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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

日 期 主办公司 会议主持

3 月 24 日
精雕细琢-晴典永传

爱尔康公司
陈跃国 教授

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时 间 会议主题 主讲人

12:00-12:20 Contoura Vision 临床观查及注意事项
白继 教授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2:20-12:40 睛赢策略- 个性化手术治疗方案
翟长斌 教授
北京同仁医院

12:40-12:45 主席总结

3 月 24 日

日 期 主办公司 会议主持

3 月 24 日
不仅靠“研”值

2017COOC 露晰得专题卫星会
杨积文副总监
沈阳爱尔眼科   

时 间 会议主题 主讲人

11:45-12:30 

《露晰得散光片与常规片近视控制
效果临床观察》

姜珺副教授
温医大眼视光

国家 973 课题之《角膜塑形镜对学龄儿童近视进
展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新进展

李仕明博士
北京同仁医院   

《露晰得散光片 5 年大样本临床应用回顾》
杨积文副总监
沈阳爱尔眼科   

3 月 24 日

日 期 主办公司 会议主持

3月24日
功能性眼病的诊疗新进展

深圳康哲
褚仁远教授

时 间 会议主题 主讲人

11:45-11:50 主持 褚仁远教授

11:50-12:10 视觉疲劳的机制和多向度治疗策略 杨顺南教授

12:10-12:30 施图伦和阿托品滴眼液在儿童近视防控
的临床思考

褚仁远教授

地点:3楼A厅

地点:3楼B厅

地点:3楼C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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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

日 期 主办公司 会议主持

3 月 24 日
目立康 COOC 卫星会：

Infinite Vision——安全护理的三位一体观
杨智宽

爱尔眼科集团视光及小儿眼科事业部

时 间 会议主题 主讲人

11:45—12:30 

《硬镜护理液国家安全标准的科学解读》
冯晓明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
器械检测中心

《接触镜验配管理中的护理问题》
毛欣杰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立康的科学护理观—安全性与有效性》
富井 新

日本目立康株式会社

3 月 24 日

日 期 主办公司 会议主持

3 月 24 日
速高捷午餐卫星会

沈阳兴齐
孙兴怀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时 间 会议主题 主讲人

11:45-12:30 
角膜屈光手术进展与 smile 神经修复药物

周行涛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屈光手术后角膜损伤的修复
李莹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3 月 24 日

日 期 主办公司 会议主持

3 月 24 日 大冢制药 史伟云教授

时 间 会议主题 主讲人

11:45-12:10 浅谈少见菌的角膜感染 孙旭光教授

12:10-12:35 细菌性角膜炎的治疗 徐建江教授

12:35-12:45 大会主席总结 史伟云教授

地点:3楼D厅

地点:3楼E厅

地点:3楼F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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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

日 期 主办公司 会议主持

3 月 24 日 艾尔建

时 间 会议主题 主讲人

11:45-11:47 大会主席致辞
瞿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11:47-12:07 青光眼初始治疗策略
张虹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2:07-12:27 高渗状态下的眼表损伤与保护
陈蔚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12:27-12:30 大会主席总结
瞿佳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3 月 25 日

日 期 主办公司 会议主持

3 月 25 日
《ALPHA 角膜塑形术研讨会》

北京远程视觉

时 间 会议主题 主讲人

10:00~10:20 《高度角膜散光的塑形镜验配》     谢培英教授
国际角膜塑形镜学会理事, 亚洲分会主席

10:25~10:45 《近视眼防控需要综合防控体系》
杨智宽教授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0:45~11:00 《ALPHA 设计与加工优势》
伊藤孝雄博士

 Takao  Ito，Ph.D. Director 

3 月 25 日

日 期 主办公司 会议主持

3 月 25 日
驻足巅锋-领袖未来

爱尔康公司
卢奕 主任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时 间 会议主题 主讲人

12:00-12:20 飞秒辅助在复杂白内障手术方面的优势
赵云娥 主任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12:20-12:40 飞秒辅助屈光白内障手术的下一步--  
生物标记导引飞秒辅助屈光白内障手术

管怀进 主任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12:40-12:45 主席总结

地点:3楼A厅

地点:3楼夹层G厅

地点:3楼夹层G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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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

