眼），使用同

视机及《立体视觉检查图》检查无远、近立体视。将其随

机分为两组，A 组 16 例，给予 RGP 矫正；B 组 21 例，给

予单光框架眼镜矫正。两组患者均给予单眼遮盖、CAM 等

治疗及双眼视功能训练。随访 1 年，再次进行远、近立体

视检查并记录。

结果： A 组 87.5%出现远立体视，平均出现时间为

（7.39±0.23）个月；B 组为 80.95%和（10.28±0.46）个

月。A 组近立体视（40~60）″、（100~200）″、

（600~800）″以及＜800″者分别为 37.5%、25.0%、

18.75%和 18.75%；B 组分别为 0、9.52%）、52.38%和

38.10%。A 组远、近立体视恢复均明显优于 B 组，两组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在以往弱视治疗中，多以视力提高作为目标，较少

关注双眼视功能恢复。屈光参差是临床常见弱视原因，使用

框架眼镜矫正，会因双眼存在着较大像差而影响治疗效果。

RGP 作为一种角膜接触镜，可获得更好的视觉质量，从而

有利于双眼立体视功能恢复。

精细训练联合虚拟现实视觉训练治疗弱视疗效分析
韩立坡

1.保定市儿童医院

2.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医院

3.保定市儿童眼病诊疗中心

目的： 分析弱视患儿应用精细训练联合虚拟现实视觉训练

的治疗效果。

方法： 首次就诊于我院眼科的 232 例（416 只眼）弱视患

儿，随机分为两组，A 组采用精细训练治疗，B 组采用精细

训练联合视觉训练治疗，治疗时间为 6 个月。分别将 A、B

两组根据年龄分为 3 组：4＜～≤6 岁、6＜～≤8 岁、8＜～

≤10 岁。

结果： A 组基本治愈率依次为：55.88%（38/68）、

34.88%（30/86）、11.11%（6/54）（r=-0.78，

P=0.0000），B 组基本治愈率依次为：70.59%

（48/68）、54.65%（47/86）、22.22%（12/54）（r=-

0.81，P=0.0000），A、B 两组基本治愈率随年龄增长均呈

下降趋势。A 组有效率依次为：100%（68/68）、81.40%

（70/86）、55.56%（30/54），B 组有效率依次为：100%

（68/68）、93.02%（80/86）、77.78%（42/54），A、B

两组有效率随年龄增长均呈下降趋势。

结论：精细训练联合虚拟现实脑力视觉训练为治疗弱视安

全有效的方式，基本治愈率和有效率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

势。

胰岛素信号通路可能是糖尿病小鼠角膜神经损害的

重要调控信号



杨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目的： 探索胰岛素信号通路对糖尿病小鼠角膜神经的影响

方法： C57BL/J 小鼠腹腔注射 STZ 制造糖尿病模型。造

模 3 个月后将小鼠分为正常组、糖尿病组、糖尿病治疗组

（胰岛素滴眼组）三组。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1 个月时通

过小鼠角膜神经铺片及神经敏感度测试评估小鼠角膜神经

分布及敏感度。

结果： 糖尿病小鼠角膜神经密度及敏感度明显低于正常组

小鼠；胰岛素治疗组小鼠角膜神经密度及敏感度明显高于

糖尿病对照组小鼠，低于正常组小鼠。

结论：胰岛素信号通路可能对糖尿病小鼠角膜神经起到积

极的调控作用。

RGP 对单眼高度近视弱视的诊断以及离焦 RGP 对

延缓近视增长的临床意义

王红强,裴孟娇

石家庄爱眼眼科医院

目的： 1、利用 RGP 的矫正诊断，判断患者是高度近视的

框架矫正像差引起的视力低下还是因为眼底发育不良引起

的。若框架矫正像差引起的，RGP 校正后会视力提升或正

常。

2、对于单眼近视的弱视孩子，离焦 RGP 矫正，弱视治疗

过程中如何延缓近视度数的增加。

方法： 选择单眼高度近视矫正视力低于 0.8 孩子或双眼屈

光参差（一眼为近视的孩子）作为案例。

1、分别框架矫正和 R 离焦 GP 矫正，记录同一孩子不同矫

正方式的视力，作为对比。

2、对比框架矫正、离焦 RGP 矫正，记录孩子弱视治疗中

近视度数增长情况。

结果： 1、离焦 RGP 矫正明显优于框架矫正，至少提高 2

行货以上视力。

2、对于单眼高度近视矫正视力低于 0.6 孩子，坚持每日配

戴 4 小时或以上，一般可短时间内提高视力至 0.8.部分孩子

基本配戴即 0.8 或以上视力。

3、配戴离焦 RGP 可以有效缓解近视增长。

结论：1、RGP 矫正相对于光学框架矫正，对于单眼近视

或屈光参差近视性弱视诊断会更准确；并且有利于弱视孩子

快速治愈；

2、离焦 RGP 矫正屈光参差近视性弱视，在治疗中可有效

缓解近视度数增长并且有利于弱视快速康复。

3、对于低龄（8 岁以下）、高度（-6.00D 以上），离焦

RGP 矫正延缓近视度数增长有效果。

Helveston 综合征手术治疗的临床观察及护理

杨艳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朝聚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 Helveston 综合征的手术治疗后的护理。

方法： 回顾我院 2017 年 1 月到 2018 年 4 月实施的 4 例

Helveston 综合征手术患者的观察和护理。其中男 3 例，女

1 例，年龄 5-13 岁，术后平均随访 1 年。

结果： 护士对 helveston 综合征具有充分的认识，并对患

者进行了包括术前心理护理、手术配合指导和术后眼部护

理、饮食护理、病情观察、并发症的观察和护理，结果患儿

顺利完成手术，手术效果良好，严密的观察专业的护理使反

应有所改善。

结论：案的设计需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方案。护士应

对 Helveston 综合征具有充分的认识，完善的术前准备和正

确有效的术中、术后护理是保证治疗效果的关键。通过优质

的护理及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对患者顺利接受手术，术后康

复是十分必要的。

超声乳化联合内板层巩膜切开术

姚淑玲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内板层巩膜放射状切开持续降低眼压的效果。

方法： 在同时需行白内障和青光眼手术的病例中，联合手

术组 22 眼行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内板层巩膜切开术；对照

组 20 眼单纯行白内障超声乳化吸出术。所有眼都植入人工

晶状体。



结果： 手术后 1 年，联合手术组平均眼压较手术前的

（24.8±4.2）mmHg 降低 6.2 mmHg，对照组降低

（2.2±3.2）mmHg，两组间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P<0.01）。

结论：白内障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植入联合内板层巩膜放

射状切开术能持续降低眼压，单纯应用白内障超声乳化和

人工晶体植入，也能降低眼压，但比率少。

25G 微创玻璃体切除术治疗伴有脉络膜脱离的孔源

性视网膜脱离疗效分析

吴志勇,邓德勇,姚宜,陈志义,闵云花,

陈暐,李洋,高菲,祝敏燕,韩丽荣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上海和平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孔源性视网膜脱离患者发生脉络膜脱离的相关

危险因素，分析 25G 微创玻璃体切除术的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合并脉络膜脱离的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病

例 26 例 26 眼，全部伴有脉络膜脱离。术前 1 天均进行静

脉及球旁激素治疗。脉络膜脱离很高者，升高眼压后自穿

刺口放出部分脉络膜上腔液体。在非接触式广角镜下，采

用 25G 微创玻璃体切除手术复位视网膜，部分合并白内障

摘除，术毕采用硅油填充。

结果： 孔源性视网膜脱离伴有脉络膜脱离的主要危险因素

为高度近视、高龄、显著低眼压、病程长、视网膜脱离范

围广等。所有病例经过玻璃体切除手术后均视网膜复位，

术中硅油填充。24 眼（92.3%）于 3 月后顺利取出硅油而

未复发，合并白内障者同时摘除白内障。2 眼（7.7%）发

生严重 PVR，复发视网膜脱离，经过再次手术硅油置换

后，视网膜复位。最终 BCVA 提高者 21 眼（80.8%），其

中>0.1 者 11 眼（42.3%）。术前眼压平均 7.2mmHg，术

后眼压平均 16.1mmH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伴有脉络膜脱离的孔源性视网膜脱离是一种复杂的

特殊类型的视网膜脱离，采用 25G 微创玻璃体切除术治

疗，可获得较好的疗效。

TransPRK 治疗高度近视 1 年随访研究

王涵,张力军,张蕊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经上皮准分子激光角膜切削术（TransPRK）

矫正高度近视 1 年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选择行 TransPRK 手术高度

近视患者 25 例 25 眼，中低度近视患者 27 例 27 眼作为对

照，随访 1 年，观察术后视力，屈光度，haze，角膜曲率

等。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 t 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术后除对照组 1 眼角膜上皮 5 天愈合外，其余所有

受试者上皮均于 3 日内愈合。术后 1 个月高度近视组裸眼

视力低于对照组，术后 3mo 和 1a 两者无统计学差异。高度

近视组术后 3mo 裸眼视力达到最佳（F=6.79，

P=0.002），对照组各时间点裸眼视力无显著性差异

（F=2.44，P=0.098）。术后 1mo，3mo，1a 高度近视组

与对照组等效球镜无统计学差异。高度近视组角膜发生 6

例 1 级 haze，均于术后约 1mo 内出现，对照组中无 1 级及

以上 haze 发生，两者有显著性差异（c2=5.16，

P=0.02）。

结论：TransPRK 手术对于高度近视显示了较好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早期裸眼视力恢复较慢，未发生严重影响预后

haze。1 年随访未见明显屈光回退和角膜膨隆，这种新型的

表层手术可以适当扩大适应症。

Impact of disinfecting solution released from cosmetic
contact lenses on human corneal epithelial cells.

Guangsen Shi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release of disinfecting solutions
from cosmetic contact lenses (CCLs) with surface
pigments on human corneal epithelial cells.

METHODS:
Cosmetic contact lenses and clear contact lenses were
soaked in five multipurpose solutions (MPS),(MPSA,B,C,D
and E) and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PBS) for 16 h.
After raised with PBS, MPS-soaked lenses were placed on
top of adherent Immortalized human corneal epithelial
cells (HCEC) for 24 h. Following staining with Annexin V-
FITC/7-AAD, cell viability were studied by flow cytometry.

RESULTS:



After 24 h, lenses soaked in MPSB showed higher
percentage of apoptosis than other multipurpose solutions.
Compared to clear contact lens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ntage of viability and apoptosis were observed
with cells exposed to MPSB soaked CCLs.

CONCLUSIONS:
Surface pigments on CCLs resulted in significantly lower
viability and higher apoptosis which might be due to more
absorption of MPSB compared with clear contact lenses.

Protective effect of Ginsenoside Rb1 on 4-HNE-
induced oxidative damage in human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 cells

Jun Cui,Ren-zhe Cui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Yanbian University， Jilin
Aim: Oxidative damage result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Ginsenoside Rb1 against to 4-
hydroxynonenal (4-HNE)-induced oxidative damage in
human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al cell line ARPE-19 cells.
Method: ARPE-19 cells were treated 4-HNE to induce
oxidative damage, and CCK-8 assay was used to
determine Cell viability. Levels of intracellular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were measured using DCFH-DA
staining.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xidative damage
increased intracellular ROS generation and Rb1
significantly protected human RPE cells from 4-HNE-
induced oxidative damage.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provide some evidence for a
protective effect ofGinsenoside Rb1 treatment on AMD.
Key word: Ginsenoside; Rb1; Human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 4-hydroxynonenal; Oxidative damage

Inhibitory effect of Exendin-4 on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induced by 4-HNE in human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 cells

Jun Cui,Ren-zhe Cui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Yanbian University， Jilin
Aim: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contribute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Exendin-4 (EX4), a
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 to protect 4-
hydroxynonenal (4-HNE)-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in

human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al cell line ARPE-19 cells.
Method: ARPE-19 cells were treated 4-HNE to induce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Cell viability was determined by
CCK-8 assay. Levels of intracellular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were measured using flow cytometry and
DCFH-DA staining.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reduced cell viability, and increased intracellular ROS
generation. EX4 significantly prevented cells from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EX4
attenuated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induced by 4-HNE in
ARPE-19 cell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X4 may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agent for the treatment of AMD.
Key word: Exendin-4;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 4-
hydroxynonenal;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弱视训练对屈光不正性弱视患儿视功能的影响

蔡晶,燕振国

兰州华厦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弱视训练对屈光不正性弱视患儿眼调节功能的

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8 月-2019 年 6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65 例屈光不正性弱视患儿作为临床组研究对象，患儿均接

受弱视训练；选取同期在我院进行检查的 65 例视力正常儿

童作为对照组。比较对照组和临床组治疗前、后矫正视力、

屈光度和调节功能的变化。

结果： 临床组训练前矫正视力、调节幅度、调节灵敏度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屈光度和调节滞后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临床组训练 3 月后矫正视力、调节幅度较训

练前均明显升高，屈光度和调节滞后量均明显降低（P＜

0.05）。

结论：屈光不正性弱视儿童眼调节功能存在明显异常，而

弱视训练有利于改善患儿视功能，提高患儿视力。

不同斜视手术术式术前、术后屈光状态动态观察
蔡晶,燕振国

兰州华厦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斜视手术术式术前、术后屈光状态的动态

变化。

方法： 选取 2018 年 5 月-2019 年 5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

斜视患者 90 例，A 组：下斜肌后徙术 30 例；B 组：眼直肌

后徙术 30 例；C 组：拮抗肌截除联合眼直肌后徙术 30

例。年龄 17-29 岁，平均年龄（21.3±3.2）岁。研究对比三

组患者手术前、后屈光状态的变化。

结果： A 组患者术后 1 月、术后 3 月屈光状态较术前差异

不明显（P＞0.05）；B、C 组患者术后 1 个月屈光状态较

术前出增加（P＜0.05），术后 3 个月较术前差异不明显

（P＞0.05）； A 组患者术后 1 月、术后 3 月距角膜顶点

3mm、5mm 范围角膜曲率较术前差异不明显（P＞0.05）

B、C 组患者术后 1 个月距角膜顶点 3mm、5mm 范围角膜

曲率较术前增加（P＜0.05），术后 3 个月较术前差异不明

显（P＞0.05）。

结论：不同的斜视手术方式，患者术前、术后屈光状态的

变化是不同的。下斜肌因其附着部位与角膜边缘距离较

大，故下斜肌后徙术对患者屈光状态影响不大；直肌后

徙、截除可造成患者术后短时间内屈光度及角膜曲率的增

加，但术后 3 个月均可恢复。

关于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研究及措施

包娇娇,蔡晶

兰州华厦眼科医院

目的： 对近视眼的基本情况、发病机制、相关因素、实际

危害、矫正方法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综述,并为近视眼防治

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

方法： 通过对人们用眼习惯、方式的观察研究近视的发

生、发展

结果： 目前我国开始全面科普近视眼知识,展开全面防控,

通过日常生活进行近视眼防治工作,将威胁视力的多种因素

排除,保证青少年用眼健康

结论：近视会影响青少年学习和生活,危害青少年健康。近

年来,近视眼防治工作已经成为全世界眼科一个热点话题。

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后视功能改善

案例分析

张安琪,蔡晶

兰州华厦眼科医院

目的： 观察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后视功能

的变化.

方法： 结合我院双眼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进行生物参数

检测（裸眼视力、屈光验光、眼轴、角膜内皮计数、角膜厚

度、角膜地形图、眼压、眼部 A、B 超，）

给予双眼角膜塑形镜验配，

结果： 配戴期间双眼裸眼视力均可达 1.0，调节滞后、近

眼位明显改善，角膜塑形镜能延缓屈光度增长，有效提高裸

眼视力，并且能消除因配戴框 架眼镜所导致的双眼不等

像，同时它还能改善视功能及眼位问题，提高双眼视功能

结论：配戴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的发展，提高裸眼视

力，对屈光参差的治疗及对双眼视功能的改善都是一个非常

有效的一种方法

飞秒激光微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摘除术(SMILE)治疗

近视及散光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陈玉红

贵州省黔西南州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飞秒激光微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摘除术(SMILE)

治疗近视及散光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于我院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2 月行

SMILE 术的近视患者 50 例(98 只眼)，比较术前、术后 1 个

月、3 个月、6 个月视力、屈光度水平。

结果： 术后 1 个月患者的视力水平提升，3 个月、6 个月

屈光基本稳定；术后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屈光度水平相

较于术前也显著改善（P＜0.05）。

结论：SMILE 矫正近视和散光安全、有效、稳定,具有积极

推广价值。

905 名青年人群眼部散光与近视度相关性情况调查



袁媛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目的： 对湖北地区青年人群的散光情况与不同近视度数的

关系进行调查。

方法： 对随机抽取的 905 名湖北地区 17-19 岁青年居民进

行散光度数、轴向及近视度数的测定。

结果： 各个近视度段散光在 26-150 度范围内所占人数比

例最大，其中男性组高度近视段约为 71.7%，中度近视段

约为 71.1%，低度近视段约为 69.2%；女性组高度近视段

约为 74.6%，中度近视段约为 84%，低度近视段约为

92%；且各个近视度段不论男女均呈现顺规散光人数多于

逆规散光；男性中高度近视组顺规散光人数比例高于低度

近视度组；女性低度近视组顺规散光人数比例高于同类男

性组；男性低度近视组 200 度以内散光比例高于其他两

组，且有随近视度数增高 200 度以内散光人数所占比例减

低趋势；女性高度近视组 200 度以内散光人数比例低于中

度近视组。

结论：湖北地区 17-19 岁青年居民中，各个近视度段散光

在 26-150 度范围内所占人数比例最大，且各个近视度段不

论男女均呈现顺规散光人数多于逆规散光。男性低度近视

组 200 度以内散光比例高于其他两组，且有随近视度数增

高 200 度以内散光人数所占比例减低趋势；女性高度近视

组 200 度以内散光人数比例低于中度近视组。

4558 名湖北白内障人群角膜散光流行病学调查

袁媛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目的： 对湖北地区中老年白内障人群的角膜散光情况进行

调查，找出其变化规律。

方法： 对随机抽取的 4558 名湖北地区中老年白内障居民

进行角膜散光度数及轴向的测定，并分析其变化规律。

结果： 湖北地区中老年白内障人群中，角膜散光在 50—

100 度范围内所占人数比例最大，男女混合人群中所占比例

为 31.90%，其中男性为 31.42%，女性为 32.19%。人群中

不论男女、各个年龄段，角膜散光均以 50—100 度为人数

最多，并且除 49 岁以下年龄段外，角膜顺逆规散光均呈现

逆规散光人数多于顺规散光趋势。

结论：湖北地区中老年白内障人群中，不论男女、各个年

龄段，角膜散光在 50—100 度范围内所占人数比例最大，

并且除 49 岁以下年龄段外，角膜顺逆规散光均呈现逆规散

光人数多于顺规散光趋势。

面部“超声刀”美容手术致外伤性白内障病例报道

袁媛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目的： 面部“超声刀”美容手术致外伤性白内障病例报道

方法： 60 岁女性患者袁某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在澳洲一

家正规医疗美容机构行面部“超声刀”（面部激光的一种）皮

肤除皱美容手术，术后感觉右眼充血明显，视物模糊，当时

在当地眼科进行就诊，未发现特殊体征。2017 年 11 月 22

日，患者回国后在我院门诊就诊，查体：V ou 0.4, IOP

ou14mmHg, 右眼睫状充血（++），Tyn(+),ACD2.5CT,瞳

孔直径 3mm,光反射灵敏，晶体点状浑浊，排列规则，轻度

震颤，具体形态见图片。眼底检查未见异常。

结果： 患者行常规术检，术前应用溴芬酸钠、典必殊眼水

抗炎，并于十天后行飞秒激光辅助下白内障手术，植入蔡司

三焦点人工晶体，结果术后第一天远中近视力均为 1.0。

结论：现代面部激光美容除皱手术有风险，应用不当会导

致外伤性白内障，眼内葡萄膜炎，但通过及时有效治疗也能

挽救患者视功能。

晶状体囊袋张力环在高度近视白内障联合低度数人

工晶状体手术中的应用

袁媛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目的： 评价晶状体囊袋张力环在高度近视白内障联合低度

数人工晶状体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427 例（549 只眼）高度近视白内障患者行超声

乳化白内障吸出术及后房型人工晶状体和囊袋张力环植入,

术后随访 3-18 个月，测视力，眼压，散大瞳孔进行眼前节

裂隙灯观察照像。



结果： 所有植入的人工晶体均位于正位，术后 3 个月矫正

视力>0.8 者 43 眼，0.6-0.8 者 118 眼，0.5 者 89 眼，0.4

者 101 眼，0.3 者 66 眼，0.2 者 80 眼，<0.2 者 52 眼；术

后第一天眼压为 3-47mmHg，一过性高眼压 179 眼，其中

有一例患眼因术后高眼压无法药物控制而不得不取出

CTR；随访 18 个月中有 2 例患眼发生视网膜脱离、5 例患

眼因发生后发障而行激光治疗。

结论：晶状体囊袋张力环在高度近视白内障联合低度数人

工晶状体手术中的应用能防止晶状体悬韧带离断，使人工

晶体居中性更佳，并进而能有效防止后发障和视网膜脱离

的发生。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femtosecond laser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cataract surgery combined with Toric
intraocular lens in patients with cataract axis Length

longer than 24mm

Yuan Yuan
WU HAN EYEDOOD OPHTALMIC HOSPITAL

Objective: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femtosecond laser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cataract surgery combined with
Toric intraocular lens in patients with cataract axis length
longer than 24mm.
Methods: Prospective study. 49 cases of cataract patients
with ocular cataract surgery and Toric IOL implantation in
our hospital with 49 cataract eyes with
axis length longer than 24mm. They were divided into
femtosecond group and
phaco group, including femtosecond group 20 cases 20
eyes, phaco group 29 cases 29 eyes . The study data
included uncorrected visual acuity, 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y, preoperative corneal astigmatism, postoperative
residual astigmatism, astigmatic axial deviation,
postoperative OCT detection of fundus optic nerve and
macular thickness changes, corneal and intraocular high-
order
phase difference changes.
Results: Three months after operation, the 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y of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surgery (t=19.613, 25.019; p=0.000,
0.000), b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1.175,p=0.240).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eoperative astigmatism distribution and preoperative
residual astigmatism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1.23, 0.016; p=0.218, 0.987).
Postoperative
intraocular lens axial displacement was counterclockwise
and clockwis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0.455, 0.690; p=0.649, 0.490). The total residual
astigmatism was 0.5D in the two groups. There was
no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0.605,
p=0.54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ptic disc nerve fiber thickness
and macular
fovea thicknes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0.282, 0.778;
p=1.211, 0.226).
Corneal high-order phase difference detec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ostoperative corneal indicators except S3 + S5
+ S7 group (t = 2.024, p = 0.043), the other corneal high-
order phas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significance. In the intraocular high-
order phase
difference detec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intraocular group.
Conclusions: Whether it is Phacoemulsification cataract
surgery or femtosecond laser-assisted cataract surgery,
implantation of Toric IOL in eyes with axis
length longer than 24mm is a predictable, saf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cataract with regular corneal
astigmatism.

眼科 5G 远程门诊系统创新设计与应用

吴培瑜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的：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与杭州清大视光科技

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远程会诊视讯平台为例，介绍如何搭建

5G 远程门诊信息系统，包括远程会诊、远程门诊、远程门

诊软件系统等方面，阐述该系统的服务内容与组织方式，改

进医疗服务环境。

方法： 利用信息化技术为患者完成病历分析、诊断，确认

治疗方案的新型诊疗方式，研究远程眼科视频会诊的疾病构

成比。研究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4 月在我院远程眼科会

诊中心和门诊，来自 18 家中国不同地域基层医院的患者 20

例。将病历资料从清大视光科技远程阅片数据库软件导出，

用 SPSS 软件进行疾病分类统计。

结果： 我院借助中国移动率先推出优质 5G 网络环境，与

新疆阿克苏医院等互联，打造多点眼科远程门诊网络。查找

适合远程会诊的眼科疾病。结果 20 例患者中，缺血性视神

经病变原因待查 4 例（20%），各种类型复杂性白内障 5

例（25%），视力下降原因待查 8 例（40%），真菌性角

膜炎 3 例（15%）。



结论：远程门诊平台通过线上排队叫号、“面对面”问诊、

影像检查数据实时同步与实时裂隙灯检查，全国范围内实

现“一对多”的诊疗指导与辐射。目前远程眼科视频会诊中，

老年性白内障、视力下降原因待查是基层医院最具诊治需

求的眼病。

普拉洛芬预处理对合并糖尿病的飞秒激光辅助白内

障超声乳化手术患者瞳孔直径的影响

耿钊,高铃,叶剑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目的： 观察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中，术前使

用和不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预处理对糖尿病患者瞳孔直径

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队列研究，将我院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2 月接受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的 80 名患

者分为 2 组，其中糖尿病患者 40 眼，无糖尿病患者 40

眼。各组患者再依据随机数法被随机[A1] 分为两组（每组

20 眼），其中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 0.1%普拉洛芬为试验组

（术前 1d，4 次/d），未使用 0.1%普拉洛芬为对照组。观

察飞秒激光术后 30min 内各时间点瞳孔直径变化。

结果： 飞秒激光处理后 30min 内，所有患者的瞳孔直径较

术前呈先增大后减小的小范围波动。无论在有、无糖尿病

组，在飞秒激光术后 30min 内各时间点，0.1%普拉洛芬对

瞳孔直径的影响均无统计学差异。不使用 0.1%普拉洛芬预

处理的对照组患者中，术后各时间点有糖尿病与无糖尿病

组间瞳孔直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飞秒激光处理后 30min 内，瞳孔直径较术前在小范

围波动而非单一趋势变化；使用 0.1%普拉洛芬预处理及糖

尿病对瞳孔直径的影响不大。

眼白化病、眼球震颤新突变 GPR143,
c.8C>A(p.Ser3Tyr)中国伴 X 连锁遗传家系报道

耿钊,张庆华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目的： 报道眼白化病、眼球震颤新突变

GPR143,c.8C>A(p.Ser3Tyr)中国伴 X 连锁遗传家系

方法： 患者家系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Ⅲ-10 先证者双眼裸眼视力：OD：0.05，OS：0.05，双眼

眼球震颤，黄斑中心凹缺失，虹膜脱色素，视杯凹陷变浅，

色弱。其兄弟Ⅲ-8 具有相同临床表现。先证者核心家系的

WESTERN 分析（Ⅲ-10/Ⅱ-7/Ⅱ-8）及家系其余成员（Ⅲ-

4/Ⅲ-7/Ⅲ-8/Ⅲ-11/Ⅳ-3/Ⅳ-4/Ⅳ-6/Ⅳ-7/Ⅳ-8/Ⅳ-9）验证，发

现新突变位点
GPR143,c.8C>A(p.Ser3Tyr);RS1,c.215A>C(p.Glu72Ala)
。如图 2

（图 2）

结果： 此家系符合眼白化病（OA1）诊断，新突变位点为
GPR143, c.8C>A
(p.Ser3Tyr)。RS1 基因在视网膜劈裂症中有报道，但是该

家系无视网膜劈裂表现。

结论：通过眼白化病（OA1）家系的基因筛查，发现新突

变位点 GPR143, c.8C>A(p.Ser3Tyr)，而突变

RS1,c.215A>C(p.Glu72Ala)未在家系中有临床表现，其机

制不明，有待进一步研究。

The Necessity of Pretreatment with Pranoprofen for
Femtosecond-Assisted Cataract Surgery: A Single-

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Zhao Geng,Ling Gao,Jian Ye
Daping Hospital，Army Medical University

Purpose: To explore whether the application of 0.1%
pranoprofen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miosis and
increased intraocular pressure (IOP) caused by
femtosecond laser treatment in femtosecond laser-
assisted cataract surgery (FLACS).
Methods: In this study, patients were pretreated with (trial
group) or without (control group) topical 0.1% pranoprofen.
The pupil diameter (PD) and IOP were measure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within 30 minute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femtosecond las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decrease in PD and increase in IOP during
the 30 minutes post-femtosecond laser treatment of both
groups tended to fluctuate instead of exhibiting continual



change. Pairwise comparisons of the two groups showed
the PD of patients pretreated with 0.1% pranoprofen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only at 15
minutes after FLACS (P =0.046),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OP at any time point (P >0.05).
The ratio of significant miosis (PD ≤ 5 mm)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2%) and
the trial group (1%) (P >0.05).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intraocular hypertension (IOP ≥ 30 mm Hg) was
6.94%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4.17% in the trial group
and was also not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The PD and IOP of patients undergoing
FLACS showed fluctuations within a small range.
Pretreatment with 0.1% pranoprofen exerted a modest,
albeit significant, prophylactic effect. However,
pretreatment with 0.1% pranoprofen provided only a
limited benefit in patients undergoing FLACS. Prolong or
shorten the pretreatment time is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先天性白内障合并先天性无虹膜一例
耿钊,叶剑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目的： 报道先天性白内障合并先天性无虹膜一例

方法： 患者男，15 岁，因“发现视物模糊、畏光两年余”于

四年前于我院就诊，诊断“双眼先天性白内障，双眼先天性

无虹膜，双眼屈光不正，双眼弱视”，患者父母、弟弟及家

族其他成员无眼部相关疾病。同时行基因检测，发现

NOD2,c.30C>G（p.H10Q）可疑变异，变异来源父亲，

ELP4,1-9 号外显子疑似杂合缺失。考虑到行白内障术后畏

光会加重，暂建议半年复查一次观察病情。近日复查时发

现白内障明显加重，于我院行双眼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

工晶体植入术。

结果： 术后 10 天复查：双眼裸眼视力：0.3，双眼眼压：

18.1mmHg,19.6mmHg。自觉视物较以前清晰。

结论：诊断：双眼先天性白内障，双眼先天性无虹膜，双

眼屈光不正，双眼弱视。先天性白内障合并先天性无虹膜

患者，如白内障程度较轻，矫正视力尚可，可暂缓白内障

手术，以免术后畏光加重影响生活。通过基因分析发现

NOD2,c.30C>G（p.H10Q）可疑变异，变异来源父亲，

ELP4,1-9 号外显子疑似杂合缺失，但相关机制不明，可进

一步研究。

Spot 双目视力筛查仪和自动电脑验光仪结果在近视

筛查中的比较
李影

徐州市眼病防治研究所

目的： 比较 Spot 双目视力筛查仪和自动电脑验光仪在近

视筛查结果的差异。

方法： 对徐州某学校 6~19 岁的学生共 500 人，分别用

Spot 双目视力筛查仪和自动电脑验光仪进行验光检查，记

录 1%复方托吡卡胺眼药水睫状肌麻痹前后的验光数据，比

较两种仪器验光结果，包括球镜值以及等效球镜绝对值，柱

镜。采用 T 检验来比较两种仪器所测得的等效球镜绝对

值。用 Pearson 相关系数来比较两种设备睫状肌麻痹前后

的 SE 值(等效球镜)，SE 值与柱镜值(DC 值)之间的关系。

结果： 因屈光度数过高 ，Spot 双目视力筛查仪无法检测

出验光数据而剔除三人。纳入统计人数 497 人（497 只

眼）。Spot 在睫状肌麻痹前后所测轻度、中度、高度近视

组所得的等效球镜绝对值均低于自动验光仪组，P 值均

<0.001. 两种验光设备睫状肌麻痹前后的 SE 值均呈高度相

关（r>0.8）。自动电脑验光仪所测得睫状肌麻痹前后 SE

值与 DC 值弱正相关，而 Spot 所得睫状肌麻痹前 SE 值与

DC 值呈较弱的负相关，睫状肌麻痹后的 SE 值与 DC 值呈

中度负相关

结论：自动电脑验光仪所得的等效球镜绝对值和比 Spot 筛

查仪所得结果偏高，SE 值高度相关。两种设备所测得的等

效球镜值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Spot 视力筛查仪与自动电脑验光仪在青少年视力筛

查中散光结果的比较

王小娟

徐州市眼病防治研究所

目的： 比较 Spot 视力筛查仪和自动电脑验光仪在青少年

睫状肌麻痹前后视力筛查中散光检查结果的差异；

方法： 对同一所学校的 497 名青少年（年龄 6~19 岁），

进行 1%托比卡胺睫状肌麻痹前后的验光检查，取右眼数

据，散光值均设定为负值，将散光绝对值大于等于 1D 的眼



纳入统计范围。比较两种验光仪在睫状肌麻痹前后所测得

的散光度数（绝对值），类型，及轴向；另外比较睫状肌

麻痹对于散光检查结果的影响。采用 T 检验来比较两种仪

器所测得的柱镜值。用组内相关系数来比较两种仪器所测

的散光轴向和类型。

结果： 纳入统计范围 87 人（眼），占总筛查人数的

17.5%。散光绝对值以≥1D 且＜2D 者为主。Spot 双目视力

筛查仪在睫状肌麻痹前后所测得得柱镜值均低于自动验光

仪组，P 值均<0.05。两种仪器睫状肌麻痹前后所测散光轴

向均以顺规散光为主，两种仪器在睫状肌麻痹前后所测得

的散光值均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结论：Spot 双目视力筛查仪在视力筛查中较好的实用

性，所测得的散光度数较自动电脑验光仪偏低，所测得散

光轴向，类型分布有所差异。建议筛查出散光异常的患者

去医院进一步睫状肌麻痹检影验光检查。

两种生物测量仪参数对高度近视患者应用比较分析

郭笑霄,陈曦,王艳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比较两种眼生物测量仪 Tomey OA-2000 与

IoLMaster 获得的高度近视眼生物参数的差异性和一致性

方法： 纳入 90 例患者，其中 45 例为高度近视。分别应用

两种仪器进行测量，获得眼轴长度(AL)、角膜平均曲率

(Km)、前房深度（ACD)和角膜横径(WTW)4 项参数。分析

两种设备获得的生物参数之间的差异性及一致性。

结果： 一致性分析：对照组中，Bland-Altman 散点图显示

AL、Km、ACD、WTW的 95％一致性界限(LOA)的上下限

分别为：-0.24 至 0.29 mm，-0.22 至 0.45 mm，-0.39 至

0.31D 和-0.90 至 0.86mm。对于高度近视组，Bland-

Altman 散点图显示 AL、Km、ACD、WTW的 95％LOA 的

上下限分别为：-0.34 至 0.32 mm，-0.36 至 0.34 mm，-

0.57 至 0.47 D 和-0.80 至 0.68 mm。差异性分析：除 ACD

外，两种器械获得的参数之间无统计学差异；同时，两种

仪器计算出的人工晶体度数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Tomey OA-2000 和 IOLMaster 获得的 AL、K、

ACD 有较好的一致性。高度近视患者眼生物参数的一致性

低于对照组

视盘形态对高度近视黄斑病变进展的影响

郭笑霄,陈曦,王艳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研究高度近视视盘形态学特征以及探讨其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高度近视患者共 84 例（147 只眼），

根据眼底照相分别测量视盘直径以及眼底其他形态学参数

结果： 该研究包括 84 例患者（147 只眼）。多因素分

析，较大的视盘水平直径与较长的δ区水平直径（P<

0.001，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B: 0.07），较大的视盘椭圆度指

数（P<0.001，B: 1.32）和较大的 Kappa 角（P< 0.001，B:

0.01）相关。较大的视盘垂直直径与较长的δ区水平直径

（P< 0.001，B: -0.11），δ区垂直直径（P< 0.001，B:

0.16），较长的视盘-中心凹距离（P< 0.001，B: 0.18），

较小的视盘- 中心凹连线与水平方向夹角（P< 0.001，B: -

0.01）和较大的眼轴长度（P< 0.001，B: 0.03）相关。

结论：在近视化过程中，视盘水平直径的变化不依赖于眼

轴长度，而垂直直径的变化与眼轴长度有关。

视盘旁萎缩弧变化对高度近视眼底病变进展的影响

郭笑霄,陈曦,王艳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研究高度近视不同阶段的视盘旁γ和δ萎缩弧及其他

眼底形态学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符合高度近视诊断患者共 70 例（127

只眼），将患者分为三组：无后部葡萄肿（PS），后部葡

萄肿不伴近视牵引性黄斑病变（MTM）和 PS 伴有 MTM。

根据彩色眼底照相分别测量了视盘旁γ、δ萎缩弧直径以及

眼底其他形态学参数。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 PS 伴有 MTM 组的形态学特征变

化最为显著。在调整眼轴和年龄后的多因素分析中，无 PS



组和 PS 不伴 MTM 组的黄斑中心凹到δ区边界的距离仍存

在显着差异（P<0.05）。同时，发现 PS 不伴 MTM 患者的

δ区水平直径比 PS 伴有 MTM 的水平直径变化更大

结论：高度近视的不同阶段眼底形态学特征的表现不同。

随着高度近视程度的进展，视盘旁γ和δ萎缩弧发生特征性

变化，尤其对于 PS 伴或不伴 MTM 的眼睛中变化更为显著

配戴夜戴型角膜塑形镜对青少年泪液稳定性影响的

临床观察

丹霞,李晓彤,许军

沈阳爱尔卓越眼科医院

目的： 观察青少年近视患者配戴夜戴型角膜塑形镜前后泪

膜稳定性的变化。

方法： 纳入视光门诊验配角膜塑形镜的青少年近视患者

128 例（252 眼）。进行 OSDI 量表问卷调查后应用非侵入

式眼表综合分析仪（Keratograph 5M，德国 Oculus 公司）

测量的泪河高度、非侵入性第一次泪膜破裂时间、 非侵入

性平均泪膜破裂时间，根据不同配戴时间分为配戴前及配

戴后 1 周、1 个月、3 个月、6 个月、1 年、1.5 年、2 年共

8 组。配戴前后不同时间的 OSDI 评分、TMH、NIBUT(f)、

NIBUT(av)对比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以 p<0.05 表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戴镜后 1 周的 OSDI 评分较戴镜前增加，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戴镜后 1 周的 TMH 较戴镜前减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戴镜后 1 个月、3 个月、1

年、1.5 年、2 年的 NIBUT(f)较戴镜前延长，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戴镜后 1 个月、3 个月、1 年、1.5 年、2

年的 NIBUT(av)较戴镜前延长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青少年近视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后早期可出现不适

症状增加，泪液分泌量下降，长期配戴不影响泪液稳定

性。

配戴夜戴型角膜塑形镜后泪膜功能变化的影响因素

分析

许军,刘丹霞,李晓彤

沈阳爱尔卓越眼科医院

目的： 分析青少年近视患者配戴夜戴型角膜塑形镜后泪膜

功能变化的影响因素

方法： 纳入视光门诊验配角膜塑形镜的青少年近视患者

128 例（252 眼）。对患者进行干眼调查表及 OSDI 量表问

卷调查后应用非侵入式眼表综合分析仪

（Keratograph 5M，德国 Oculus 公司）测量患者的泪河高

度、非侵入性第一次泪膜破裂时间、 非侵入性平均泪膜破

裂时间。将患者的年龄、验配时间、每日户外活动时长、每

日视频终端设备使用时间、每次近距离用眼时长、OSDI 评

分等纳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 患者的年龄与 TMH 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每日近距离用眼时长、OSDI 评分与 TMH 呈

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的每日近距

离用眼时长、每日视频终端设备使用时间与 NIBUT(f)及

NIBUT(av)呈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每日

户外活动时长与 NIBUT(f)及 NIBUT(av)呈正相关，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患者的年龄、每日近距离用眼时长及 OSDI 评分与

泪液的基础分泌量相关；患者的每日近距离用眼时长、每日

视频终端设备使用时间、每日户外活动时长可影响泪膜的稳

定性。

Keratograph 眼表分析仪对青少年近视患者配镜后

泪膜功能评估的研究

刘丹霞,李晓彤,许军

沈阳爱尔卓越眼科医院

目的： 通过 Keratograph 眼表综合分析仪分析对比青少年

近视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及框架眼镜后的泪膜功能

方法： 纳入视光门诊就诊的青少年近视患者 128 例（252

眼），其中配戴角膜塑形镜 68 人（132 眼），配戴框架眼

镜 60 人（120 眼）。对患者进行 OSDI 量表调查后应用非

侵入式眼表综合分析仪（Keratograph 5M，德国 Oculus 公

司）测量患者的泪河高度、非侵入性第一次泪膜破裂时间、

非侵入性平均泪膜破裂时间。两组的 OSDI 评分、TMH、



NIBUT(f)及 NIBUT(av)的对比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以

p<0.05 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配戴角膜塑形镜组 OSDI 评分高于配戴框架镜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配戴角膜塑形镜组患者

TMH 低于配戴框架镜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配

戴角膜塑形镜组患者 NIBUT(f)、NIBUT(av)与配戴框架镜组

相比无明显差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角膜塑形镜可影响青少年近视患者的干眼主诉症状

增多，泪液分泌量下降，泪膜稳定性无变化。

改良型滴管滴眼液使用的护理体会

陈钱,骆益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目的：治疗真菌性角膜炎的眼药水既贵又不容易买到，且

患病者通常有植物外伤史故患病者多为农民，经济不富

裕。因而在临床工作使用那他霉素（1300 左右 1 支）时想

到了通过改良原装滴管型滴眼液的滴管，达到严格把控 1

次滴出眼药水的量的同时也可以为患者节约药物与金钱，

且可减少多余眼液溢出方便临床工作。

方法： 设计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使用改良型滴管滴眼

药水，将改良过后的 1ml 空针针头连接在滴管上，对照组

使用原装滴管滴眼药水，选取两位真菌性角膜炎患者同时

使用同种那他霉素点眼，滴眼液总量为 15ml，分别计算改

良型滴管滴眼液所点眼次数与原装滴管滴眼液所点眼次

数，通过滴眼液总量以及点眼次数可算出两种滴管没滴液

体含量。

结果：实验组点眼 75 天，对照组点眼 31 天。改良型滴管

点眼次数远远大于原装滴管，实验组每次点眼 1-2 滴，滴出

的药液刚好装在结膜囊内，无药液溢出，对照组每次点眼 1

滴，滴出的药液每次均匀溢出。两组患者均未出现因点眼

导致的感染。

结论：通过实验设计出改良型的滴管型滴眼液的滴管，不

仅可以精确把控每次滴入结膜囊内的眼液量，避免浪费经

济节约，且减少多余眼液溢出，为患者节省眼液的同时方

便了我们的临床工作。

Effect of Tear Film Break-up on Higher Order
Aberrations of the Anterior Cornea in myopic eyes

post- implantable collamer lens implantation

Ziming Liu,Emmanuel Eric Pazo,Liangze Li,Huang He
He Specilist Eye Hospital

Purpose: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in higher-order
aberrations (HOAs) induced by implantation of Implantable
Collamer Lenses (ICL) (STAAR Surgical) and to explain
them in relation to surgical incision and optical properties
(quality of vision).

Methods:This study included 100 eyes undergoing ICL
insertion for myopic correction. The corneal incision size
wa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astigmatism.
HOAs were measured before surgery and 3 months after
surgery in 100 eyes having small superior incision (<3.2
mm) surgery. Changes in spherical aberration, coma,
trefoil, and total HOAs (third to sixth order) were analyzed.
Non-invasive tear breakup time (NITBUT), quality of vision
(QOV) and ocular surface disease index (OSDI)
questionnaires were administered before surgery and 3
months after surgery.

Results:At 3.0 months after surgery, the UCVA and BCVA
in 75% and 100% of eyes were 20/20, respectively. Mean
defocus refraction was reduced to −0.66 and 0.00 D. For a
6 mm pupil, HOA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d, merely
from 0.417 ± 0.162 μ before surgery to 0.293 ± 0.105 μ
after surgery (P = 0.45).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observed among the NITBUT vs HOA and NITBUT vs
QOV. Optical measurement of aberrations of the ICL

Factors affecting pain in patients undergoing bilateral
cataract surgery

Pei Liu,Jian Ye
Army Medical Center(Daping Hospital)

Purpose To compare the perceived pain and estimated
operative duration among patients undergoing bilateral
cataract surgery and to demonstrate correlations with the
surgical interval and the demographic and med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466 patients with cataract who
underwent ocular surgery were included. The patients
estimated the perceived operative duration and pain they
felt during the operation at two times, immediately after
surgery and on the first postoperative day; pain was
scored using a visual analog scale ranging from 0 (no pain)
to 10 (unbearable pain). Patients undergoing bilateral
surgeries were divided into 4 subgroups based on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two operations (1, 2, 4, or 6 weeks).
The perceived pain score and the estimated operative
duration were the primary outcomes.



Results The pain scores were higher for the second
surgery than the first surgery both immediately after
surgery (P = 0.043) and on the first postoperative day (P =
0.002). The estimated operative duration was longer for
the second surgery (P = 0.001). Only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he second surgery at an interval of 2 weeks
perceived more pain both immediately and one day
postoperatively (P = 0.002, P = 0.022) and a longer
operative duration (P < 0.001). Gender, age, and
education level might also influence the pain score.
Conclusions Female patients, patients with a younger age
and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 are likely to report more
pain. Patients who require bilateral cataract surgery
should not undergo the second surgery before an interval
of two weeks.
Keywords bilateral cataract surgery, pain, interval time

标准消像差模式与波前像差引导的个性化 FS-
LASIK 手术后临床视觉质量的研究

鲁元媛,张振华,宋海珊,张劲松

沈阳爱尔卓越眼科医院

目的： 比较标准消像差模式与波前像差引导的 FS-LASIK

手术对矫正近视、散光后高阶像差的变化。

方法： 回顾性病例研究。分别选取 2019 年 4 月至 10 月手

术的患者共计 82 例（160 眼），男性 35 例，女性 47 例。

年龄 18-45(25±8.084)岁，等效球镜在-0.5D-8.75D 之间（-

6.10±2.52D）。其中标准消像差模式手术（AF 组）72

例，角膜波前像差引导的个性化手术(CW 组)108 例。应用

意大利 CSO 的三维角膜地形图测量患者术后高阶像差及斯

特列尔比值（Strehl ratio, SR）的变化。

结果： 两组在术后 1、3 个月的角膜总高阶像差较术前之

间比较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术后 1 个月

时 CW 组在 3mm 瞳孔直径下的球差引入量（0.42±0.15）

低于 AF 组（0.58±0.24），3 个月 CW 组的彗差平均为

(0.07±0.22)μm,低于 AF 组的(0.25±0.17)μm,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 <0.05),其余 2 个组间各项像差的引入量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0.05)。

结论：角膜波前像差引导个性化切削手术后较少引入角膜

高阶像差，视觉质量更优。

后发性白内障的手术预防措施

代龙龙,颜世龙

济南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后发性白内障的手术预防措施。

方法： 目前认为与后发性白内障相关的手术相关因素有：

1.撕囊直径大小；2.难囊袋内植入人工晶体；3.人工晶体的

材质及设计；4.后囊是否抛光。

结果： 完整的连续环形撕囊及 IOL 植入囊袋内，可使囊口

与人工晶体边缘贴合紧密、形成密闭系统，阻挡 LEC 增

殖；疏水性丙烯酸酯材料的应用、方形直角边袢边缘的设计

可使 LEC 移行与增殖受阻，形成封闭的“三明治”结构，减

少 PCO 的发生；加强水分离、清除皮质、抛光后囊可减少

LEC 的残留，从而降低 PCO 发生率。

结论：改进手术技巧、改良人工晶体的材料及设计，改善

术后用药，可使后发性白内障的发生有明显改善。

Nd:YAG 激光治疗后发性白内障的经验总结

代龙龙,董曙光

济南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 Nd:YAG 激光治疗后发性白内障的并发症及手

术要点。

方法： 后发性白内障相关的手术并发症主要有：1.术后眼

压高；2.人工晶体损伤；3.虹膜损伤及出血；4.玻璃体疝。

手术要点包括：1.术前充分沟通、患者术中配合良好；2.术

前眼底辅助检查，充分了解病情；3.激光直径大小合适；4.

激光爆破点数适中。5.术后用药。

结果： 术前沟通良好、充分散瞳；术中采取直径 4mm 大

小激光切开孔径，爆破点数适中、激光聚焦精准，放射状切

开的方式，既不会造成视野过小的影响，也不会因孔径过大

造成 IOL 移位、发生玻璃体疝、增加玻璃体后脱离及视网

膜脱离的风险；术后积极用药、复查，患者满意度高。

结论：IOL 植入术后 3-6 月是 Nd:YAG 激光治疗后发性白

内障的最佳时机，此时 IOL 与囊膜结合适中，易于击破，

不易损伤 IOL，术后效果较佳。采取合适大小孔径、激光能



量及点数，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

Nd:YAG 激光后囊切开术的并发症

代龙龙,董曙光,颜世龙

济南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 Nd:YAG 激光后囊切开术的相关并发症。

方法： 后发性白内障相关的手术并发症主要有：1.术后眼

压高；2.人工晶体损伤；3.虹膜损伤及出血；4.玻璃体疝；

5.IOL 移位；6.玻璃体后脱离及视网膜脱离。

结果： 术前沟通良好、充分散瞳；术中采取直径 4mm 大

小激光切开孔径，爆破点数适中、激光聚焦精准，放射状

切开的方式，既不会造成视野过小的影响，也不会因孔径

过大造成 IOL 移位、发生玻璃体疝、增加玻璃体后脱离及

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术后积极用药、复查，患者满意度

高。

结论：采取合适大小孔径、激光能量及点数，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低。

High glucose induces pyroptosis of retinal microglia
through NLPR3 inflammasome signaling

Libin Huang,Maosong Xie,Junmei You,Guoxing Xu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Purpose:
Diabetic retinopathy is now being viewed as a chronic
inflammatory disease involving NLRP3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and retinal microglial pyroptosi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NLRP3 inflammasome
signaling induces pyroptotic death of retinal microglia in
high glucose condition.
Methods:
Retinal microglia were stimulated by high glucose for 24h.
Cell viability, LDH release and Caspase-1 activity were
detected in vitro. The express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IL-1β), activated microglia marker (Iba-1),
NLRP3, cleaved Caspase-1 and cleaved GSDMD were
examined. Subsequently, retinal microglia were pretreated
with the inhibitors of NLRP3 inflammasome signaling
before high glucose stimulation, their molecular and
functional change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High glucose (25 mM, 50 mM or 100 mM) stimulation
decreased cell viability but enhanced LDH release and
Caspase-1 activity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Moreover, high glucose upregulate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IL-1β, Iba-1, NLRP3, cleaved Caspase-1
and cleaved GSDMD. Yet pretreatment with the inhibitors
of NLRP3 inflammasome signaling inhibited high glucose
(25mM) induced cytotoxicity, NLRP3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and pyroptosis of retinal microglia.
Conclusions:
NLRP3 inflammasome signaling might modulate retinal
microglia related inflammation and pyroptosis in high
glucose condition.

Keywords:
Diabetic retinopathy; Microglia; NLRP3 Inflammasome;
Pyroptosis; Gasdermin D;

利用 OPD-Scan 观察散光矫正型后房型人工晶体

（Toric-ICL）植入术后轴位的变化
朱秋健,袁幽

苏州大学附属理想眼科医院

目的： 利用 OPD 观察散光矫正型后房型人工晶体（Toric-

ICL）植入术后散光的轴位。

方法： 前瞻性研究。共计纳入 Toric-ICL 植入术患者共计

44 人 75 眼。所有受试者在术前及术后三月均行标准综合验

光及 OPD-Scan Ⅲ检查。利用 OPD-Scan Ⅲ测量 Toric-ICL

轴位。散光矫正效率=矫正散光量/原始散光量。

结果： 术后三月裸眼视力为-0.03±0.06，显著好于术前

1.47±0.28（P＜0.01）。平均散光矫正效率为

69.40±22.62%。术后轴位与设计轴位偏差平均为

5.92±4.39（0 ~ 18）°，其中偏差＜5°占比 45.33%

（34/75），5°≤偏差＜10°占比 36.00%（27/75）,偏差≥10°

占比 18.66%（14/75），三组间术前及术后裸眼视力、散

光矫正效率均无显著差异。在偏差量≥5°眼中，逆时针偏差

占比 90.24%（37/41），顺时针偏差占比 9.76%

（4/41）。偏差量与散光矫正效率和术后裸眼视力均无显著

相关性（P=0.741，0.933）。

结论：术后三月轴位与术前设计轴位有一定偏差，顺时针

偏差常见。轴位偏差量与散光矫正效率及裸眼视力并无显著

相关性。

现代与传统两种训练方式对斜视术后双眼视功能恢

复的疗效比较



Xiaotong Li,许军,张颖,刘丹霞

沈阳爱尔卓越眼科医院

目的： 比较 4D 网络视功能训练系统与传统视功能训练对

斜视术后双眼视功能恢复的临床疗效。

方法： 于我院行斜视手术后进行双眼视功能训练的斜视患

者 50 例,根据术后训练方法不同进行分组,4D 视功能训练组

(25 例)，采用 4D 网络视功能训练联合双面镜进行术后功能

治疗,传统视功能训练组(25 例)，采用传统器械（双面镜、

Brock 线、红绿立体图、裂隙尺、救生圈卡）进行训练。分

别于治疗后 1、2、3 月进行眼位及视功能相关检查。

结果： 治疗后 1 月,传统视功能训练治疗总有效率

（60%） 高于 4D 网络视功能训练系统( 44%）, P<0. 05.

治疗后 2 月,传统视功能训练治疗总有效率 （84%） 高于

4D 网络视功能训练系统( 72%）,P<0. 05. 治疗后 3 月,传统

视功能训练治疗总有效率 （92%） 与 4D 网络视功能训练

系统( 96%）比较, P>0. 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传统视功能训练对斜视术后双眼融像功能的恢复，

短期（1-2 月）优于 4D 网络视功能训练系统，3 月后两者

均能达到良好的临床疗效。4D 网络视功能训练患者的配合

度较高，训练中的兴趣较强。可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选

择不同的训练方式。

FemtoLASIK 手术与双眼视功能的临床研究

李晓彤,许军,刘丹霞,张颖

沈阳爱尔卓越眼科医院

目的： 研究半飞秒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

（FemtoLASIK）术后双眼视功能的改变，探讨双眼视功能

训练对角膜屈光手术后双眼视功能重塑效果，及术后视疲

劳的缓解效果。

方法： 我院行 FemtoLASIK 的非斜视性近视眼患者（年

龄：25-35 岁）42 例 84 眼，其中 21 例 42 眼在术后一周时

开始行 1 个月的相关视功能训练。进行手术前、术后 1

周、1 个月、3 个月进行双眼视功能相关检查，并行视疲劳

问卷评分。

结果： FemtoLASIK 术后 1 周、1 个月时患者的近距正负

融像恢复点、破裂点与术前比较均有下降（P<0.05），

FemtoLASIK 术后 1 周时 AC/A 较术前下降,术后 3 个月时恢

复到术前水平(P<0.05);MAF 及 PRA 在术后 1 周下降,术后

3 个月较术前显著增加(P<0.05)。术后行双眼视功能训练 21

例患者，术后 1 月时的近距正负融像恢复点、破裂点，

MAF，PRA，CS 较术后 1 周显著增加。疲劳问卷评分明显

低于未训练组（P＜0.001）。

结论：FemtoLASIK 术后集合调节功能部分参数在术后 1

周、1 个月时减小,术后 3 个月达到稳定状态接近术前。术

后 1 周后联合视功能训练能够有效的加快双眼功能恢复，

缓解术后初期的视疲劳症状。

角膜波前像差引导的个性化 TransPRK 联合术后视

功能训练的临床疗效研究

许军,李晓彤,刘丹霞,张颖

沈阳爱尔卓越眼科医院

目的： 评估角膜波前像差引导的个性化 TransPRK 治疗近

视患者的术后视觉质量，探究术后联合视功能训练的临床疗

效。

方法： 我院行角膜波前像差引导的个性化经上皮准分子激

光屈光性角膜切削术（TransPRK）治疗低中度近视(-1.00D

<SE≤-6.00D)患者 40 例(80 只眼）。对患者进行术前最佳

矫正视力、高阶像差、对比敏感度(CS)、眩光敏感度(GS)

以及术后 1 月、3 月的裸眼视力、高阶像差、CS、GS 等检

查。并将患者分为两组：术后功能训练组 20 例，未训练组

20 例，对患者进行术后 1 月，3 月的双眼视功能的相关检

查及视觉质量的问卷评分。

结果： 个性化 TransPRK 术后 1 月、3 个月时 RMS HO、

Coma、SphAb 较术前减少(P<0.05)；未训练组 20 例（40

眼）在术后 3 月时，除 1.5c/d 的 CS 外，余各频率的 CS 及

GS 均要优于术前(P<0.05)；视觉质量问卷评分明显高于术

前(P<0.05)。术后 1 月时视功能训练组双眼功能相关检查高

于未训练组(P<0.05)；术后 3 月时无明显差异

结论：个性化 TransPRK 能够有效的减少高阶像差，具有

良好的视觉质量。术后视功能训练可以使患者更快的获得最



佳视觉效果。

学生电子产品使用与眼部症状分析

秦雯

深圳市龙岗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目的： 了解性别间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与差异，探索

与电子产品使用最密切的眼部症状,藉此在临床视光流程中

更有效分析病人电脑视觉综合症 CVS 的情况。

方法： 通过电子问卷收集 62 名学生对电子产品使用时间

及相关眼疲劳症状严重程度调查。将检查数据结合调查结

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女生组(4.20H/天)每天使用电子产品时间显著高于

(p<0.001)男生组(2.62H/天),但两组间对 CVS 引起 11 种相

关眼部症状没有统计学上显著差异(p>0.05) 。在 11 种 CVS

相关的眼部症状中发现 6 种眼部症状与电子产品每天使用

时间有显著关系(p<0.01), 眼部症状分别是文字移动、跳

动、游动或在纸面上漂浮、眼睛易干涩,眼部疲劳或不适、

眼球牵拉感、串行和头痛。电子产品使用时间越长，眼部

症状越严重.

结论：学生使用电子产品，两组间时间有明显差异，但眼

部症状严重程度差异不大。在此次研究中，6 种眼部症状与

电子产品使用时间长短有关。使用电子产品时间越长，眼

部症状越严重。在临床眼检中，透过 6 种眼部症状的了解

有助快速鉴别 CVS 引起的眼部问题，加上相关的眼视觉检

查，结合使用者的用眼习惯，给予适合的眼镜处方，有助

于缓解视疲劳或近视防控。

Association between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ptic disc and other anatomical features of the

fundus in highly myopic eyes

Xi Chen,Guo Xiaoxiao,Ran You,Lu Zhao,Yanling Wang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Purpose: To describe optic disc characteristics of highly
myopic eyes and investigate associated factor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ic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System,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from categories 1 (C1)to C4. Using fundus
photographs, the diameters of optic disc, parapapillary

gamma and delta zone, the optic disc tilt ratio, and degree
of rotation were measured among other morphometric
variables.
Results: The study included 147 eyes (84
patients). Longer horizontal optic disc diameter
was associated with larger optic disc tilt ratio (P < 0.001,
un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B: -0.59), greater
degree of optic disc rotation (P < 0.001, B: 001) and longer
horizontal delta zone diameter (P< 0.001, B: 0.09). Longer
vertical optic disc diameter was associated with longer
vertical delta zone diameter (P < 0.001, B:
0.16), smaller degree of rotation (P < 0.001, B: 0.01) and
longer disk-fovea distance (DFD; P < 0.024, B:
0.14). Generally, the horizontal optic disc diameter of C3
and C4 groups decreased, while vertical diameter and tilt
ratio became greater than in C1 and C2. After setting axial
length (AL)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horizontal
diameters and tilt ratio still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hile vertical diameters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 Along with sagittal enlargement of the eyeball,
vertical optic disc diameter increased with delta zone
diameters and DFD. However, the change in
horizontal optic disc diameter did not depend on the AL.
This may be explained by the synthetic effect of axial
elongation and optic disc tilt.

不同检查方法：测量角膜曲率的比较
迟蕙

北京远程视觉亚运村视光眼科诊所

目的： 比较不同测量方法测量角膜曲率的值，为临床角膜

塑形镜验配提供参考

方法： 随机选择 8 到 14 岁，近视度数小于-6.00D，角膜

散光度数大于-1.50D 单纯近视眼患者 30 例 60 眼。在同一

时间内，分别使用 Pentacam，角膜地形图仪和电脑验光曲

率仪检查患者角膜曲率，并对平均值进行比较。

结果： 角膜平坦 K 值，Pentacam 检查 42.54D，角膜地形

图检查 42.50D，电脑验光曲率仪检查 42.60D。角膜陡峭 K

值，Pentacam 检查 45.92D，角膜地形图检查 46.06D，电

脑验光曲率仪检查 46.25D。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三种检查方法检查角膜曲率值差异不大，均可以为

角膜塑形镜验配提供有效参考。

iTRAQ-based proteomics analysis of aqueous humor
in patients with dry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Fang Liu, Sichang Qu
Tenth People's Hosptial of Tongji University

AIM: To preliminarily test proteomics in aqueous humor in
patients with dry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

by using the proteomic technology.

● METHODS: The aqueous samples were analyzed with
iTRAQ combined with LC-MS/MS technology.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ed proteins were analyzed with GO
enrichment, KEGG and PPI network analysis. The data
were partly validated by ELISA and Western blot.
● RESULTS: 38 of 244proteins were detected up-
regulated and 51 were down-regulated significantly in
patients with dry AMD compared with that in control
groups (FDR value <1.0%). Several proteins, e.g., protein
S100-A8 (S10A8) etc, were increased more than 5 times
of that in control group.
● CONCLUSION: iTRAQ analysis showed that dry AMD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inflammation or immune reaction,
oxidative stress, etc. and provides the clues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dry AMD.

医护一体化在白内障日间病房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黄冉冉 1,2,3,杨滢瑞 1,2,3,马玉璐 1,2,3,姚溪 1,2,3,夏梦婷

1,2,3,李晓华 1,2,3

1.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2.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3.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医护一体化优化白内障日间病房管理模式，提

升护理质量

方法： 选取白内障科就诊患者 200 例，以就诊顺序设为对

照组（100 例）和干预组（100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就诊

模式，即医护一体化前的就诊管理模式；干预组接受医护

一体化优化后的就诊管理模式，在试验开始前后对两组患

者候诊时间、检查时间、就诊满意度等进行评价。

采用 SPSS22.0 进行统计分析，以α=0.05（双侧）作为检

验水准，组间差异性比较采用 t 检验或卡方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经比较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等基线资

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

和干预组患者候诊时间为（47.261±2.82）、

（20.17±1.79）分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

照组和干预组患者检查时间为（278.76±15.15）、

（198.74±9.54）分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

照组和干预组患者就诊满意度得分为（86.26±2.17）、

（97.26±1.5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医护一体化管理可以减少患者候诊时间和检查时

间，提升患者满意度，提升护理质量和医护满意度。

Retinal Microvascular Attenuation in Mental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Alzheimer’s Disease by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

Fang Liu,Jing Wu,Fang Wang
Tenth People's Hosptial of Tongji University

Purpose: To explore regional variation of the macular
microvasculature in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and Alzheimer’s disease (AD), also to
detec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etinal macular
microvascular parameters and the progress of pre-clinical
AD.
Methods: Prospective study of healthy controls, patients
with MCI and patients with AD by using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 (OCT-A). We quantified foveal
avascular zone (FAZ) areas, densities of the superficial
retinal capillary plexuses (SRCP) and deep retinal
capillary plexuses (DRCP). The SRCP and DRCP were
divided into inner (3 mm) and external (6 mm) annular
rings, each containing four quadrants (SI, II, TI, NI, SE, IE,
TE, and NE). The data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by using
SPSS 22 Software.
Results: Totally 60 subjects including 21 HC(33 eyes), 21
patients with MCI(32 eyes) and 18 AD patients (28 eyes)
were recruited.. The microvascular densities of DRCP at
all quadrants of the parafovea and perifove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AD patients compared to HC
group(p<0.05). Compared to the HCs, MCI patients
showed significant microvascular loss in most sectors of
the parafovea and the SE sector of the DRCP (p<0.05),
but not in the parafovea (p=0.829) or perifovea (p=0.824)
of the SRCP.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microvascular density of SRCP among the groups, except
at SI between the AD and HC groups(p=0.048)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e macular
microvascular attenuation in MCI and AD patients. Both
AD and MCI patients showed retinal microvascular density
loss(Thining?), which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deep retinal
capillary plexuses. OCT-A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early
microvascular abnormalities in AD and MCI. Quantitated
microvascular density in the DRCP might serve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of early sign of AD then contribute to
forestall the progression of preclinical AD.



高角膜曲率近视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后的临床安全

性观察

代婷

包头市朝聚眼科医院

目的： 评估高角膜曲率近视患者长期配戴角膜塑形镜的安

全性，有效性，稳定性。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到 2020 年 1 月在我院验配角膜

塑形镜的单纯高角膜曲率近视患者 2 例（角膜曲率平 K 范

围为 47.62--47.87,陡 K 范围为 48.12--49.00，排除亚临床

圆锥角膜其它诊断条件)，分别于戴镜前及戴镜后 1 天、1

周、1 月、6 月进行视力，眼压，裂隙灯，电脑及主觉验

光，角膜曲率，角膜地形图（TOMEY TMS-4），Lenstar

等检查，评估高角膜曲率近视患者长期配戴角膜塑形镜的

安全性，有效性，稳定性。

结果： 2 例患者在戴镜期间日间裸眼视力良好，屈光度数

及眼轴未见明显改变，角膜曲率未发生明显异样改变，且

均未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

结论：单纯高角膜曲率的近视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经长期

观察，具有较好的安全性，有效性，可预测性，和稳定

性，是可行的。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危险因素研究：抚顺社区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队列研究（FS-DIRECT）

臧博,温良,李冬,王禹,翟刚

抚顺市眼病医院

目的： 探讨社区 2 型糖尿病患者非增生性糖尿病性视网膜

病变、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有临床意义的黄斑水肿

（CSME）的患病率和危险因素。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横断面调查。居住在将军社区 30 岁

以上的 2 型糖尿病 2033 名患者被纳入研究。所有患者行全

面的眼科检查、化验室检查、问卷调查。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别分析罹患 NPDR、PDR、CSME 的危险因

素。

结果： 2033 例糖尿病患者中，眼底可分级患者 1932 例，

DR 856 例（44.3%），NPDR 772 例（39.96%），PDR

84 例（4.35%），CSME138 例（7.14%）。多变量校正后

的 Logistic 回归显示，非增生性 DR 的相关因素是较高的家

庭收入（OR=0.38）、较长的糖尿病病程、胰岛素使用、

较高的收缩压、较高的空腹血糖、较高的糖化血红蛋白和

BMI。PDR 的相关因素是吸烟、较长的糖尿病病程和胰岛

素使用。CSME 的相关因素是较长的糖尿病病程、胰岛素

使用和较高的 BMI。各变量间无交互作用。

结论：较长的糖尿病病程和使用胰岛素是糖尿病患者由无

DR 进展为 NPDR、NPDR 进展为 PDR 以及患 CSME 的独

立危险因素。

抚顺城市社区新诊断的威胁视力的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患病率及危险因素研究

臧博,温良,李冬,王禹,翟刚

抚顺市眼病医院

目的： 探讨社区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威胁视力的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VTDR）的患病率、新诊断 VTDR 的比例、危险因

素以及患者未及时就诊原因。

方法： 横断面调查研究。将居住在将军社区 30 岁以上的 2

型糖尿病伴有 VTDR 的患者纳入研究。所有患者行全面的

眼科检查、化验室检查及问卷调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新诊断 VTDR 的危险因素。计算患者未及时就诊原因百

分比。

结果： 将军社区 2 型糖尿病伴 VTDR 患者 213 例。VTDR

患病率为 11.02%。新诊断的 VTDR 共 163 人，占 VTDR

总人数 79.51%。多因素校正的 Logistic 回归显示，与已诊

断的 VTDR 相比，新诊断 VTDR 相关的因素是较高的收缩

压（OR=1.021）、超重或肥胖和较差的视力。患者未及时

就诊原因中占首位的是“未认识到 DR 的严重性”

（17.6%），其次是“经济因素”（16.8%），再次是“不知道

糖尿病会引起 DR”（15.6%）。

结论：在将军社区中 79.51%的 VTDR 患者未确诊。较高

的收缩压是新诊断的 VTDR 的独立危险因素，超重或肥

胖、较差的生活视力是保护因素。对 DM、DR 认识不足是

导致患者未及时就诊的主要原因。目前 DR 的筛查和教育程

度是不够的。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Diabetic Retinopathy in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A

Population-Based Cross-Sectional Study

Bo Zang,LIANG WEN,DONG LI,YU WANG,GANG ZHAI
Fushun Eye Hospital

Aims and objectiv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impairment
(CI) and severity of diabetic retinopathy (DR) in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of type 2 diabetes.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was
conducted in a community of Fushun between July 2012
and May 2013．A total of 1636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All
participants underwent comprehensive physical and
ophthalmic examinations. Questionnaires were completed
to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about sociodemographic and
healthcare characteristics. Patients were grouped by
severity of DR as follows: no DR, mild non 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 (NPDR), moderate NPDR, severe
NPDR and 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 (PDR).
Cognitive function was assessed using th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ANOVA and x2 analyses
were used to compare demographic and physical
variables of five categories of DR.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ing was used for comparing participants’ total
MMSE score and score on five domains of MMSE
according to severity of retinopathy.
Results
We found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stroke and
retinopathy for MMSE score. In the age and sex adjusted
model and fully adjusted model, the total MMSE score
decreased as severity of DR increased among patients
without previous stroke (p for trend<0.001, =0.008) while
that increased among stroke ones in the fully adjusted
model (p for trend=0.008). We didn’t observe this trend in
the age and sex adjusted model among stroke ones. For
five domains of MMSE,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were
found in DR with domains of attention and calculation (p
for trend=0.029) and language (p for trend=0.041) among
patients without previous stroke and domain of orientation
(p for trend=0.039) among stroke ones in the fully-
adjusted model.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previous stroke demonstrated an
inverse trend according to severity of DR. Patients with
severe NPDR and PDR demonstrated more cognitive
impairment than those with no DR in subjects without
previous stroke while that demonstrated less impairment
in stoke ones. Therefore, cerebral microvascular disease
may contribute to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monitoring of
DR could possibly be a tool for preventing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people with type 2 diabetes.

囊袋内预劈核与前房劈核在硬核白内障 ECCE 术中

两种处理晶体核方法安全性对比
王华

安康市中医医院 安康市眼科医院

目的： 对比囊袋内预劈核与前房劈核在硬核白内障 ECCE

手术中两种处理晶体核方法的安全性，降低手术中并发症，

提高硬核白内障 ECCE 手术的效果。

方法： 在 2011 年-2020 年度间选择白内障 Emery 分级为

4 级以上硬度的患者共 162 例，按男女性别和处理核方式分

组，男性囊袋内预劈核组 83 例，女性前房劈核组 79 例，

平均年龄 68.7 岁，均实施了 ECCE 术，其中囊袋内预劈核

83 例，83 只眼，前房劈核 79 例，79 只眼，观察了手术使

用切口大小、劈核完整性、手术时间、术中并发症（后囊破

裂、虹膜损伤、后弹力层破裂等）和术后第一天视力、眼

压、角膜透明性、前房反应等指标。

结果： 囊袋内预劈核组在预劈核完整性、手术时间、术中

并发症等观察指标优于前房劈核组，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在术后第一天视力、角膜透明性、前房反应等指标上囊袋内

预劈核组优于前房劈核组，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平均手术切

口长度上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在硬核白内障 ECCE 术中囊袋内预劈核比前房劈核

具有更低的术中并发症及术后更轻的反应，囊袋内预劈核在

硬核白内障 ECCE 术中比前房劈核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双眼不等量下加光近用镜的配戴效果分析

陈娟娟,高海英

太原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观察双眼不等量下加光近用镜的配戴效果。

方法： 我院门诊验配老花镜的患者，行视力，裂隙灯，非

接触眼压，电脑验光，综合验光，眼底等眼科常规检查，排

除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眼病，选取双眼矫正视力均为

1.0 的患者，双眼分别检查看近 44cm 时的下加光度

（ADD），然后试镜，对照分析试戴双眼等量 ADD 近用镜

和不等量 ADD 近用镜的舒适度和清晰度。年龄 46~69 岁，

平均年龄 56.47 岁。屈光度（等效球镜）为：-

1.25D~+0.75D。散光度为 0.75D~2.25D。ADD 为



+0.75~2.50D。

结果： 1.双眼 ADD 之差均为 0.25。2.患者试戴不等量

ADD 花镜的舒适度和主觉清晰度均好于戴等量 ADD 花镜的

舒适度。

结论：对于敏感的患者，双眼分别测量其 ADD 值，如双

眼不等，按其相应的不等量 ADD 配近用镜，可以获得更好

的舒适度和满意度。

关键词：近用镜，下加光，老花眼

“动”与“不动”之间—— 记一例特殊眼肌异常病例

（副标题）

武樱 1,张丽军 2

1.临汾爱尔眼科医院

2.山西省眼科医院

目的： 报告一例 20 岁，男性，因单侧眼球后纤维带条索

造成眼球内陷和上睑下垂的病例。

方法： 采用眼球运动摄影，牵拉试验摄影以及 CT、磁共

振成像 M R I 技术获得图像，并对诊断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一位 20 岁青年男性斜视患者进行影像学检查，显

示：眼眶正常，眼球后退，眼球后壁纤维带牵拉索延至眼

眶壁，视神经在眼眶内段走行迂曲，从而导致患者单侧眼

球后退、内陷及上睑下垂。

结论：先天性眼外肌广泛纤维化综合征属于先天性颅神经

异常支配（C C D D S ）一类疾病，但本病例不仅仅是单侧

眼外肌受累，而且弥漫到眼眶，似乎于 C F EO M 不同，由

于此病例的罕见性，手术效果不确定，因此需严密观察、

定期随诊。

1 例角膜交联术后患者配戴 RGP 临床效果观察

蔡立欢

成都华视精微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2017 年 12 月来我院的 1 例圆锥角膜患者，行角膜

交联术后配戴 RGPE-1 临床效果观察。

方法： 2017 年来我院的 1 例（2 眼）圆锥角膜患者、已进

行角膜交联术后 30 天， 紫外光核黄素角膜交联术(corneal

collagen cross linking,CCL)是以核黄素作为光敏剂应用

370nm 紫外线对角膜进行局部照射，刺激胶原纤维交联，

增加角膜硬度的术式。对该患者首先进行初步眼部检查，问

病史，排除隐形眼镜禁忌症，屈光介质明，角膜上皮细胞完

好，进行角膜地形图、角膜厚度、角膜直径、检影验光、综

合验光、眼压等相关检查，最后进行 RGPE-1 试戴评估、

记录存档。

结果： 患者角膜交联术后配戴框架眼镜，矫正视力右眼仅

0.4，左眼 0.15；经 E-1RGP 矫正后，右眼矫正视力 0.9，

左眼 1.0，视觉质量得到明显改善，追踪随访，目前视力稳

定。

结论： 对于圆锥角膜交联术后患者，术后可以考虑配戴

RGP 提高患者视学质量。

眼轴和屈光度对近视进展的评价差异
梅颖

上海新虹桥医学园区眼科中心

目的： 评价眼轴和屈光度对儿童近视进展评价的差异。

方法： 研究文献报道 8~11 岁的一直近视、观察期发生近

视和一直保持正视的儿童的屈光度和眼轴变化。

结果： 近视初发期前后的 2 年之中，儿童的屈光发育的各

项参数变化最快，眼轴的快速增长领先于近视发生，近视者

的眼轴增长在不同时期都比正视者快。

结论：仅靠屈光度来评价儿童近视的发生发展是远远不够

的，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包括定期采集裸眼视力、矫正视

力、睫状肌麻痹后电脑验光、角膜曲率、前房深度、晶状体

厚度和眼轴的测量数据，才能全面了解儿童的屈光发育情

况。眼轴是比屈光度更有效的儿童近视预警评价指标。

连续配戴 RGP 后角膜形态的变化

司静彬

石家庄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长期配戴 RGP 后角膜形态的变化



方法： 选取年龄 10-25 岁的近视患者 30 例 58 只眼，排除

圆锥角膜病变，近视（-7.64±3.08）D，散光

（-2.04±1.47）D，接受 24-36 个月（25.4±6.54）相同品牌

非球面设计的日戴型 RGP 的矫正。用角膜地形图仪测量角

膜前表面形态，比较戴镜前后的角膜形态的变化。回顾性

研究，分析角膜 FK、SK、角膜散光、SAI（角膜不规则性

指数）的变化。同一参数戴镜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两

个变量之间关系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以 p＜0.005 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连续配戴 RGP 未停戴时，SK 平均降低

0.58±0.70D（t=6.125，p=0.000），FK 平均降低

0.20±0.36D（t=4.185，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且 SK 降低更明显，散光量降低 0.36±0.55D

（t=4.878，p=0.000），基线角膜散光量与散光降低量呈

正相关，基线角膜散光越大戴后散光降低越多（r=0.391，

p=0.003），角膜形态的变化与年龄无关

结论：长期配戴日戴型 RGP 角膜曲率变平坦，SK 变化较

FK 明显，角膜散光降低，且角膜散光的降低量与初始角膜

散光值有关

原度数更换框架眼镜后戴镜不适的原因分析

司静彬

石家庄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分析一例原度数更换眼镜后戴镜不适的可能原因。

八岁，戴镜半年，因旧镜磨损，要求换新眼镜，综合验光

OD：+4.00/+0.50*90=0.7，OS：+3.50/+0.50*100=0.8，

PD=56mm，与原镜度数相同，故按原镜光度重新配镜。配

戴一周主诉戴镜不适，头晕，视物变形，分析戴镜不适的

原因

方法： 1、质检 R：+4.03/+0.52*89，L：

+3.49/+0.51*101，光心 56mm，同品牌 1.60 非球面镜片，

符合国标且镜框平整；2、重新验光结果同前；３、双片应

力均匀；４、镜片前后基弯相差 50 弯,旧镜阿贝数 38，新

镜 42；５、点瞳高，戴镜后发现镜框整体向患者的左侧偏

移，光心水平向偏移４ｍｍ，且新镜镜眼距大于旧镜，旧

镜为金属全框带鼻托镜框，新镜为板材硅胶无鼻托镜框。

结果： 由于镜片光心的水平偏移，注视时通过矫正镜片偏

心注视，产生差异棱镜效应，且镜眼距变大，考虑为导致戴

镜不适的原因

结论：一副眼镜不仅要求验光、加工准确，还需要行个性

化的调校：镜框高度、前倾角、面弯、镜眼距、鼻托高度

等，换镜时尽量选择与旧镜形状、折射率基本一致的眼镜，

如此一副合格的眼镜才能真正的合适。

RGP 在屈光参差性弱视中的应用 1 例

司静彬

石家庄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分析屈光参差性弱视患者配戴硬性透气性角膜接触

镜（RGP）进行视功能训练的临床效果 1 例

方法： 女，5 岁，左眼弱视，训练一年，左眼度数增长

快，检查如下：旧镜：R：PL，L:-3.50/-1.50*20；四孔

灯：2 个，左眼抑制；调节幅度：10D/5.75D，赛飞杰散

瞳：OD：+0.75DS=1.0，OS：-5.50DS/-1.50DC*20=0.5

眼轴：22.21/25.08mm 处理：左眼 RGP 某品牌 8.2/-

5.25/9.6=0.6；多媒体弱视训练；调节功能训练；脱抑制训

练、融合训练

结果： ６个月左眼戴镜视力 1.0，一年验光：OD：

+0.25DS=1.0，OS：-5.75DS/-1.00DC*20=1.0，眼轴增长

0.28/0.26mm，调节幅度：12D/9.75D，不等像检查：配戴

RGP 双眼等像，框架眼镜时右像大于左像，同视机检查立

体视有

结论：配戴框架镜较大屈光参差往往难以完全矫正，度数

高的眼视远屈光度低度矫正、视近又调节不足导致视网膜得

不到清晰物像的刺激，不利于视觉的发育与视力提高，而且

RGP 产生的物像放大作用较小，结合功能训练有利于消除

健眼对弱视眼的抑制，促进视功能的恢复，缩短治疗时间



Identification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a novel GJA8
(Cx50) mutation (p.E42K) causing congenital nuclear

cataract

Wei Liu,Dandan Huang,Jian Ji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Eye Hospital

Purpose: Congenital cataract is a clinically and genetically
heterogeneous disease that causes visual impairment and
blindness in children. The present study was undertaken
to identify the genetic mutation in an autosomal dominant
inherited four-generation cataract family.
Methods Targeted region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to
screen for the potential mutation in this cataract pedigree,
and the results were confirmed by Sanger sequencing.
The functional impact of the mutation was predicted with
PolyPhen-2 and PROVEAN. Functional and cellular
analysis of the wild and mutant GJA8 were performed in
DF-1 cells.
Results A novel heterozygous mutation (c.124G>A;
p.E42K) within GJA8 was detected, which cosegregated
with congenital cataract phenotype in this family.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of the p.E42K mutation showed
that the surface potential diagram of proteins changed
significantly, and p.E42K was predicted to be pathogenic.
Func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it inhibited GJA8
hemichannel activity, affected the subcellular distributions
and the trafficking of GJA8 protein to the plasma
membrane, reduced cell tolerance to oxidative stress and
inhibited cell growth.
Conclusion We found a novel GJA8 gene mutation
(c.124G>A, p.E42K) in our study. Our finding can broaden
the mutation spectrum of GJA8, enrich the phenotype-
genotype correlation of congenital cataract and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athogenesis of congenital cataract.