日 期 主办公司 会议主持

3 月 25 日 朗沐卫星会 孙兴怀教授 许迅教授 徐格致教授

时 间 会议主题 主讲人

12:00-12:20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治疗 梁建宏教授

12:20-12:40 难治性 wAMD 的药物转换 孙晓东教授

12:40-12:45 讨论

3 月 25 日

日 期 主办公司 会议主持

3 月 25 日 依视路 周行涛教授

时 间 会议主题 主讲人

12:00-12:45 Paragon CRT 100 独特设计与临床应用

Ken Kopp  
Paragon Vision Science Inc. 

刘悦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3 月 25 日

日 期 主办公司 会议主持

3 月 25 日
关注“角膜上皮损伤及修复”

参天爱丽®午餐卫星会
赵培泉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时 间 会议主题 主讲人

12:00-12:03 大会主席致辞
赵培泉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2:03-12:23 关注糖尿病引起的角膜上皮损伤及修复 
徐建江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12:23-12:43 玻璃体视网膜手术与眼表健康 
柳林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2:43-12:45 大会主席总结
赵培泉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地点:3楼B厅

地点:3楼C厅

地点:3楼D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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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

日 期 主办公司 会议主持

3 月 25 日
迪非午餐卫星会 

沈阳兴齐
邓应平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时 间 会议主题 主讲人

12:00-12:45 
角膜屈光手术患者满意度的关注点？ 

张丰菊教授     
北京同仁医院 

角膜上皮损伤诊疗共识 
邓应平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3 月 25 日

日 期 主办公司 会议主持

3 月 25 日 欧几里德

陈浩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副院长、国家

眼视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吴铮铮教授 

四川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

时 间 会议主题 主讲人

12:00—12:15 周边屈光与近视发展 
PAULINE CHO 

香港理工大学眼科视光学院教授 

12:15-12:30 婴幼儿先天性白内障术后角膜接触镜的应用 
亢晓丽 

新华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 

12:30-12:45 OK 镜周边离焦效应与近视防控 
周行涛 

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副主任、视光
学与斜弱视学科主任 

日 期 主办公司 会议主持

3 月 25 日 舒泰神卫星会 孙兴怀 教授

时 间 会议主题 主讲人

12:00-12:45 青光眼 VS 视神经病变——病例浅析 田国红 教授

3 月 25 日

地点:3楼E厅

地点:3楼F厅

地点:3楼夹层G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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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内障 
 

Pathogenic factor and clinical efficacy in 
21 patients with postcataract infected 
endophthalmitis 
刘锐   王刚    

重庆江北爱尔眼科  400020 

 
Purpose: To analyze pathogenic factor and clinical 

efficacy in 21 patients（21 eyes)with postcataract 

infected endophthalmiti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21 patients (21 eyes) with postcataract 

infected endophthalmiti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from October 2014 to June 2015 in 

emergency department．vitreous purulence were 

taken in all patients for bacterial, fungal culture 

and drug sensitivity test before treatment, two 

patients received antibiotic irrigation, three 

patients underwent antibiotic irrigation combine 

with vancomycin and Cefazolin intravitreal 

injection while sixteen patients received 

vitrectomy combine with intravitreal injection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condition. The visual 

acuity,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observed. Results: Pathogens 

were detected in 9 cases, the total detection rate 

was 42.9 ％ (9/21), smear results showed 

Gram-positive cocci in six cases, accounting for 

66.7 ％，（ 6/9 ） , most common cocci were 

particularly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Gram-negative bacillus three cases, 

accounting for 33.3％ (3/9). The following up 

ranged from 6 to 12 months ,The visual acuity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eatment (P70 years), 

hypertension, diabetes, renal failur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operation time >1h 

and vitreous overflow during surgical procedures. 

Conclusions: The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for 

post-cataract endophthalmitis are complex, 

Positive and effective nursing measure should be 

emphasized. Postcataract infected endophthalmitis 

should be performed as early as possible bacterial 

cultur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onditions, Early 

diagnosis and appropriate treatment are important 

to cure post-cataract infected endophthalmitis.  