角塑对于小度数近视的应用
刘爽

北京铂林眼科诊所有限公司

目的： 研究屈光状态为 R：-0.25/-1.00*170，0.9，L：-

4.00D，1.0。裸眼视力 R：0.6，L：0.15。青少年屈光矫正

的方案。

方法： 对患者进行进行精准验光及视功能检查，检查结果

为集合不足 。由于患者处于生长发育较快时期，患者右眼

并不属于验配范围，主诉不愿意佩戴框架，解决方案暂

定：右眼视觉训练提高裸眼视力+左眼佩戴角塑，并双眼视

觉训练解决集合不足的问题。

结果： 训练并未使右眼裸眼视力提升，沟通后右眼试戴角

膜塑形镜。戴镜至今持续回访跟踪，左右眼视力均为 1.2，

度数未增加，各项检查结果正常。

结论：对于小度数近视+散光影响裸眼视力的患者，虽不

属于角塑验配的范围，但若仅仅验配单只角塑产生双眼视力

相差较大的现象，反而不利于近视的控制及视功能正常。所

以验配角塑的目的不仅仅是控制近视的正常，提高此类患者

的视力，更是消除相差提高视觉质量，对于青少年来说同样

重要。

Apremilast modulates the Treg/Teff balance to
ameliorate uveitis via regulating PI3K/AKT/FOXO1

pathway

Yuxi Chen,Xiaoqing Chen,Dan Liang
Zhongshan Ophthalmic Center， SUN YAT-SEN

University
Background and Purpose：
Apremilast, an oral selective inhibitor of
phosphodiesterase 4, has been admitted to treat psoriasis
by FDA since 2014. Psoriasis was widely regarded as an
autoimmune disease, the same as autoimmune uveitis
which results from imbalance of immune system,
lymphocyte infiltration and release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Autoimmune uveitis is one of sight-threatening
ocular diseases which can cause irreversible damage of
visual acuity without in-time effective treatment. The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f apremilast on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uveitis(EAU) in C57BL/6 mice andwhether
the treatment of apremilast for EAU via PI3K/AKT/FOXO1
pathway.
Method:
Several pathogen-free female C57BL/6 mice were
established to be EAU models on day 0 and then they
were randomized into three groups (EAU model／EAU

model+CMC／EAU model+CMC+apremilast) on day 14
after immunization. Fundus of each mouse were observed
by fundus ophthalmoscope on day 14 and day 21.
Assessment of clinical scores were evaluated at the same
time. Eyeballs were removed and evaluated
for histopathological scoresafter hematoxylin and
eosin(H&E) staining on day 21. Single cell suspensions
were obtained from retinas and DLNs on day 21 and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Foxp3、IL-17, IFN-γ, TNF-α. Cells
isolated from the retinas, DLNs and spleens were also
cultur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gradients of
apremilast in vitro.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measured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above. The level of pPI3K, pAKT, pFOXO1and



FOXO1 of cells from DLNs of EAU mice stimulated with or
without apremilast (200nM) by flow cytometry.
Result：
Apremilast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clinical
scores and histopath-ological scores of mice with EAU.
Significant decreases in the mRNA expression of IL-1, IL-6,
IL-17, TNF-α and IFN-γ were detected in the retinas and
DLNs of mice in apremilast treatment group.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showed IL-17, TNF-α and IFN-γ in
DLNs were suppressed and Foxp3 were enhanced in
apremilast group compared with EAU group. In vitro,
apremilast tended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concentration to
de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IL-17, TNF-α and IFN-γ and
increase Foxp3.Finally, apremilast suppressedthe
expression of pPI3K, pAKT and pFOXO1of cells
significantly. Besides, FOXO1was consistently
upregulated by apremilast stimulatio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apremilast modulates the
Treg/Teff balance to ame-liorate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uveitisvia regulating PI3K/AKT/FOXO1
pathway.
Background and Purpose：
Apremilast, an oral selective inhibitor of
phosphodiesterase 4, has been admitted to treat psoriasis
by FDA since 2014. Psoriasis was widely regarded as an
autoimmune disease, the same as autoimmune uveitis
which results from imbalance of immune system,
lymphocyte infiltration and release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Autoimmune uveitis is one of sight-threatening
ocular diseases which can cause irreversible damage of
visual acuity without in-time effective treatment. The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f apremilast on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uveitis(EAU) in C57BL/6 mice andwhether
the treatment of apremilast for EAU via PI3K/AKT/FOXO1
pathway.
Method:
Several pathogen-free female C57BL/6 mice were
established to be EAU models on day 0 and then they
were randomized into three groups (EAU model／EAU

model+CMC／EAU model+CMC+apremilast) on day 14
after immunization. Fundus of each mouse were observed
by fundus ophthalmoscope on day 14 and day 21.
Assessment of clinical scores were evaluated at the same
time. Eyeballs were removed and evaluated
for histopathological scoresafter hematoxylin and
eosin(H&E) staining on day 21. Single cell suspensions
were obtained from retinas and DLNs on day 21 and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Foxp3、IL-17, IFN-γ, TNF-α. Cells
isolated from the retinas, DLNs and spleens were also
cultur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gradients of
apremilast in vitro.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measured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above. The level of pPI3K, pAKT, pFOXO1and
FOXO1 of cells from DLNs of EAU mice stimulated with or
without apremilast (200nM) by flow cytometry.
Result：
Apremilast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clinical
scores and histopath-ological scores of mice with EAU.
Significant decreases in the mRNA expression of IL-1, IL-6,
IL-17, TNF-α and IFN-γ were detected in the retinas and
DLNs of mice in apremilast treatment group.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showed IL-17, TNF-α and IFN-γ in
DLNs were suppressed and Foxp3 were enhanced in
apremilast group compared with EAU group. In vitro,
apremilast tended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concentration to
de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IL-17, TNF-α and IFN-γ and
increase Foxp3.Finally, apremilast suppressedthe
expression of pPI3K, pAKT and pFOXO1of cells
significantly. Besides, FOXO1was consistently
upregulated by apremilast stimulatio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apremilast modulates the
Treg/Teff balance to ame-liorate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uveitisvia regulating PI3K/AKT/FOXO1
pathway.

不明原因的人工晶体混浊一例

郭世烜

呼和浩特市朝聚眼科医院

目的： 观察人工晶体混浊行置换术的临床疗效。

方法： 观察 1 例白内障术后视力渐进性下降的 69 岁女性

患者，查体右眼视力指数/30cm，矫正无助，眼压

10.0mmhg 光感、光定位（+）， 红绿蓝可辨，结膜无充

血 ，巩膜无黄染，角膜透明、KP(-) ；前房轴深约 2.5CT，

周边约 1CT、房闪（-），虹膜纹理清，瞳孔圆 ，直径约 3

mm，对光反射灵敏，人工晶体光学区灰白色混浊，呈毛玻

璃样，前囊膜口灰白色致密混浊，后囊膜轻度混浊，部分与

人工晶体粘连，玻璃体及眼底窥不清，确诊后行“右眼人工

晶体置换术”，术中灌注液为世可眼内灌注液，2 点位做侧

切口，注入粘弹剂，1 点位做 3.0mm 的主切口，分离囊膜

与人工晶体间的粘连，使人工晶体脱位于前房，剪成两半，

取出较小的一半，再将另一半一分为二，分别取出，人工晶

体型号为（？），植入一枚（什么型号？）人工晶体于囊袋

中。术后 1 天、1 周、1 月、3 月观察患者视力、眼压及人



工晶体位置及患者满意度等。

结果： 术后 1 天、1 周、1 月、3 月视力分别为 0.5、0.6、

0.6、0.6。眼压正常随访期间结膜无水肿，角膜透明，前房

清亮，IOL 位于囊袋内，透明，患者满意，无不适主诉。

结论：人工晶体置换术是有效的解决方案

前囊撕囊口的大小对人工晶体有效位置的影响

郭世烜

呼和浩特市朝聚眼科医院

目的： 前囊撕囊口的大小是否对术后 IOL 的有效位置有影

响

方法： 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1 月,在我院行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联合 SN60WF IOL 植

入术的白内障患者 240 例(240 眼)，年龄 42.0～ 79.0 岁,平

均 60.9±9.14 岁。根据术中前囊膜连续环形撕囊口的大小分

为，A 组 80 例（80 眼）撕囊口 4.5-5.5mm，B 组 80 例

（80 眼）撕囊口 6.0-6.5mm，C 组 80 例（80 眼）撕囊口

7.0mm 以上。撕囊口直径用眼前节分析仪 Pentacam 检

测。随访 6 个月, 术后散瞳检查，观察前囊形态，撕囊口大

小变化，应用 OPD 观察 IOL 位置

结果： 术后 6 月 CCC 无明显纤维化但有 IOL 偏位的 A 组

12 例 B 组 7 例 C 组 12 例；余患者 CCC 边缘纤维化、增

厚，CCC 直径缩小≤1mm 的 A 组 16 例 B 组 9 例 C 组 13

例；CCC 直径缩小在 1mm～2mm 之间伴有人工晶体轻度

偏位的 A 组 12 例 B 组 7 例 C 组 11 例； CCC 直径缩小大

于 2mm 伴人工晶体明显偏位的 A 组 16 例 B 组 6 例 C 组

11 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6.0-6.5mm 的连续环形撕囊可有效预防囊膜纤维

化，使 IOL 的有效位置得到利用且不发生位置偏移

关于建立《儿童及青少年屈光发育档案》的初步探

索
赵晓楠 1,李镜海 1,汪洋 2

1.济南爱尔眼科医院

2.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视光及小儿眼科事业部

目的： 探索《儿童及青少年屈光发育档案》的建立方法及

效果。

方法： 我中心自 2019 年 4 月起于视光门诊推出“儿童及青

少年屈光发育档案”，选取年龄 3~15 岁，有近视防控需求

的儿童及青少年，本着自愿原则为其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建

档之后患者可享受每半年一次的眼轴、曲率、综合验光及双

眼视功能检查；并借助云夹进行以下维度的用眼习惯监测：

①平均每天用眼视近时长、②单次连续用眼视近最长时间、

③平均用眼视近距离、④平均用眼视近光照强度、⑤平均每

天有效户外暴露时长、⑥平均每天有效户外暴露次数。

结果： 截止 2019 年 12 月，共接诊患者 2271 人次，建立

屈光发育档案 443 份，建档率达到 19.51%；建档患者平均

年龄 10.10 岁，男女比约为 1:1。

结论：近年来近视防控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屈

光发育档案的建立，为患者增加了一种仪式感，且通过专人

管理，提醒患者按时来诊，从而提高其复查依从性；通过定

期、系统、全面的检查，监测儿童及青少年眼球发育状况、

屈光度变化以及用眼习惯情况，为医生提供客观、准确的近

视防控所需相关数据，有利于医生更为全面和连续的掌握患

者的状况，给予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Toric 设计角膜塑形镜矫正青少年近视合并中高度散

光疗效

黄瑞琴

石家庄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 Toric 设计角膜塑形镜矫正青少年近视合并中

高度散光的近期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2 月石家庄爱尔眼科眼

科医院就诊 48 例青少年近视合并散光患者，共 96 只眼，

年龄（8～16）岁，近视屈光度-0.75～-5.00 D，散光-

1.50～-3.00 D。检查并验配 Toric 设计角膜塑形镜，分别于

戴镜后 1 d、1 周、1 个月复诊，检查裸眼视力、最佳矫正

视力、角膜曲率、眼前节检查以及镜片配适状态评估。

结果： 戴镜后 1 天、1 周、1 个月裸眼视力均较戴镜前有

明显改善（P＜0.05）。戴镜 1 个月后，裸眼视力达到戴镜

前最佳矫正视力水平。戴镜后各个时间点的角膜平坦 K 值



（FK）、角膜陡峭 K 值（SK）和角膜散光值（CYL）较戴

镜前明显降低（P＜0.05），角膜表面非对称指数（SAI）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镜片位置位于角膜中心偏颞下位置，

所有患者在戴镜期间均未发生角膜色素环、角膜微囊水

肿、角膜上皮剥脱及角膜感染等不良反应。

结论：Toric 设计角膜塑形镜对青少年近视合并中高度角膜

散光眼的矫正安全有效，但散光矫正的范围仍有一定的局

限。

超高度近视后巩膜加固术后联合 RGP 应用

黄瑞琴

石家庄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观察后巩膜加固术后 RGP 疗效

方法： 男 8 岁 3 个月前高度近视伴眼球震颤就诊，裸视

0.05/0.04 眼位外隐斜，双眼水平眼球震颤，屈光度 OD-

13.50=-1.00*155=0.3 OS-16.50=0.3，眼轴增长大于 1mm/

年且连续 3 年。诊断：双眼（高度近视、弱视、眼球震

颤），2019 年 8 月 6 日全麻下行双眼后巩膜加固+本体感

受器切除术，手术顺利恢复良好。2019 年 10 月 16 日就

诊：裸视 0.05/0.04 外眼未见异常眼位外隐斜，无代偿头

位，豹纹状眼底改变，黄斑反射可见。屈光度右眼-14.50=-

1.00*155=0.6 左眼-17.0=0.5 曲率右眼 41.50/42.75@166

左眼 41.25/42.25@180 眼压 17mmHg/20mmHg 眼轴

28.34mm/29.28mm 角膜厚度 516um/514um 地形图双眼规

则对称蝴蝶结形，验配 RGP 右眼 8.00/-12.75/94=0.6+ 左

眼 8.0/-15.25/9.4=0.5

结果： 1 周视力 0.8 /06,3 个月视力 0.8/0.8 眼轴

28.42mm/29.36mm,增长 0.08mm,明显减缓

结论： 后巩膜加固术联合 RGP 能延缓眼轴增长，提高视

觉质量。

超声乳化手术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治疗 PKP 术后并发

性白内障效果分析

朱江 1,傅昌博 2

1.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2.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治疗穿透性角膜移植(PKP)

术后并发性白内障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7 年 10 月-2019 年 06 月在我

院行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的 PKP 术后并

发性白内障患者 15 例（15 眼），观察术前及术后 1 周、1

月、3 月、6 月时的最佳矫正视力(BCVA)、角膜内皮细胞密

度（ECD）、六角形细胞比例（HEX%）、中央角膜厚度

（CCT）及并发症情况。

结果： 术后各时间点 BCVA 与术前相比均明显提高

（P<0.05）,患者术后各时间点 BCVA 有明显差异

（P<0.05），术后 1 月稳定（P＞0.05）；术后各时间点

ECD 与术前相比明显减少（P<0.05），两两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术后患者 HEX%与术前相比明显减

少（P<0.05），术后各时间点比较无明显差异（P＞

0.05）；手术前后 CCT 无明显差异（P＞0.05）；发生虹

膜出血 3 眼（20%），角膜移植片水肿 2 例（13.33%），

后发障 3 例（20%）。

结论：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治疗 PKP 术后并发性白内障

安全有效，但是可以损伤角膜内皮细胞，术中需要注意保护

角膜内皮。

新冠肺炎疫情期眼科过渡病房的管理初探

杨玉琼,袁洪峰,周祖密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目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保证患者及医护人员的安全。

方法：设立眼科过渡病房，通过对过渡病房分区管理、环

境仪器设备消毒管理、工作人员严格防护、病人及陪伴管

理、耗材及入住流程积极管理，让患者就诊住院暂时观察处

理 3 日无异常后，转至普通病房；既控制疫情扩散又要就

解决患者的必要诊治。



结果：实施眼科过渡病房，安全收治病人，既保证患者治

疗又保障了医、护、患的安全。

结论：设立眼科过渡病房是疫情期间处理眼科住院患者必

要的措施，在疫情解除隔离前，为临床科室提供可借鉴的

学习方案。

Effect of intravenous chemotherapy on the final height
and survival in children with retinoblastoma: a
prospective study

Yuqiong Yang,Hongfeng Yuan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Da Ping hospital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rgery，Army medical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height changes (HC,
actual height compared to the age standardized value)
and survival of pediatric retinoblastoma (RB) patients
treated with intravenous chemotherapy (IVC). Methods
Eighty-seven consecutive pediatric RB patients underwent
IVC were included in this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y.
Results Before IVC, no HC was observed for all age
groups (all P > 0.05). After chemotherapy, the study
population had a decreased HC.. Patients who underwent
more chemotherapy
(>5 cycles) had a greater HC compared to those who
underwent less (≤4 cycle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in study population and in
those who had increased HC (both P > 0.05), but patients
who underwent more chemotherapy were subject to
a decreased HC. Patients who underwent more
chemotherapy had a better overall
survival compared to those who underwent fewer
(P=0.025). For those who had a
decreased HC, th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more
chemotherapy had a better overall
survival compared to those who underwent less (P=0.040).
Conclusion Pediatric RB patients who underwent more
cycles of chemotherapy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a
reduced height but better overall survival. Further studies
are necessary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timing and number
of chemotherapy to prevent the reduced growth.

Watson 关怀理论在视网膜母细胞瘤化疗患儿护理

中的应用效果

杨玉琼,袁洪峰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目的： 探讨 Watson 人文关怀理论在视网膜母细胞瘤化疗

患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0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入住陆军特色医学

中心眼科的视网膜母细胞瘤化疗患儿 48 例作为对照组，实

施视网膜母细胞瘤患者的常规护理模式；2015 年 1 月

~2019 年 6 月入住的 66 例 RB 化疗患儿为观察组，运用基

于 Watson 关怀理论的护理模式。比较两组患儿接受护理操

作的依从性、家长的护理满意度。

结果： 两组患儿及家长在护理满意度、患儿化疗护理的依

从性方面均有了显著性提高(p<0.05)。

结论：应用 Watson 理论人文关怀护理能提高视网膜母细

胞瘤化疗患儿及家长的护理质量，增加护理的依从性和护理

满意度。

睫状体无色素上皮腺瘤伴发葡萄膜炎漏诊一例

杨洁

河北省邢台市眼科医院

目的： 中年女性因左眼红、疼、视物模糊就诊，初步诊断

为左眼全葡萄膜炎。治疗中期 UBM 发现睫状体占位，药物

治疗+手术切除睫状体肿物后视力恢复正常。肿物病理诊断

为睫状体无色素上皮腺瘤。

方法： 眼部表现左眼球结膜混合性充血（+），灰白色尘

状 KP（+），前房深浅正常，浮游物（+），房闪（+），

6-8 点处虹膜向前膨隆，行左眼睫状体病损切除术+左眼睫

状体冷冻术。组织病理特点：肿瘤组织由分化好，相似于成

熟的无色素上皮细胞（立方状或低柱状）的细胞组成，细胞

排列成巢状或不规则条索状，细胞胞浆淡染，细胞间可见无

结构的基底膜样物质。病理诊断为左眼睫状体无色素上皮腺

瘤。

结果： 术后 3 个月随访左眼视力恢复 1.0 屈光间质明显清

楚，眼底视网膜静脉迂曲。

结论：术后 3 个月视力恢复 1.0，治疗效果佳，早诊断早

治疗疗效是肯定的。肿瘤在眼部的表现是是多种多样的，所

以对于难于解释的异常表现要多思考、多查阅文献，不容忽

视，否则容易导致漏诊误诊。



视觉训练对功能性视力下降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白鹏,甘草

爱尔眼科集团郑州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分析功能性视力下降患者调节功能、集合功能特

点，探讨双眼视觉训练对功能性视力下降患者的临床疗

效。

方法： 选取本院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0 月 26 例患

者，年龄（6~12 岁），进行屈光和双眼视功能检查、排除

眼部疾患及全身性疾病。完善检查后进行分析，根据结果

给予双眼视功能训练，观察视力、视功能及屈光度变化。

结果： 双眼视功能训练后 26 例患者视力均有所提高，分

别测量治疗后调节幅度、调节滞后量和正负相对调节等进

行相关性分析，治疗前后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功能性视力不良患者通常伴有集合功能、调节功能

不良,进行有效的视觉训练治疗，可以有效增强双眼视功能

及提高视力，达到良好的临床疗效。

戴明循环管理法在眼科诊断设备质量控制体系的构

建与应用

于文春

重庆北部宽仁医院（重医附二院联合建设）

目的： 基于戴明循环管理（PDCA）理论，建立眼科诊断

设备质量控制体系，探讨其在临床诊断设备管理中的应用

及效果。

方法： 从设备培训、设备操作、设备质量控制、设备维

修、设备保养、医疗设备风险评估（美国 Vermont 大学提

供）6 个层面，建立眼科设备质量控制 PDCA 管理体系。

将 2018 年常规管理 12 台设备作为对照组，将 2019 年采取

质量控制后的 12 台诊断设备作为实验组，通过质量管控小

组质量控制实施，相关数据收集后，对质量控制后的效果

进行评估。

结果： 基于戴明循环（PDCA）管理理论，对比两组从设

备维修率及维修费用、质量控制安全、设备操作与医务人

员满意度数据，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设备的

使用操作与患者满意度数据显示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基于戴明循环（PDCA）管理法理论指导，制定的

眼科诊断设备质量控制体系适用于医院管理工作中，提高设

备临床诊疗服务水平，使临床工作高效运转。

日间玻璃体切除手术临床疗效观察
付文涛,褚利群,吴建国,周婉瑜,张玉平,韦东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目的： 观察日间玻璃体切除手术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在中国中

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眼科行日间玻璃体切除手术的患者，总计

48 例、56 只眼。所有患者在静脉辅助麻醉下行 23G 睫状

体平坦部三通道玻璃体切除手术，术后在观察室观察，待体

征平稳，无不适主诉后转日间病房观察 2-4 小时，无不适主

诉后予以出院，定期复查。观察对比术前、术后第 1 天，1

周、2 周、1 个月、2 个月及术后 3 个月患者的最佳矫正视

力、眼压、角膜内皮情况，与患者术前相关临床指标做自身

对照分析，并行常规眼底照相和黄斑部 OCT 检查。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结果： 所有患者术中平稳，术后均安全出院。所有病例术

后视网膜均复位，无感染及出血等并发症。自身对照分析显

示患者术后第 1 天，1 周、2 周、1 个月、2 个月、3 个月的

视力较术前视力显著提高（P<0.05），术前与术后眼压比

较无显著差异（P>0.05），术后角膜内皮计数与术前比较

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日间玻璃体切除手术是安全和有效的，严格的患者

筛查，严密的流程设计和管理是关键。

1000CS 硅油应用玻璃体视网膜手术的短期临床疗

效观察

吴建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目的： 比较玻璃体切除术中运用 1000CS 硅油和 5000CS

硅油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在中国中

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眼科行玻璃体切除手术的患者，总计 48

例患者、56 只眼。通过对患者术前、术后不同随访时间点

最佳矫正视力(BCVA)、眼压、角膜内皮计数情况等比较两

种硅油使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的差异。

结果： 术前两组病例年龄、病种分布、视力、眼压和角膜

内皮无明显差异（P>0.05）。术后 1 天、1 周、2 周及术后

连续 3 个月随访患者的最佳矫正视力(BCVA)、眼压、角膜

内皮情况无统计学差异（P>0.05）。且 1000CS 硅油组

BCVA 稍高于 5000CS 硅油组。

结论：与 5000cs 硅油比较，1000CS 硅油可能在改善Ⅳ

期、Ⅴ期 PDR 玻璃体切除术患者术后视力等方面具有优

势。

近视儿童屈光参数的临床观察
刘超,姚春滟,白嘎丽,张湘洋,李静,朱晓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 对近视儿童屈光发育状态的屈光参数进行临床观

察。

方法： 8-17 岁近视儿童 192 例（384 只眼），进行全面的

屈光参数检查并随访半年,观察半年患者的中央角膜厚度

（CCT）、眼轴长度（AL）、角膜曲率（水平 K1 和垂直

K2）、前房深度(AD)、晶体厚度(LT)、角膜直径(WTW)屈

光参数的变化；同时观察各屈光参数与年龄及性别是否有

相关性；同一组前后检查结果对比用配对 t 检验;不同组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 近视儿童观察半年屈光参数前后两次测量的对比，

眼轴、角膜曲率、等效球镜度数上存在显著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在中央角膜厚度、前房深度、晶体厚

度、角膜直径上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和

各个参数变化值的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年龄

和眼轴变化值及角膜直径变化值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P<0.05），不同性别在各个屈光参数变化值上的比较结

果（独立样本 t 检验）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结论：近视儿童中央角膜厚度、前房深度、晶体厚度、角

膜直径随着发育无明显变化；眼轴、角膜曲率、等效球镜

度随着身体发育有增长趋势；所以眼轴及角膜曲率增长对近

视增长均有影响。

高度近视患者行不同激光角膜屈光术后不同时期角

膜不同象限的神经纤维修复情况以及与眼表疾病指

数（OSDI）的相关性分析

王青,李江峰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高度近视患者在 SMILE、FS-LASIK 和 LASEK

术后早期角膜不同象限神经纤维的修复情况及与 OSDI 的相

关性分析。

方法：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随机队列研究。选择高度近视患

者 90 人，180 只眼，按术后随访时间分为术后 1m 组 30

例、术后 3m 组 30 例、术后 6m 组 30 例，行激光共聚焦显

微镜检查，填写 OSDI 问卷调查，使用 SPSS 22.0 统计软

件对神经纤维各参数、OSDI 指数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及 person 相关性检验。

结果： 术后各组，SMILE 术后在神经纤维密度、主要神经

分叉点密度及神经纤维长度等方面均显著优于其他术式且中

央区各参数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术后各组的

OSDI 得分在三种手术间均无统计学差异。术后 1m 的中央

角膜神经纤维密度与 OSDI 指数呈显著性正相关（p=0.75，

r=0.04），余不存在相关性

结论：激光角膜屈光术后，角膜神经由外周向中央向心性

生长，术后早期，smile 术后包括上方切口在内的角膜各象

限的修复情况均显著优于其他术式，且中央神经纤维密度与

眼表疾病指数呈显著性正相关。

高度近视患者行不同激光角膜屈光术后角膜光密度

的变化情况

李江峰,王青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高度近视患者在 SMILE 、FS-LASIK 和

LASEK 术后不同时间角膜光密度的变化情况

方法： 采用前瞻性随机队列研究。选择高度近视患者 120



人，240 只眼，按术后随访时间分为术后 1m 组 30 例、术

后 3m 组 30 例、术后 6m 组 30 例，术后 1y 组 30 例，术前

和术后不同时间行 petacam 三维眼前节分析检查，使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对角膜光密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 各组术前及当月角膜光密度差值无统计学差异，术

后 1m，不同术式不同范围内的角膜光密度未见统计学差异

（P>0.05）；术后 3m 组提示 LASEK 术后在 0-6、6-12、

total 范围内显著低于 SMILE 术后，在 6-12、total 范围内显

著低于 FS-LASIK 且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术后

6m，lasek0-6cm 范围内的角膜光密度高于其他术式，但无

统计学差异（P>0.05）；术后 1y 组中 SMILE 术式在各范

围（0-6、6-12、total）显著低于其他两种术式且有统计学

差异（P<0.05）

结论：激光角膜屈光术后，早期修复中 lasek 术后的角膜

透明度优于 smile，但术后长期效果显示，smile 术后各范

围内的角膜透明性较其他术式更佳

近视青少年黄斑视网膜脉络膜血管密度及厚度的研

究

张丹凤 1,蔡劲锋 1,王平 2,陈旭 1,

宋蓓雯 1,胡晨曦 1,王梦如 1

1.上海市爱尔眼科医院

2.上海希玛瑞视眼科医院

目的： 应用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技术（OCTA），

研究不同程度近视青少年黄斑区视网膜脉络膜血管密度、

厚度的变化及两者的相关性等。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是 90 例在我院视光门

诊就诊的青少年近视患者，分为低、中、高度近视三组，

每组 30 例；所有受试者都进行双眼黄斑 OCTA 的检测，获

得黄斑区视网膜脉络膜血流和结构图像，采集血管密度和

组织厚度等数据，进行组间比较和其相关性分析。

结果： 三组间患者浅、深层视网膜血管密度、内层视网膜

厚度、脉络膜毛细血管密度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三组间年龄、等效球镜、眼轴、外层视网膜

厚度、脉络膜厚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浅、深层视网膜血管密度和内层视网膜厚度，脉络膜毛细血

管密度和脉络膜厚度差异均无相关性（P>0.05）；脉络膜

毛细血管密度与年龄有相关性，是正相关

（r=0.34,P<0.05）。

结论：不管是低中度还是高度近视的青少年，都未见黄斑

视网膜脉络膜微循环的改变，微循环灌注与组织厚度之间也

无相关性。尽管微循环未见改变，但是脉络膜厚度，随着眼

轴延长，逐渐变薄。故临床上也应积极控制青少年高度近视

进展，以防进入病理阶段。

弱视定义的“专家共识”商榷和科学辨析

邵立功

中国保健协会眼保健分会，中国优生优育协会眼病防治技术

专业委员会

目的：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术年会关于弱视的专家共识存在

异议：1、最佳矫正视力低于同龄人就都是弱视吗？弱视定

义科学依据要有具体诊断标准；2、受检者视力低于同龄视

力有双眼视，有远/近立体视觉能称弱视吗？如 6 岁儿童最

佳矫正双眼视力为 0.6 并且具有远/近立体视，不能诊断弱

视。3、本人多年一直从事弱视发病机理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并获得具体科学数据成果，本人认为弱视不能人为认定更不

能片面，建议要科学审慎和完整定义弱视。

方法： 弱视现代定义（邵立功，中华眼科杂志 1993，

等）：儿童弱视是指出生后视觉发育关键和敏感期内，视觉

系统因各种影响视觉发育的眼病和/或视觉环境不良使双眼

视长期紊乱、视觉系统神经元功能、亚细胞及轴树突形态、

数量发生变化出现分子神经生物学发育异常，实质就是指从

视网膜到视皮质整个视路的可逆性微病理生理及变化，临床

检查为外眼及眼底无特殊变化，最佳矫正视力≤0.8，同时丧

失立体视觉感知称为弱视，立体视应作为弱视诊断金标准。

结果： 弱视诊断不能单纯以视敏度评价或定义，要强调视

觉功能完整性和横向性，而两者绝不可代替和或缺！因此人

类三级视功能缺陷更应属于弱视范畴。

结论：强调弱视重要特征是三级视功能不同程度缺陷，要

完整定义弱视概念。



在中国实施儿童青少年近视斜弱视防治的科学配套

一体化整合工程

邵立功

中国保健协会眼保健分会，中国优生优育协会眼病防治技

术专业委员会

目的： 近视和弱视是眼科临床功能性眼疾病，可科学防控

和矫治。方法 由中国优生优育协会眼病防治技术专业委员

会在中国实施儿童青少年近视斜弱视防治的科学配套一体

化整合工程，目的就是科学和规范化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

斜弱视矫治临床眼科医学和眼视光保健技术领域。

方法： 科学配套整合具有科学理论基础同时已经在临床证

实具有疗效的防控近视矫治斜弱视的科学仪器， 设备和相

关耗材，有针对性、特指性和个性化防控各种类型近视和

斜弱视。

结果： 近视斜弱视防治的科学配套整合工程包括：1、科

学用眼具体措施； 2、常规化进入家庭，幼儿园和小中学校

进行视力健康体检和视力不良普查和筛选；3、科学配套相

关仪器设备和耗材的眼科医学与眼视光医学保健干预措施

以及近视防控和斜弱视矫治科学配套方法及规范化过程。

其目标就是科学保护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延缓和控制近

视发展和科学矫治斜弱视。“假性近视”概念科学解析：趋向

性近视，临界性近视，代偿性近视，但经过受检者双眼极

度调节还能看到 5 米视力表 0.8/1.0 视标者，丧失代偿功能

即进入轻度近视，经过受检者双眼极度调节仅能看到 5 米

视力表 0.6 视标者。

结论：全方位立体式综合性眼视光学保健和视功能康复干

预过程。

汉族近视青壮年人群角膜应变应力参数（SSI）的统

计分析

刘李娜,张韬,周琳琅,钱丹,何卓辉,江雪玲,白继

重庆眼视光眼科医院

目的： 通过对汉族近视青壮年人群角膜应变应力参数

（SSI）的统计分析，为进一步探讨其在角膜屈光手术及其

它角膜手术领域的应用提供基础数据。

方法： 准备完成近视及近视散光手术患者 530 人（1006

眼），年龄 17-50 岁，男性 226 人，女性 304 人，术前一

个月停止配戴角膜接触镜，排除圆锥角膜等眼科疾病，完成

角膜屈光手术相关检查。采用德国 OCULUS Corvis-ST 设

备完成每一患者的检查 3 次，并剔除检查不标准病例，最

后予以统计分析。

结果： 我国汉族近视青壮年人群 SSI 基本呈现正态分布，

最高值 1.16，最低值 0.57，平均值为 0.88。被检者角膜

SSI 值与角膜厚度、角膜直径、近视程度、眼轴长度无相关

性，同时与眼别、性别也无明显关联。

结论：采用 Corvis-ST 完成的角膜应变应力参数（SSI）是

一种独立于角膜厚度、屈光状态、眼别、性别的角膜生物力

学参数，它在角膜屈光手术及其它角膜手术中有一定的临床

应用价值。

患者术前戴镜习惯对全飞手术度数设计的指导意义

刘李娜,张韬,周琳琅,李亚林,胡鑫月,白继

重庆眼视光眼科医院

目的： 通过对比患者术前戴镜习惯和全飞术后屈光状态，

找出因患者术前不同戴镜习惯产生的对“真实”屈光度的接受

程度，从而指导全飞手术度数设计。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屈光中心 2019 年 9 月-11 月全飞手

术患者（术前验光由同一验光师完成）200 人（390 眼），

年龄 20-30 岁。其中，术前（近两年）从未戴镜或不常戴

镜或双眼戴镜视力均在 0.6 及以下者 85 人（158 眼），

为，术前（近两年）常戴镜且双眼戴镜视力均在 0.8 及以上

者 115 人（232 眼），为 B 组，对比两组全飞术后屈光状

态情况。

结果： A 组患者（术前（近两年）从未戴镜或不常戴镜或

双眼戴镜视力均在 0.6 及以下者）术后屈光状态 81%在-



0.25DS~+0.25DS 范围，B 组患者（术前（近两年）常戴镜

且双眼戴镜视力均在 0.8 及以上者）术后屈光状态 83%在

+0.50DS~+1.25DS 范围。

结论：术前长期处于欠矫状态，术前综合验光时容易接受

相对较低的度数，全飞手术时应适当过矫设计；术前长期

处于足矫甚至过矫的状态，术前综合验光时更容易接受较

高的度数，全飞手术加度数不宜过多。术前综合验光查出

患者的屈光间区，更能帮助手术医生判断增加度数对患者

视力的影响情况。

重睑术后患者满意度与身体意向的相关性研究

杜娜,嵇红,曾长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重睑患者身体意向与术后患者满意度的相关

性。

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身体意象状态量表对上海市

某三甲医院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 142 名重睑患者术前进行

问卷调查，术后一个月采用术后满意度量表进行电话回

访。

结果： 患者的身体意向总分为（27.98±7.44）分；患者的

术后满意度平均分为（4.52±0.76）分；两者总分及各条目

之间呈正相关（r=0.096-0.308,P<0.05）。

结论：重睑患者身体意向与术后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患

者身体意象越积极，术后满意度越高，护理人员应该增进

患者的身体意象水平，从而提高患者的术后满意度。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性黄斑水肿对患者视觉相关

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

臧博,温良,李冬,王禹,翟刚

抚顺市眼病医院

目的： 探讨社区 2 型糖尿病患者患糖尿病性黄斑水肿

（DME）对视觉相关生活质量（VRQoL）的影响

方法： 横断面调查。将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5 月居住

在辽宁省抚顺市将军社区的 2 型糖尿病伴有 DME 的 239 名

患者纳入研究。DME 患者按严重程度分为轻度、中度、重

度。NEI-VFQ-25 量表用来评价 DME 患者的 VRQoL。多重

线性回归分析比较不同 DME 严重程度患者的 VRQoL 得

分。

结果： ≥65 岁组患者的总体视力、近距离活动、远距离活

动、社会角色得分显著低于<65 岁组（p<0.05）。文盲及小

学组的近距离活动得分显著低于小学以上组（p<0.05）。

男性和女性间各项分值无显著差异(P>0．05)。除眼痛外，

存在视力损害者各项得分均显著低于视力正常者

（p<0.05）。校正了包括生活视力等变量在内的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显示，随着 DME 严重程度的增加，一般健康、总

体视力、近距离活动、远距离活动、依赖性、心理健康、社

会角色、总分的得分逐渐降低（p for trend<0.05）。

结论：年龄较大、学历较低、视力较差的 DME 患者视觉

相关生活质量更差。DME 严重程度对视觉相关生活质量有

显著的影响且这种影响独立于视力损害存在。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有临床意义的

黄斑水肿对视觉相关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

臧博,温良,李冬,王禹,翟刚

抚顺市眼病医院

目的： 探讨单侧和双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和有临床意

义的黄斑水肿(CSME)对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视觉相关生

活质量(VRQoL)的影响。

方法： 横断面调查研究。将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5 月

居住在辽宁省抚顺市将军社区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1360 人纳

入研究。采用 NEI-VFQ-25 测量患者的 VRQoL。按照患者

双眼受累情况，将患者分为无 DR，单眼 DR 或 CSME，双

眼 DR 不伴任一眼 CSME，双眼 DR 伴任一眼 CSME。使

用多重线性回归比较 4 组患者 NEI-VFQ-25 各项得分。

结果： 在校正了包括视力在内的混杂因素后，四组患者在

一般健康和眼部疼痛得分无显著性差异。与无 DR 相比，双

眼 DR 不伴任一眼 CSME 患者的远距离活动和社会功能得

分分别下降了 2.51% 和 2.58%，双眼 DR 伴任一眼 CSME

患者得分分别下降 9.14% 和 9.02%。与无 DR 相比，双眼

DR 伴任一眼 CSME 患者的一般视力、近距离活动、依赖

性、心理健康、社会角色、色觉、周边视野和 VFQ-25 总分



得分显著下降（p<0.05）。

结论：2 型糖尿病患者视觉相关生活质量的大多方面只有

在双眼均有 DR 且出现 CSME 时才明显受损。

数字化智能屈光变焦视功能康复系统防控儿童近视

作用机理研究

邵立功

中国保健协会眼保健分会，中国优生优育协会眼病防治技

术专业委员会

目的： 研究数字化智能变焦视觉康复系统对脑和眼屈光影

响，为儿童生理性近视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北京某小学随机选取志愿者 600 人，实验组 300

人，对照组 300 人。年龄 8~12 岁 男性 300，女性 300，

实验和对照组志愿者眼屈光：(-0.50~-1.00)116 人；(-

1.00~-1.50)138 人；(-1.50~-2.00)164 人；(-2.50~-3.00)96

人；(-3.50~-4.00) 52 人；(-4.50~-5.00)34 人。1、数字化

智能动态变焦视觉训练系统（睿世力科技）；2、APP 软

件；3、云数据采集系统；4、PVEP；5、美多丽眼液；6、

电脑验光仪；7、角膜曲率计；8、非接触眼压计；9、眼 A

超；10、调节力测量仪。实验组志愿者应用数字化智能动

态变焦视觉康复系统治疗每日训练次数随机，每次 30/45 分

钟，治疗期长 24 周，对照组同步参与实验组指标检测。统

计方法 T-test。

结果： 眼屈光；角膜曲率；眼压；眼轴长度；5、眼睫状

肌调节力；6、PVEP 振幅和潜时。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上

述 6 项检测指标均具有显著差异性。

结论：数字化智能变焦视功能训练系统可以作为儿童近视

防控临床治疗依据。

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和进展的温度计效应与假性近

视科学辨析
邵立功

中国保健协会眼保健分会，中国优生优育协会眼病防治技术

专业委员会

目的： 邵立功博士 2012 年 10 月首先在国内提出和设计

了《近视发生和进展的温度计效应》图解表，以此全新概念

科学解析了“假性近视”这一在业内及家长中容易混淆的眼科

学诊断旧名词，使眼科医生和家长易于理解和重视，规避了

所谓“假性近视”即“近视是假的”不科学的错误理解和认识，

从而使医生和家长提高近视风险意识及时科学眼视光保健趋

向性近视（7 岁儿童远视储备力不足≦+1.00DS）和救治早

期痉挛性近视即近视温度计效应图解表的 0℃到 100℃

（1.00DS）内的临界性近视和代偿性近视概念，并且在儿

童期根据眼球正视化机制可以前瞻性预警近视发生（趋向性

近视）。

方法： 近视发生和进展温度计效应分段为小儿出生后远视

储备力正温度段（+DS），到零度 0℃临界性近视和零度

0℃以下的代偿性近视（调节状态下－1.00DS）视力 0.8 左

右，和失代偿进入轻度近视中线和中度近视阶段。责任视力

（邵立功，2012.10)：即受检查者是否对自己远视力质量有

强烈期望值，并且明确知道自己远视力好或坏对于未来职业

选择重要意义。

结果： 人类在 14 岁以后逐渐形成责任视力，此年龄段前

受检者责任视力意识差。

结论：对于 14 岁以下受检者提起视觉注意才能获取真实视

力。

间接角膜塑型技术与间接角膜塑型仪器的设计研制

和临床实验研究

邵立功,严伟豪

中国保健协会眼保健分会，中国优生优育协会眼病防治技术

专业委员会

目的： 本研究首次在国际上提出了间接角膜塑型技术

（Indirect-orthokeratology，I-OK）视光学全新概念，此项

技术应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非手术近视控制康复中回避了

角膜塑型技术的直接压迫和损伤角膜弊端达到无损伤有效治

疗。



方法：

1、可调谐能量和脉冲频率活性磁力间接温汽液压角膜塑型

仪，2、受试者共计 200 例，年龄 15-40 岁，其中 15-25 岁

158 例，26-40 岁 42 例。近视屈光度：凹球镜：

1.75~6.0 DS 凹柱镜：0.5~2.50DC。3、角膜地形图，角膜

厚度，角膜曲率，眼压、眼底以及电脑验光和他觉验光综

合确定受试者双眼屈光状态等后应用可调谐能量和脉冲频

率活性磁力间接温汽液压角膜塑型仪治疗，每周 4 次每次

治疗 6~8 小时，治疗 48 次后进行上述项目复查，统计学 T-

test。

结果： 视力提高 2 行以上者占总例数的 87.8%，凹球镜屈

光度减 1.5~3.5DS 占 78.9%，凹柱镜 0.5~1.75 占 86.7%。

其中 15~25 岁组 158 例近视矫正效果佳，比较塑形术前屈

光度平均降低在 1.5~4.5DS 占总受试者的 73.6%。

结论： I-OK 不接触角膜，受试者无不适感和不损伤角膜

可以有效控制近视。

青光眼指标全态图及数据库表设计初探

韩思音

上海体育学院

目的：“全态图”是指对青光眼病人随访的全部信息汇集到同

一个文档，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防止因分析不全面而产

生治疗方案的片面性，并为进一步做青光眼病人的大数据

分析打下基础。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作出两种随访报告四连图，

将某一青光眼病人的两次随访的 5 种检查报告（24 小时眼

压、中心视野、青光眼 OCT、眼底照相、视力）并做出 5

个指标的雷达图、每个指标随时间变化图和眼病清单。

结果：全态图由四个部分组成：1）分别为本次检查的双眼

和和本次/上次随访的单眼做出两个随访报告四联图，2）为

本次随访的双眼 5 个指标（中心视野的 MD、OCT 的视网

膜厚度、杯盘比、最高眼压、视力）作出对比用雷达图，

以及本次/上次随访同眼指标对比雷达图，3）分别绘出双眼

5 个指标随时间变化的曲线，4）列出该病人的其它眼病清

单（例如近视度数、老花度数、白内障状态、黄斑病

等）。最后给出“青光眼全态数据库”表的设计。

结论：青光眼指标全态图的概念和方法完善了青光眼病人

随访信息的分析方法，可以开发计算机软件加以实现，作为

青光眼病历的规范加以推广。

1 例晶状体半脱位患者配戴 RGP 临床效果观察

蔡立欢

成都华视精微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观察 1 例单眼晶状体半脱位患者，配戴 RGP 后视

觉质量变化。

方法： 对 2018 年 3 月来我中心就诊的一例 18 岁患者，进

行眼部基本检查，包括眼压、视力、UBM、前节 OCT、眼

底等相关检查，该患者右眼外伤导致晶状体半脱位。 经检

查无单眼复视、眼压正常，无继发青光眼，传统矫正方法戴

框架眼镜矫正视力 0.4；后进行角膜地形图、检影验光、综

合验光等相关检查，排除隐形眼镜禁忌症；双眼进行 RGP

的试戴，并进行动态评估、静态评估、片上验光、记录存

档。

结果： 患者配戴 RGP 镜片，无不适反应，矫正视力从框

架镜的 0.4 提升到 0.7+视觉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无复视、

双眼同时视矫正视力 0.9；经过三个月的随访复查，视力稳

定，无任何角膜损伤，且患者主诉非常适应。

结论： 晶状体半脱位患者， 应依据脱位的程度、是否有单

眼复视、眼压是否持续升高等具体情况来确定是否摘除晶状

体。如果视力很好、视觉质量未受明显影响且无继发青光眼

时，可随诊观察，暂不摘除晶状体；在没有达到手术指征的

情况下，可以进行 RGP 的验配提高视觉质量，并且随诊观

察。

视觉训练在治疗急性共同性内斜视的临床应用

郭欣,武樱

临汾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报告一例 17 岁，男性，经视觉训练后消除了因急

性共性内斜视而引起的视物重影的病例。

方法： 采用嘉铖视欣 4D 训练系统以及聚散球、反转拍等

常见的视觉训练产品让患者能够自主地在集合需求和发散需



求之间相转换。

结果： 经视觉训练后该患者消除了重影，提高了患者的视

觉质量和生活质量。

结论：视觉训练在治疗急性共同性内斜视的临床应用中亦

可有较好疗效。

角膜 RC 与 BC 弧区高度差对角膜塑型镜减缓眼轴

增长的影响
王艳华,亢艳明,成杰,任新秀,张雪飞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太原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角膜塑型镜控制近视效果因人而异，本研究分析角

膜塑型镜治疗后角膜上皮重新分布后产生的旁周边隆起与

中央平坦的差值及眼轴变化的关系，评估角膜相应的 RC 与

BC 弧区平均高度差对减缓眼轴增长的影响作用

方法： 收集自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12 月以来我院坚持

配戴角膜塑型镜达 1.5 年的近视患儿 178 例 378 眼的资料,

年龄 8～16(11.40±2.34)岁。分析患儿验配角膜塑型镜前的

等效球镜、RC 与 BC 弧平均高度差、对角膜塑型镜治疗 1

年后眼轴的影响。RC 与 BC 弧平均高度差的计算是测量 8

个方向上 RC 弧的高度与 BC 弧中心的高度差的平均值

结果： RC 与 BC 弧平均高度差与眼轴增长呈负相关，反

转弧平均高度越小眼轴增长越快（P=0.001，相关系数-

0.316）；等效球镜度数与反转弧平均高度呈正相关，等效

球镜近视度数越大反转弧平均高度越高（P=0.000，相关系

数 0.469）。低度近视组 RC 与 BC 弧平均高度差小于中度

近视组，眼轴增长快于中度近视组(P<0.001)

结论：角膜塑型镜治疗后角膜相应的 RC 与 BC 弧区平均

高度差是是影响角膜塑型镜减缓眼轴增长的重要因素

抗青术后滤过泡重建一例

王伟

达拉特旗朝聚眼科医院

目的： 术后严密观察滤过泡形态、视力、眼压、前房深浅

等情况，并且加强眼球按摩，依据病情变化早期拆除开调

节缝线。

方法： 小梁切除治疗青光眼以来，该手术临床已广泛应

用，已成为抗青光眼手术的经典术式，小粱切除术降压机

制为一种眼外滤过性手术，其中虹膜周边切除孔、房角入

口、角巩膜小粱切除口之手术滤口及巩膜瓣与结膜下间隙的

滤道保持开放是房水外流的基本条件，但手术后的炎性反

应，成纤维细胞增生导致结膜下组织纤维化和滤过泡瘢痕形

成，可导致手术失败，现将我院小梁切除术后失败，并进行

滤过泡重建一例汇报

结果： 术者体会：手术要点：1.术中应用丝裂霉素 C 时避

免其深入前房内，故仔细检查巩膜切口处，确定无前房水渗

漏后方可放置于结膜瓣下；2.剪除结膜瓣及巩膜瓣下瘢痕组

织；3.彻底切开粘连的滤过通道内口；4.术后应用可调节缝

线技术。

结论：术后严密观察滤过泡形态、视力、眼压、前房深浅

等情况，并且加强眼球按摩，依据病情变化早期拆除开调节

缝线。文献报道针对此类抗青光眼术后眼压失控患者早期可

采取眼球按摩，及早拆除可调节缝线的方式、及早期结膜下

注射 5-FU 或 MMC，以及采取针刺分离结合玻璃酸钠注入

等方式，亦可获得较好的效果。

双眼不等量 ADD 近用镜的配戴效果分析

陈娟娟,高海英

太原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观察双眼不等量下加光近用镜的配戴效果

方法： 我院门诊验配老花镜的患者，行视力，裂隙灯，非

接触眼压，电脑验光，综合验光，眼底等眼科常规检查，排

除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眼病，选取双眼矫正视力均为

1.0 的患者双眼分别检查看近 44CM 时的下加光度(ADD)，

然后试镜，对照分析试戴双眼等量 ADD 近用镜和不等量

ADD 近用镜的舒适度和清晰度。年龄 46~69 岁，平均年龄

56.47 岁。屈光度（等效球镜）为：-1.25D~+-0.75D。散光

度为 0.75D~2.25D.ADD 为+0.75~2.50D。

结果： 1，双眼 ADD 之差均为 0.25D。

2，患者试戴不等量 ADD 花镜的舒适度和主觉清晰度均好

于戴等量 ADD 花镜的舒适度。

结论：对于敏感的患者，双眼分别测量其 ADD 值，如双眼

不等，按其相应的不等量 ADD 配近用镜，可以获得更好的

舒适度好满意度。



一种新的手持式老鼠固定器优化激光诱导脉络膜新

生血管模型

薛白

电子科技大学

目的： 探究新型手持式老鼠固定器对于激光诱导的脉络膜

新生血管老鼠模型，在操作难易程度及造模效率、操作疲

劳感和模型稳定建立上是否有所改善。

方法： 在徒手握住和利用固定器两种操作方式下，对比熟

练掌握模型构造方法的操作者完成造模所需时间及效率。

对比两种方式操作下，熟练掌握裂隙灯且未训练过激光诱

导模型的操作者的学习时间，操作疲劳度。

结果： 通过使用固定器，完成单只老鼠所需平均时间从

147s 缩短至 64s，掌握造模方法的平均学习时间缩短、学

习速度加快。从效率来说，脉络膜新生血管有效生成率从

50%提高到 87%。新生血管斑块与视乳头相对距离的离散

程度即标准误从 24.39 降低到 14.98，各点间距离 SEM 值

从 43.31 降低到 24.21。另外，将操作过程中的疲劳度量化

到 0 到 4 五个等级，使用固定器后生理疲劳从平均 2.567

缓解到 0.83，心理疲劳从 2.3 缓解到 0.43。

结论：新的手持固定器可以缩短激光诱导脉络膜新生血管

模型构建过程中激光光凝手术的时间，提高造模的成功

率，优化模型的各项参数，提高了操作的简易度从而减轻

了操作疲劳感，有利于消除操作误差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使其在新疗法和新药物治疗中的应用更具有可靠性。

一例特殊使用阿托品控制青少年近视案例临床追踪

分析
杨林涛

成都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阿托品控制治疗青少年近视的效果及临床追踪

分析

方法： 追踪到本院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控制治疗青少年近视

有完整病例记录的一特殊案例：一位男孩 8 周岁，到本院

检查裸眼视力右 0.6 左 0.6+综合验光结果 R -1.50-0.50*160

1.2 L -1.25-0,25*20 1.2 双眼视功能调节反应 BCC,调节灵

敏度等正常。 再用赛飞杰快速散瞳验光结果 R -1.25-

0.50*160 1.2 L -1.25 1.2 家长只愿意接受药物治疗，则建

议给予 0.05%阿托品滴眼液每晚睡前一次滴双眼，连续点

药 ，并注意定期复查眼压，半年后根据复查结果建议改用

0.02%阿托品滴眼液持续点药一年以上

结果： 半年后双眼裸眼视力 0.8+，一年后复查双眼视力

0.9+，散瞳验光结果 R -0.25-0.50*160 1.2 L -

0.25 1.2； 一年半复查双眼裸眼视力 0.9+，调节幅度偏

低，眼轴长度稳定

结论：合理使用阿托品控制近视，对部分患者有治疗的可

能，分析原理（阿托品药物的渗透引起前房深度改变？屈光

介质指数正视化改变等？）还需要作进一步长期临床跟踪分

析；在规范医疗原则的前提下值得推广使用

筛前神经、滑车下神经阻滞麻醉联合鼻腔粘膜下浸

润麻醉在鼻内镜下泪囊鼻腔吻合术中与常规麻醉镇

痛效果比较
叶霭娴

昆明普瑞眼科医院

目的： 筛前神经、滑车下神经阻滞麻醉联合鼻腔粘膜下浸

润麻醉在鼻内镜下泪囊鼻腔吻合术中与常规麻醉方法术中镇

痛效果比较

方法： 回顾病例研究，收集 2019 年 9 月至 2019 年 11 月

间在合肥普瑞眼科医院同一 高年资医师完成的 50 例鼻内镜

下泪囊鼻腔吻合术，术中作筛前神经、滑车下神经阻滞麻醉

联合鼻腔粘膜下浸润麻醉（25 例），作常规鼻腔粘膜表面

麻醉＋粘膜下浸润麻醉（25 例），根据患者术中对疼痛的

耐受情况及按照 WTO 疼痛分级标准：0—1 级痛感（基本

无疼痛感，可配合手术）、2 级痛感（基本可耐受手术，不

需增加麻醉药物）、3-4 级痛感（不可耐受，不能配合手

术，需增加麻醉药物）进行评估

结果： 联合神经阻滞麻醉组（0-1 级疼痛 15 名）、（2 级

疼痛 8 名）、（3-4 级疼痛 2 名）

常规组（0-1 级疼痛 5 名）、（2 级疼痛 10 名）、（3-4 级

疼痛 10 名）



结论：应用筛前神经、滑车下神经阻滞麻醉联合鼻腔粘膜

下浸润麻醉在鼻内镜下泪囊鼻腔吻合术中有效减轻患者疼

痛感觉，提高手术满意度

白内障治疗方式研究进展
付丹丹

朝阳眼科医院

目的： 本文针对目前白内障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 2 个方

面，综述了其研究进展，旨在为白内障患者和眼科研究提

供理论依据。

方法： 白内障的种类主要有老年性白内障、先天性白内

障、外伤性白内障、代谢性白内障、后发性白内障 5 种类

型，这 5 类都是各种原因导致晶状体蛋白变形，产生浑浊

[4-5]。目前白内障以老年人发病较多，因此，需要老年人

定期去做眼睛检查[6]。本文针对目前白内障药物医治和手

术医治 2 个方面，阐述了其研究进展，旨在为患者和眼科

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结果： 白内障的发生是多种因素联合作用而导致的，其病

理变化较多，发病机理仍有多种学说[1-2]。通常可以利用

手术进行治愈，当前较为流行的方法为 PHACO，但由于费

用和技术等问题，其未取代其它的手术方法，当年仍是多

种方法并存，各有优缺点[19-21]。

结论：白内障手术治疗经过了较大的发展，但与发生率相

比，治愈率还是表现较低水平，因此，药物的防治在其中

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7-12]。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药

物和手术医治必将联合起来，共同推动白内障治疗的发展

[7-12]。

白内障导致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发作的治疗

张巍

爱尔眼科集团朝阳眼科医院

目的： 摘除白内障联合房角分离，降低眼压，保护视神

经。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来往往院时剧烈眼痛，视力极

度下降，同侧偏头痛，眼眶胀痛，恶心，呕吐，球结膜充

血、水肿，角膜上皮水肿，呈雾状混浊，知觉消失，角膜

后壁有棕色沉着物，前房极浅，可出现房水闪光，虹膜水

肿、隐窝消失，瞳孔散大，虹膜膨隆，白内障混浊较重，

向前挤压虹膜，加重房角粘连，影响房水滤过。

方法： 总结归纳

结果： 有些青光眼患者如白内障早些摘除，眼球内前部空

间明显增大，前房加深，房角增宽，房水流出通畅，房水循

环的动态平衡恢复，眼压自然就会恢复正常。

结论：晶状体混浊不断吸水膨胀，体积增大，推虹膜前

移，向前推挤眼内房水外流的结构前房角，导致房水外流受

阻，出现房水蓄积，眼压升高，即青光眼急性发作。快速有

效的降低眼压，既能缓解患者疼痛，又能保护患者视神经，

为患者减少眼压对视神经伤害。患者的白内障较为严重，且

青光眼眼压控制不佳，此时使用药物控制眼压后，可考虑进

行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

探究青少年眼轴增长
赵明月

朝阳眼科医院

目的： 研究青少年儿童眼轴增长与近视度数发育的比例。

方法：回顾性系列病历研究，随机抽取朝阳爱尔眼科医院小

儿视光科（2018-2019 年）验配角膜塑形镜共 100 人，186

只眼患者临床资料。

方法： 采用同一台机器 NIDKE 的 AL-Scan 测量眼轴长

度，精准的医学验光，所有测量堵在明亮光线下进行，瞳孔

处于自然状态

每只眼共测量 3 次。精准的医学验光，红绿测试，得出医

学验光终点结果。

结果： 现代青少年近视患者排除晶状体因素影响，眼轴每

增长 1mm，近视屈光度改变为-2.00D，而不是过去的-

3.00D，

结论：现代社会电子产品的大量应用在给人类带来方便的

同时，也给我们的眼睛带来更多的刺激与过多的负担，导致

眼睛的发育和身体其他部位发育的不均衡，所以，眼轴与屈

光度数的关系也应该重新统计。

Carnosal relieve retinal neuroinflammation through
modulating oxidative stress

jie xiao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Objective
It is known that Carnosol has anti-cancer, anti-
inflammatory, antioxidant activities. This study aim to
explored the role of carnosol on retinal neuroinflammation
through modulating oxidative stress in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Method
Retinal neurodegeneration degeneration was induced by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Mice were fed with 1.8% DSS of 5
cycles. Carnosol treatment was operated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Retina function was measured in
mice by electroretinography (ERG). Retinal
morphologic and architecture were detected using HE and
immunofluorescent staining. Differences in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and oxidative stress was assessed in
retina tissues by qRT-PCR and immunofluorescent
staining.
Result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ion are recognized as
major pathological process in neurodegeneration. Our
previous research has reveal carnosol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litis in mice by protecting
the intestinal epithelial barrier.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could lead to retinal dysfunction and neuron damage. Here,
we found microglia activation, up-regulat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Hypoxia-inducible factor-1
a (HIF-1 a) gene expression after the first cycle of DSS
treatment, indicating that neuroinflammation and oxidative
stress might be able to play a role in retinal neuron
damage in colitis mice. Administration of carnosal
effectively alleviated retina function measured by ERG.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FN-g, TNF-a and IL-1b)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retina after treatment of carnosal.
Proliferation and activation of microglia was also inhibited
after treatment. The oxidative stress related gene
expressions (HIF-1 a, Hmox1, Cp, iNOS) were found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nclution
This study reveal that neuroinflammation and oxidative
stress predated retinal neuron damage in colitis mice.
Carnosal might be able to relieve retinal
neuroinflammation through modulating oxidative stress.

Keywords: Carnosol, retinal damage,
neuroinflammation, oxidative stress

角膜塑形镜引发干眼原因

李蓉

铂林眼科

目的： 分析角膜塑形镜引起干眼的可能原因，进一步加强

安全维护

方法： 1、检测泪膜破裂时间

2、进行泪液分泌实验

3、观察睑板腺功能

4、询问晚上睡觉是否眼睑闭合不全

5、观察镜片湿润度

6、观察客观环境因素影响

结果： 1、睑板腺功能障碍，泪膜易破裂

2、眼睑闭合不全患者容易下方点染

2、镜片清洁不到位，泪膜分布均匀程度降低

3、 空气湿润度、空调的使用、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也会增

加眼干症状

结论：1、佩戴角塑引起干眼因素应多方面评估

2、首先是干眼基本原理，自身泪液蒸发和分泌的不均等

3、其次镜片清洁是否良好

4、最后从客观环境因素进行考虑

关于近视性散光弱视在视觉训练中控制近视度数增

长方法的案例分享
尹晴

铂林眼科

目的： 针对近视性散光弱视在训练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刺激

近视度数增长，设计合理的训练方案，保证患者弱视治疗效

果的同时控制近视度数增长。

方法： 1.屈光矫正：在看远看近状态下保持视网膜上成

像，能有效控制因中心远视性离焦导致近视增长问题。

2.视觉训练：以单眼调节刺激，调节放松训练为主，配合双

眼眼前正镜附加双眼融像训练，采用 VR 技术虚拟现实训

练，以此来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有效控制远视性离焦的

近视增长问题。

3.正镜附加：青少年近距离用眼时间较长，看近使用正镜附

加避免出现中心远视性离焦的调节滞后状态，缓解看近不适

的症状和控制近视增长问题！

结果： 1.弱视视力得到提升

2.近视加深速度减缓

3.视功能达到正常数值

结论：近视性散光弱视在视觉训练过程中减少近距离训练



时长，正镜附加缓解近距离用眼症状能减缓此类弱视的近

视增长速度。

3%地夸磷索钠滴眼液在干眼患者中应用的有效性与

安全性：IV 期研究中期报告

潘志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 评估 3%地夸磷索钠滴眼液治疗干眼患者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

方法： IV 期、多中心、前瞻性单臂研究的中期分析。16

家中心于 2019 年 5 月至 12 月期间入组 1500 名角膜荧光素

染色（CFS）阳性的干眼患者，接受 3%地夸磷索钠滴眼液

治疗，一天 6 次连续使用 1 个月。分别在基线、治疗后 2

周、1 个月进行 CFS、泪膜破裂时间（BUT）、泪液分泌

试验（SIT）和眼部症状和日常生活（DEQS）问卷检查评

价有效性。记录研究期间所有不良事件

结果： 3%地夸磷索钠滴眼液治疗 2 周及 1 个月后，CFS

评分较基线分别下降 1.9±1.72 及 2.6±2.11，较治疗前均有

显著差异（p＜0.001），55.51%的患者治疗 1 个月后 CFS

转为阴性。治疗后 2 周和 1 个月，DEQS 问卷评分、BUT

和 SIT 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01）。入组前持续使用

其他人工泪液治疗 1 周以上效果不佳的患者，治疗后各观

察点有效性指标均较治疗前改善（p＜0.05）。不良反应发

生率为 5.67%，主要不良反应为眼分泌物（1.93%）、眼异

物感（1.13%），不良反应导致的终止用药率仅为 0.6%，

无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3%地夸磷索钠滴眼液可改善干眼患者的主观症状和

客观指标，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眼科心理护理在患者中的应用与体会

纪瑞雪

朝阳眼科医院

目的： 本文简要阐述了眼科心理学护理的内容，眼科患者

在各个阶段心理表现和变化，同时结合自身多年的工作实

践经验，总结了眼科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具体措施、遵循的原

则和其在眼科患者管理和护理应用中的体会，旨在为临床上

眼科心理护理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随着现代眼科医学模式的发展和护理技术水平的提

升，使得现代医学对眼科护士的要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

由以前对专业知识、技能、医德、操守等方面的要求，转变

为除具备之前的要求外，还要求其对护理心理学有关知识进

行掌握，而且必须能够在日常和临床上熟练的应用[1-3]。因

此，护理心理学已发展为护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运

用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护理水平的高低，进而研究患者的各种

心理表现和变化对疾病的治疗和护理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的

效果[2]

结果： 首先护患关系需要融洽[7-9]。

其次是积极争取家属和亲友的配合[8-9]。

再次是眼科护士应加强护理宣教[8]。

结论：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加上眼部疾病的特殊性，不仅

要求眼科护士具有较强的专业水平、较高的专业素养、较广

泛的业务知识以及高尚的医德，还要求其具有较高的心理护

理方面的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眼科患者，使其

早日康复[1,10-12]。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硅油填充期间内心真实体验

的质性研究

赵晓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为了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硅油填充期间的内心

真实体验,引导护士更好地为患者提供身心护理,提高患者接

受治疗的依从性和生活质量。

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中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以半结构式访谈

方式对 13 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硅油填充期间的患者进行深

入访谈,现场录音和笔录,并运用 Colaizzi 的分析程序进行资

料分析。

结果：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硅油填充期间的患者主要体验有

以下几个主题:(1)低视力的困扰(2)心理健康受损(3)应对策略

不同(4)渴望全方位支持(5)生活质量低下。

结论：医护人员应为处在硅油填充期间的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患者主动给予针对性专业指导、情感支持及信息支持,帮

助她们顺利完成治疗,提高其生活质量。

加强小儿全麻术后观察和护理对防止术后并发症的

重要性

柴彩霞

临汾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加强对全麻患儿术前健康宣教及术后的观察和护

理。

方法： 通过对临床 36 例全麻患儿术前的健康宣教及术后

的观察和护理 进行了总结分析。

结果： 加强对全麻患儿术前健康宣教及术后的观察和护理,

可以有效减少术后并发症及意外事故的发生。

结论：应在术前与患儿及家属进行充分地健康宣教及沟

通，取得信任与配合，术后给予严密的观察和护理，可及

时发现问题，有效预防术后并发症及意外事故，利于疾病

的恢复。

六锐胶囊对葡萄膜炎大鼠血清氧化因子 SOD、MDA
和 NT-3 的影响

张瑞雪

山东中医药大学

目的： 探讨六锐胶囊对葡萄膜炎大鼠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SOD）、丙二醛

（Malonaldehyde，MDA）和神经营养素-3

（Neurotrophin-3，NT-3）的影响。

方法： 采用光感受器间维生素 A 类结合蛋白（IRBP1177-

1191）制备葡萄膜炎大鼠模型，造模第 2 天开始给药，第

13 天心脏取血，采用 ELISA 检测六锐胶囊对 EAU 大鼠抗

氧化作用 SOD、MDA 的表达变化和视神经保护作用 NT-3

的表达变化。

结果： 六锐胶囊不同剂量组、模型对照组的 SOD 和 NT-3

水平低于空白对照组，六锐胶囊不同剂量组的 SOD 和 NT-

3 水平高于模型组，且随六锐胶囊剂量的增加，SOD 和

NT-3 水平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六锐胶囊

不同剂量组、模型对照组的 MDA 水平高于空白对照组，六

锐胶囊不同剂量组的 MDA 水平低于模型对照组，且随六锐

胶囊剂量的增加，MDA 水平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六锐胶囊可增加葡萄膜炎大鼠血清 SOD 和 NT-3 水

平，降低血清 MDA 水平，具有抗氧化和视神经保护作用。

知信行模式护理在青光眼患者护理过程中的应用

陈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的： 探讨知信行模式护理在青光眼患者护理过程中的应

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9 年 9 月至 2019 年 12 月我院诊治的急性

闭角型青光眼患者 60 例，根据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两组，

每组各 3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知信行模

式护理[MOU1] ，比较两组遵医行为与健康宣教效果。

结果： 观察组遵医行为评分高于对照组,健康宣教知晓率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知信行模式护理干预在青光眼患者健康教育过程中

的应用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遵医行为，提高患者健康

宣教掌握率，进而提高患者及家属对护士的满意度。

优质护理模式下日间白内障患者护理满意度实证

吴玲霞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的： 研究优质护理模式下日间病房白内障患者对护理的

满意度情况

方法：选取 2019 年 12 月在本科室实施白内障手术治疗的

患者 300 例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来进行分析

研究。问卷调查主要从院前护理、院中护理和院后回访这三

个方面来考量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然后，本文再利用

SPSS20.0 软件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患者

对护理的满意度情况的结果

结果： 通过 SPSS20.0 软件的分析表明，患者对日间病房

优质护理的满意度达到了 9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院中护理的变量与患者满意度存在着显著

的正相关，即优质的院中护理能给患者带来更高的满意

度。此外，院前护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的满意度，

有利于手术的顺利进行。而院后回访更能体现出护理方面

的人文关怀，让患者体会到优质护理更细致的一面。

结论：通过对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表明，患者对优质护理

模式下日间病房的护理表现出较高的满意度。该护理模式

可有效提升手术效果，提高护理质量及患者对护理的满意

度，在临床上值得推广与应用。

青少年配戴角膜塑形镜与离焦设计框镜及单光框镜

在疫情期间的眼轴变化

王雪,陈晓琴,陈丽娜,任洪鑫

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

目的： 比较青少年配戴角膜塑形镜，离焦设计框镜与单光

框镜之间半年内眼轴的变化情况

方法： 回顾性研究。选取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 月期间

验配角膜塑形镜（A 组）患者 33 人，离焦设计框镜（B

组）患者 32 人，单光框镜（C 组）患者 35 人。A 组年龄

11.12 岁，B 组年龄 10.63 岁，C 组年龄 10.63 岁。采集基

线和半年后的屈光度，角膜平 K，眼轴数据，均选取右眼数

据进行观察

结果： 基线时 A 组等效球镜度-3.07±1.06D，眼轴长

24.79±0.85mm；B 组等效球镜度-3.14±1.40D, 眼轴长

24.62±0.86mm；C 组等效球镜度-2.80±1.09D, 眼轴长

24.69±0.94mm。每天网课时间：A 组 4.20±1.84 小时，B

组 4.17±1.71 小时，C 组 3.77±1.86 小时。以上数据各组间

无统计学差异。半年内眼轴变化：A 组 0.10mm，B 组

0.20mm，C 组 0.28mm。A 组与 B 组，A 组与 C 组或 B 组

与 C 组两组间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2020 年初疫情期间这段特殊时期，网络教学普及且

户外活动减少，增加了诱导近视增长的环境因素。角膜塑

形镜对于近视控制效果优于离焦设计框镜优于单光框镜

天津市城区大中小学生视力不良及近视发展情况调

查研究

黄少存,陈晓琴,李丽华

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

目的： 了解天津市大中小学生视力不良及近视发生率，分

析近视流行病学特征，为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提供科学指导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天津市大中小学生共计 1149

人，其中小学生 435 人，中学生 216 人，高中生 206 人，

大学生 290 人，对其进行日常生活视力、眼轴、角膜曲率

和屈光度测量，记录结果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天津市大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总体发生率为

75.72%，近视率为 81.12%；视力不良人群中近视与远视

占比分别为 89.54%和 2.29%；随学段升高，近视发生率呈

明显增加趋势，小学三年级近视增长率最高为 16.92%；从

小学到大学阶段，中高度近视占比分别为 10.92%、

49.84%、63.11%、60.17%；近视屈光度与眼轴呈明显负

相关（r=-0.795,P<0.001），眼轴对屈光度的影响较大

结论：天津市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生率较高，是影响青少年

视力不良的主要因素，预防近视的发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

小学阶段；对已经近视的学生需选择合适的矫正方式延缓眼

轴过快增长

等像矫正超主点镜片矫正实验性屈光参差的双眼视

功能影响

高嘉瑜,施伯彦

广州豪赋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比较常规插片和等像矫正超主点镜片矫正实验性屈

光参差后双眼视功能。

方法： 对 5 名近视者（屈光度-1.50D~-6.00D，无眼内散

光）使用 RGP 造成双眼 4D 以上屈光参差，每名患者依次

造成右眼和左眼屈光度高的两种屈光参差状态。先后使用常



规插片和超主点镜片矫正双眼，左右眼单眼视力保持一

致，矫正后双眼注视视标记录双眼视觉感受，使用 worth 四

点灯测量近、远距离（40cm 和 6m）的双眼融像情况及变

化距离，使用颜少明立体视觉检查图第 3 版测量立体视锐

度，比较两种镜片矫正后的双眼视功能。

结果： 使用常规插片矫正后双眼注视视标出现复视，视标

重叠、波动，超主点矫正后双眼复视感消失，视标稳定清

晰；两种镜片矫正后双眼近距离融像正常，远距离抑制或

复视，超主点镜片矫正后变化距离（4.50±1.24m）较常规

插片矫正后（2.64±0.90m）显著增加；超主点镜片矫正后

立体视锐度（≤80"）较常规镜片矫正后（≥200"）显著提

升。

结论：超主点镜片矫正屈光不正较常规镜片视觉质量更

佳，改善双眼视功能，更有利于屈光参差患者的矫正。

The corneal diameter and its associations in children.

Ruixue Zhang,Hongsheng Bi
Eye Institut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
Background: To assess the corneal diameter and its
associations in children. Methods: Design: Cross-
sectional school-based study.Participants: Six thousand
twenty-six children aged 4-18 years were included in the
Shandong Children Eye Study.Horizontal corneal diameter
was measured by laser interferometry-based ocular
biometry. Main outcome measures: Horizontal corneal
diameter. Results: Corneal diameter measurements were
available for 5970 (99.1%) children.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larger horizontal corneal diameter (mean: 12.02
± 0.38 mm; range: 10.1-15.0 mm) was associated with
longer corneal curvature radius longer axial length, male
gender, younger maternal age, rural region of habitation
and lower intraocular pressure measurements. Higher
prevalence of abnormally large corneas (macrocorneas;
horizontal diameter ≥ 12.76 mm; mean value +2 ×
standard deviations; mean: 2.6%; 95% CI: 2.2, 3.0) was
associated with longer corneal curvature radius, longer
axial length, younger maternal age and male gender.
Higher prevalence of abnormally small corneas (horizontal
diameter ≤ 11.24mm; mean value -2 × standard deviations;
mean: 2.4%; 95% CI: 2.0, 2.8) was correlated with shorter
corneal curvature radius, shorter axial length and urban
region of habitation. Neither abnormally large nor small
corneas were correlated with time spent indoors/outdoors.
Conclusions: In 4 to 18-year-old children, larger corneal
diameter was associated most strongly with flatter corneal
curvature, followed by longer axial length and male gender.

Corneal diameter was independent of age beyond an age
of 4 years. Abnormally large and abnormally small
corneas may be defined as being ≥12.76 and ≤11.24 mm
in diameter, respectively. Corneal diameter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time spent indoors/outdoors.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neal curvature cadius and
prevalence of myopia in China

Ruixue Zhang,Hongsheng Bi
Eye Institut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
Purpose: To assess whether anterior corneal curvature
radius (CCR) is associated with the increased prevalence
of myopia in China. Methods: The investigation included
the adult populations of the children and teenager
populations of the Shandong Children Eye Study (6026
children; age: 9.7 ± 3.3 years; range: 4-18 years). Results:
In both adult study populations, CCR was not significantly
(BES: P = 0.60; CIEMS: P = 0.14) associated with the
level of education. In highly myopic subgroups, longer
CCR wa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educational level
[CIEMS: P = 0.04;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β =
-0.23; non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B: -0.0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11 to 0.01] or showed a
tendency toward a lower educational level (BES: P = 0.09;
β = -0.25; B: -0.06; 95% CI, -0.12 to 0.01). In the young
study populations, longer CCR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arameters indicating a lower educational
level, such as lower educational level of father (P = 0.001;
β: -0.04; B: -0.01; 95% CI, -0.02 to -0.01) and mother (P =
0.0.02; β: -0.14; B: -0.05; 95% CI, -0.09 to -0.01) and more
time spent outdoors (P = 0.001; β: 0.15; B: 0.05; 95% CI,
0.02 to 0.07) and less time spent indoors (P < 0.001; β: -
0.15; B: -0.04; 95% CI, -0.06 to -0.02). In all study
populations, longer CCR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multivariate analysis) with longer axial length and lower
prevalence of high myopia. Conclusions: Adult study
populations and schoolchildren populations did not differ in
the associations of longer CCR with parameters indicating
a lower educational level, longer axial length, and lower
prevalence of high myopia. CCR was not useful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high myopia in schoolchildren and
high pathological myopia in adults.

The difference of corneal density between normal and
myopic

Ruixue Zhang,Hongsheng Bi
Eye Institut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
Background: To investigate corneal densitometry values
obtained using Scheimpflug tomography in normal and



highly myopic (HM) eyes and to assess the differences in
densitometry values between them.
Methods: Highly myopic and normal corneas were
examined using the Pentacam Scheimpflug imaging
system.Corneal densitometry was automatically performed
over a 12-mm diameter area, which was divided on the
basis of annular concentric zones (0–2 mm, 2–6 mm, 6–
10 mm, 10–12 mm, total diameter) and depth (anterior
layer: inner 120 μm; center layer: from 120 μm to the last
60 μm; posterior layer: last 60 μm; total corneal thickness).
Results: A total of 100 normal and 100 HM eye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Upon total corneal thickness
densitometry, the HM group was found to have
significantly lower value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
in 4 annuli, including the 2 mm central zone, 2-6 mm zone,
6–10 mm zone, and 0–12 mm total diameter. Upon
anterior layer densitometry, the HM group demonstrated
statistically lower values in the 2-6 mm and 6–10 mm
zones. Upon densitometry of the central and posterior
layers, the HM group was found to have lower values in all
annuli.
Conclusions: The densitometry map reveals that light
backscatter was lower in most portions of the HM cornea
than in the normal cornea.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对糖化血红蛋白认知水平

的调查

陈敏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的： 调查眼底外科住院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对糖

化血红蛋白的认知水平，探讨其相关性

方法： 选取住院的 100 例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收集

临床资料，监测空腹血糖、晚餐后 2 小时血糖及糖化血红

蛋白。调查表内容涉及患者的文化程度、病程、随访情

况、对糖化血红蛋白的知晓及执行情况等。

结果： 100 例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对糖化血红蛋白的

认知水平中，文化程度高、年龄轻对糖化血红蛋白的认知

良好，有 15%患者坚持每半年监测糖化血红蛋白，65%患

者发生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之前未到医院进行眼底检查。

选取住院的 100 例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收集临床资

料，监测空腹血糖、晚餐后 2 小时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

调查表内容涉及患者的文化程度、病程、随访情况、对糖

化血红蛋白的知晓及执行情况等。

结论：眼底外科住院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对糖化血

红蛋白的认知水平低、执行低，临床护士在糖尿病健康教育

加强宣教，让患者认识到糖化血红蛋白的重要性，定期监测

糖化血红蛋白及眼科检查，有利于延缓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的进展。

高眼压作用下筛板变形的影响因素分析

钱秀清 1,2,曹宏健 1,戴惟葭 2,刘志成 1,2

1.首都医科大学

2.临床生物力学应用基础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3.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目的： 建立包含筛板的全眼球轴对称模型，研究高眼压作

用下筛板变形的影响因素。

方法： 基于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技术（Optical

CoherenceTomography，OCT）获得的青光眼患者和正常

对照组的视乳头结构参数数据，参考文献结果，获取角膜、

巩膜、脉络膜等参数，建立包含筛板的全眼球轴对称有限元

模型；分析高眼压作用下筛板变形的影响因素。

结果： 研究发现眼压数值、视乳头的结构参数及软组织的

力学特性都会影响筛板变形。眼压升高会导致筛板后移，且

随着眼压的升高，筛板变形增大。巩膜、筛板和硬脑膜的弹

性模量对筛板变形的影响程度大。筛板厚度、视杯深度、视

杯宽度均对筛板变形有影响。青光眼患者的眼底结构参数、

力学特性使筛板对眼压和颅压的作用更敏感。

结论：有限元方法可用于筛板变形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为

青光眼早期诊断提供参考。

高眼压下玻璃体力学特性对筛板变形影响的初步研

究

刘妤姝 1,2,毛迎燕 3,4,王宁利 3,4,钱秀清 1,2

1.首都医科大学

2.临床生物力学应用基础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3.北京市眼科研究所

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 研究高眼压下玻璃体力学特性的改变对筛板变形的

影响，希望为青光眼的发病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方法： 基于青光眼猴眼光学相干断层扫描图像三维重建视

网膜、脉络膜和筛板，使用解剖数据重建玻璃体、巩膜、

软脑膜和硬脑膜并组装。眼压值取为 20、30、40mmHg。

选择 Neo-Hookean 模型定义玻璃体，初始剪切模量 G 分别

为 300Pa、3KPa 和 30KPa。采用有限元方法分析了玻璃

体在不同眼压下的力学特性与筛板变形之间的关系。

结果： 高眼压会导致筛板向后移位，且在中心处达到最

大。筛板厚度也随之呈 u 型变化。当玻璃体 G 较小时，高

眼压对筛板厚度的影响较大。筛板的径向应力和应变随半

径的增大而减小与变形一致。当 G=300Pa 和 3KPa 时，筛

板前表面的受到的压力分别为 G=30KPa 的 357%和

265%。随着玻璃体初始剪切模量的减小，筛板受到的由玻

璃体对眼底部的施加压力逐渐增大，筛板也会产生较大的

变形。

结论：研究发现玻璃体力学特性改变对筛板变形有一定的

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期间眼科医院视光中心 防护举措

王昕梓,孔玲,陈璇璇

青岛眼科医院

目的： 总结新型冠状肺炎期间，在眼科医院里的视光中心

应对新冠肺炎防控的一系列措施和方法。

方法：2020 年 2 月份接诊人数仅为去年同期 7.47%，自 3

月开始情况有所回暖，较为少见的是：随着开学的推迟，

网课的增加使得中小学生视力下降，此现象使得视光中心

就诊量增加。至 5 月份，人数激增，接诊人数已经反超去

年同期。本视光中心认真遵守医院各项防控制度，并结合

本视光中心特点，从人员管理，环境管理，检查器械消毒

等方面着重着手，严格把控新型冠状肺炎的传播感染途

径。

结果： 共接诊 1 万余例患者，比 2019 年同期接诊人数减

少 37.28%，在完成正常工作的同时，全体医护人员在疫情

期间未感染新型冠状肺炎，也无患者在本视光中心就诊过

程中感染。

结论：认真遵守执行医院防控制度，思想保持高度重视和

警惕，严格把控，能有效规避视光中心工作人员新冠肺炎的

感染。

近视眼视网膜厚度与近视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马佳晖,刘志明,李岩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近视人群黄斑区视网膜厚度与近视程度的相关

性。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观察性研究。纳入就诊与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的近视患儿 454 例 908 眼，年龄 6-15

岁。测量裸眼未矫正远视力，散瞳验光，IOL master 测量

眼轴以及角膜直径。采用 OCTA 测量扫描并测量黄斑中心

凹和距离中心凹处 6mm 上、下、鼻、颞侧 4 个点上的视网

膜厚度。近视程度分为轻度（-0.5～-3D）以及中高度近视

（<-3D）两个组。

结果： 中心凹处的视网膜厚度在轻度和中高度近视组之间

无显著差异（p=0.59），而轻度近视组在距离中心凹处

6mm 上、下、鼻、颞侧 4 个点上的视网膜厚度显著厚于中

高度近视组（p<0.05）。单因素分析中，中心凹视网膜厚

度与年龄、眼轴长度和角膜直径正相关（p<0.05）。旁中

心视网膜厚度与眼轴长度和等效球镜正相关（p<0.05）。

对于整体数据，多因素分析结果与单因素分析结果相似。

结论：中高度近视患儿中周部视网膜厚度显著薄于低度近

视患儿。同时视网膜厚度与眼轴、等效球镜相关，提示近视

进展会伴随视网膜变薄。

7-15 岁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调节参数对照研究

岳鹏程,杜秋萱,孔玲,乔镇涛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青岛眼科医院

目的： 研究近视性屈光参差对双眼调节相关参数的影响。

方法： 收集 7-15 岁从未有屈光矫正史的近视性屈光参差

患者作为屈光参差组，两眼间屈光参数无明显差异的患者作

为对照组，使用综合验光仪测量患者的单双眼负相对调节、

调节反应、正相对调节、调节灵活度、调节幅度并散瞳验

光，分析两组间调节相关参数的差异。



结果： 屈光参差组患者共 34 例，高度数眼 PRA 值为-

2.10±0.88，低度数眼为-2.46±0.7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96，p＜0.05）；屈光参差组高度数眼调节反应值为

+0.51±0.42，低度数眼为+0.35±0.3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 =-2.45，p＜0.05）；屈光参差组高度数眼调节灵活度

值为 4.47±2.38，低度数眼为 5.53±3.03，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t =-2.42，p＜0.05）；屈光参差组高度数眼 NRA 值为

+2.21±0.28，低度数眼为+2.21±0.4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 =-0.43，p＞0.05）。

结论：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双眼间调节参数异常，这可能

是引起屈光参差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二维码+微信小程序在医院无菌物品的管理方法

张稚颖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的： 分析二维码+微信小程序在医院无菌物品管理实践

中的应用效果，推广医院无菌物品质量管理新模式。

方法： 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创建“科室常用无菌药品

工作表”，以二维码标签为媒介，用于医院无菌物品质量检

查和管理，再利用微信小程序对无菌物品的过期时间设置

提醒功能。

结果： 将活动前后三个月护士核查无菌物品的时间进行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护士识别近效期物品

的正确率可达 100%。

结论：运用二维码+微信小程序使医院无菌物品管理更加

便捷、高效，提高了无菌物品更新的实时性。
Sprouty4 regulated ocular neovessel leakage by
regulating the tyrosine phosphorylation of VE-
cadherin

Jiangbo Ren,Ziyu Jiang,Zhengrong Huang,Zhi Li,Min
Ke,Yan Gong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Pathological ocular angiogenesis is a major cause of
blindness. Neovessel leakage i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ocular neovascularization and blood
vessel integrity damage. The effects of Sprouty4 (Spry4)
on endothelial barrier function was investigated using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growth factor (VEGF)-induced
vascular permeability model.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showe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Spry4 inhibited human
retinal endothelial cell permeability. Conversely,

knockdown of Spry4 enhanced VEGF-induced vascular
permeability. In addition, overexpression of Spry4 inhibited
VEGF-induced vascular endothelial cadherin (VE-cadherin)
tyrosine phosphorylation, in part by inhibiting c-Src
activation, and resistance to VEGF-induced vascular
permeability. Inhibition of VEGF-induced VE-cadherin
tyrosine phosphorylation and decreased vascular
permeability by Spry4 overexpression could be rescued by
expression of constitutively active c-Src. Conversely,
knockdown of Spry4 in retinal endothelial cells increased
tyrosine phosphorylation of VE-cadherin and vascular
permeability, which was repressed by dominant negative
Src (DNSrc). Consistent with these results, DNSrc
repressed the increase in vascular permeability that
resulted due to knockdown of Spry4. 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Spry4 regulated vascular
permeability in retinal endothelial cells via regulating the
activation of c-Src by VEGF signaling and consequently
the tyrosine phosphorylation of VE-cadherin.