 

 

超声乳化联合内板层巩膜切开术 

姚淑玲    

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3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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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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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方位 3.2mm切口对角膜散光 25度以内白内

障人群的影响 

袁媛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430019 

 

目的: 目的：研究不同方位 3.2mm 切口白内障

术对角膜散光 25 度以内患者的影响 方法: 方

法：收集 IOL-MASTER 检测出角膜散光在 25

度以内白内障患者共 61 例，随机分成 A、B 两

组。在 IOL-MASTERA 引导下，A 组 31 例（31

只眼）行 3.2mm 角膜散光轴向切口，B 组 30 例

（30只眼）在90度轴上行 3.2mm透明角膜切口，

并由同一位手术医师行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人

工晶体植入术。观察两组患者手术前后角膜散光

的变化 结果: 结果：各组内术前与术后各个时

36



 

间点 Polar K 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两

组之间术后各个时间点 Polar K 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两种切口术后 6 个月都会增加角膜

Polar K 0.5D 左右。 结论: 结论：3.2mm 透明角

膜切口可能引起角膜 Polar K 0.5D 左右散光。  

 

 

白内障患者波前相差引导下个性化手术切口术

后的视力和散光变化 

袁媛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430019 

 

目的: 目的：研究波前相差引导下个性化手术切

口术后患者的视觉效果及散光变化。 方法: 方

法：在 Topcon KR-1W 视觉质量分析仪波前相差

引导下，对 104 例白内障患者按 Polar K 值分为

两组：A 组 Polar K 值 0.5。对两组患者行个性化

手术切口，观察患眼术后视觉效果及散光变化。 

结果: 结果：两组患者的术前、术后 3d，1、3mo

角膜 Polar K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结

论: 结论：在 Topcon KR-1W 视觉质量分析仪波

前相差引导下，个性化手术切口对于角膜 Polar 

K>0.5 患眼有部分散光矫正作用，但对于角膜

Polar K 

 

 

波前相差引导下角膜散光松解切口白内障手术

疗效观察 

袁媛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430019 

 

目的: 目的：研究波前相差引导下角膜散光松解

切口白内障手术疗效观察 方法: 方法：48 例白

内障患者，术前在 TOPCON KR-1W 视觉质量分

析仪波前相差引导下，按 CYL 的转化值 Polar K

分为 A 组：24 例（24 只眼），Polar K>1.5；B

组：24 例（24 只眼），Polar K 结果: 结果：A

组术前与术后各观察点除第2周外Polar K比较，

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术后 3 个月比术前减

少角膜 Polar K 1.2 左右。B 组术前与术后 1 周及

2 周的 Polar K 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两组之间 Polar K 在术前、术后第 3 天及术后第

2 周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结论：波前

相差引导下，双散光轴向松解切口对于高角膜

Polar K 患眼有较强的散光矫正作用，但对于低

角膜 Polar K 患眼几乎无矫正作用，但也不增加

术后角膜 Polar K。  

 

 

697 例湖北白内障患眼轴长与角膜不规则散光

相关情况调查 

袁媛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430019 

 

目的: 目的：分析 697 例湖北白内障患眼轴长与

角膜不规则散光相关情况。 方法: 方法：收集

697 例湖北地区白内障患眼，行角膜不规则散光

及眼轴长检测，分析其相关分布情况。 结果: 结

果：A＜22mm 患眼中，CIA＜0.1 比例为 0，

0.1≤CIA＜0.3 比例 72%，0.3≤CIA＜0.5 比例

14%，0.5≤CIA 比例 14%；22mm≤A＜24mm 患

眼中以上各区间患眼比例分别为 4%、77%、15%

及 4%；24mm≤A＜26mm 患眼中各比例变化为

11%、71%、14%及 4；26mm≤A＜28mm 组为

6%、72%、14%及 8%；28mm≤A＜30mm 组以

上各区间患眼比例分别为11%、71%、11%及7%；

30mm≤A 组以上各类数据为 13%、67%、13%及

7%。 结论: 结论：随着眼轴长增加，CIA＜0.1

患眼比例有增加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earson-chi square=17.460a,p=0.004）。0.1≤CIA