标准化眼健康与精准眼视光学检查在视光检查中的

作用
刘晓春,乔镇涛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青岛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标准化眼健康与精准眼视光学检查在视光过程

中，对圆锥角膜、白内障、青光眼、晶体移位等眼科疾病的

筛查转诊作用。

方法： 回顾性病例研究。随机筛选 2016 年~~2020 年就诊

于我院的屈光配镜患者 1600 人，按照 2018 年开始执行标

准化眼健康与精准眼视光学检查【包括电脑验光、眼压、眼

轴曲率、蔡司 i.profiler plus 或法国威视力 Vx120+（依视路

WAM700 升级版）、综合验光检查】为时限，分为执行前

对照组 800 人和执行后实验组 800 人，分别统计两个组中

筛查出的圆锥角膜等眼科疾病数量，进行卡方检验。

结果： 通过分析统计，对照组 800 人，筛查出白内障 54

人、圆锥角膜 3 人，占比 7.125%；实验组 800 人，筛查出

白内障 93 人、圆锥角膜 27 人、青光眼 8 人、晶体移位 3

人、眼底病变 13 人、夜间视力严重下降 6 人，占比

2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通过实施执行标准化眼健康与精准眼视光学检查，

对于未进行门诊临床检查、单纯验光配镜的患者，可以更加

及早地筛查出诸如圆锥角膜等眼科疾病，进而转诊治疗。



智慧护理终端联合 MDT 护理模式在眼科抗宿主病护

理中的应用
段宏莉,汤福静、李倩、薛劲松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智慧护理终端联合 MDT 护理模式在提高抗宿

主病并发眼部疾病患者护理效果中的作用及对临床护理质

量改善的意义。

方法： 收集 2018 年 1 月-2020 年 7 月抗宿主病患者出现

的护理难点及护理效果欠佳的问题，进行总结。入院前及

出院后利用微信平台推送阶段性健康教育知识，住院期间

邀请院内专科小组会诊并组织医护查房，医护移动工作站

反馈巡视问题并遵医嘱落实治疗提高工作效率及医护沟通

时效性，提高免疫力护理，营养科会诊订制治疗性膳食。

运用自体血清局部治疗，健管中心分时段教育，责任护士

运用叙事护理鼓励患者表达，有效干预不良心理。移动

APP 扫描落实各项治疗，及时上传系统监督会诊措施执行

并简化记录。

结果： 智慧护理终端，医护移动工作站，微信平台，

PDA，可以有效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MDT 护理模

式可以及时整合护理资源，多部门多学科合作可以有效解

决护理难点。

结论：智慧护理终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再造护理流程，

MDT 护理模式可以有效解决护理临床难点，合理有效应用

可以提高护理工作效率改善护理质量，提高医护患三方满

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成年近视患者长期配戴低矫眼镜对调节力的影响

姜旭

辽宁何氏医学院何氏眼科医院

目的： 通过对近视戴镜患者的视功能检查，对比配戴低矫

眼镜与足矫眼镜患者视功能各项检查结果，研究配戴低矫

眼镜对近视患者调节力的影响。

方法： 根据验光及视功能检查结果，选取本院 20-30 岁，

眼位及调节集合功能正常的近视配镜患者 40 例。其中 20

例给予足矫处方配镜，20 例给予降低-0.50D 处方配镜。记

录足矫处方、配镜处方以及视功能检查 DLP，NLP，

AC/A，NRA，BCC，PRA，Flipper，NPC，AMP 结果。

三个月及半年、一年复查，对比屈光度变化及视功能检查情

况。

结果： 戴镜半年后检查，PRA 值低于初次检查结果者，实

验组 1 例，对比组无；Flipper 值低于初次检查结果者，实

验组 3 例，对比组 1 例；其他项检查结果相对稳定。一年

后，实验组屈光度增长-0.25D，-0.5D 者各 1 例，对比组屈

光度增长-0.25D 者 1 例；实验组 PRA 及 Flipper 检查结

果：下降者 5 例，对比组 Flipper 检查结果下降者 2 例，其

他项检查结果相对稳定。

结论：成年近视患者，长期配戴低矫眼镜仍然容易引起调

节不足或调节不持久。

多点近视离焦镜片对曲率性近视与轴性近视的近视

防控效果临床实践对比观察

吴丹

辽宁何氏医学院何氏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对于近视患者，多点近视离焦镜片对曲率性近

视的近视防控效果与对轴性近视的近视防控效果是否一致。

方法： 收集 10-13 岁近视患者，曲率性近视患者 15 人

（30 只眼），轴性近视患者 15 人（30 只眼）。近视屈光

度≤-6.00D、散光屈光度≤-2.00D、矫正视力≥1.0、视功能

检查无异常、无眼部器质性病变。同时配戴多点近视离焦镜

片（近视、散光足矫）并进行日常科学用眼指导。对患者的

角膜曲率、眼轴、裸眼视力、矫正视力、屈光度、视功能进

行检查并记录。观察半年后曲率性近视组与轴性近视组的近

视防控效果是否有区别。

结果： 半年后复查，曲率性近视组，度数未增长：23 只眼

占 76.6%，增长-0.25D：5 只眼占 16.6%，增长≥-0.50D:2

只眼占 6.6%。轴性近视组，度数未增长：24 只眼占

80%，增长-0.25D:5 只眼占 16.6%，增长≥-0.50D:1 只眼占

3.3%。

结论：多点近视离焦镜片对曲率性近视与轴性近视的近视

防控效果有少许差距，多点近视离焦镜片对轴性近视患者的

近视防控效果会更好些。



视觉训练对较低度屈光不正青少年的视力影响的讨

论

杜秋萱,岳鹏程,孔玲

青岛眼科医院

目的： 讨论经过眼科门诊系统检查，排除眼部器质性病变

后的较低度屈光不正（等效球镜度≤±1.00DS）的青少年患

者，在视觉训练（调节力训练、融像训练）的影响下，裸

眼视力与矫正视力的变化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6 例来我院就诊的较低度屈光不正患

者，共 12 只眼，6 名患者年龄为：10±2.5 岁，分别检查 6

名患者视觉训练前后的裸眼视力、矫正视力、双眼视功

能，并对患者视觉训练前后裸眼视力和矫正视力进行对

比，经过统计学分析，得出结果。

结果： 通过分析患者视觉训练前后的视力变化发现，视觉

训练前，6 名患者裸眼视力（以复光结果为准）为

0.35±0.025，矫正视力为 0.813±0.013，视功能检查结果显

示患者或存在不同程度的调节异常、融像功能障碍，在对

患者进行 4-6 次视觉训练后，6 名患者裸眼视力变为

0.650±0.025，矫正视力均可达到 1.0，视功能异常有所改

善，比较 6 名患者视觉训练前后视力情况发现，裸眼视力

提高 0.300±0.050，矫正视力提高 0.186±0.015。

结论：对于眼部无器质性改变，屈光不正度数较低的青少

年儿童患者，对症的视觉训练可以提高裸眼视力、矫正视

力，改善双眼视功能。

蓝光诱导大鼠视网膜内 Nrf-2 及 HO-1 表达变化及珍

视明的干预作用

黄焱,林蓉,郑智文,林欣,曾贞,阮丹丹

福建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蓝光照射后大鼠视网膜内 Nrf-2 及 HO-1 含量

变化及珍视明的干预作用

方法： 6w 健康无眼疾雄性 SD 大鼠 40 只，随机分实验组

30 只与对照组 10 只。 实验组在循环光环境下饲养并随机

分成 3 组 ，暗适应 12h 后，每天接受 2500Lux 的蓝光（峰

值 450nm） 照射 12h，分别照射 10d、20d、30d，每次实

验后于大鼠左眼滴加珍视明，右眼不做处理，形成自身对

照组。对照组常规饲养，不予以蓝光照射。大鼠眼球取材石

蜡包埋，TUNEL 检测视网膜组织细胞凋亡指数，免疫荧光

染色法检测 Nrf-2、HO-1 表达。

结果： 随蓝光照射时长的增加，视网膜组织中细胞凋亡随

之增加，其中以光感受器细胞凋亡最为显著。Nrf-2、HO-1

的表达量也与之呈正相关状态，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5）。经过珍视明滴眼液干预的左眼视网膜组织的凋亡明

显少于未处理眼，Nrf-2、HO-1 的表达也显著增多（P＜

0.05）。

结论：短波蓝光触发视网膜组织氧化应激反应，照射时长

与抗氧化应激分子 Nrf-2、HO-1 含量呈正相关。珍视明滴

眼液可显著减轻蓝光导致的视网膜组织损伤，其作用机制可

能与增加 Nrf-2、HO-1 的表达有关。

新冠疫情期间眼科临床护理院内感染的预防和管理

体会

庄梦成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目的： 医院感染管理是现代医院管理的重要内容，加强医

院感染管理是全面控制医院感染、保障患者安全、提高医护

质量、保证医疗安全的重要环节。眼科在新冠疫情期间被国

家卫健委及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列为重点防控科室，在这个大

环境下，更加需要总结和探索眼科等高危科室在医院感染预

防和管理控制工作中的要点。

方法： 结合眼科专科医院临床护理工作实际，总结眼科发

生院内感染的危险因素，探讨新冠疫情形势下院感工作在眼

科护理中的措施与方法，评价各项措施的应用成效。

结果： 通过一系列院感防控措施，医院未发生一例院内感

染，有效增强了医务人员的防控意识，随机检查医务人员手

卫生执行率均达 100%，同时，医院各项工作也得到了患者

的肯定和赞扬。

结论：通过严格执行防控规定、对眼科设备进行预防性改

造、培训及宣传、环境消毒等一系列措施，能够有效提高医

院感染管理与控制工作效果，同时，在严格执行新冠疫情防

控措施的情况下，还需要努力做好暖心服务，疫情无情人有



情，为患者创造温馨舒适的住院环境。

新冠疫情期近视儿童屈光度进展分析
马薇,杨必,王雪,伍叶,唐昂藏,王将栏,董光静,颜月,刘陇黔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评估新冠疫情期间，儿童近视进展与居家学习等相

关因素的影响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19 年 6 月~2020 年 5 月在我院青

少年近视门诊就诊的青少年儿童，选择其中 423 例为我院

复诊儿童，根据年龄分为 6~8 岁组（152 例），9~11 岁组

（143 例），12~14 岁组（128 例）。分别采集屈光度、眼

轴、角膜曲率、家族史、用眼时长及户外时长。

分析 2020 年 1 月-5 月居家学习与 2019 年 6 月-12 月学校

学习对不同年龄段近视进展的影响。

结果： 在学校学习和居家学习期间屈光度及眼轴变化：同

一时期，3 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

同时期，3 组分别在两个时期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角膜曲率的变化，不同时期 3 组之间差异没

有统计学意义（P>0.05）。居家学习期，6~8 岁组近视度

数增加量[（-0.83±0.76）D]和眼轴增加量[（0.63±0.26）

mm]均显著高于 9~11 岁组[（-0.57±0.64）D、

（0.41±0.39）mm]和 12~14 岁组[（-0.38±0.53）D、

（0.33±0.36）mm]。

结论：居家学习的近视进展较学校学习更快，尤其是学龄

早期 6~8 岁儿童近视屈光度和眼轴进展快速。

高度近视 Smile 与飞秒激光联合 Mel90 术后干眼参

数变化对比分析

陈迎月

福州市第二医院(福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 对比分析高度近视患者 Smile 与飞秒激光联合

Mel90 术后干眼参数的变化

方法： 前瞻性研究高度近视患者（等效球镜-6.00～-

8.00D）48 例 96 眼，其中 Smile 组行 Smile 术 28 例 56 眼

和 Fs-LASIK 组行飞秒激光联合 Mel90 术 20 例 40 眼。术

后常规滴用可乐必妥滴眼液每日四次使用 1 周，0.1%氟米

龙第一周每日四次后逐周递减一次共 1 个月及海露每日四

次共 3 个月。用 oculus 干眼综合分析仪测量两组术后 1

周，1 个月及 3 个月的泪河高度和泪膜破裂时间并进行对比

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泪河高度均较术前减少（P<0.05），

术后 3 个月 Smile 组基本恢复至术前水平（P>0.05），泪

河高度恢复明显高于 Fs-LASIK 组（P<0.05）。两组患者术

后泪膜破裂时间均较术前减少（P<0.05），术后 1 周及术

后 1 个月 Smile 组泪膜破裂时间长于 Fs-LASIK 组

（P<0.05）。术后 3 个月两组没有明显差异（P>0.05）。

结论：高度近视患者 Smile 与飞秒激光联合 Mel90 术后早

期均有干眼症状。干眼参数表现为泪河高度下降和泪膜破裂

时间减少。干眼参数指标 Smile 组均恢复好于 Fs-LASIK

组，以泪河高度明显。

术前剪除眼睫毛对青光眼手术的影响研究

傅文静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的： 1.取消青光眼手术准备剪睫毛操作 2. 节约术前准备

成本以及操作时间 3. 提高患者术前准备舒适度，从而提高

患者、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最终提高了患者、家属对我们

医院的满意度。

方法： 选定同一主刀的青光眼患者，样本量需达到 200

列，然后随机分成 2 组，一组剪睫毛 A 组，一组不剪睫毛

B，比较两组的感染发生率以及舒适程度。暂设定有当天手

术数量的偶数奇数来定。手术结束后当天，术后第一天，第

二天，第三天，一周，一月，三月，询问患者眼部情况及眼

部恢复情况病登记。入选条件必须符合 2 个条件，第一是

固定主刀医生，第二是做青光眼手术。采集数据时，避免多

人采集一人的术后眼部反应。

结果： 两组数据从眼部异物感、刺激症，眼部感染症状，

术前准备所花费的时间，护理满意度等采用卡方检验。统计

结果 1、A 组患者的眼部异物感、刺激症比 B 组患者高出

57%；2、护士术前准备时间 A 组比 B 组多了 6 分钟；3、

对于护理满意度 A 组患者为 91%，B 组患者为 97%；

P<0.05 时，则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彻底解除眼科病人因剪睫毛而带来的痛苦，同时又



可以提高护士的工作效率，有利于术后康复，是更适于内

眼术前备皮的方法。

雅歌 i-Pro II 代个人型渐变多焦镜片配戴舒适度观察
陈晓琴,李莉,刘春燕

天津市眼科医院

目的： 比较老视患者配戴普通渐变焦及优化个人型渐变焦

镜片的中、近视野范围的大小以及舒适度。

方法： 前瞻、双盲、平行交叉设计的临床试验。选取天津

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的 38 例老视自愿者，所有自愿者均满

足年龄 40-60 岁，球镜范围为+4.00D~-6.00D，柱镜范围为

0~-2.00D，下加光度为+1.00D~+3.00D，无眼病及全身疾

病，且愿意尝试配戴老年渐变焦镜片。所有自愿者分别于

入组、戴第一副眼镜后 1 个月及戴第二副眼镜后 1 个月进

行随访，研究指标为中近距离视野宽度及主观问卷评分。

结果： 受试者配戴个性化渐进组镜片后中距离视野宽度范

围及近距离视野宽度范围比配戴普通渐进组镜片更大，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主观感受方面，配戴个性

化渐进组镜片一个月后对边缘模糊度感受优于配戴普通渐

进组镜片（Z=-2.120，P=0.034）；其余主观感受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而未曾戴过渐变焦镜片的受试者配戴个性化渐

进镜片的优势更明显，尤其是使用手机时。

结论：相对于普通渐变多焦镜片，老视者配戴优化设计的

个人型渐变多焦镜片的中近距离视野均显著增大，周边成

像质量越好，使用手机的主观满意度更高。

配戴角膜塑形镜与框架眼镜改善调节功能的临床效

果观察

房鸿玉

沈阳何氏眼科医院

目的： 观察青少年近视患者通过配戴角膜塑形镜与框架眼

镜能否改善眼睛的调节功能以及疗效对比

方法： 选取我院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 8-15 岁验配

角膜塑形镜的患者 25 例 50 只眼，8-15 岁验配框架眼镜屈

光足矫的患者 30 例 60 只眼。所有患者均排除眼部器质性

病变，并进行双眼视功能检查。分为两组，配戴角膜塑形

镜的 25 例 50 眼为 A 组，配戴框架眼镜的 30 例 60 眼为 B

组，均未进行视觉训练方面的干预

结果： 半年复查时 A 组的调节功能趋于稳定，无明显下

降，B 组中 18 例 36 眼屈光度未增长，调节功能趋于稳

定，占比 60%，12 例 24 眼出现不同程度的屈光度改变，

调节反应滞后量增加，调节功能下降占比 40%；一年复查

时 A 组中 23 例 46 眼调节功能无明显下降，占比 92%，2

例 4 眼调节功能下降，占比 8%，B 组 3 例 6 眼调节功能无

明显下降，占比 10%,27 例 54 眼调节功能出现下降，占比

90%。

结论：青少年近视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可以明显改善调节

功能，框架眼镜屈光足矫后也可一定程度改善调节功能，一

旦出现屈光度增加，调节功能也随之下降，所以验配框架眼

镜的青少年伴随视觉训练能更好的改善调节功能

对比不同类型视功能异常的近视患者散瞳前后的屈

光度变化情况

房鸿玉

沈阳何氏眼科医院

目的： 对比视功能异常近视患者散瞳前后的屈光度变化情

况。由于散瞳是使眼睛的调节放松，那么在不同调节状态

下，研究散瞳前后屈光度会如何变化

方法： 选取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来我院散瞳验光

的近视患者，年龄 10-15 岁，眼部无器质性病变，最佳矫

正视力 1.0-1.5，进行曲率、眼压、视功能、裂隙灯、眼

底、眼轴长度等散前检查，从中选取调节超前患者 18 人 36

眼作为 A 组，调节滞后患者 25 人 50 眼作为 B 组，调节灵

敏度异常患者 15 人 30 眼作为 C 组。对这三组患者进行睫

状肌麻痹剂快散验光，之后记录验光结果，对屈光度变化情

况进行统计

结果： 屈光度改变 D

组别 00.25-0.500.75-1.001.25 以上

A 组（18 人 36 眼）22.2%55.6%16.7%5.5%

B 组（25 人 50 眼）76%20%4%0

C 组（15 人 30 眼）80%13.3%6.7%0

结论：调节超前患者由于肌肉放松能力较差，通过睫状肌



麻痹剂散瞳验光后屈光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调节滞后与

调节灵敏度异常患者本身调节力就很弱，通过药物放松后

有一定作用，但降度不明显

青少年配戴角膜塑形镜后影响角膜内皮的临床评估

相娜

辽宁何氏医学院何氏眼科医院

目的： 研究配戴角膜塑形镜前后患者角膜内皮细胞数量测

试结果的变化。

方法： 通过收集来我院初次验配角膜塑形镜一年内的患

者，20 例(40 只眼），年龄 10-16 岁，男女各 10 例（男女

各 20 只眼），排除眼疾病，无全身器质性疾病，干眼，角

结膜炎等影响角膜塑形镜配戴的因素，患者无眼部及全身

用药史。验配前角膜内皮数量正常（3000/平方毫米-5000/

平方毫米，呈六角形）。在验配前，配戴后一个月，三个

月，半年，一年分别进行角膜内皮（数量，形态，）检

查，并记录，然后对配戴前及配戴一年角膜内皮结果进行

对比并记录。

结果： 通过一年的临床观察，配戴前后角膜内皮检查中数

量差异值无明显降低（小于 1/平方毫米），六角形形态试

验差异值无明显改变。

结论：角膜塑形镜为硬性高透氧性材质，通过严格检查验

配后，配戴角膜塑形镜的患者内皮的测试无明显差异，对

角膜代谢的影响轻微。

调节不足的青少年配戴角膜塑形镜对控制近视的临

床评估

相娜

辽宁何氏医学院何氏眼科医院

目的： 研究配戴角膜塑形镜对调节不足的青少年与调节正

常的青少年，近视控制效果的对比。

方法： 通过收集来我院初次验配角膜塑形镜一年的患者，

30 例，60 只眼，年龄 8-16 岁，调节正常 15 例 30 只眼作

为对照组，调节不足 15 例 30 只眼作为试验组，排除眼疾

病，角结膜炎，家族史等影响近视发展的因素，患者无眼部

及全身用药史。并在试验期间不使用任何缓解疲劳的药物及

视功能训练。验配前，进行调节功能检查（对照组平均

NRA:+2.00D-+2.50D,PRA 大于-2.50D;试验组，

NRA:+2.00D-+2.50D,PRA 小于-2.00D）及屈光度检查。在

验配前，配戴后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分别进行调节

功能及屈光度检查，并记录，然后对对照组和试验组一年的

屈光度变化结果进行对比并记录。

结果： 对照组：配戴一年前后 30 只眼平均屈光度变化

0.50D，试验组：配戴一年前后 30 只眼平均屈光度变化
1.00D

结论：在配戴角膜塑形镜的情况下，调节正常的患者的控

制效果要优于调节不足的患者。

Corneal elevation asymmetry vector as a predictor of
one-year-averaged orthokeratology lens decentration
in low astigmats

Qiong Xu,Kai Wang,Mingwei Zhao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 Hospital

Significance: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novel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predicting and locating one-year-averaged
orthokeratology lens decentration. The general lens
decentration over a one-year period could be partially
predicted using the corneal elevation asymmetry vector.
Purpose: The predictive ability of the pretreatment corneal
elevation asymmetry vector for the average
orthokeratology lens decentration in Chinese myopic
adolescents with low astigmatism was explored.
Methods: Thirty-five myopic subjects (35 eyes) were
enrolled in this prospective study. The follow-up time was
up to one year. Various pretreatment corneal parameters
were analyzed to identify potential candidates for lens
decentration prediction. An accurate and objective method
was developed in MATLAB to calculate the corneal
asymmetry vector, which was defined as the sum of the
elevation vector at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reverse
curve and the alignment curve. The program also locates
a precise lens decentration vect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treatment corneal parameters and lens
decentration was analyzed using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Lens decentration stabilized after 1 month. The averaged
lens decentration vector was calculated to indicate the
general decentration situation after stabilization. The
magnitude of the averaged decentration varied from 0.07
mm to 1.35 mm, with 91% measuring less than 1.0 mm.
Inferotemporal decentration was the most common type
(66%). Among all the pretreatment parameters, only the
corneal asymmetry vector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averaged lens decentration in horizontal coordinates
(R=0.374, p=0.027). The vertical asymmetry vector was
nearly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vertical averaged
lens decentration vector (R=0.327, p=0.055). The angle of
the corneal elevation asymmetry vector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averaged lens decentration angle (R=
0.344, p= 0.043).
Conclusions: The pretreatment corneal elevation
asymmetry vector is a reliable and effective predictor of
one-year-averaged orthokeratology lens decentration.

Intrapupil tangential power variation rate (PVR)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for axial length elongation in
myopic children treated with overnight
orthokeratology

Qiong Xu,Yuzhuo Fan,Kai Wang,Mingwei Zhao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Hospital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observe the
intrapupil tangential power variation rate (PVR) of
orthokeratology treated patien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xial length change.
Methods: The data wer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from 110
myopic children (aged 7 to 12 years) (right eye), fitted with
four-zone reverse geometry ortho-k lenses. Corneal
tangential power and axial length (AL) were measured at
baseline, repeated at 3 months, 6 months and 12 months.
A customized MATLAB program was designed to
automatically calculate the intrapupil tangential power
variation 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VR
estimation achieved at the 1 month post-OK visit and the
12 months AL elongation was examined us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Mean AL increased after 12 months.. The PVR
was 40.40±21.76D at the 1-month visit and remained
stable throughout the follow-up period (p=0.16 , repeated-
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 The intrapupil tangential
power variation rate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 change
of axial length. (linear regression, p < 0.001).
Conclusions: The intrapupil tangential power variation rate
is a convenient but reliable method to predict axial
elongation.
KEY WORDS: The intrapupil tangential power variation
rate, Orthokeratology, Chinese Myopic children, Axial
Length

远近两用眼镜式低视力助视器对老年低视力患者视

觉改善状况的临床效果评估
朱奕霖

沈阳何氏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老年低视力患者在使用远近两用助视器情况下

视觉改善状况的临床效果评估

方法： 收集我院老年低视力患者 15 例，要求其患者年龄

在 40-55 岁之间，且双眼最好矫正视力均低于 0.3，大于等

于 0.05，视野半径小于 10 度。并进行了详细的助视器验配

评估。经过完全的屈光矫正后，选取视力较好的眼进行助视

器验配，并根据患者自身情况及生活需求为患者选择了助视

器。在患者熟练使用三个月后，分别对每位患者在使用助视

器的情况下检查远视力，并对其视觉改善情况、助视器使用

情况进行评估。

结果： 15 例老年低视力患者在进行助视器其验配后，均有

不同程度的远视力提高。其中使用远近两用眼镜式助视器者

9 例；使用远用眼镜式助视器联合立式助视器者 6 例。配适

远近两用眼镜式助视器后，其中有 3 例矫正后提高一行，

占 18.75%；4 例矫正后远用视力提高二行，占 25%，2 例

矫正后远用视力提高三行，占 12.5%。

结论：远近两用眼镜式低视力助视器是能够更好的提高低

视力患者生活及工作的最好方法：之一。针对老年低视力患

者对远近视力切换的需求性，我们进行远用助视器的验配，

并在三个月后对其使用情况进行了复查及随访。所选用的助

视器均能够不同程度提高老年低视力患者的视力状况。

青年人群眼调节反应的测量
王婷,李丽华

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

目的： 分析患有近视的青年人在近距离注视时使用不同的

刺激视标及不同测量方法测得的眼调节反应。

方法： 在知情同意情况下选择某大学年龄范围在 22 岁～

28 岁的学生 65 人；屈光度范围为-2．50～-5．75DD，无

调节功能等视功能异常。配戴全矫眼镜至少三个月后进行以

下检查：测量主导眼；在 open-view 电脑验光仪上测量计

算其近距离（33cm）不同视标刺激下的屈光状态和不同测

量方式下的调节反应状态。根据测量方法的不同采取自身对

照分组，对不同组眼的调节反应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①双眼同时注视组眼调节反应为（2.31±0.33D），

遮盖单眼注视组眼调节反应为（1.95±0.53D），P<0.05；

②E 型视标组眼调节反应为（2.14±0.49D），马耳他视标



组眼调节反应为（1.97±0.82D），P>0.05；③主导眼调节

反应组眼调节反应为（2.15±0.57D），非主导眼调节反应

组眼调节反应为（1.98±0.77D），P>0.05。

结论：①近距离注视下不同视标刺激对调节反应的影响无

统计学意义；②近视的青年人群近距离注视时两眼的调节

反应同步等量进行。

葡萄膜黑色素瘤中可变剪接事件和预后识别的全面

概况：基于大规模测序数据的研究

徐悦,张晓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全面分析可变剪接事件，这是多种癌症

发展的重要过程；以及剪接因子，是葡萄膜黑色素瘤患者

预后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方法： 结合癌症基因组图谱剪接序列数据和临床病理信

息，确定葡萄膜黑色素瘤患者预后相关的可变剪接事件。

然后，分别对各亚型和总的可变剪接事件进行生存分析。

最后，对识别出的剪接因子进行了分子簇分析和功能注

释。

结果： 确定了与葡萄膜黑色素瘤预后相关的可变剪接事

件。根据预后相关的可变剪接事件预测每个患者的风险评

分。在各亚型和总的可变剪接事件中发现生存分析和 ROC

曲线分析均显着。年龄，组织学和危险评分被证明是葡萄

膜黑色素瘤的独立预后指标。同时，确定了 13 个剪接因子

与可变剪接事件之间的剪切网络。 剪接因子的分子簇分析

和功能注释也被进一步详细展现。

结论：在葡萄膜黑色素瘤中全面鉴定了与预后相关的可变

剪切事件和剪切因子（CCAR1，CLK4，TIA1，

ARGLU1，THOC1，MBNL2，TTC14，LUC7L3，

THOC2，CWC22，PRPF39，CCDC75 和 CLK1），这丰

富了 mRNA 可变剪切在葡萄膜黑色素瘤癌变的进展中的作

用，为诊断、预后和治疗策略提供了潜在的靶标。

鉴定与葡萄膜黑色素瘤转移相关的差异表达基因和

功能注释

徐悦,张晓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葡萄膜黑色素瘤（UVM）是成人眼内最常见的恶性

肿瘤，且有高度转移的趋势。该研究旨在构建原发性和转移

性葡萄膜黑色素瘤之间的重要差异基因网络，以鉴定潜在的

预后生物标志物。

方法： 从 GEO 下载了三个芯片数据集中的差异表达基因

（DEG），并根据标准化注释信息进行了鉴定。遗传富集

分析用于描述生物学功能。开发了 DEG 的蛋白质相互作用

网络，并构建模块分析。综合表达评分的 Kaplan-Meier 方

法用于分析生存结果。评估功能注释以执行 GO 和 KEGG

富集分析。此外，分析了 ClueGO 和 GSEA，以检测潜在

的重要基因和涉及的信号通路。

结果： 共有 103 个功能增强的 DEG 被识别为原发性和转

移性葡萄膜黑色素瘤之间的候选预后生物标志物。此外，

SCD5，SPTBN1，FABP5，SQLE，PTPLA 和 CDC25B

是葡萄膜黑色素瘤的独立预后因素。功能注释表明，主要涉

及的重要途径包括干扰素γ应答，IL-6 JAK STAT3 信号传

导，通过 NFKB 的 TNFA 信号传导和炎症反应。

结论：SCD5，SPTBN1，FABP5，SQLE，PTPLA 和

CDC25B 转录水平具有较高的预后价值，可能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了解葡萄膜黑色素瘤的潜在癌变或进展。

配戴角膜塑形镜后瞳孔区正度数区域面积的增加对

近视控制的影响

陈敏锋,张芬,毛欣杰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的： 探究配戴角膜塑形镜后镜片偏心导致瞳孔区正度数

区域面积的增加对近视控制的影响。

方法： 回顾分析完成角膜塑形镜验配并持续戴镜 24 个月

的近视儿童，通过 Image J 分析轴向差异图上戴镜后瞳孔

区不同度数区域面积大小；在切向差异图上衡量戴镜前后

Kappa 角的变化，将切向差异图导入 Matlab 并测量镜片偏

心距离；分析瞳孔区正度数区域面积与戴镜 2 年眼后轴变

化之间的关系。

结果： 配戴角膜塑形镜 2 年眼轴和基线眼轴对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01）；戴镜前 Kappa 角距离和戴镜 3 个

月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91）。相关性分析发现

基线年龄（r=-0.364, P<0.001）、基线等效屈光度

（r=0.329, P<0.001）、偏心距离（r=-0.368, P<0.001）、

正度数区域面积（r=-0.275, P=0.004）及正度数区域面积

百分比（r=-0.326, P=0.001）均与戴镜 2 年眼轴变化相

关；偏心距离和瞳孔区正度数面积（r=0.309, P=0.001）及

正度数面积百分比（r=486, P<0.001）相关。

结论：镜片偏心可能在瞳孔区形成了更多的正度数面积，

形成更多的近视离焦效果，达到更好的近视控制效果。

分析特发性黄斑裂孔术后视网膜及脉络膜血流变化

情况及与视功能的联系

陈敏锋,郑晨琛,徐丹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的： 探究特发性黄斑裂孔术前和术后的视网膜、脉络膜

血流变化，分析视网膜和脉络膜血流变化与视功能之间的

联系

方法： 通过 EDTRS 视力表和微视野计检测 BCVA、视网

膜敏感度；在 OCT-Angio 上分析视网膜和脉络膜血流灌

注；通过海德堡 OCT（EDI 模式）测量脉络膜的厚度及孔

径大小。对裂孔眼术后一月和三月进行随访。分析术后视

网膜及脉络膜血流变化情况及与视功能的联系

结果： 术前 BCVA 和中央视网膜范围敏感度和术后一月及

术后三月对比均有改善。脉络膜厚度：在 SFCT 处，术前

术后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脉络膜厚度

SFCT 和术后视力负相关，术前脉络膜厚度 SFCT 和术后视

网膜中央敏感度的相关正相关；裂孔基底径和术前旁周边

脉络膜血流密度负相关、术前黄斑中央下的脉络膜厚度及

术后旁周边脉络膜血流密度改变量相关，术前视网膜 0°~4°

范围敏感度术前旁周边脉络膜血流密度、术前黄斑中央下

的脉络膜厚度及术后旁周边脉络膜血流密度改变量相关

结论：黄斑裂孔术前的裂孔形态影响术后的脉络膜血流。

可能是术前较高的脉络膜旁中央区的血流密度，在裂孔闭

合时能向外层脉络膜中央提供更多的血流灌注，更有利于

中心凹的结构及功能复原

角膜生物测量参数对角膜塑形镜疗效的影响
刘金丽,陈晓琴

天津眼科医院

目的： 观察青少年配戴角膜塑形镜 3 年的眼轴变化，分析

角膜生物学参数对眼轴增长的影响。

方法： 收集在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 66 例（66 眼）配

戴角膜塑形镜岁的青少，平均年龄 9.80±2.25 岁（8-15

岁)，球镜度为-3.11D±1.30D，柱镜度为-0.38Dc±0.50Dc，

戴镜前眼轴长度为 24.68±0.99mm。观察配戴角膜塑形镜患

者眼轴长度变化，并分析其改变与眼部参数的相关性。

结果： 配戴角膜塑形镜三年后眼轴平均增长 0.19mm/年。

眼轴增长情况与年龄成反比，年龄越大增长越慢（r=-

0.459,p=0.000）；与球镜度成反比，负球镜越高，眼轴增

长越少（r=0.323,p=0.000）；与角膜 Em 值成正比，Em

越大，眼轴增长越慢（r=0.260,P=0.003）；与瞳孔大小不

相关（r=-0.07,P=0.414）。

结论：角膜塑形镜对眼轴增长控制作用与年龄相关，年龄

越大控制越好；与近视度数相关，近视度数越大控制越好

（但度数高的青少年年龄相对较大）；与角膜 E 值相关，

角膜 Em 值越大，眼轴增长越慢；但未发现与瞳孔大小的相

关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PAX6 基因突变所致 Peters 异常Ⅱ型一例

何唯,黄旭东,姜雅琴

潍坊眼科医院

目的： 患儿，男，5 岁，家属近 2 个月发现患儿无法正常

系鞋带，行走时不能有效避开障碍物，患儿足月顺产，否认

家族史及遗传病史

方法： 双眼视力为手动眼前 10 cm，行走时不能有效避开

障碍物。ICare 眼压计右眼 21.3 mmHg，左眼 32.0

mmHg。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右眼角膜中央约 3 mm×3 mm 大

小的白斑，新生血管长入，前房消失，晶状体混浊，与角膜

内皮紧贴，周边见瞳孔残膜，眼底窥不清；左眼角膜巩膜

化，呈瓷白色，新生血管长入，隐见晶状体混浊，余窥不

清。右眼眼轴 21.8 mm，左眼眼轴 23.4 mm。双眼 B 超检



查眼后段未见明显异常。UBM 示右眼晶状体回声增强，与

角膜粘连，左眼晶状体回声增强，与角膜粘连，粘连处角

膜变薄。眼前节 OCT 显示晶状体信号增强并与角膜相贴，

右眼中央角膜厚度为 0.40 mm，左眼中央角膜厚度为 0.33

mm。检测发现 PAX6 基因突变，突变位点

chr11:31823108。

结果： 诊断双眼 Peters 异常Ⅱ型。分别于全麻下行右眼白

内障摘除+前部玻璃体切除术。左眼白内障摘除+前部玻璃

体切除术。

结论：术后 6 个月右眼视力 0.05，左眼视力数指 20 cm，

双眼眼压正常，患儿行动自如，能有效避开障碍物，快速

准确寻找到目标物体

前房应用改良的角膜绷带镜在超声乳化手术中 对角

膜内皮保护作用的观察

马南南,姜雅琴,刘秀花

潍坊眼科医院

目的： 观察前房应用改良的角膜绷带镜在超声乳化手术中

对角膜内皮的保护作用

方法： 取 36 只新西兰大白兔行超声乳化手术，将兔的右

眼作为 A 组，左眼作为 B 组，A 组前房注入 Viscoat，B 组

前房置入 Viscoat+改良的角膜绷带镜，置人超声乳化头释

放能量，时间为 200s，能量参数设定为 40%，CDE 为

80.00% 。观察 2 组术前及术后 24h 角膜水肿情况、角膜厚

度及内皮细胞密度的变化及计算内皮细胞丢失率（ECL）进

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A 组角膜中央、鼻侧、颞侧 4mm 处周边角膜厚度

较 B 组明显增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A 组

角膜内皮计数为（1655.759±52.036）个/mm2 ，B 组为

（1859.156±55.020）个/mm2，术前两组尚不能认为存在

差异（t=0.497，p=0.621），术后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t=-16.115，p<0.000）。A 组 ECL 为 30.23%，明显高于

B 组的 19.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前房应用改良的角膜绷带镜在超声乳化手术中对角

膜内皮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Itrace 视觉功能分析仪在视觉质量不佳病因诊断中

的应用价值

冯恬枫

山西省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 Itrace 视觉功能分析仪在视觉质量不佳病因诊

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病例研究。收集无眼部器质性病变、无斜视

与弱视、规范验光并足矫配镜后仍主诉严重视觉质量不佳的

患者 14 例，利用 Itrace 视觉功能分析仪对此类患者进行波

前像差检查，根据检查报告中的高阶像差值、高阶像差存在

部位、模拟矫正视力等结果来分析患者视觉质量不佳的具体

原因，同时对患者的后续诊疗提出有依据的指导方案，并总

结出针对此类患者的诊疗思路与流程。

结果： 通过 Itrace 视觉功能分析仪的检查，所有患者均得

到高阶像差超出正常值、模拟矫正视力不佳的结果。该结果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此类患者视觉质量不佳的原因，且对其后

续诊疗有显著指导意义，并通过现有案例，总结出了对此类

患者的诊疗思路与流程。

结论：Itrace 视觉功能分析仪对视觉质量不佳患者的病因

诊断与后续治疗具有指导意义与应用价值。

笔尖训练与聚散球训练缓解间歇性外斜视患者症状

的效果对比

冯莹莹

辽宁何氏医学院何氏眼科医院

目的： 对比笔尖训练与聚散球训练用于缓解间歇性外斜视

患者视觉疲劳症状的治疗效果。

方法： 收集在我院就诊年龄 15-35 岁的间歇性外斜视患

者，近距离用眼出现眼酸、眼痛、视物重影、头痛，重者短

暂复视等症状，视疲劳调查问卷得分≥16 的患者 48 例（96

只眼），分为笔尖训练组和聚散球训练组各 24 例。无器质

性病变，进行屈光检查，Worth4 点，远近眼位、立体视等

检查。两组患者完全屈光矫正，笔尖组将笔尖由远处向鼻尖



根部移近，直到笔尖变成两个后停止，反复重复训练，每

天 1 次每次 10min，每周 4 天；聚散球组进行每天 1 次,每

次 10min，每周 4 天的家庭训练。训练 3 个月、半年、1 年

复查以上项目，并再次填写问卷。

结果： 3 个月笔尖组问卷得分减少的 3 例，症状改善占

12%，聚散球组得分减少的 4 例，症状改善占 16%；6 个

月笔尖组问卷得分减少的 10 例，症状改善占 41%，聚散球

组得分减少的 14 例，眼位减小的 7 例，症状改善占 58%；

1 年笔尖组问卷得分减少的 18 例，眼位减小的 7 例，症状

改善占 75%，聚散球组得分减少的 21 例，眼位减小的 11

例，症状改善占 87%。

结论：笔尖和聚散球训练均能缓解间歇性外斜视患者的视

疲劳症状和改善眼位，效果上聚散球优于笔尖训练。

幼儿角膜植入性囊肿 1 例

赵云,郭金喜,许建锋

河北省眼科医院

目的： 患儿，男，3 岁，主因发现左眼角膜发白 20 余天入

院。眼部检查：视力：检查不能配合。

方法： 右眼前后节检查未见得明显异常异常。左眼结膜无

充血，结膜囊无分泌物，角膜鼻侧稍偏下方角膜缘处可见

约 3X3mm 灰白色扁平囊样肿物，位于基质层与后弹力层

间，向鼻侧延伸至巩膜，余角膜清亮，前房深浅正常，房

闪（-），瞳孔圆，直径约 3mm，直、间接对光反应灵敏，

晶状体透明，眼底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结果： 指测眼压：双眼 Tn。UBM 与 AS-OCT 示：左眼鼻

下方角膜基质层下与后弹力层间可见约 mm 低回声液性病

变区，其内可见较密集点状弱回声，向鼻侧延伸至巩膜，

UBM 见后弹力层有分层。B 超示：双眼未见明显异常。

结论：在全麻下行左眼角膜肿物切除联合角膜病灶清创缝

合联合巩膜修补术。切除肿物囊壁送病理，病理示：少量

角膜组织，基质层纤维血管组织增生，伴少量增生的角膜

上皮，结合临床可符合上皮植入性角膜囊肿。

眼睑结膜鳞状上皮乳头状瘤癌变 1 例

赵云,郭金喜

河北省眼科医院

目的： 患者，女，74 岁，因右眼睑肿物生长 1 个月于

2020 年 5 月 18 号就诊于河北省眼科医院。

方法： 曾于一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发现右眼睑肿物生长，无

其他不适症状，就诊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眼科，行右眼

睑肿物活体检查，组织病理学诊断：右眼睑鳞状上皮乳头状

瘤癌变。

结果： 右眼下眼睑外侧形状不规则肿物（图 A），边界不

清，肿物侵犯下眼睑外侧二分之一，以及穹窿部、外眦部结

膜，角膜透明，前房深度正常，晶状体轻度混浊，眼底后极

部未见明显异常。左眼前后节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眼球突出

度测量：右眼 13mm，左眼 12mm，眶距 96mm。眶压：

双眼指测 Tn。耳前及颌下淋巴结未触及肿大。眼眶 CT

示：右眼下眼睑肿物。眼 B 超示：右眼玻璃体混浊，右眼

下眼睑肿物（图 B）。

结论：治疗：在局麻下行右眼睑病损全层切除术、右眼睑

全层伴睑缘重建术、右眼睑缘融合术。

健康年轻成年的高度近视人群视盘形态学特征与视

网膜、脉络膜厚度及血流的相关性研究

张芬,刘新婷,毛欣杰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的： 应用 OCTA 和眼底照相研究健康年轻成年的高度近

视人群视盘形态学变化特征，以及其与视网膜、脉络膜厚度

及血流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 2020 年 6 月-2020 年 8 月于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眼视光医院健康年轻成年人单纯高度近视患者共 60 例，

取右眼分析，根据近视程度分为高度近视组( －6D≤屈光度

≤-8D)和极高都近视组（屈光度＞－8D），分别行眼压、

Lenstars、OCTA、眼底照相及裂隙灯常规检查。眼底照相

图片中测量视盘旁萎缩弧面积( PPA) 、视盘椭圆度( OI)，



视盘倾斜程度，用 MATLAB 分析获取的视网膜、脉络膜厚

度及血管密度情况。

结果： 两组分析，极高度近视组 PPA、OI、视盘倾斜程度

较高度近视组更大；在视网膜血流密度及厚度、脉络膜厚

度和脉络膜血管密度及脉络膜浅层毛细血管血流面积上，

极高度高近组低于高度近视组，P＜0.05；视盘形态学变化

特征与脉络膜厚度及血流密度的不同有相关性，P＜0.05。

结论：在极高度近视组中，PPA、OI、视盘倾斜程度较高

度近视组更大；视网膜、脉络膜血管密度及厚度，脉络膜

浅层毛细血管血流面积更小，健康年轻成年的高度近视人

群中视盘形态学特征与视网膜、脉络膜厚度及血流存在一

定的相关性。

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联合肝素修饰人工晶状体植入

术后炎症反应的临床观察

王忠叶,姜雅琴

潍坊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联合肝素修饰人工晶状体植入术

后炎症反应的情况。

方法： 收集就诊于潍坊眼科医院，诊断为年龄相关性白内

障并行超声乳化吸除联合人工晶状体植入术患者 62 例进行

研究。将纳入研究的患者分为 AQBH 组、iSert 组及 LUCIA

组等 3 组。检测并比较 3 组术后 1 d、3 d、1 周、1 个月及

3 个月前房闪辉检测结果。

结果： 术后 1 d，LUCIA 组与 iSert 组，AQBH 组与 iSert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后 3 d，LUCIA 组与 AQBH

及 iSert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后 1 周，LUCIA 组与

iSert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后 1 个月，LUCIA 组与

iSert 组，AQBH 组与 iSert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后

3 个月，三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LUCIA 组术后第 1 d、3 d、1 周及 1 个月术后前房

闪辉检测结果均低于 iSert 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LUCIA 组术后第 1 d、3 d、1 周及 1 个月术后前房闪辉检

测结果略低于 AQBH 组，术后 3 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其余时间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 3 个月前房闪辉数值

三组均无明显差异。

角膜屈光力区域分布及随年龄变化的趋势研究

王忠叶,姜雅琴

潍坊眼科医院

目的： 研究 2mm、4mm、6mm 以瞳孔为中心的角膜曲率

区域分布特点及随年龄的变化趋势。

方法： 收集就诊于潍坊眼科医院行 Pentacam 检查的患者

共 254 只眼，其中 20-39 岁为 A 组；40-59 岁为 B 组；≥60

岁为 C 组。收集 2mm、4mm、6mm 以瞳孔为中心区域的

模拟角膜曲率 Km(SK)及全角膜屈光力 Km(TCRP)数值

结果： A、B、C 组 2mm、4mm、6mm 以瞳孔为中心区

域的 Km(SK)与 Km(TCRP)数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2mm、4mm、6mm 以瞳孔为中心区域的 Km(SK)、

Km(TCRP)数值在 A 组与 B 组及 A 组与 C 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2mm、4mm、6mm 以瞳孔为中心区域的

Km(SK)、Km(TCRP)数值在 B 组与 C 组不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2mm、4mm、6mm 区域的 Km(SK)与 Km(TCRP)

在不同年龄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Km(SK)与 Km(TCRP)

数值随年龄增加逐渐变陡峭，40 岁之后趋于稳定。

高度近视人群早期视功能与视网膜及脉络膜厚度、

血流的相关性研究

王艳丽,张芬,吴文凤,刘新婷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的： 研究单纯高度近视患者和低度近视患者早期视功能

和视网膜及脉络膜厚度及血流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20 年 6 月-2020 年 8 月于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眼视光医院健康成年人患者共 60 例，取右眼分析，根据

近视程度分为单纯高度近视组（高近组）和低度近视组（对

照组），分别行眼压、Lenstars、OCTA、眼底照相及裂隙

灯常规检查，使用 MATLAB 编程检查快速对比敏感度

（qCSF），通过 MATLAB 分析 OCTA 中获取的视网膜及

脉络膜厚度及血管密度情况，分析早期视功能和视网膜及脉



络膜血流变化之间的关系。

结果： 两组分析，高近组眼轴比对照组长，P＜0.05；对

比敏感度分析，高近组低于对照组，P＜0.05；视网膜血流

密度及厚度上，高近组低于对照组，P＜0.05；脉络膜厚度

和脉络膜血流密度及脉络膜浅层毛细血管血流面积变化，

高近组低于对照组，P＜0.05；视功能的差异和脉络膜厚度

及血流密度的不同有相关性，P＜0.05。

结论：单纯高度近视表现出相对更低的 qCSF,其与眼底视

网膜、脉络膜厚度及血流的差异有相关性

角膜塑形镜配戴后角膜厚度改变以及与屈光度的相

关性

万雅群,杨丹

陕西省西安市第四医院

目的： 对角膜塑形镜引起的不同区域角膜厚度变化以及角

膜塑形镜配戴后屈光力改变与厚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方法： 纳入 50 名年龄在 8~14 岁的符合角膜塑形镜配戴

标准的青少年。在角膜塑形镜配戴前、配戴一周、一个

月、四个月观察屈光度和角膜地形图的改变。配戴后的角

膜地形图可以分为中央光学区与旁中央反转弧区。使用

Pentacam 三维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配戴角膜塑形镜前后中

央光学区与旁中央反转弧区的角膜厚度改变与患者屈光不

正度数进行对比。角膜塑形镜配戴前患者的屈光不正度数

使用综合验光仪进行散瞳验光。

结果： 患者平均屈光不正度数为 2.75±0.79 (D)。角膜塑形

镜配戴一周时角膜厚度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光学区-

5.11±2.12 mm，反转弧区 8.12±3.21 mm），中央光学区

角膜变薄，旁中央反转弧区角膜变厚。较大的屈光不正度

数对应着角膜地形图上较大的光学区与反转弧区角膜厚度

的改变。

结论：角膜塑形镜导致了角膜中央光学区角膜厚度的变

薄，旁中央反转弧区角膜厚度的增厚。角膜厚度的变化在

配镜一周时已经达到稳定。角膜塑形镜配戴后不同区域的

角膜厚度的改变与患者屈光不正度数有关。

Lenstar 900 与 HD-OCT 测量 ICL 患者术前角膜直

径与前房深度的一致性观察

张春燕,周莉,杨中龙,袁晶晶

莱尔眼科（如皋医院）如皋复旦医院

目的： 比较 Lenstar 900 与 HD-OCT 测量 ICL 患者术前角

膜直径与前房深度一致性观察

方法： 收集 2019 年 06 月至 2020 年 08 月在莱尔眼科

（如皋）医院就诊预行 ICL 手术患者 32 例(64 眼),术前分别

应用 Lenstar 900 和 HD-OCT 测量角膜直径和前房深度.两

种仪器所测数据的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一致性比较采用

Bland-Altman 分析.

结果： Lenstar 900 测量角膜水平直径为

(11.848±0.362)mm，HD-OCT 测量角膜直径为

(12.125±0.417)mm.Lenstar 900 测量前房深度为

(3.187±0.251)mm，HD-OCT 测量前房深度为

(3.253±0.318)mm.两种仪器测量角膜直径差异比较有统计

学意义,但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临床中可以相互参照.两种仪器

测量前房深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Bland-

Altman 分析显示,两种仪器的检测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结论：Lenstar LS900 与 HD-OCT 两种仪器测量 ICL 患者

术前角膜直径与前房深度的一致性良好,能够为 ICL 患者的

晶体尺寸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角膜塑形镜摘镜后视力不良是否对控制近视有影响

韩骐名

舟山医院朝聚眼科中心

目的： 讨论青少年角膜塑形镜摘镜后裸眼视力的高低，对

近视控制效果是否有正相关的影响。

方法： 1.选取部分有近视相关检查史，角膜塑形镜摘镜后

裸眼视力不良的案例，对比该患者在戴镜前近视变化。

2.选取首次检查即刻验配角膜塑形镜案例，摘镜后裸眼视力

不良的案例，记录其截止 1.5 年后换镜时的变化。

3.选取部分有近视相关检查史，角膜塑形镜摘镜后裸眼视力

良好的案例，对比该患者在戴镜前近视变化。

4.选取首次检查即刻验配角膜塑形镜案例，摘镜后视裸眼力

良好的案例，记录其截止 1.5 年后换镜时的变化。



结果： 1.有近视相关检查史的青少年，佩戴塑形镜后即使

裸眼视力不良，屈光度增长速率对比戴镜前的仍有一定减

缓作用

2.在首次检查即刻验配角膜塑形镜的案例中，摘镜后裸眼视

力良好与不良，1.5 年后两者数据变化没有明显的差异

结论：角膜塑形镜摘镜后裸眼视力的高低，对近视的控制

没有呈现正相关的影响

角膜塑形镜对儿童角膜、眼轴和脉络膜厚度及血流

的影响

吕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角膜塑形镜对近视患儿角膜内皮细胞、眼轴长

度和脉络膜厚度及血流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9 年 6 月至 12 月收治的 92 例（176 眼）

近视儿童的临床资料。前瞻性研究。男性患儿 50 例（96

眼），女性患儿 42 例（80 眼），年龄 6~18 岁。A 组患儿

佩戴角膜塑形镜，共 60 例（114 眼）；B 组患儿佩戴框架

眼镜，共 32 例（62 眼）。随访 6 个月。

结果： 两组患儿戴镜前后的角膜内皮细胞密度无明显差

异。A 组戴镜前后眼轴长度无明显差异；B 组眼轴长度明显

增加。A 组脉络膜厚度在研究期间明显增厚。B 组脉络膜无

明显变化；且颞侧（TI，TO）最厚，鼻侧（NI， NO）最

薄。两组患儿眼轴长度的变化与脉络膜厚度的变化显著相

关（A 组，r=-0.348，P=0.026 ；B 组，r=-0.395，

P=0.017）。B 组 CVI 差值无明显差异；A 组 CVI 差值比较

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 大于 T2、T3，T2 与 T3 比较

无明显差异。中央凹区（F）最大，颞侧（TI，TO）次之，

鼻侧（NI，NO）最小。

结论：1. OK 镜对角膜内皮细胞无明显影响。

2. OK 镜可以明显抑制眼轴的增长。

3. OK 镜可以增加黄斑区脉络膜厚度和血流量，可能对延缓

近视发展起一定作用。

单矢高和双矢高设计 CRT 塑形镜矫正近视伴角膜散

光的疗效比较
刘波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目的： 比较单矢高和双矢高设计的 CRT 塑形镜矫正近视

伴角膜散光的疗效

方法： 采用非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的方法，将 48 例患者分

为双矢高 CRT 塑形镜组和单矢高 CRT 塑形镜组各 24 例。

随访 1 年，比较两组塑形镜矫正后的裸眼视力、偏心量、

年眼轴增长、角膜点染发生率。

结果： 戴塑形镜后 1 周和 1 月双矢高组裸眼视力优于单矢

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时间点两组裸

眼视力无显著性差异（P>0.05）。单矢高组光学中心偏离

视轴量大于双矢高组（F=14.831 P=0.000）。两组整体上

随时间变化，偏心程度变化不大（F=2.301 P=0.074）。单

矢高组偏心主要表现在水平方向（F=16.852 P=0.000）。

眼轴年增长中位数双矢高组 0.12mm，单矢高组 0.14mm，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248，P=0.804）。角膜

Ⅲ～Ⅳ级点染率，双矢高组 4.2%，单矢高组 25.0%，有显

著性差异（c2=4.18，P=0.049）

结论：双矢高 CRT 较单矢高 CRT 表现出更优异的稳定性

及安全性，对于角膜前表面垂直与水平高度差大于 30μm 的

患者，配戴双矢高 CRT 塑形镜，以减少镜片偏心，提高裸

眼视力，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角膜塑形镜治疗后离焦环与瞳孔相对位置对近视控

制的影响

刘波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目的： 评估角膜塑形镜治疗后离焦环与瞳孔相对大小对近

视控制的影响

方法： 对 50 例 81 眼近视患儿配戴角膜塑形镜矫治近视。

平均年龄 9.66±1.71 岁，均取右眼数据进行研究。在 100-

500lux 照明环境用 TOMY4 角膜地形图采集配戴塑形镜 6

月后的角膜地形图，根据瞳孔和离焦环的相对位置，分为离

焦环小于、等于、大于瞳孔 3 组。比较戴镜 1 年后的眼轴



增长量

结果： 戴镜 6 月后离焦环大于瞳孔 21 眼，离焦环等于瞳

孔 11 眼，离焦环小于瞳孔 17 眼，眼轴分别增长均值为

0.45±0.34、0.32±0.30mm 和 0.23 ±0.29mm（F=3.825，

P=0.024)。光学区偏位程度与近视增长呈负相关，线性回

归方程 Y=0.457-0.181X，表明偏中心距离越大，眼轴增长

相对较少。光学区上偏位 5 眼、下偏位 11 眼，鼻侧偏位 7

眼，颞侧偏位 14 眼，眼轴分别增长均值为 0.20±0.32、

0.41±0.31mm、0.36±0.29mm、0.38±0.27mm

（F=2.782，P=0.324 )，上偏位眼轴增长较少

结论：离焦环与瞳孔相对位置影响近视控制效果，验配工

作中尽可能让离焦环等于或小于瞳孔有助于近视控制

观察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后佩戴角膜绷带镜对对眼表

的保护作用及视觉质量的影响

盛帅,姜雅琴,黄旭东,张亚丽

潍坊眼科医院

目的： 观察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后佩戴角膜绷带镜对对眼表

的保护作用及视觉质量的影响

方法： 46 例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患者，随机分为 2 组，绷带

镜组术毕常规佩戴角膜绷带镜，并常规点眼，术后 1 周取

出绷带镜；非绷带镜组术后使用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膏包

眼，术后 1d 打开并常规点眼；各组受试对象均于术前、术

后 1d、术后 1 周、术后 1 月分别测量两组患者的 BCVA 和

评估主观症状并进行评分；利用荧光素钠染色观察 BUT 并

行 Schirmer-Ⅱ试验，并采用视觉质量分析系统，获取总客

观散射指数值和基础客观散射指数，计算得出泪膜客观散

射指数

结果： 两组间 BCVA 术前、术后 1 天、1 月比较均无统计

学差异，术后 1 周比较有统计学差异；两组间 BUT 术后 1

周、1 月比较有统计学差异；两组间 Schirmer 术前、术后

1 天、1 月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术后的 BUT 和泪液分泌

试验绷带镜组均明显大于对照组，而绷带镜组术后 1 天的

TFOSI 明显小于对照组；两组间主观症状评分术前、术后 1

月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术后 1d、1 周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后患者泪膜稳定性较术前差，并

显著影响患者视觉质量，佩戴角膜绷带镜对此有明显改善，

建议术后早期佩戴角膜绷带镜提高患者舒适性

利用晶状体厚度和睫状沟直径对有晶体眼后房型人

工晶体植入术术后拱高的预测研究

朱秋健,袁幽

苏州大学附属理想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ICL）植入术术前

各因素对术后一月拱高的影响，并建立和验证预测公式

方法： 前半部分共计纳入于 83 人 83 眼，平均年龄

27.21±5.07 岁，时间从 2019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止。验证部分共计纳入 65 人 65 眼，平均年龄

26.42±5.14 岁，时间从 2020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1 日止。所有患者术前行完整术前检查，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步进法）。验证部

分采用组间相关系数及 Brand-Altman 一致性检验。

结果： 回归方程：术后一月拱高（μm）= -1369.05 +

657.12 × ICL 尺寸 - 287.41 × 水平沟到沟直径 - 432.50

× 自然晶状体厚度 - 137.33 × 垂直沟到沟直径。拟合度

R=0.813, R2=0.660, 矫正 R2=0.643。在验证部分中，预测

拱高平均为 497.31±102.75 μm，实际拱高

514.62±152.99 μm。

结论：ICL 尺寸、自然晶状体厚度及水平垂直沟到沟直径

是影响及预测 ICL 植入术术后一月拱高的因素，我们的预

测公式具有良好的准确性及有效性。

软性离焦隐形眼镜与多点近视离焦镜片对近视防控

的临床观察

韩仁菊

辽宁何氏眼视光

目的： 通过佩戴软性离焦隐形眼镜和多点近视离焦镜片对

近视度数的防控作临床效果观察。



方法： 选取我院 2018 年 10 月起 10-16 岁的青少年患者

38 例（其中男生 20 人，女生 18 人），双眼近视度数（-

2.00 至-5.00 之间）屈光参差小于-0.75DS，散光小于-

1.00DC，视功能基本正常。矫正视力，无器质性病变。分

两组即实验组 19 人：佩戴软性离焦隐形眼镜（男生 10 人

女生 9 人），对照组 19 人：佩戴多点近视离焦镜片均戴鼻

托（男生 10 人女生 9 人）佩戴之日起复查时间为一周，一

个月，三个月，半年，观察实验组与对照组裸眼视力，矫

正视力，屈光状态及视功能变化情况。

结果： 通过半年的临床观察和实际屈光度的变化情况，实

验组 19 名青少年（佩戴软性离焦隐形眼镜）裸眼视力佳，

屈光度变化平均值为-0.12D。对照组 19 名青少年（佩戴多

点近视离焦镜片）裸眼视力佳，屈光度变化平均值为-

0.14D。实验组数据与对照组数据基本差不多。

结论：针对青少年佩戴软性离焦隐形眼镜和佩戴多点近视

离焦镜片，对青少年近视防控来说基本相差不多。

斜视术后佩戴角膜塑形镜对眼表、斜视度及视功能

等相关因素影响
卢燕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

目的： 探讨斜视术后佩戴角膜塑形镜对眼表、斜视度及视

功能等相关因素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8 年 9 月~2019 年 9 月我院眼科中心收治

的斜视术后伴近视（等效球镜-0.75~-6.00D）患者 60 例 12

眼，于斜视术后 1 个月结膜切口愈合良好、斜视度数

≤15△、BUT≥8 秒以上，视功能基本正常，给予佩戴角膜

塑形镜，分别于佩戴后 1 个月、3 个月、半年、1 年观察裸

眼视力、最佳矫正视力及对结膜切口、BUT、斜视度、视

功能及镜片定位的影响，并记录随访期间其他不良反应及

并发症的情况。

结果： 斜视术后 1 个月佩戴角膜塑形镜连续观察 1 年，与

佩戴前自身对比，裸眼视力及矫正视力明显提升、结膜切

口愈合良好、斜视度与 BUT 无明显变化，镜片定位与未做

斜视手术患者相同，视功能根据具体异常情况做了相应干

预无加重，无其他不良反应及并发症出现。

结论：斜视术后 1 个月佩戴角膜塑形镜对手术结膜切口、

斜视度与 BUT、镜片定位、视功能等不会带来新的不良影

响，可以安全佩戴。

角膜塑形镜术对儿童屈光参差眼的眼轴变化的影响

王鹏琪,吴文凤,毛欣杰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的： 探究屈光参差儿童配戴角膜塑形镜

( orthokeratology)后眼轴变化的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8 月-2018 年 6 月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眼视光医院符合入选标准、坚持戴镜 12 个月以上的

儿童 94 名，根据屈光参差的大小分为单眼戴镜组（单眼戴

镜，另一眼未戴镜）、高屈光参差组（双眼戴镜且参差＞

2.00D）、低屈光参差组（双眼戴镜且参差在 1.00D—

2.00D 之间）、无屈光参差组（双眼戴镜且参差≤0.25D）

四组，四组年龄和性别没有差异，计算双眼眼轴差值，对比

分析不同屈光参差情况下戴镜前和戴镜 1 年后眼轴差值的

变化情况。

结果： 分析双眼戴镜前眼轴差值和戴镜 1 年眼轴差值变

化，单眼戴镜组（0.33±0.31）、高屈光参差组

（0.19±0.15）、低屈光参差组（0.11±0.20）、无屈光参差

组（-0.02±0.06），除高屈光参差组和低屈光参差组对比没

有差异性外，其他各组两两对比均有显著差异，且单眼戴镜

组眼轴差值变化最大。

结论：屈光参差儿童配戴角膜塑形镜后双眼眼轴发展速度

不一致，屈光参差有所改善，即配戴角膜塑形镜对屈光参差

的改善有积极作用。

通过视觉训练 改善患者视觉质量

程鑫

舟山朝聚眼科

目的： 有些患者看远、看近会出现模糊不持久的症状，或

者矫正视力欠佳，视觉质量比较差，我们可以通过视觉训练

来改善患者的视觉质量。



方法： 患者男 八岁 轻度散光远视 经常佩戴眼镜 进行每半

年的常规复查

戴镜视力 OD:+1.00/-0.75×90 0.7 OS:+1.00/-1.00×90 0.7

眼位检查:无隐斜

眼底检查:无异常。 角膜:无异常

近视力 OD:+1.00/-0.75 差 90 0.1OS:+1.00/-1.00×90 0.1

建议进行调节方面的视功能检查

AMP 右眼:4D 左眼:4D OU:4D NRA:+1.50 PRA:-0.50

AFB:负镜无法通过

结果：分析:通过视功能检查不难发现，该患者为调不足。

由于该患者调节不足，导致了看远看近视力较差。

处理结果：:每天到院进行视功能训练，反转拍、字母表、

镜片排序。 训练周期为 10 天。

10 天后复查，看远看近视力恢复正常。

视功能检查 AMP 右眼:16D 左眼:16D 双眼 16D NRA+2.00

PRA -5.00 AFB 右眼:16cpm 左眼 15cpm 双眼 11cpm

视功能正常，建议定期复查复查。

结果： 通过视功能训练，该患者看近看远的视力恢复了正

常。

结论：视觉训练可以有效提高患者视觉质量，改善患者视

功能。

角膜塑形镜联合框架眼镜矫正对儿童近视控制效果

评价

郑倩

舟山朝聚眼科

目的： 典型近视儿童一例，度数超过塑形镜最高降幅，给

予夜间塑形镜矫正，白天框架眼镜矫正残余屈光不正的方

式，评价对近视控制的有效性。

方法： 8 岁儿童，从幼儿园开始发现近视-3.00D 左右，每

年涨幅均多余-1.00D，父母希望给孩子戴 OK 镜控制。检

查：裸眼视力 OD：0.25 OS：0.25 主觉验光：OD：-

5.50/-0.75x125=1.0 OS：-6.50/-1.75x80=1.0 角膜曲率：

OD：平 K43.02 陡 K44.35 OS：平 K43.05 陡 K43.80 眼

轴：OD：25.91mm OS：26.59mm 检查未发现其他异

常。试戴欧几里德角膜塑形镜，配适可接受，戴镜追加至最

佳视力。以最高-5.00 降幅订片。一月复查，塑形稳定，验

光配镜矫正残余散光，白天戴镜矫正视力双眼均 1.0，之后

复查视力稳定。一年半后，观察近视增长量，与前几年涨幅

对比。评价控制效果

结果： 矫正一年半，停戴 3 周验光：OD：-6.00/-

0.75x120=1.0 OS：-7.00/-1.50x80=1.0 结合眼轴及戴镜追

加数据，判断近视增长均 0.50D，比较之前每年大于

1.00D，近视控制效果明显。

结论：夜间角膜塑形镜结合白天框架眼镜控制近视有效。

不同角膜 E 值对角膜塑形术的疗效影响

张利亚

舟山朝聚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目的： 对比观察不同角膜 E 值对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疗效

上是否有影响。

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到 2019 年 6 月来我院验配角膜塑

形镜的患者 50 人共 90 眼。年龄 12 到 15 周岁，屈光度-

3.00D—-4.00D，角膜曲率 42D—44D，角膜散光偏低，眼

表良好，无配戴角膜塑形镜禁忌症。对这些患者按不同 E

值进行分类。A 组 30 眼，E 值 0.3 到 0.45；B 组 30 眼，E

值 0.46 到 0.6；C 组 30 眼，E 值 0.61 到 0.75。每组配戴

睡眠时间平均 8 到 10 小时间。观察患者一年间复查时白天

视力，角膜地形图及角膜眼表和眼轴的变化情况。

结果： 在戴镜初期 E 值高的 C 组相对开始塑形速度快一

些，E 值低的 A 组相对开始塑形速度慢一些。复查时发现

ABC 三组患者眼表情况基本都良好，未发现严重点染；角

膜地形图压的位置也相对居中，未有明显偏位。且三组视力

基本每次复查稳定在 1.0 左右，未有明显波动。一年后三组

对比其原始眼轴变化都变化不大，说明度数涨幅不大。

结论：角膜 E 值的高低对角膜塑形术的控制疗效上基本无

影响，但也存在个体差异。



应用 MAIA 微视野计为患者设置合适的固视点，实

施生物反馈训练，观察此训练对 IMH 术后患者视力

及视功能的疗效。
梁冬青 1,韩泉洪 1,2

1.苏州市立医院东区（原:苏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2.天津市眼科医院

目的： 观察 MAIA 微视野计生物反馈训练对 IMH 术后患者

视力及视功能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介入病例研究。选取 IMH 术后 11 只眼,术后

BCVA 低于 0.6。利用 MAIA 微视野计为患者选取新的固视

点，每周为患者行生物反馈训练 1 次，共 10 次。训练前后

分别测量患者的 BCVA、视网膜敏感度、固视稳定性、垂直

及水平视物变形度、阅读速度，对比观察训练前后各指标

的变化。利用中文版视觉相关生活质量评估表评估患者训

练前后的主观感受的变化。应用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流成

像技术测量患者训练前后的脉络膜层血流密度及视网膜层

厚度，对比训练前后的解剖结构的变化。应用 SPSS 24.0

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患者训练前后的各个评价

指标进行配对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训练后患者 logMAR 视力、视网膜敏感度、P1、

63%BCEA、阅读速度、垂直变形度、水平变形度、视觉相

关生活质量评分均得到有效改善。

结论：MAIA 微视野计生物反馈训练可以改善 IMH 成功术

后患者的视力以及其余多种视功能， OCTA 结果显示该训

练过程对视网膜解剖结构无影响。

2019 年金华市小学生近视率况调查分析

赖仙球,戴晓丹,吴纲跃

金华眼科医院金华眼视光医院

目的： 了解金华市小学生视力状况，为青少年眼保健提供

基础资料，为青少年近视防控做出指导。

方法： 选择金华市 7 所小学 1-6 年级,每年级至少抽取 80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共 3610 名，男生：1908 名；女生

1702 名。行视力检测及电脑验光，分析不同年级的近视发

生率。视力检测用标准 E 字视力表，视力检查先右眼后左

眼，受检者说对的最后一行视标所表示的视力即为受检者

该眼的视力。用日本 NIDEK 公司电脑验光，每眼测 3 次，

取平均值；任意 2 次的球镜度数测量值相差≥ 0.50D，则重

新测量。近视筛查标准：裸眼视力<5.0 且非睫状肌麻痹下

电脑验光等效球镜<-0.50D。

结果： 一年级近视率 16.75%，二年级近视率 30.46%，

三年级近视率 47.79%，四年级近视率 60.25%，<-6.00D

占比 2%，五年级近视率 69.32%，<-6.00D 占比 2%，六年

级近视率 75.49%，其中<-6.00D 2.2%。

结论：本次调查中发现，小学生出现近视时间早，近视率

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增长,四年级开始出现高度近视。提示我

们，近视防控工作要从学龄前开始，出现近视后要针对不同

的年龄采取相应的近视干预手段。

近视儿童角膜塑形术后相对角膜周边离焦分布对眼

轴增长的影响

杨晓艳,李丽华

天津市眼科医院

目的： 定量分析角膜塑形术后相对角膜周边离焦（relative

refractive power shift： RCRPS）分布，并探索其对眼轴增

长的影响。

方法： 80 位儿童随机分组，配戴 A 和 B 两种不同设计塑

形镜。分别在基线和配戴后 1 个月，6 个月和 12 个月，测

量眼轴和角膜地形图。通过切线图计算治疗区大小和偏心程

度，塑形后轴向图减去塑形前轴向图，并减去角膜顶点屈光

度值，得到 RCRPS，在同一半径上的 mires 环上的所有点

取平均值形成 RCRPS 轮廓图，同时从这个图上可以得到 4

个分布参数：最大离焦值（Rmax），达到峰值一半时的位

置（X50），4mm 和 8mm 直径范围内的离焦总和（Sum4

和 Sum8）。利用线性混合模型来分析眼轴增长和这些分布

参数的关系。

结果： 基线时两组之间屈光度、眼轴、角膜曲率、角膜 e

值、年龄和性别没有统计学差别。塑形后，眼轴增长 B 组

明显小于 A 组(0.15±0.16 和 0.25±0.23mm, P=0.013)。B

组相对 A 组具有更小的治疗区(1.55±0.14 和 1.75±0.12mm,

P<0.01), 更小的 X50 (B:1.52±0.41 和 2.01±0.25mm,

P<0.01)，更大的 Sum4 (12.84±0.65 和 7.57±4.57D,

P<0.01)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仅有 X50 与眼轴的增长



具有明显相关性(P=0.027)。

结论：相对角膜周边离焦的分布在延缓眼轴的增长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周边离焦起步更早、上升更快的分布状态具

有更佳的近视控制效果。

平曲率配戴角膜塑形镜的临床效果分祈

刘懋

潍坊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曲率低平的角膜形态近视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

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1 月至 12 月于我院配戴角膜塑

形镜者 64 例(121 眼)的临床资料。年龄范围 8～15 岁,配戴

前近视度数-1.00—-3.00，随访观察 1 年。研究组为角膜低

平者 31 例共 59 眼，平坦 K 值 37.00—40.00D；对照组为

正常角膜曲率者 33 例共,62 眼，平坦 K 值 41.00—

43.00D。E 值、散光均在正常范围。两组戴镜评估配适状

态均良好，镜片定位居中，活动度良好，荧光染色良好。

分别于戴镜后 1 天、1 周、1 个月、3 个月、6 个月、1 年时

观察裸眼视力、角膜形态参数的变化。

结果： 研究组同等屈光度数的患者，裸眼视力提升的速度

明显低于对照组，而连续配戴 1 个月以上无明显差异。

结论：曲率低平的角膜形态的近视患者因其角膜形态的特

殊性，反转弧的压力作用难以达到，裸眼视力提升较缓

慢，但经过长期配戴同样可以达到理想效果。验配前应向

患者家长交代，做好良好的沟通。

潍坊市某区 18577 名 1~9 年级学生近视现况及眼生

物学参数的分析

刘小翠,王旭丽,刘懋

潍坊眼科医院

目的： 了解潍坊市某地区 1~9 年级学生近视现况，并探讨

分析动态屈光度与各个眼科生物学参数的之间关系。

方法： 采用前瞻性调查设计，入校对山东省某某地区

18577 名中小学生进行视力、动态屈光度、眼生物学参数

等指标进行采集; 输入编辑的专项应用程序，用 SPSS17 软

件行统计分析。

结果： 通过绘制散点图发现，等效球镜与角膜曲率（平

坦）、角膜曲率（陡峭）、平均曲率、角膜厚度无线性相

关，与眼轴长度、前房深度存在负相关，与晶体厚度关系不

明显；等效球镜与眼轴呈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729

p=0.000，与前方深度呈中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415，

p=0.000，与晶体厚度呈低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257，

p=0.000；等效球镜与眼轴长度、前房深度、晶体厚度的多

元回归方程为 D=30.232-1.274AL+0.099ACD-0.333LT。

AL,ACD,LT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756、0.015、

0.043，P 值均为 0.000；AL/CR 比值与等效球镜呈负相

关。

结论：通过动态监测眼生物参数的变化对近视的发生和发

展进行评估。

视觉训练对斜弱视患儿视功能的影响

吴爱佳

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

目的： 弱视是指眼球在无器质性病变的情况下，双眼或者

单眼的视力不能达到 0.8，或者双眼视力相差两行以上。斜

弱视发生后，应给予及早干预和治疗，本文是视觉训练对斜

弱视患儿视功能的影响进行研究。

方法： 选取 15 例斜弱视患儿作为分析对象,分别测量患儿

最佳远近矫正视力、远近眼位后给予屈光矫正方案，遮盖和

视觉训练（益视训练软件、黄斑完整性测试仪、单侧实体镜

等训练器材）并于 2 个月训练后对患儿进行视功能评估,并

分析治疗治疗效果

结果： 经视觉训练 2 个月后在 15 名弱视儿童中，采取有

效治疗后，矫正视力提高两行者共 5 例，占比 33．33％；

矫正视力提高一行者共 8 例，占比 53.33％

结论：斜视性弱视的发生原因较为复杂，且二者存在关联

关系，即在斜视的基础上出现了弱视。而视觉训练是一种眼

睛和大脑相联系的方式，要重新训练大脑和眼睛之间的关

系。对弱视患儿进行视觉训练能有效改善患儿的视力和视觉

功能并提高治疗的效果，具有极大的临床推广和应用价值。



角膜塑形镜在单纯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

安海珍

潍坊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角膜塑形镜在单纯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

方法： 随机选取 7-12 岁配戴塑形镜、框架眼镜的单纯近

视性屈光参差（≥1.00D,≤3.00D)的患者各 30 例，观察两组

一年、两年近视眼的眼轴变化、角膜内皮细胞密度变化和

戴镜 3 个月后的近立体视功能(Titmus 立体视图)变化。

结果： 角膜塑形镜组、框架眼镜组一年的眼轴变化分别为

0.18±0.17mm、0.31±0.20mm,两年变化分别为

0.35±0.18m；0.66±0.22mm，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角膜塑形镜组和框架眼镜组一年的角膜内皮

细胞密度分别为 3253.48±211.34 个/mm2、

3249.83±231.65 个/mm2,两年分别为 3198.48±221.44 个

/mm2、3219.83±233.75 个/mm2，无统计学差异

（p>0.05）。配戴角膜塑形镜 3 个月后，配戴角膜塑形镜

组有中心凹立体视者 26 例，8 例黄斑立体视。配戴框架眼

镜组有中心凹立体视者 18 例，8 例黄斑立体视，4 例立体

盲。

结论：角膜塑形镜在单纯近视性屈光参差中的患者是安全

和有效的，并且在获得近立体视方面优于框架眼镜组。

儿童屈光不正性弱视的治疗效果观察

郭登远,雷秀丽,连丽英

河北省邯郸市眼科医院

目的： 对儿童屈光不正性弱视治疗效果观察。

方法： 选择我院 2017 年 3 月-2018 年 3 月间诊断的 86 例

屈光不正性弱视儿童，根据治疗方法分为两组。对照组 43

例儿童进行屈光矫正以及精细训练治疗，观察组 43 例儿童

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用弱视治疗仪、双眼视功能训练进行

治疗，对所选的患儿进行 1 年的随访观察，比较不同屈光

不正性弱视儿童矫正视力恢复情况。

结果： 通过对两组患儿治疗效果比较，对照组轻度弱视患

儿治疗的有效率为 98.2%，中度弱视为 79.6%，重度弱视

为 58.8%；观察组分别为 100%，90.4%，73.2%，观察组

患儿视力恢复情况优于对照组，两组患儿差异显著，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屈光不正性弱视患儿视力恢复情况与年龄、弱视程

度、依从性等密切相关，年龄越小，弱视程度越轻，依从性

好，恢复时间越快。儿童屈光不正性弱视在综合治疗的基础

上运用弱视治疗仪、双眼视功能训练治疗的临床效果显著，

可用于临床推广使用。

医学院本科生双眼视功能异常状况的调查分析

蒋洪湖 1,景烁岚 1,谭田畅 2,于紫燕 2

1.中国医科大学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眼科

目的： 调查疫情期间居家网课的医学院本科生调节异常和

非斜视性双眼视觉功能异常状况。

方法： 选择某医科大学 200 名在校本科生（20-25 岁），

分发 CISS 集合不足型视疲劳评分量表及数字化阅读行为的

问卷调查。

结果： 95%的学生日平均数字化累计阅读时间超过 8 小

时。根据 CISS 问卷评分分无症状组（<21 分）和有症状组

（>21 分）两组。对两组学生进行双眼视功能检查。200 名

学生中有 72 人（36%）诊断为调节异常或非斜视性双眼视

异常（调节异常占 20%，非斜视性双眼视异常占 16%）；

调节不足（16%）和集合不足（9%）是最常见的调节和非

斜视性双眼视功能异常类型。有症状组的检出率高于无症状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疫情期间居家上网课，医学院校本科生中调节及非

斜视性双眼视异常发病率较高，且超长的数字化阅读习惯普

遍存在，与视疲劳发病率增高呈正相关。

非医学专业本科生双眼视功能异常状况的调查分析

景烁岚 1,蒋洪湖 1,谭田畅 2,于紫燕 2

1.中国医科大学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 调查疫情期间居家网课的非医院校本科生调节异常

和非斜视性双眼视觉功能异常状况。

方法： 选择某理工科大学 200 名在校本科生（20-25

岁），分发 CISS 集合不足型视疲劳评分量表及数字化阅读

行为的问卷调查。

结果： 88%的学生日平均数字化累计阅读时间超过 6 小

时。根据 CISS 问卷评分分无症状组（<21 分）和有症状组

（>21 分）两组。对两组学生进行双眼视功能检查。200 名

学生中有 52 人（26%）诊断为调节异常或非斜视性双眼视

异常（调节异常占 18%，非斜视性双眼视异常占 8%）；调

节不足（13%）和集合不足（5%）是最常见的调节和非斜

视性双眼视功能异常类型。有症状组的检出率高于无症状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疫情期间居家上网课，非医院校本科生中调节及非

斜视性双眼视异常发病率较高，低于同期对医学生的发病

率（36%），且长时间数字化阅读习惯普遍存在，与视疲

劳发病率增高呈正相关。

穿透性角膜移植术（PK）和深前板层角膜移植术

（DALK）后植片植床对合不良的光学相干断层扫

描研究

赵玉瑾,庄宏,洪佳旭,田丽佳,徐建江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 本研究收集了 PK 术和 DALK 术后的圆锥角膜患

者，使用眼前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AS-OCT）评估植片植

床界面（GHI）特征与视力预后之间的关联。

方法： 新的 GHI 指标包括：平均植片植床接触面

（GHT），对合不良（Pm）的总比例，某种对合不良的发

生频率（F），对合不良的大小（Sm），对合处植片厚度

（Tg），对合处植床厚度（Th）以及 Tg 和 Th 之差的绝对

值（| Tg-Th |）。 使用线性回归分析，描述 GHI 指标与术

后视力指标之间的关联。

结果： 本研究共收集了 PK 术后 22 眼和 DALK 术后 23

眼。GHT 在阶梯和裂隙对合不良中降低，在丘陵和赘疣中

上升。当 F(阶梯）[P=0.001]，F(植片阶梯）[P=0.005]和

Pm[P=0.018]每增加 1%时，SE 平均增加 6.851,5.428 和

5.164 屈光度。|Tg-Th| 每增加 10μm，SE 平均增加 0.31 屈

光度[P=0.007]。当 GHT[P=0.030] 和 Tg[P=0.001]每增加

10μm，LogMAR BCVA 平均增加 0.01。 Sm 每增加

10μm，角膜中央散光值平均增加 0.17 屈光度[P=0.047]。

结论：GHI 研究可部分解释圆锥术后散光，为手术设计改

进提供参考

屈光参差儿童配戴角膜塑形镜后临床观察研究

吴文凤,王鹏琪

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的： 探究屈光参差儿童配戴角膜塑形镜后眼轴变化情况

方法： 收集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2017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开始佩戴角膜塑形镜的患者 67 名，年龄 9-16

岁，随访 1 年。双眼等效球镜度（SE）差值≥1.00 D。根据

屈光参差的大小分为高屈光参差组（屈光参差≥2.00D）20

名、低屈光参差组（屈光参差：1.00D—2.00D）22 名、无

屈光参差组（屈光参差≤0.25D）25 名共三组，眼轴变化与

等效球镜的关系用线性相关分析，组内对比采用配对 T 检

验，组间对比采用独立 t 检验

结果： 3 组屈光参差组病人双眼眼轴差值由戴镜前的

（0.99±0.41）mm 下降到（0.81±0.39）mm

（P=0.000），（0.62±0.32)mm 下降到(0.51±0.27)mm

（P=0.013）,屈光参差组均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屈光参差儿童配戴角膜塑形镜后双眼眼轴差值减

小，屈光参差程度改善，有效减缓近视屈光度较高眼的眼轴

增长，并且这种改善在随着屈光参差的程度不同而变化，高

屈光参差组可能比低屈光参差组更加明显

横纹肌肉瘤术后放射性视网膜病变 1 例

祝莲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 1 例横纹肌肉瘤术后放射性视网膜病变病例的

诊治过程，了解放射性视网膜病变的诊疗过程。



方法： 本例患者男，25 岁，2019 年 4 月 20 日因右眼视物

不清 3 个月伴胀痛 3 天就诊，既往史：2015 年 10 月在某

医院行“右侧筛窦横纹肌肉瘤切除术”，2 年来一直在苏大附

一院行放化疗治疗；2018 年 7 月因右眼放射性白内障行右

眼白内障超乳+人工晶状体植入术，术后视力恢复至 0.8，

检查眼底未见明显异常。此次诊断为：右眼新生血管性青

光眼、右眼玻璃体积血、右眼放射性视网膜病变，行“右眼

玻璃体腔内抗 VEGF 注射术”，5 天后行“右眼 PPV+小梁切

除+视网膜激光光凝术”。

结果： 随访 1 年，眼压控制良好，眼底激光斑反应可。

结论：放射性视网膜病变是由于放射线对视网膜血管、脉

络膜血管及睫状动脉系统损害所致的迟发性、慢性进行性

的视网膜、脉络膜和视盘病变，是放疗后常见的致盲原因

之一。通过本文希望引起广大眼科同道的注意，尽早准确

的识别该病，多种检查手段互为补充，以免误诊，贻误病

情。此外，放疗后预防性光凝疗法也许会更大程度上避免

此类并发症的出现。

异体脱细胞真皮治疗眼睑缺损的护理

郑惠兰,张鸿榕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脱细胞真皮治疗眼睑缺损患者的有效护理方法

方法： 对 13 例应用脱细胞真皮治疗眼睑缺损患者进行精

心的术前皮肤准备、防止眼部炎症，心理护理，密切观察

手术后脱细胞真皮植片情况、移植床出血、局部渗液情

况，体位护理，防止植片区外力碰撞。

结果： 经过精心护理，13 例患者手术顺利，均无植皮片失

活、感染等并发症发生，效果满意。

结论：做好围手术期严密周到的护理，防止植片的失活、

感染，具有促进脱细胞真皮治疗眼睑缺损患者的早日康复

的意义。

1 例特殊类型的视神经脊髓炎

祝莲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 1 例成功恢复视力的视神经脊髓炎病例的诊治

过程，了解视神经脊髓炎的诊疗过程。

方法： 本例患者女，20 岁，2019 年 12 月 22 日因双眼视

物不清 13 天就诊，既往史：呕吐伴头痛治疗半年，未见病

因，诊断为抑郁症。检查双眼视野接近关闭，视力光感，

AQP4 阳性，脑脊液常规和生化常规（+），此次诊断为：

双眼视神经脊髓炎，甲强龙联合，丙球和环磷酰胺静滴。第

3 个月时她双眼视力恢复到 1.0，视野全部正常了。环磷酰

胺巩固 3 个月停药。

结果： 随访半年，病情稳定。

结论：视神经脊髓炎又称为 Devic 病，是一种主要累及视

神经和脊髓的中枢神经系统炎性脱髓鞘疾病。临床表现为较

为严重的视神经炎和脊髓炎，常见的有视力下降、失明、截

瘫、膀胱及直肠功能障碍等，脊髓病变通常超过 3 个椎体

节段，本病的预后较差，很难治愈。

衍射型多焦点人工晶状体与连续视程人工晶状体视

觉质量比较分析研究

樊帆,梅恒俊,罗怡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 比较 DIFF-aA 人工晶状体（IOL）与 Symfony IOL

的视觉质量

方法： 对 2019 年 4 月至 10 月于我院植入 DIFF-aA IOL

（Human Optics）和 Symfony IOL（Jhonson&Jhonson)的

白内障患者于术后 3 天及 3 个月进行随访，评估视力、离

焦曲线、对比敏感度、高阶像差、不良光学反应及患者满意

度。

结果： 共纳入 46 例 54 眼，28 例 33 眼植入 symfony

IOL，21 眼 18 例植入 Diff-aA IOL，术后裸眼视力无显著差

异，离焦曲线显示 Symfony 组曲线更平滑，而 DIFF-aA

IOL 有明显的双峰；Symfony 组的不良主观视觉现象发生率

较低（6%对 10%），满意度较高（97%对 95.2%），而

DIFF-aA 人工晶状体组脱镜率较高（90.5%对 87.5%），植



入 Symfony IOL 的患者中即使 SimK>1.0 D，

Kappa>0.5mm 或 AL>26mm，患者视觉质量表现仍令人满

意。

结论：两种人工晶状体在白内障手术后均能获得良好的视

力和视觉质量，Symfony IOL 较 DIFF-aA IOL 具有更好的

连续视程和患者满意度。Symfony IOL 显示出了超出常规

多焦 IOL 应用范围的包容性。

评估无角膜异常白内障患者 B/F ratio 的分布及其对

眼部参数的影响

邓麦可,蓝莉娜,陈天慧,张旻,蒋永祥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 观察无角膜异常白内障患者中角膜后前表面曲率半

径比值（B/F ratio）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无角膜疾病和眼部手术史的白内障手术患者

5000 例（5000 眼），通过 rotating Scheimpfug camera、

IOL Master500 测量患者的 B/F ratio 和角膜生物特征数

据。按患者按 B/F ratio 分组：Q1(≤78%)、Q2(79~84%)和

Q3(≥85%)，并使用统计学 SPSS23.0 软件将数据进行处

理。

结果： B/F ratio 平均为 81.37±1.62%。B/F ratio 与 SimK

和 TNP 之间的差值、角膜厚度、球差呈负相关（均

P<0.001），B/F ratio 与角膜后表面半径、角膜后表面 Q

值、眼轴长度呈正相关（均 P<0.001）。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明，与 Q3 组相比，Q1 组和 Q2 组 SA>0.2μm 的发生率

更高，odds ratios 分别为 10.6 和 4.1。

结论：B/F ratio 反映了角膜的屈光状态和解剖结构。当

B/F ratio 越低，CCT 越厚，HOA 和 SA 越高，SimK 与

TNP 之间的差值越大。在临床中，对于 B/F ratio 较低的患

者，在选择角膜屈光力时需要特别注意。

CRYAA 基因外显子区多态与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易

感性

赵镇南,卢奕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 αA 晶状体蛋白(CRYAA)参与多种细胞功能，其外

显子区点突变可导致不同类型年龄相关性白内障（ARC）

发生。本研究探讨 CRYAA 基因 3 个外显子区单核苷酸多态

性与不同类型 ARC 之间的关系。

方法： 纳入 618 例不同类型 ARC 患者及 236 例正常对

照。采集外周静脉血 5ml，提取全基因组 DNA 行 CRYAA

基因外显子测序，鉴定其外显子区 SNP 位点。分析相应

SNP 位点的等位基因频率及基因型频率在 ARC 组和对照组

中的分布差异。

结果： CRYAA 第三位外显子区鉴定到 1 个 SNP 位点：

rs76740365 G>A。该位点在 ARC 组与对照组间均存在显

著差异（等位基因频率：P=0.0076, OR=1.911；基因型分

布频率: P=0.0283）。进一步分析各亚组中该位点的分布，

仅 PSC 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后囊下为

主型白内障组年龄较其他两亚型分组年龄小(P<0.05)。

结论：CRYAA 外显子区的 SNP 位点（rs76740365

G>A）与后囊下为主型白内障（PSC）的易感性有关，可

能会增加 PSC 患病风险。携带此位点的 PSC 可能存在相

对早期发病的趋势。

Toric 人工晶状体矫正中高度角膜散光的远期临床效

果观察

邱晓頔,徐婕,郑天玉,蒋永祥,杨晋,卢奕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 研究 Toric 人工晶状体（IOL）植入术对于矫正中高

度角膜散光的远期临床效果及其旋转稳定性。

方法： 选择术前存在规则角膜散光且散光≥2.57D 的白内障

患者 57 例（57 眼），行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术并植入

Toric IOL。观察并记录患者术前、术后 1 年的裸眼视力

（UCVA）及最佳矫正视力（BCVA），并对术前角膜散

光、术后残余散光、像差、IOL 旋转度及相关因素进行统计



分析，评价 Toric IOL 矫正高度散光的有效性、安全性及稳

定性。

结果： 术后一年时，患者裸眼视力较术前明显提高（术前

logMAR0.868±0.343，术后 logMAR0.312±0.263，

P=0.000），术后远用镜脱镜率为 68.42%。总残余散光为

（1.175±0.841）D，明显小于术前（3.406±0.985D），与

术前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00）。Toric IOL 在囊袋里

旋转的度数为（4.930±3.023）º，54.39％的患者晶状体轴

位旋转≤4º。

结论：Toric IOL 植入可以使得合并中高度散光的白内障患

者获得良好的裸眼远视力，减少术后残余散光及对眼镜的

依赖，并且具有较好的囊袋内旋转稳定性，长期安全有

效。

基因治疗大样本 Leber’s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病人

的临床观察

元佳佳 1,2,3,元佳佳 1,张勇 2,肖溯 3,仇建萍 3,章剑 4,刘红

丽 1,王丹 1,杜洋洋 1,田朕 2,李欣 4,陈金鹏 4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湖北十堰太和医院

3.武汉纽福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鄂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基因治疗 Leber’s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

方法： 临床招募 Leber’s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11778 位点

突变的患者 159 例，根据病程进行分组。通过玻璃体腔注

射 rAAV2-ND4，并完成术前及术后第 1，3，6，12 个月随

访观察。观察的指标为全身系统检查和眼部检查。眼部检

查包括眼压、最佳矫正视力、视野、眼前节及眼底照相、

视神经纤维层厚度、VEP；全身系统检查包括肝肾功能、

血尿常规、免疫系统、淋巴细胞亚群，胸片，心电图。现

将目前的临床试验结果进行报道。

结果： 基因治疗 159 例患者，完成术后 12 个月随访的病

人共 106 例。完成 12 个月随访的病人中视力提高

0.3logMAR 及以上的病人约 63%，且发病 24 个月以内和

24 个月以上的病人视功能均有改善。未发生眼部和全身严

重并发症。2018 年 5 月 12 日治疗的阿根廷 7 例患者治疗

后 7 个月，无一例发生并发症，且 7 例患者视力显著提

高，视野也相应改善。2018.12.6 日完成治疗的 3 例阿根廷

患者未见任何并发症，且视力视野也均有明显提高。

结论：验证了基因治疗 Leber’s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是安全

和有效的。

医源性错误配镜致视觉部分抑制 1 例

王中正,肖雪

常熟泽明眼科门诊部

目的： 患者 男 7 岁 视力检查 vod:0.15+ vos: 0.12 原

镜:OD +2.50/-2.00*5→0.25 OS +1.00/-2.25*10→0.2 外院

弱视治疗一年余视力无明显变化。

方法： 视功能检查： 同视机检查:自觉斜角+10。左右斜视

度不稳定视觉部分抑制， 他觉斜角+10。 伴垂直斜视。最

小融合点:+ 10。 融合范围-2~+12 远立体视：无散瞳验光检

影: OD +4.50/-2.25*5→0.25 OS+3.50/-2.75*10→0.2 处

理：给予换镜足矫正+脱抑制训练。 2 个月后视力 SC

vod:0.3-1 vos:0.2 CC vod:0.4 vos: 0.25 复查同机检查:他

觉斜角+3。自觉斜角+4。最小融合点:+0。融合范围-3~+6

远立体视：无 继续视觉训练。

结果： 屈光不正导致调节和集合失去了正常的相互平衡的

关系。远视患者视近时需要更多的调节，这样就会产生过量

的集合，这种过量的集合导致内斜视。

结论：该患者远视度数虽不是太高，但是视光师的错误配

镜方法导致调节和集合的关系严重紊乱，导致水平方向和垂

直方向异常斜视角。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正确的配镜处方对

于预防双眼视觉抑制有着重要的作用。

泪腺多形性腺瘤初发和复发的影像学诊断和治疗

程金伟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对初发的和复发的泪腺多形性腺瘤的影像学诊断和

治疗策略进行探讨。

方法： 收集 2010 年～2018 年所有经手术病理确诊的泪腺

多形性腺瘤患者，总计 116 例，初发者 87 例，复发者 29



例，回顾性总结初发和复发的不同影像学特征，探讨影像

学诊断、治疗策略及预后的关系。

结果： 初发的泪腺多形性腺瘤 87 例，影像学均表现为类

圆形、边界清楚、孤立的实性病变，病变局限于泪腺窝，

部分骨壁呈压迫性凹陷。复发的泪腺多形性腺瘤 29 例，影

像学表现为形态不规则、多结节状的实性病变，病变向

内、下、后方蔓延呈多生发中心性弥漫生长，常伴有骨壁

虫蚀状破坏。复发的泪腺多形性腺瘤，既往手术多为经皮

肤前路入眶，缺乏足够的手术野；手术多不能彻底根治，

而会再次复发。

结论：初发的和复发的泪腺多形性腺瘤表现为不同的影像

学特征，可以有效指导手术方案及判断预后。初发的泪腺

多形性腺瘤，应当非接触式完整的手术切除；复发的泪腺

多形性腺瘤，应当手术切除联合放射治疗。

基于深层卷积神经网络在近视性黄斑病变筛查中的

研究与应用

王泽飞 1,刘磊 2,王亚茹 1,史春生 1

1.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目的： 研究一种全自动的检测近视性黄斑病变（MMD）及

其严重性分析的系统，协助临床用于判别眼底图像是否存

在 MMD 并评估其病变的严重性

方法： 深层卷积神经网络(DCNN)的全自动近视性黄斑病

变检测系统，由两级网络结构组成。第一级网络结构用于

识别 MMD 是否存在，第二级网络结构用于判断 MMD 病变

的严重等级。前期收集 6068 张眼底图像构建 MMD-C 训练

集，并基于公开的眼底数据集构建了 MMD-C 测试集。然后

探究 VGG-16，ResNet50，Inception-V3 和 Densenet 四种

常用的 DCNN 网络方法在 MMD 检测和严重性识别任务中

的各项性能

结果： 本文采用的基于 DCNN 的方法可自动化提取 MMD

的有效特征，并准确的进行 MMD 检测及其严重等级判断，

其特异性和精确率均超过 0.92。其中 Densenet 网络模型在

实验中表现出最优的 MMD 疾病识别能力，Inception-V3 网

络模型表现出最优的严重性判断能力，上述两个任务的最

优模型的 kappa 均超过 0.78，达到了高度一致的标准。

结论：基于 DCNN 的全自动 MMD 检测系统具有强大的病

灶识别和严重性判断能力，可有效辅助临床。

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合并 Toric 人工晶体植入术后

IOL 稳定性的相关性研究

沈际颖,张伟英,郭海科

上海和平眼科医院

目的： 观察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合并 Toric 人工晶体植入

术矫正散光的效果与 IOL 的旋转稳定性与多项影响因素的

关系。

方法： 选择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1 日期间确诊为年龄

相关性/并发性白内障并伴有角膜规则散光≥0.75D、眼底检

查无异常的白内障手术患者 53 人（80 只眼），其中眼轴在

22-26mm 的右 39 只眼（对照组），眼轴＞26mm 的有 41

只眼（观察组）。比较两组术前术后一周、一月、三月的视

力及残余散光，通过 iTarce 眼像差仪自带的 Toric check 程

序以及裂隙灯下扩瞳直接测量法分析比较两组术后 IOL 轴

位旋转的度数。

结果： 对照组和观察组术前最佳矫正视力分别为 0.33±

0.17 和 0.23±0.15，术后三月最佳矫正视力分别为 0.75±

0.23 和 0.72±0.3。术后残余散光三月时为 0.28±0.2D 和

0.69±0.31D。对照组三月时 95%的术眼 IOL 旋转度＜5°，

平均旋转 2.6±1.3°，观察组三月时 80%的术眼 IOL 旋转度

＜5°，平均旋转 3.8±2.0°。对照组术后 IOL 轴位旋转度明

显优于观察组。

结论：使用散光矫正型人工晶体有助于改善各种眼轴长度

散光患者术后视力。术后 IOL 轴位旋转度与眼轴长度具有

显著相关性。

多焦点接触镜在儿童近视防控中的应用

梅颖

上海新虹桥医学园区眼科中心



目的： 分析探讨多焦点接触镜在儿童近视防控中的应用。

方法： 通过分析不同设计的软镜多焦点接触镜和硬性多焦

点 RGP 的验配、戴镜后的角膜地形图分析不用设计的多焦

点接触镜的临床应用特点。

结果： 不同设计的软镜多焦点接触镜和硬性多焦点

RGP，其离焦量和光学区直径有较大的差异。不同人群选

择不同的多焦接触镜时应该按具体的检查结果做个性化的

选择。

结论：软镜多焦点接触镜和硬性多焦点 RGP，提供了新的

儿童近视控制的方式，也是是一种可选择的近视控制手

段。

圆锥角膜急性期角膜水肿的 眼前节光学相干光断层

扫描与超声生物显微镜影像诊断分析

赵云 1,王建民 2,郭金喜 1,许建锋 1,解铭 1

1.河北省眼科医院

2.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眼前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anterior segment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AS-OCT）与超声生物显

微镜（ultrasound biomicroscopy，UBM）在急性期圆锥角

膜的影像学诊断价值，分析引起角膜水肿发生发展的因

素，明确发病部位、厚度、范围等，为临床治疗提供参

考。

方法： 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20 年 7 月在河北省眼科医

院就诊的急性期圆锥角膜患者 19 例（19 眼），对其 AS-

OCT 和 UBM 图像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急性期圆锥角膜的 AS-OCT 和 UBM 影像均表现为

角膜后弹力层破裂，基质层水肿增厚，其内形成裂隙与前

房沟通。AS-OCT 影像显示角膜上皮完整，上皮下积液 12

例（12 眼）；UBM 影像显示角膜后弹力层界面分层 16 例

（16 眼）。

结论：在急性期圆锥角膜，AS-OCT 可以显示完整的角膜

上皮，上皮下积液；UBM 可以显示角膜后弹力层界面分

层。AS-OCT 与 UBM 可以相互补充，提供精准的角膜影像

学图像及参数测量，对病情的发展进行预测和评估，指导

临床治疗。

玻璃体腔硅油充填时间与黄斑拱环血流密度之间的

关系研究
陈志义,姚宜,闵云花

上海和平眼科医院

目的： 观察玻璃体腔硅油留存时间与黄斑拱环血流密度变

化之间的关系

方法： 回顾分析 2018 年-2019 年之间我院住院行玻璃体

切割手术并填充硅油的患者 276 人，其中男性 164 人，女

性 112 人，主要诊断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76 只眼，孔源

性视网膜脱离（包括黄斑裂孔）117 只眼。于术后 1 周，4

周，8 周，12 周，16 周，20 周，定期检查术眼血流

OCT，观察黄斑拱环血流密度变化情况。排除标准：1.术后

继发性黄斑前膜影响血流 OCT 测量结果，且需要及时手术

干预。2.术后晶体进行性混浊，影响血流 OCT 测量结果。3.

术后持续性眼压升高，需要及时取出硅油。

结果： 术眼以术后一周的黄斑拱环血流密度为基线，观察

术后 4 周，8 周，12 周，16 周，20 周的黄斑拱环血流密度

的变化。再第 4 周及第 16 周时，血流密度较前下降较显

著，以浅层血管丛为主。

结论：硅油注入术后 12 周为较理想的取硅油时机，长时间

的硅油充填可能导致黄斑区浅层血管丛缺氧从而降低了黄斑

拱环血流密度。

IOL Master、itrace 和角膜地形图的角膜曲率准确

性比较
曹郁晨,晋军,李洋

上海和平眼科医院

目的： 比较 IOL Master、itrace 和角膜地形图的角膜曲率

准确性。

方法： 随机选取 100 个白内障术前病例，记录 IOL

Master700、itrace、角膜地形图中的双眼角膜曲率值，比

较这 3 者之间的数值（包括曲率的数值和轴位）的重复性

及准确性，入选病例时已删去三者之间均差异大的、角膜形

态明显不规则病例。



结果： 100 例角膜曲率数值中，itrace 与 IOL Master 重复

性更好的有 57 例，角膜地形图与 IOL Master 重复性更好

的 26 例，itrace 与角膜地形图重复性更好的 17 例；100 例

中角膜散光轴位，itrace 与 IOL Master 重复性更好的有 45

例，角膜地形图与 IOL Master 重复性更好的 36 例，itrace

与角膜地形图重复性更好的 19 例。

结论：三者之间 IOL Master 的角膜曲率值可靠性最高，其

次为 itrace，但角膜地形图在判断角膜形态异常，散光是否

规则、对称，前、后表面曲率方面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抗 VEGF 联合 Ahmed 引流阀治疗新生血管性青光

眼的疗效分析

刘湛,赵俊颖,张宁静,吴廼川

上海和平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术前玻璃体腔内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药物联合 Ahmed 青光眼引流阀（AGV）治疗新生

血管性青光眼(NVG)的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在我院行 AGV 植

入术的 NVG 患者 44 例(44 眼),根据术前 3-5 天是否行玻璃

体腔内注射抗 VEGF 药物分为注射组(n=20 例)和非注射组

(n=24 例),随访时间：术后第 1 天、1 周、1 个月、3 个月和

6 个月。比较分析两组患者新生血管消退和复发情况、眼压

控制、最佳矫正视力、抗青光眼药物使用数量、手术成功

率和并发症

结果： 注射组和非注射组患者术后平均眼压均较术前降低

(P<0.01);平均抗青光眼药物数目均较术前明显减少

(P<0.01);术后 1 个月、3 个月注射组患者最佳矫正视力

(BCVA)均明显优于非注射组(P<0.05);注射组术中及术后前

房出血发生率均明显低于非注射组(P<0.01)；注射组术后并

发症明显低于非注射组（P<0.05）

结论：NVG 在 AGV 植入术前行抗 VEGF 药物玻璃体腔注

射能快速消退新生血管,减少术中及术后眼内出血，短期内

提高患者视力,少手术并发症，是治疗 NVG 安全有效的方法

之一

婴幼儿蝙蝠式固定服的设计及在眼科婴幼儿患者中

的应用

李祥梅,黄颖,范一丹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 探讨婴幼儿蝙蝠式固定服的设计和在眼科婴幼儿患

者中应用。

方法： 设计并制作婴幼儿蝙蝠式固定服，选取 2018 年 1

月-2018 年 6 月在我病区收治的 1 周岁以内需行眼科全麻手

术治疗的患儿 60 例，按入院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和实验

组，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30 例，对照组患儿入院后给予穿着

传统患儿病员服，实验组患儿入院后给予穿着婴幼儿蝙蝠式

固定服，其余对于患儿实施的护理措施均相同。

结果： 实验组患儿术后 4 小时内抓揉眼部次数、术后 4 小

时内哭闹次数、医护人员各项操作时长明显低于对照组，患

儿家属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婴幼儿蝙蝠式固定服具有简单易行、经济实用、患

儿及家属易于接受、节约医护人员操作时间的优点，可在临

床推广应用。

Comparison of axial elongation in highly myopic
children after wearing glasses and subsequent
peripheral defocus rigid gas-permeable contact lenses
and evaluation of related aberration changes

Xianli Du
Shandong Eye Institute，Qingdao Eye Hospital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axial elongation after wearing
glasses and subsequent peripheral defocus rigid gas-
permeable (RGP) contact lenses in highly myopic children,
and to find potential factors in aberrations that influence
axial growth.

Methods: Ten highly myopic children (19 eyes) wore
glasses for 1 year before wearing peripheral defocus RGP
lenses for 1 year in this prospective self-control study. All



patients underwent axial measurement before and after 1-
year glasses wear and after 1-year RGP wear. Wavefront
aberration measurement was performed with and without
the RGP in the eye at 3-mm and 6-mm pupil diameters,
respectively, after treatment with RGP lenses for 1 year.
Root mean square (RMS) values of aberrations of various
orders and potential visual complaint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After wearing peripheral defocus RGP lenses for
1 year, there was a mild increase in eye axial length
(26.74±0.29 mm vs. 26.57±0.31 mm, P=0.002),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increase after previous 1-
year glasses wear (26.57±0.31 mm vs. 26.23±0.30 mm,
P<0.001). Compared to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when
there was no RGP lens in the eyes, total low-order
aberrations RMS value, defocus, and astigmatism in the
eyes with RGP decreased (P<0.001, P<0.001, P=0.011),
but total higher-order aberrations RMS value, coma, and
spherical aberration increased (P=0.003, P<0.001,
P<0.001).

Conclusions: Peripheral defocus RGP lenses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axial elongation and correct low-order
aberrations in children with high myopia. High-order
aberrations especially coma and spherical aberration are
increased, which we speculate might be correlated with
the myopia retention of this type of lenses.

集合不足继发调节过度导致假性近视的治疗 73 例分

析

赵晓楠 1,李镜海 1,程先宁 2

1.济南爱尔眼科医院

2.宿州市眼病防治所

目的： 探讨不同原因导致的假性近视的治疗方法。

方法： 选取 2017 年 2 月~2019 年 2 月期间门诊接诊的集

合不足继发调节过度导致假性近视者 73 例，随机分为两

组，使其有可比性。对照组（n=35 例）单纯给予复方托吡

卡胺滴眼液进行治疗；观察组（n=38）在对照组基础上联

合视功能训练。分别于治疗开始前、开始后一个月及停止

治疗一个月进行视力检查和睫状肌麻痹前验光。

结果： 治疗前及治疗一个月时两组患者视力及屈光度差别

不大，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束治疗 1 个月，对照

组患者视力为（0.85±0.09），观察组为（0.92±0.12）；

对照组患者屈光度为（-0.57±0.08）D，观察组为（0.13±

0.07）D。两组比较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对于由于调节过度导致的“假性近视”应同时予以

集合功能检查，判断其主发原因，给予针对性的个性化治疗

方案，方可获得有效而持久的治疗效果。

特制 Ritleng 插管系统治疗儿童难治性泪道阻塞临

床分析

韩立坡

1.保定市儿童医院

2.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医院

3.保定市儿童眼病诊疗中心

目的： 观察 Ritleng 泪道插管系统治疗儿童复发性泪道阻

塞的疗效。

方法： 在保定市儿童医院眼科进行 Ritleng 泪道插管术治

疗复发性泪道阻塞患儿 84 例（106 只眼），平均年龄 22

个月，随访 1~16 个月。分析患儿年龄、泪道探通次数对治

愈率的影响。

结果： 84 例（106 只眼）中 98 只眼治愈，总治愈率为

92.45％（98/106），总有效率 100%（106/106）。年龄因

素：在 6～≤12 个月、12～≤24 个月、24～≤36 个月、＞

36 个月年龄组中，治愈率依次为 97.22％（35/36）、

95.45％（42/44）、88.89％（16/18）、62.50％（5/8）

（R=-0.968，P=0.0022）；泪道探通次数因素：1 次泪道

探通术后复发、2 次泪道探通术后复发及 2 次以上泪道探通

术后复发患眼中，治愈率分别为：95.35％（82/86）、

86.67％（13/15）、60.00％（3/5）（R=-0.982，

P=0.0014）。

结论：Ritleng 泪道插管术对治疗儿童复发性泪道阻塞疗

效显著，手术操作简单，具有较高的安全性，治愈率随年龄



增长呈下降趋势，随探通次数增加呈下降趋势。

不同治疗频率对强脉冲光联合睑板腺按摩治疗睑板

腺功能障碍的疗效对比观察

杜婧,刘建国,李勇,李晶

西安市第四医院

目的： 评估治疗频率不同时，强脉冲光(IPL)联合睑板腺按

摩治疗睑板腺功能障碍(MGD)的疗效对比观察。

方法： 纳入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8 月于西安市第四医

院就诊的 MGD 患者 30 例 60 眼。在基线、间隔 1 周、2 周

以及 1 月分别进行 1 次 IPL 治疗。在 4 次治疗前进行主观

症状评分眼表疾病指数量表(OSDI)问卷、睑酯分泌状态及

分泌性状评分、Keratograph 5M 眼表分析仪测量泪河高度

(TMH)、非侵入性泪膜破裂时间(NIBUT)及红外线睑板腺拍

摄检测并评定 IPL 治疗效果。

结果： 间隔 1 周治疗前患者 OSDI 评分、睑板腺分泌状态

评分、明显低于基线水平，而首次泪膜破裂时间

（NIBUTf）、平均泪膜破裂时间（NIBUTav）明显高于基

线水平，且与其他 2 个治疗频率相比明显增高,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 P<0．01)；间隔 2 周治疗前患者 OSDI 评分、

睑板腺分泌状态评分、明显低于基线水平和间隔 1 月治疗

前， TMH 高于间隔 1 周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治疗后患者睑板腺分泌状态持续改善。

结论：IPL 联合睑板腺按摩治疗可减轻 MGD 患者症状及改

善干眼相关指标，结合 IPL 对于皮肤的作用建议间隔 2 周

的治疗最合理。

UBM 观察双侧弥漫性葡萄膜黑色素细胞增生症的特

点

郭敬丽,陈倩,周旻,姜春晖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 采用超声活体显微镜（UBM）观察双侧弥漫性葡萄

膜黑色素细胞增生症（BDUMP）的影像学特点。

方法： 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 3 例 BDUMP 患者的的

临床资料及详细的影像学特点，包括：裂隙灯检查, 眼压，

UBM, Lenstar，B 超，眼底照片，EDI-OCT，自发荧光，

眼底荧光血管造影，吲哚青绿血管造影，SS-OCTA 以及全

身原发性肿瘤的影像学检查。

结果： 者平均年龄 67 岁，其中男性 2 例，女性 1 例；3

例患者视力下降均为首发症状，眼科确诊后全身检查发现原

发性肺癌 2 例，卵巢癌 1 例；3 例患者均发生继发性青光

眼，早期 BDUMP 眼底改变不典型，但 UBM 显示三联征

“多发性虹膜睫状体囊肿，弥漫性葡萄膜增厚以及葡萄膜痣

样增生”。

结论：“多发性虹膜睫状体囊肿，弥漫性葡萄膜增厚以及

葡萄膜痣样增生”三联征出现时，应高度怀疑 BDUMP。为

BDUMP 早期临床确诊提供新的影像学特点。

巩膜加固术在病理性近视中的应用及思后考

蔡晶 1,燕振国 1,褚仁远 2

1.兰州华厦眼科医院

2.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 研究后巩膜加固术对病理性近视患者的术后矫正效

果、应用前景并探讨对后巩膜加固术后疗效欠佳的患者再次

行此种手术的可行性

方法： 结合本院既往已行后巩膜加固术的病例，通过术后

1 月、3 月、半年、1 年复查结果，对其术前、术后，视

力、屈光状态、眼轴、角膜曲率、黄斑区 OCT 的变化进行

对比分析

结果： 后巩膜加固术创伤小、手术操作方便、能够阻止眼

球扩张及眼轴延长；对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眼底缺

血性疾病可起到治疗作用。手术效果可靠,并发症少见。

结论：后巩膜加固术 (posterior scleral reinforcement,

PSR) 是采用不同的材料在后极部巩膜变薄部位加固, 通过

植入加固材料在加固区所产生的炎症反应、肉芽新生血管形

成、纤维结缔组织增生、瘢痕形成等一系列变化，最终使加



固材料与自身巩膜融合，术后胶原总量增加、胶原亚型替

换，后巩膜强度和弹性增加,达到有效控制病理性近视的眼

轴延长,保护视网膜、脉络膜, 稳定屈光度、阻止视功能进一

步恶化的目的。

A Case of Anterior Uveitis as a First Manifestation of
Lung Adenocarcinoma

Yuxi Chen,Dan Liang
Zhongshan Ophthalmic Center，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To describe a case of lung adenocarcinoma
for which that first clinical manifestation was anterior
uveitis.
Case report：This is a case of anterior uveitis in a 50-
year-old man caused by lung ademocarcinoma metastasis
to the iris without fever, cough or pneumonia. He came to
the clinic and began to complained the redness and vision
loss within the lasting several weeks. Complete ocular slim
lamp examination were performed. A 1mm*1mm white,
round spot appeared on the edge of the right of iris at the
position of 10 o’clock. Many brown spots scattered on
lens. Anterior chamber cell(+), KP(+), Flare(+). The patient
was given an initial diagnosis of anterior uveitis with uveitic
glaucoma and PET-CT were performed to confirm whether
a metastasis of cancer existed. A 1.5*1.7cm nodes were
detected on the left upper hilum and biopsy confirmed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was lung adenocarcinoma. This
case illustrated a rare but important cause of anterior
uveitis with intraocular hypertension which underlined th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of systemic diseases and uveitis.

一款自主研发的便携式裂隙灯联合智能 APP 在老年

性白内障筛查中的应用效果评估

刘子铭 1,胡深明 2,徐玲 1

1.沈阳何氏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2.沈阳艾洛博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建立便携式裂隙灯白内障人工智能筛查数据模型并

评估该模型在白内障诊疗中的准确性

方法： （一）搭建数据模型：将三名医师进行标注后分类

的图片按照 8:1:1 的比例，划分了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

集，通过神经卷积深度学习方法，搭建白内障人工智能算

法模型。 （二）临床验证：随机收集何氏眼科医院门诊患

者 108 眼，由 1 名操作熟练的人员使用便携式裂隙灯进行

眼前段影像采集，记录患者眼部信息，并使用智能 APP 诊

断模型进行测试。将结果与医师诊断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一）模型检验：共收集 18619 张图片，进行深度

算法模型算法的搭建与检验，与标注医师相比，晶状体透

明、晶状体透明度下降、镜头混浊质量不合格的准确度分别

为 99.4%、83.0%、91.3%，85.0%；（二）实际应用检

验：共收集收集 108 眼，年龄 53.99±18.39 岁，其中 19 名

男性、36 名女性。灵敏度为 88.33% ；特异度为

74.17% ；

结论：便携式裂隙灯联合白内障智能诊断 APP 系统对标注

图片的准确性高，可辅助医师筛查；但由于数据具有局限

性，在实际应用复杂情况下的准确度低于算法模型识别的准

确度,仍需进一步探索与提高。

OCTA 定量分析 ICL 植入术后黄斑区微血管结构和

视网膜厚度的变化

朱秋健,袁幽

苏州大学附属理想眼科医院

目的： 应用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造影 (OCTA) 研究 ICL

植入术后黄斑区血管和视网膜厚度的变化。

方法： 本回顾性研究共纳入 73 名患者（平均年龄 27.53±

6.16 岁）的 73 眼（28 只眼为散光矫正型人工晶体

TICL）。所有患者均行眼轴长度 (AL)、裸眼视力

(UCVA)、屈光度数 (RD)、眼压 (IOP) 及 OCTA 检查，并

比较手术前后 UCVA、IOP 和 OCTA 变化。利用 OCTA 对

浅（SCP）、深(DCP)血管层的血管密度 (VD) 和骨架密度

(SD) 进行计算。同时测量中央区视网膜厚度 (CRT) 和节细

胞-内丛状层厚度 (GCT)。通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分析术前

和术后各测量值之间的变化。

结果： 与术前数据相比，所有患者的术后 UCVA 数据均显

著改善 (P < 0.05)。但眼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CRT

和 GCT 均表现出显著变化 (P < 0.05)。在这些指标中，

CRT 在术后 1 月和 3 月显著增高（均 P < 0.01）。术后 1



周、1 月、3 月 GCT 均明显增高（均 P < 0.01）。SCP 和

DCP 中的 VD 和 SD 变化均不显著。ICL 组和 TICL 组术后

变化无差异。

结论：ICL 和 TICL 植入术对近视眼均有较好的疗效和安

全性，但术后发生的黄斑区改变需引起重视。

基于大数据分析视角的青光眼全眼压计算模型与眼

压数据库表的设计

韩思音

上海体育学院

目的： 对青光眼病人的眼压数据分析方法进行补充，便于

准确设置靶眼压，对眼压状态进行量化比较，为眼压的大

数据分析打下基础。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某一青光眼病人的 30 组

24 小时眼压测量数据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眼压数据库表的设计

结果： 提出了如下眼压分析的新指标：平均眼压、主体眼

压、主体眼压时长、最高眼压中值、最高眼压时长、压时

值、眼压标准差、谷峰时距、升压速率，给出了眼压的分

布图和雷达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眼压”概念，即从

眼压值分布、眼压波动、眼压升高速率三个维度来全面描

述眼压状态，提出了“韩思音全眼压计算公式”。

结论：本文提出的多个眼压分析新指标和全眼压数值计算

公式，可以从多维度对眼压进行全面描述，眼压数据库表

的设计为眼压的大数据分析打下基础。

Measurements of the Parapapillary Atrophy Area and
Other Fundus Morphological Features in High Myopia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Posterior Staphyloma and
Myopic Traction Maculopathy

Xi Chen,Guo Xiaoxiao,Ran You,Lu Zhao,Yanling Wang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Aim: To investigate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parapapillary
gamma and delta zones and other fundus morphological
features in high myopia patients.
Methods: Seventy high myopia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and 47 patients
were femal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no
posterior staphyloma (no PS), PS with myopic traction
maculopathy (PS with MTM), and PS without MTM using
3-dimens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MTM patients were
further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that is, epiretinal
membrane, macular hole, and macular retinoschisis
(MRS). Diameters of the gamma and delta zones were
measured among other morphometric variables using
fundus photographs.
Results: Of the 70 individuals (127 eye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ge was 57.46
(13.56) years. In univariate analysis, morphological
features changed most dramatically in PS with MTM
patients, who had the largest gamma zone diameters, the
largest disk-fovea distance (DFD) and disk-fovea angle,
and the smallest angle kappa and vertical distance of
temporal arterial arcade. However, their horizontal delta
zone diameter was smaller than in the patients with PS yet
without MTM.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with axial length
(AL) and age adjusted, the horizontal diameter in the delta
zone of the PS without MTM group was still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in the PS with MTM group (P = 0.024).
Comparing the three subtypes of MTM patients, the
diameters of the gamma zone and DFD in MRS group
were the highest.
Conclus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amma and delta
zones changed inconsistently in different stages of high
myopia patients. These change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anatomical changes caused by local
traction. Factors such as PS, AL and ag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ese findings might provide a hint about
the pathogenesis of traction in high myopia patients.

飞秒-准分子激光术后高阶像差的变化

齐艳,张森俊,康培培,薛劲松

南京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目的： 观察飞秒-准分子激光（FS-LASIK）术后不同瞳孔

直径下人眼高阶像差和角膜高阶像差的改变。

方法： 随机选取 2018 年 2 月至 3 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眼科

医院进行 FS-LASIK 手术者 31 例（61 只眼），术前及术后

1 月分别利用波前像差仪 OPD-Scan III 检查并获取 4mm 和

6mm 瞳孔直径下人眼总像差，人眼及角膜总高阶像差、彗

差、球差、三叶草像差值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4mm 及 6mm 瞳孔下 FS-LASIK 手术后人眼总像差



均明显降低，分别降低 4.45 倍及 3.92 倍；与 4mm 瞳孔对

比，6mm 瞳孔下各像差值无论术前术后均明显增大。与术

前相比，术后 6mm 瞳孔下人眼及角膜三叶草像差变化均未

见明显差异，人眼总高阶像差增大 1.26 倍、人眼彗差增大

1.45 倍、人眼球差增大 1.53 倍，以球差增大为主；角膜总

高阶像差增大 1.72 倍、角膜彗差增大 2.188 倍、角膜球差

增大 1.85 倍，以彗差增大为主。

结论：FS-LASIK 术后高阶像差较术前增大，6mm 瞳孔区

均显著大于 4mm 瞳孔区的高阶像差。6mm 瞳孔下术后人

眼高阶像差中以人眼球差增加为主，角膜高阶像差中以角

膜彗差增加为主。

Effects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AT1-AA in
retinopathy of preeclampsia

Fang Liu
Tenth People's Hosptial of Tongji University

Aim: To determine whether AT1-AA is associated with
retinal impairment during the course of preeclampsia.
Methods: A preeclampsia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injecting AT1-AA into pregnant rats via the tail vein. ROS,
TUNEL, flow cytometry and electroretinograms(ERG)
were detect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tinal
structure became edematous and the cell density was
reduced significantly in preeclampsia group. The cell
apoptosis rate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addition, the
content of ROS, the levels of Bax and caspase-3 in the
retina were increased, while the content of Bcl-2 was
reduced significantly. Continuous observation of the ERG
showed loss of retinal ganglion cells postpartum.
Conclusion: It demonstrated that AT1-AA induced retinal
cell apoptosis by promoting ROS release and activating
caspase, and provides the clues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preeclamptic retinopathy.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发病机制初探

罗辉

爱尔眼科集团宜章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 对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的发病机制进行了一些探

索。

方法： 一、分析几种临床表现

1,在临床中发现，开角型青光眼特别一些难治性青光眼患者

往往有鼻部不适、痒、塞或流清涕症状,或者检查发现鼻部

有炎症表现.

2,在鼻部滴用含一定浓度的 NO 供体硝酸甘油后不但鼻部症

状减轻，眼压也更容易降低或降得更低.

3,颈动脉海绵窦瘘由于在海绵窦处发生动静脉交通, 静脉血

逆流, 经房水静脉可流入巩膜静脉窦, 使房水静脉流出阻力

增加，并导致眼压升高。

二、提出“海绵窦调节”假设：

由此提出了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个可能的发病机制假说：海绵

窦的引流调节对青光眼特别开角型青光眼发病起到重要作

用。海绵窦或小梁网内皮分泌的细胞因子互相影响，小梁网

滤过减少、海绵窦引流障碍可能导致眼压升高。

三、验证：提出动物模型以及通过临床观察。

结果： 临床观察到 8 例布林佐胺联合噻马洛尔不能降低眼

压的开角型青光眼患者，在加用鼻腔滴 NO 供体硝酸甘油后

眼压降到正常。3 例能跟踪观察的青光眼术后眼压波动患

者，在控制眼压后仅滴用 NO 供体硝酸甘油能在约 1 年时间

内保持眼压在正常范围内。

支持“海绵窦调节”假说的可能性。

结论：“海绵窦调节”假说可以很好地把原发性开角型青

光眼发病机制由多元论归为一元论。

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术治疗闭角型青光眼的临床分

析
郭世烜

呼和浩特市朝聚眼科医院

目的：探讨在闭角型青光眼患者中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术

的治疗效果。

方法：选 2017 年 6 月-2019 年 6 月在我院医治的患者（68

例）进行研究，随机数表法分成甲组与乙组，甲组 34 例，

乙组 34 例。乙组小梁切除术治疗，甲组超声乳化白内障吸

除术治疗，总结中央前房深度、最佳矫正视力、平均眼压、

术后并发症。



结果：甲组的中央前房深度、最佳矫正视力、平均眼压、

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等都优于乙组，差异显著，P＜0.05。

结论：在闭角型青光眼患者中，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术的

最佳矫正视力高，可有效改善中央前房深度、平均眼压，

且安全性高

眼轴优化法对高度近视合并白内障患者人工晶状体

屈光力计算的影响

张佳晴,罗莉霞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目的： 评估 Holladay 1 以及 SRK/T 公式在分别使用第一

代、第二代和非线性 Wang-Koch 眼轴优化法以及 Cooke

眼轴优化法的准确性。评估 Cooke 眼轴优化法能否用于
Barrett Universal II, Ladas Super formula (LSF) and
Emmetropia Verifying Optical 公式。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连续性病例系列研究，共纳入眼轴

长度≥26mm 的患者共 164 人（164 眼），以 28mm 为界

将人群分为两组。评估各个公式结合不同眼轴优化法时的

平均算数误差 ME，平均绝对屈光误差 MAE，绝对屈光误

差中位数 MedAE，屈光误差在±0.25D，±0.50D，±1.0D

的百分比。

结果： Holladay 1 公式联合第一版线性或非线性 Wang-

Koch 眼轴调整法在总体及各个亚组都拥有最小的

MedAE。SRK/T 公式联合第一版线性 Wang-Koch 眼轴调

整法在总体及各个亚组拥有最高的预测准确性。Cooke 眼

轴优化法能提高 LSF 公式在总体及眼轴长度 28mm 以下亚

组的公式准确性。

结论：Holladay1 及 SRK/T 公式结合特定的眼轴优化法能

够在高度近视患者中获得与最新在线计算公式类似的准确

性。  

Rose Bengal 和绿光角膜交联术（RGX）生物力学

效率的实验研究

朱鸿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明确各种参数对 Rose Bengal（RB）和绿光角膜交

联术（RGX）增强角膜张力的影响，评估其专用导光装置

应用的安全性。

方法： 去上皮离体兔眼角膜用不同浓度的 RB 着染后， 荧

光显微镜观察其基质内浸润深度。不同氧微环境下行交联并

检测角膜张力。设计专用导光装置，使绿光光斑聚焦于角膜

平面后散射于视网膜，进而对 Dutch Belt 兔进行交联，检

测组织温度变化，交联后 1d、7d 和 28d 行 FFA 观察视网

膜渗漏情况、角膜基质细胞计数，LDH 虹膜染色观察热损

伤，电镜检查观察视网膜超微形态。

结果： 1%RB 着染 2min 可穿透入角膜总厚度的 70%，

0.1%RB 着染 10min 可穿透入角膜总厚度的 60%（P<

0.05）。空气中 RGX 可增强角膜张力 64%（P< 0.05）、

特殊导光装置 RGX 后 1d 和 28 天分别兔眼角膜张力 1.9 倍

（P< 0.05）和 2.8 倍（P< 0.01）RGX 后 1d 角膜基质细胞

减少（P < 0.01），但 28d 恢复正常。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虹膜 LDH 染色、视网膜 FFA 和电镜均未见差异。

结论：改变 RB 条件可促进其在角膜基质中的渗透深度，

从而促进交联反应的深度和强度。

一种眼部一体式自粘结膜囊冲洗集液袋的设计

于文春 1,刘彦 1

1.重庆北部宽仁医院（重医附二院联合建设）

2.重庆北部宽仁医院（重医附二院联合建设）

目的： 设计一种方便眼部结膜囊冲洗积液袋，提高冲洗效

率和患者舒适度。

方法： 该积液袋采用对人体无害的 PVC 材质制作，由粘

胶层、袋口支撑条、面部临时积液袋、排液管、置地积液

袋、排液孔 5 各部分组成。粘胶层主要贴合眼面部皮肤，

防止渗水；袋口支撑条固定袋口，方便冲洗液流入；置地积

液袋方便大量冲洗液的收纳，减少频发倾倒冲洗液，使冲洗

过程连贯不间断。



结果： 新设计的眼部一体式自粘结膜囊冲洗积液袋从渗水

性、患者配合度和满意度、冲洗效果均优于传统方法（使

用受水器）。

结论：新设计的眼部一体式自粘结膜囊积液袋更适合临

床，提高临床效率。

多元化人文护理在日间手术模式下 ICL 围手术期患

者中的应用
孙婕,王瑞,杨迎春

西安市第四医院

目的： 探讨元化人文护理在日间手术模式下行 ICL 围手术

期患者中的应用，加强护患沟通，提升患者护理综合满意

度

方法： 1 抽取我科 2019.7 至 10 月日间 ICL 手术患者 68

例，随机分为常规组和研究组各 34 例。2.常规组行常规护

理模式。3.研究组在常规护理模式内容的基础上为患者实行

多元化人文护理，具体如下：1）术前 3 日建微信群，线上

视频指导患者行术前注视训练，规划术前检查路径，告知

注意事项。2）术前 1 日，运用电话告知患者术中事项，有

针对性对患者行心理护理。3）患者完成日间手术离院后，

通过电话随访及微信交流，有针对性进行术后护理指导。

4）当患者二眼术后复查时，以书信方式祝贺其顺利完成手

术，着重加强术后 1 月内个人护理指导。5）运用微信与患

者保持长期沟通,了解术后眼部康复情况及个人用眼、生活

习惯，制定个性化延续护理。

结果：

护患沟通时间：常规组均 14min±研究组均 30min±；患者

围手术期护理内容掌握度：常规组 89％研究组 97％；护理

满意度：常规组 87%研究组 98%。

结论：多元化人文护理模式在日间 ICL 围手术期的应用，

可增加护患沟通，提高患者围手术期护理事项掌握度，促

进患者顺利度过术后视力调节期，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

眼睛张力性调节新机制及其对近视发病的影响作用

任世强 1,唐广贤 2

1.石家庄鹿泉区果岭湾社区医院

2.石家庄第一眼科医院

目的： 基于经典调节理论,通过分析论证给出新调节假说即

张力性调节机制,为近视防控寻求突破性解决方案。

方法： 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研究，揭示和完善眼睛调节

过程，进而得出合理的调节机制以及对近视发病的影响作

用。

结果： 眼睛的调节由交、副感神经控制睫状肌、并通过悬

韧带控制晶状体形态的薄厚变化和轴向位移完成。其中晶状

体薄厚变化由占睫状肌 2/3 的环行肌纤维主导,晶状体位移

由占睫状肌 1/3 的纵行肌纤维主导。每个人都有与眼轴（视

网膜）对应的正常张力性调节 TA 点,该点位于交、副感神

经平衡处，该点界定了晶状体形态变化的起始，即发生 TA

点以内的调节时晶状体以薄厚变化为主，发生 TA 点以外的

调节时晶状体以轴向位移为主。

结论：张力性调节主导和规范调节发生过程, 调节开环或发

生于该点的调节刺激时,其焦点落在视网膜上；离开该点，

所视物的焦点会随注视距离的不同分别落在视网膜前后焦深

内。张力性调节机制下，专注看近的视觉需求使 TA 发生近

端偏移即调节适应，晶状体变得更厚，伴随眼轴弹性变长、

脉络膜变薄血供减少等变化，巩膜发生非正常的生化改变，

致使巩膜重塑眼轴增长,时效为：起于调节适应时，止于

NITM 反应消除后正常的 TA 点恢复。

看远的视觉环境能够抑制眼轴过增长；现行屈光不正的矫正

方法无法提供抑制眼轴增长的远视环境(近视性离焦),使眼轴

进一步增长。

Post-marketing Intensive Drug Monitoring Study on
the Safety of 0.0015% Tafluprost in Chinese patients

Xinghuai Sun1,Yanjiang Fu2,Bo Qu3,Yewei Wang4,Xin
Tang5,Yuhong Wang6

1.Eye and ENT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2.Daqing Ophthalmologic Hospital

3.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4.Dalian He Eye Hospital
5.Beijing Tongren Eye Center，Beijing Tongren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6.Xiamen Eye Center of Xiamen University

PURPOSE：To evaluate the incidence and severity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ADRs) of 0.0015% Tafluprost
Eyedrops (Tapros®, Santen Pharmaceutical Co., Ltd.,
Japan) in Chinese patients during post-marketing
surveillance (PMS).
METHODS: This multicenter, non-interventional and
cross-sectional PMS study is expected to enroll 3000
patients receiving 0.0015% Tafluprost. Severity and cause
of each adverse event (AE) is assessed by the
investigator and adjudicated as an ADR when it has a
reasonable suspected causal relationship to tafluprost.
RESULTS: A total of 2544 patients with median age of
50.8±19.1 years were enrolled from 20 centers in China
between July 2017 and June 2020. 1488 patients (58.5%)
with primary open-angle glaucoma (POAG), 556 patients
(21.9%) with ocular hypertension (OHT), and the others
(19.6%). 499 patients were reported accepting with off-
label used, and angle-closure glaucoma (41.7%, 208/499)
is most frequently reported. 1670 patients had records of
concomitant medications of which the most common drugs
were carbonic anhydrase inhibitors (37.1%,
620/1670).269(10.6%) patients reported 377 AEs, no
patients experienced serious AEs. 258 (10.1%) patients
experienced 359 ADRs, and 88.6% ADRs were found to
be mild. The ADRs were mainly in the eyes (98.1%) and
the most frequently reported were conjunctival hyperemia
(2.5%), ocular hyperemia (2.4%), eyelash change (1.2%)
dry eye (1.1%) and blepharal pigmentation(1.1%).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85.3%, 220/258) experiencing ADRs
were suggested to continue tafluprost treatment by
investigators.
CONCLUSIONS: The incidence of ADRs in this study,
such as conjunctival hyperemia, is lower than the rate in
the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and China phase III study of
tafluprost. Meanwhile there is no potential signal of serious
risks being documented. In summary, tafluprost is safe
and well tolerated in Chinese patients in real world
application.

Onion Epithelial Membrane Scaffolds Transfer Corneal
Epithelial Layers in Reconstruction Surgery

Guoliang Wang,Mengyi Jin,Xiaoping Zhou,Yuhua
Xue,Cheng Li

Eye Institute of Xiamen University

Purpose: Use of plants and plant extracts for treatment of
disease has lasted for about more than ten centuries, but
there are few reports on the use of plant materials in
animal cell culture and transplantation. In our study, plant-
derived membrane (onion epithelial membrane, OEM) was

used as the scaffold material for cultured corneal epi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plant-derived
materials as tissue engineering corneal materials.
Methods: Before the OEM used for cell culture,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material were
examined. After that, the corneal epi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are cultured on the OEM,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
cultured cells and related markers are detected. Finally,
rabbits ocular surface reconstruction was performed with
tissue-engineered corneal epithelium grown on OEM.

Results: In this study, onion epithelial membranes (OEM)
have been used as scaffolds to support cultures of a
variety of cells such as fibroblasts and epithelial cells
notably; they maintained the phenotypic characteristics of
corneal epithelial cells. This improvement included
preservation of the proliferative potential and stemness of
rabbit corneal epithelial cells (RCECs). Such an outcome
suggested that this cost-effective technology warranted
further evaluation to determine if OEM is a viable
candidate for use as scaffolds in corneal epithelial
transplantation surgery. To test this possibility, rabbit
corneal epithelial cells (RCECs) expanded on OEM were
transplanted to treat corneal epithelial defects in limbal
stem cell deficient rabbits. This procedure was successful
because it shortened the time required for wound healing
to restore losses in corneal epithelial integrity, and formed
a more compact and stratified epithelium framework than
the untreated group.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the plant-derived materials were
used in the culture of mammalian cells and the followed
reconstruction of rabbit ocular surface. It successfully
broke the inherent boundary between animal kingdom and
plant kingdom, and showed the potential of plant-derived
materials for animal research and even clinical
applications. Because of its advantages of low cost, easy
access and biosafety, plant-derived materials will have
extensive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future regenerative
medicine.

单眼调节训练对双眼视觉习惯的影响

赵风如

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

目的： 观察对于单纯调节不足的人群,只进行单眼的调节训

练,对其视功能和眼位的影响,及对其视觉习惯的影响

方法： 选取眼位正常,只有调节不足症状的 16 名儿童,分为

A,B 两组进行视觉训练. 每周训练一次,每次训练 45 分钟. A

组每次只进行单眼调节训练,B 组每次训练分为 30 分钟的同



项目单眼调节训练,15 分钟的双眼调节训练或散开训练.连续

10 次训练后进行复查

结果： 复查结果为,A 组调节功能基本合格,但眼位比训练

前稍偏向内隐斜,双眼调节灵敏度和 PRA 均偏小,甚至出现

复视的症状,其它视功能正常.B 组调节基本正常,眼位及其它

视功能正常

结论：在未训练前,这 16 位儿童虽有疲劳症状,但未出现复

视情况,他们虽然调节不足,但其一直处于此视觉状态,也均已

习惯.当进行单眼调节训练时,虽然不涉及双眼,但也会调动一

部分集合,这时原本相对协调的调节和集合量,可能会因为调

节的改变而变得不协调,进而出现复视,但这种情况可以通过

合理的引导训练和适应而慢慢变好.但如果训练时加入双眼

的调节和散开放松训练,可以在消除视疲劳的同时,帮助其更

快速的适应新的视觉状态

配戴塑形镜后与眼压相关因素研究

李树茂 1,2,杨晓艳 1,陈晓琴 1,李丽华 1

1.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

2.天津医科大学眼科临床学院

目的： 角膜塑形术后与眼压改变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方法： 选取 52 名就诊于我中心的患者，男 16 例，女 36

例，年龄 8 岁～44 岁，平均（17.93±10.4）岁，近视均在-

4.00DS 以内，散光＜1.75DC 无眼部活动性疾病，分别于

塑形镜配戴前后进行角膜地形图、眼压、眼轴、角膜厚度

以及角膜生物力学检查，戴镜一年，其中 27 人戴镜一年后

洗脱一月，行眼压和角膜生物力学检查，均取右眼数据分

析

结果： 戴镜一月后，角膜平坦 k 值各随访点（p＞0.05）

无统计学差异，眼压基线与 6 月、12 月随访点有统计学差

异（p＜0.05），6 月和 12 月与基线的眼压差无统计学差异

（p＞0.05），角膜生物力学指标中 IOP、Pachy、DA

Ratio（2mm）、bIOP、SP A1、CBI 在基线和停戴角膜塑

形镜 1 月后无统计学差异（p＞0.05），ARTh、

Intergreated Radius、SSI 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眼压与眼轴、角膜厚度相关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角膜塑形术后眼压减小，停戴后眼压恢复。眼压减

小与角膜平坦 k 值的平坦化、塑形前的等效球镜（SE）呈

正相关，未见与眼轴和角膜厚度相关

Lens thickness and its associations with other ocular
biometric parameters and systemic variables in
children

Ruixue Zhang,Hongsheng Bi
Eye Institut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
Purpose
To analyse the distribution of lens thickness and its
associations with other ocular biometric parameters and
systemic variables in children.
Methods
Lens thickness measurements were available for 932
children (mean age: 11.3±3.5 years; range: 6–18
years).All participants underwent a standardized detailed
interview and an ophthalmological examination including
cycloplegic refractometry and ocular biometry.
Results
Mean lens thickness (right eyes:3.46 ±0.20 mm; range:

2.91–4.15 mm; left eyes: 3.45±0.19 mm; range: 2.83–4.39

mm) showed a mean inter-eye difference of 0.04±0.05
mm. Lens thickness was normally distributed
(Kolmogorov–Smirnov test: p = 0.18). Lens thickness
decreased from age 6 to 12 years and increased
thereafter (Fig. 1). In 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thicker lens thickness was associat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r2: 0.46) with older age [p < 0.001;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beta: 0.18; non-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B: 0.0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01, 0.01], shorter ocular axial
length (p < 0.001; beta: 0.27; B: 0.04; 95% CI: 0.05, 0.03),
larger corneal diameter (p < 0.001; β: 0.32; B: 0.15; 95%
CI: 0.13, 0.18) and shallower anterior chamber depth (p <
0.001; β: 0.64; B: 0.44; 95% CI: 0.49, 0.40). Lens
thickness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lifestyle parameters
such as total time spent outdoors (p = 0.66) or indoors (p
= 0.60).
Conclusions
For each millimetre enlargement in axial length, the
equatorial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ameters of the eye
increase by about 0.50 mm in eyes with an axial length ≤
24 mm, and they increase by about 0.20 mm in eyes with
an axial length >24 mm. The increase in the equatorial
diameters will lead to a larger diameter of the ciliary body
so that the lens fibres may get more tightened and the
lens thinner.



Surgical efficacy of persistent pupillary membranes

Xin Wang1,Chao Qu1,2
1.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2.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Objective: To explore surgical treatment for persistent
pupillary membrane (PPM) and its effect.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data and follow-up
of 6 patients (6 eyes) with PPM who underwent surgery in
our ophthalmology clinic from September 2015 to
December 2019.
Results: All patients (6 eyes) with PPM were submitted to
simply PPM resection. In the patients who were submitted
to PPM resection, the final follow-up visual acuity in 5
patients (5 eyes) were improved. The visual acuity of the
other eye did not improve significantly after surgery.
Conclusion: Surgical treatment of persistent pupillary
membran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saf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method. Serious membrane pupil residual
membrane should be treated at early stage, and
amblyopia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after surgery.

青少年近视调节力与近视程度的相关性

孔玲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青岛眼科医院

目的： 通过调节力的检测，探讨调节幅度、正负相对调节

与青少年近视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病例研究。选取 2 年间来医院验配中心就诊

的 204 例（408 眼）青少年受试者，其中男生 104 例，女

生 100 例。年龄 6-18 岁。排除眼部疾病后用电脑验光仪和

综合验光仪进行屈光检查，再进行双眼调节幅度和正负相

对调节检测，屈光不正度均在（球镜-0.25~-9.00D，柱镜<-

2.00D）范围内。根据近视程度的不同分为低度近视组、中

度近视组、高度近视组，散光以等效球镜度计算。分别统计

三组近视程度调节参数正常的比例

结果： 通过调节参数测量,调节幅度正常比例：低度近视

组占 46.3%，中度近视组占 46.1%，高度近视组占 50%。

正相对调节正常比例：低度近视组占 21.8%，中度近视组

占 32%，高度近视组占 25%。负相对调节正常比例：低度

近视组 92.7%，中度近视组 97.4%，高度近视组 87.5%。

结论：在这 204 例病例中反映出，调节幅度和正相对调节

的正常率在青少年近视患者中普遍偏低，以正相对调节偏低

更为显著。高度近视组调节幅度优于低中度近视组。负相对

调节普遍正常，但高度近视组正常率明显低于低中度近视

组。

为什么病毒性角膜炎多为单眼发作，而视网膜坏死

易累及双眼：循证研究

吴甦潜,张朝然,雷博雅,莫晓芬,徐建江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 探寻造成病毒性角膜炎（Viral Keratitis，VK）极少

双眼发作而急性视网膜坏死（Acute Retinal Necrosis，

ARN）易双眼发病的潜在原因及机制。

方法： 系统回顾及循证研究。

结果： VK 和 ARN 单双眼发病的差异在于位于对侧眼的病

毒是否能在一侧眼发病后接着被激活。通过对诱发/调控好

发病毒重新激活因素的询证分析发现，角膜及视网膜内神经

生长因子和 mTORC1 蛋白复合物潜在的表达差异可能是造

成病毒重新激活难易的因素。此外，通过对单眼注射单纯疱

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HSV）的小鼠模型研究发

现，HSV 能够以超越其本身迁移至视交叉的速度迅速迁移

至对侧眼视网膜；尽管目前机制未知，但该现象提示双眼之

间新的潜在病毒交通通路的存在，也许同样是引起 VK 和

ARN 双眼发病比率差异的因素。

结论：尽管出于相关动物模型缺乏等技术瓶颈，目前难以

确定 VK 和 ARN 双眼发病比率差异如此之大的原因，但仍



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些线索，并提示临床工作者不论对于 VK

还是 ARN 而言全身抗病毒治疗的重要性。

长期夜戴角膜塑形镜对角膜内皮细胞及角膜厚度的

影响

张姝贤,李丽华,陈晓琴,刘金丽

天津市眼科医院

目的： 观察连续夜戴角膜塑形镜 5 年以上近视患者角膜内

皮细胞及角膜厚度的变化

方法： 回顾性病例研究。收集 2013 年 1 月年至 2020 年 1

月在我院视光中心验配角膜塑形镜，连续配戴时间≥5 年的

青少年近视患者 30 例，共 60 只眼。平均年龄 10.68 岁

（8~15 岁），近视屈光度-0.75D~-5.00D，散光≤1.50D。

常规检查并验配角膜塑形镜，戴镜期间每年定期复查角膜

内皮镜及角膜厚度。

结果： 连续戴镜 5 年后，患者的平均角膜内皮细胞密度为

3065.15±35.23/mm2，较戴镜前无明显差异（P>0.05）;平

均细胞面积 294.32±21.63µm2，较戴镜前无明显差异

（P>0.05）六边形细胞比例由戴镜前的 68.35%±6.45%，

降为 55.63%±9.87%，较戴镜前明显减少（P=0.032）；变

异系数由戴镜前的 23.11%±1.68%，增长为 33.48%±

3.92%，较戴镜前明显增高（P=0.014）；平均角膜厚度

523.58±9.34 µm，较戴镜前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连续夜戴角膜塑形镜 5 年后角膜内皮细胞密度及角

膜厚度均无明显改变，长期戴镜安全、有效。

Averaged Choroidal Thickness and Ocular Axial
Length Changes after Short-Term Treatment with
0.01% Atropine Eye Drops

Qiong Xu,Kai Wang,Mingwei Zhao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 & Hospital

Significance: To our knowledge,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show that atropin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averaged
choroidal thickness (ChT) over time, which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slowing ocular axial length (OAL)
elongation.
Purpose: We observed the short-term effect of 0.01%
atropine eye drops on averaged Ch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AL change.

Methods: Forty children with myopia (eight to twelve years)
were subjected to ChT and axial length (AL)
measurements before and one week, one month, and
three months after 0.01% atropine or placebo
administration. A ChT map and choroidal volumes in nine
posterior pole regions we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via a
customized MATLAB program. The averaged ChT was
calculated by the choroidal volume over the area of the
specific region. OAL was the sum of the AL and subfoveal
Ch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veraged ChT change and
OAL elongation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averaged ChT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atropine after 3 months (P<.05), i.e. the central foveal
zone (270.7 ± 40.9 μm to 302.4 ± 44.1 μm, P<.001) and

the whole posterior parafoveal zone (277.0 ± 35.2 μm to

308.4 ± 42.7 μm, P<.001). Changes varied across the
posterior regions (P<.001), with the largest and smallest
changes being observed in the temporal (37.8 ± 24.1 μm)

and nasal (23.6 ±15.4 μm) regions, respectively
(proportional to the baseline data). Three months of
atropine treatment increased the AL by 0.11 ± 0.12 mm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e control, 0.22±0.15 mm,
P=.015).While the OAL chang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only nearly significant (P=.06). Both AL and OAL
chang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hT changes
(subfoveal and central foveal zones) (P<.05).
Conclusions: Atropine (0.01%) inhibits OAL elongation
and promotes ChT thickening during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application.

基于 Sirius 角膜最薄点厚度和后表面曲率对称指数

诊断早期圆锥角膜的预测指标
徐悦,张晓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早期圆锥角膜的有效诊断仍是筛选屈光手术患者以

减少医源性角膜扩张风险中普遍关注的问题。本研究旨在根

据 Sirius 中的参数构建和验证早期圆锥角膜的诊断模型。

方法： 将 46 只早期圆锥角膜眼和 46 只具有可比性的正常

眼纳入预测组。基于 Sirius 的地形数据，测厚数据和像差数

据，使用 LASSO 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构建了公式和预测指

标。 应用组包括 23 只 Sirius 诊断为可疑圆锥角膜的早期圆



锥角膜眼和 23 只具有可比性的正常眼。预测指标在应用组

中进一步实现了外部验证。

结果： 在逻辑回归分析之后，在 Sirius 的角膜最薄点厚度

和后表面曲率对称指数的基础上，计算出 Sirius 圆锥角膜指

数（SKI），且其在预测组中具有最高的 AUC（AUC =

0.932）。 SKI 的临界值确定为 0.44。然后在预测组中先后

分析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模型校准图形和预测模型的

列线图。最后，通过应用组研究了 SKI 的准确性，其敏感

性为 91.30％，特异性为 95.65％。

结论：基于 Sirius 角膜最薄点厚度和后表面曲率对称指数

的 SKI 为屈光手术的术前筛查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方

法，可用于检测早期圆锥角膜的患者。

不同年龄先天性白内障患儿行白内障摘除联合 IOL
植入术后眼球发育变化研究

何唯,黄旭东,姜雅琴

潍坊眼科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段先天性白内障患儿行白内障摘除联

合 IOL 植入术后眼轴和屈光状态的变化情况。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 月于我院诊断为先天

性白内障并排除其他眼部疾病的患儿共 45 例 80 眼，行白

内障摘除联合 IOL 植入术，按手术年龄分为 2 岁组 14 例

(26 眼)，3-5 岁组 15 例(26 眼)，6-12 岁组 16 例(28 眼)，

术后根据屈光状态进行弱视训练。比较各年龄组术后 1

年、2 年及 3 年的眼轴长度变化，及术后早期、术后 1 年、

2 年及 3 年屈光度变化情况。

结果： 收集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 月于我院诊断为先天

性白内障并排除其他眼部疾病的患儿共 45 例 80 眼，行白

内障摘除联合 IOL 植入术，按手术年龄分为 2 岁组 14 例

(26 眼)，3-5 岁组 15 例(26 眼)，6-12 岁组 16 例(28 眼)，

术后根据屈光状态进行弱视训练。比较各年龄组术后 1

年、2 年及 3 年的眼轴长度变化，及术后早期、术后 1 年、

2 年及 3 年屈光度变化情况。

结论：先天性白内障患儿行白内障摘除伴 IOL 植入术后，

随着年龄增长，眼轴长度变化及屈光度变化趋于缓慢，术

后屈光度存在向近视方向转变的趋势，且年龄越大，近视

漂移的幅度越小。

急性黄斑旁中心中层视网膜病变进展为 BRAO1 例
常鲁,刘航宇,张杰,孙先勇

潍坊眼科医院

目的： 患者男，69 岁，3 天前突然出现右眼眼前固定黑

影，无眼红、眼痛

方法： 眼科检查 Vod：0.6 矫正 0.8 ，Vos：1.0，眼压：

16mmHg（双），左眼眼底：黄斑区及视盘鼻侧灰白色病

灶。既往高血压病史 5 年，用药不规律，入院血压

165/95mmHg。OCT：右眼黄斑区中心凹旁内核层反射信

号增强，视网膜增厚。OCTA：右眼病灶处血管密度明显减

少。颈部血管彩超检查：双侧颈动脉斑块并狭窄形成

初步诊断 右眼急性黄斑旁中心中层视网膜病变（PAMM）

结果： 治疗 降血压、改善循环、营养神经

病情进展 6 天后患者诉突然视力下降，Vod：0.1 矫正无

助，黄斑下方视网膜大片水肿区，OCT 示：黄斑区视网膜

反射信号增强、厚度增加。增加诊断：BRVO（右）

结论：PAMM 是由 Sarraf 于 2013 年首次报道，目前报道

的 PAMM 多数继发于其他视网膜血管疾病，如糖网、RVO

等，本病例记录了 PAMM 发病 9 天后进展为 BRVO，视力

也明显下降，所以推测 PAMM 有可能是 RAO 的前兆，所

以遇到主诉为视力下降伴眼前暗影时，应当仔细检查后极部

是否有灰白色或白色病灶，警惕 PAMM 的发生，若发现

PAMM 病灶较大，数量较多时则有可能是发展为 RAO 的高

危因素。

基于 RNA-Seq 的小鼠真菌性角膜炎基因表达谱分

析

张青 1,张健 2,巩梦婷 2,潘若兰 2,陶黎明 1,何侃 2

1.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安徽大学

目的： 真菌性角膜炎(FK)是一种致盲性眼病，在世界范围

内发病率很高，目前针对本病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固有

免疫应答机制可抵抗外来真菌感染的入侵。 其中，C 型凝

集素受体（CLRs）可以识别真菌入侵并触发信号转导途径

和细胞反应来消灭病原体。然而，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



个受体因子上，对 FK 发病机制的遗传因素尚未进行系统分

析。本研究旨在从基因组学角度探讨 FK 的分子机制，并进

一步阐明其发病机制。

方法： 我们通过 RNA 测序对 FK 小鼠模型进行了转录组分

析，以获得相关基因表达谱，并识别在小鼠 FK 发病过程中

关键遗传因子的差异表达基因、信号通路和调控网络。

结果： 我们发现了几个与 FK 显著相关并作为 FK 标记的

基因，如炎性细胞因子基因 IL1B、IL6、IL10、IL23 和

TNF。通过定量 RT-PCR 和 Luminex multiplex 检测技术验

证 FK 小鼠角膜中 IL-1β、IL-6 和 TNF-α的 mRNA 和蛋白表

达模式。在真菌感染小鼠角膜的过程中，Wnt、cGMP-

PKG 和 Hippo 信号通路显著富集。

结论：我们的研究可能有助于阐明 FK 的发病机制，并确

定治疗 FK 的其他候选药物靶点。

使用 Oculus Keratograph 4 测量下睑缘厚度
王大虎,刘新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目的： 使用 Oculus Keratograph 4（K4） 测量后睫毛线

到泪河前缘的下睑缘厚度(LLMT)。

方法： 这是一项前瞻性、单中心、观察性研究。年龄在 18

岁至 79 岁之间，无眼部疾病的 90 名志愿者被纳入这项研

究。同一名操作者使用 K4 对 90 名受试者的 90 只眼睛进行

了两次 LLMT 的测量，取均数。在这之前，为验证 K4 的可

靠性，在相同条件下，由两名操作人员分别对 30 名正常受

试者进行 LLMT 的测量。

结果： 两个操作员之间 LLMT 测量的组内相关系数

（ICC）显示出良好的再现性（0.94±0.18 vs.0.96±0.16

mm，ICC=0.88，P=0.18）。90 例志愿者（男 42 例，女

48 例）平均年龄为 45.5±14.1 岁。LLMT 为 0.95±

0.17mm，范围为 0.53～1.40mm。下泪泪河高度为 0.29±

0.05mm。Spearman 秩相关系数分析表明，LLMT 与年龄

呈显著正相关（rs=0.57，P<0.001）。此外，性别间的

LLMT 似乎没有显著差异（0.97±0.16 vs.0.93±0.18 mm，

P=0.32）

结论：提供定量分析和影像学数据 K4 是一种可靠的 LLMT

测量工具。LLMT 与年龄关系密切，与性别无关。

眼前节生物学参数与有晶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状体

植入术后拱高的相关性分析
张慧青 1,杨诚 1,徐莉 1,2,蓝剑青 1,

潘羽蔚 1,李娟 1,谢文娟 1,廖伟雄 1

1.广东省人民医院

2.佛山华夏眼科医院

目的： 分析眼前节生物学参数与有晶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

状体（ICL）植入术后拱高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于我院行

ICL 植入术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术前中央前房深度

（ACD）、角膜水平白到白（WTW）直径、晶状体厚度

（LT）、晶状体矢高（CLR）及术后 3 个月拱高，分析各

项眼前节参数与拱高的相关性。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33 人 58 眼，术前平均等效球镜-

10.54±2.84D、WTW 11.45±0.27mm、ACD 3.12±

0.17mm、LT 3.72±0.26mm、CLR 206.72±157.58μm，术

后 3 个月平均拱高 410.31±146.11μm。年龄与拱高无明显

相关性（P=0.058）。术前 ACD、WTW、LT、CLR 与拱高

具有显著相关性，其中 ACD、WTW 与拱高呈正相关

(P=0.001, P=0.039)，LT、CLR 与拱高呈负相关(P=0.041,

P=0.000)。

结论：ICL 植入术后拱高与术前 ACD、WTW呈正相关，

与 LT、CLR 呈负相关。
1
分析环曲面和球性角膜塑形镜在低散光儿童中的运

用

谢竺,毛欣杰,陈敏锋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的: 分析环曲面和球性角膜塑形镜在低散光儿童中的运

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选取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3 月完成

角膜塑形镜验配并持续戴镜 1 个月的近视儿童 171 例，通

过 Matlab 描绘塑形圆定位圆心为塑形区中心，测量偏心距

离大小并分析偏心方向；根据高度图计算矢高差；根据镜片



的不同和矢高差的大小分为低矢高差球镜组、低矢高差环

曲面组、高矢高差球镜组和高矢高差环曲面组，然后根据

镜片偏心情况以及戴镜 1 月后的裸眼视力评估戴镜后的情

况

结果: 平均偏心距离为 0.58±0.31mm，平均矢高差为

20.30±11.91μm，戴镜前的最佳矫正视力（1.02±0.07）和

戴镜 1 月后的裸眼视力（0.94±0.22）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01。在低矢高差组，球镜组和环曲面镜组在球

镜、散光、角膜曲率（FK、SK）、平坦 e、戴镜前后视力

以及偏心量上均无显著性差异性，P＞0.05；在高矢高差

组，球镜组和环曲面镜组在散光、角膜曲率（FK、SK）、

平坦 e、戴镜前后视力以及偏心量上均无显著性差异性，P

＞0.05。在所有分组中偏心方向均是以颞下偏心为主

结论:在低度散光儿童中，球性镜片和环曲面镜片都能取得

良好的中心定位和戴镜后的裸眼视力

全飞秒近视激光术后 1 年之角膜生物力学变化分析

毛琇玉 1,2,戴锦晖 1,2

1.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卫健委近视眼重点实验室

目的： 研究不同角膜厚度患者行全飞秒近视激光术后 1 年

之角膜生物力学改变。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共纳入患者 62 名，选

取其右眼数据进行分析。含薄角膜患者 14 名，中等厚度角

膜患者 29 名，厚角膜患者 19 名均随访至术后 1 年。着重

所有患者手术前后裸眼视力，矫正视力，主觉验光

（MRSE），以及由眼反应分析仪（ORA）提供的角膜生

物力学常数，主要包含角膜粘滞阻力（CH）及角膜阻力因

子（CRF）,同时计算 CH 改变量（△CH）,△CH 与术前 CH

比值（△CH 指数），及△CH 与透镜厚度（LT）比值（△

CH/LT）；CRF 亦同。

结果： 三组透镜直径分别为 6.0±0.4/6.4±0.3/6.6±

0.1mm，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T 分别为 98.0±

14.2/112.3±19.5/105.7±31.4um，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三组手术前后 MRSE 差距均无统计学意义。三组手术

前后 CH 及 CRF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三组在△CH、△CH

指数、△CH/LT 及△CRF、△CRF 指数、△CRF/LT 三项指标

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对角膜偏薄患者而言，在全飞秒近视激光术中适量

缩小光学区不仅可维持手术疗效，更利于维持术后角膜生物

力学强度的稳定。

OK 镜佩戴一月时眼轴缩短与近视控制效果的相关性

分析

王安肯,杨晨皓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探讨 OK 镜佩戴一月时眼轴缩短与近视控制效果之

间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我院满足以下条件的 OK 镜佩戴者：按时复查

及 1.5 年停戴 1 月换片睫状肌麻痹验光数据齐全。按照初戴

一月时眼轴是否缩短分为眼轴缩短组及眼轴未缩短组

结果： 共选取两组各 88 只眼。两组基线性别比、年龄、

等效球镜、球镜、眼轴、等无明显差异。佩戴一月后眼轴变

化：眼轴缩短组-0.079±0.041mm，眼轴未缩短组 0.059±

0.041mm，有统计学差异（P＜0.05）。1.5 年后眼轴变

化： 眼轴缩短组 0.272±0.178mm，眼轴未缩短组 0.524±

0.178mm，有统计学差异（P＜0.05）。1.5 年后等效球镜

变化：眼轴缩短组-0.36±0.44DS，眼轴未缩短组-0.90±

0.47DS，有统计学差异（P＜0.05）。1.5 年后球镜变化：

眼轴缩短组-0.24±0.35DS，眼轴未缩短组-0.75±0.49DS，

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佩戴 OK 镜一月时眼轴缩短的明显程度与近视控制

效果的明显程度具有显著相关性。可以考虑将佩戴 OK 镜一

月时的眼轴缩短与否作为评估后续近视控制有效程度的预测

值

气候性滴状角膜变性的患病率及相关因素： 一项新

疆塔城哈萨克族的横断面研究

华志翔,韩笑言,杨晋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调查新疆塔城地区哈萨克族群体中的气候性滴性角

膜病的患病率及其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本研究通过分层抽样的方法，共纳入 1030 名 40 岁

及以上的哈萨克族参与者，并对所有受调查者开展问卷调

查和眼专科检查。通过单因素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气候性滴状角膜变性发生相关的危险因素。

结果： 本研究包括塔城地区 1,030 名 40 岁及以上哈萨克

族参与者（2060 眼），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 54.59±9.581

岁（40-93 岁），其中 46.9％（n = 483）为女性。在 66 名

（p=6.4％; 95％置信区间[CI]：4.9％-7.9％）受试者中发现

存在气候性滴状角膜变性。基于回归模型，年龄，接触时

间，接触防护和蔬菜摄入量与气候性滴状角膜变性发生相

关。

结论：老龄和长期户外暴露是 CDK 的危险因素，而蔬菜

摄入和戴帽子则是保护因素。性别，体重，吸烟，水果摄

入，肉类摄入，酒精摄入及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和胆

囊炎与气候性滴状角膜变性的发生无关。

新疆地区多民族青少年儿童近视患病率及眼部生物

学参数的比较

施雨萌,杨晋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 调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多民族青少年儿童屈光不正

患病率及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来自新疆 46 所学校的 6 ~

23 岁 5 个民族的 67102 名学生参与了本研究，分民族统计

屈光不正的患病率及相关眼部检查，包括：裸眼视力、最

佳矫正视力和用统一仪器测量眼轴、角膜曲率等眼部生物

参数。

结果： 新疆汉族中小学生按年龄和性别调整的近视、低度

近视、高度近视、散光和屈光参差的患病率分别为 65.84

％、62.59％、3.25％、39.14％、15.50％。 近视患病率

（年龄和性别调整后）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汉族（65.84

％）和回族（59.09％）高于维吾尔族（30.05％）、吉尔

吉斯族（30.15％）和哈萨克族（29.97％）。 与其他三个

少数民族相比，汉族和回族儿童的眼轴更长，且眼轴与角膜

曲率的比值更大。 总体而言，女性比男性眼轴短，角膜曲

率以及眼轴与角膜曲率的比值更小（P <0.01）。

结论：新疆地区学龄儿童近视患病率存在显著的民族差异

（汉族>回族>吉尔吉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本研究

在同一地区的多民族人群中进行，对于丰富屈光不正和眼生

物测量参数的民族信息资料，以及促进近视相关疾病和风险

的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