＜0.3、0.3≤CIA＜0.5 及 0.5≤CIA 患眼比例变化

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earson-chi 

square=5.287a、0.870a、8.040a,p=0.382、0.972、

0.154）。  

 

 

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临床观察 

袁媛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43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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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目的：研究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对角

膜内皮的临床观察。 方法: 方法：白内障患者

随机分为观察组（72 只眼）和对照组（43 只眼）。

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超声乳化手术方法；观察组

患者加用飞秒激光技术。所有患眼术前及术后 3

个月检查角膜内皮计数。 结果: 结果：对照组

术后 3 个月角膜内皮细胞从平均 2437.67 士

388.998（个/mm2）降低到 1983.21 士 513.019（个

/mm2），平均减少 454.465 士 418.182（个/mm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126, p=0.000）。观察组

术后 3 个月角膜内皮细胞从平均 2419.51 士

342.511（个/mm2）降低到 1954.72 士 496.017（个

/mm2），平均减少 464.792 士 426.574（个/mm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9.245, p=0.000）。对照组

与观察组间比较，术后 3 个月患眼角膜内皮减少

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127, p=0.900）。 结

论: 结论：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虽然在传统

超乳的基础上增加激光操作，但并没有加剧角膜

内皮的损伤。  

 

 

1.8mm 微切口博士伦 MI60 型人工晶体植入效

果观察 

彭华琮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430019 

 

目的: 目的：对我院 180 例 1.8mm 微切口博士

伦MI60型人工晶体植入白内障患者行手术前后

术眼视觉质量分析仪（TOPCON 公司 KR-1W）

检测,观察视觉质量分析仪对 1.8mm 微切口博士

伦MI60型植入前的指导作用及植入后的随诊观

察意义。 方法: 方法：收集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9 月期间 180 例院内白内障手术患者，行手术

前后术眼视觉质量分析仪检测，指导 1.8mm 微

切口博士伦 MI60 型晶体选择及术后效果观察。 

结果: 结果：患眼术后视力均有不同层次提高，

手术源性散光小，78.2%患者 Polar K< 0.2。 结

论: 结论：TOPCON KR-1W引导下180例1.8mm

微切口博士伦 MI60 型人工晶体植入效果肯定。  

 

角膜地形图引导下白内障散光轴向切口对不同

角膜散光的影响 

彭华琮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430019 

 

目的: 目的：研究白内障双散光轴向切口对不同

角膜散光的影响 方法: 方法：104 例白内障患

者，在 Orbscan 检测下，按角膜 Simk 值的转化

值 Polar K 分为 A 组：51 例（51 只眼），Polar 

K0.5。所有患者行白内障散光轴向切口，由同一

位手术医师行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人工晶体植

入术。观察两组患者手术前后角膜散光的变化。 

结果: 结果：A 组术前与术后各观察点 Polar K

比较，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术后 3 个月比

术前增加角膜 Polar K 0.15 左右；B 组术前与术

后 2 周及 3 个月的 Polar K 比较，差异有显著统

计学意义，术后 3 个月比术前减少角膜 Polar K 

0.3 左右。两组之间 Polar K 在术前,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 结论：散光轴向切口对于角

膜 Polar K>0.5 患眼有部分散光矫正作用。 

 

 

Lenstar900与 IOL-Master进行眼部生物测量一

致性的临床研究 

王世明   卓优儿   童梦婷    

宁波爱尔光明眼科医院  315000 

 

目的: 比较 Lenstar900 与 IOL-Master 对年龄相

关性白内障患者进行眼部生物测量及人工晶状

体（intraocular lens,IOL）屈光力计算相关性及

一致性的研究。 方法: 随机选择 2016 年 12 月

至 2017 年 1 月期间于我院行白内障超声乳化吸

除联合 IOL 植入的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 56 例

（99 眼）。所有患者均在自然瞳孔下分别行

Lenstar900 与 IOL-Master 测量，使用 SRK-T 公

式 计 算 Lenstec Softec 、 Zeiss603P 、 Alcon 

SN60WF 三种 IOL 的屈光力。相关性采用 ICC

分析，一致性采用 Bland-Altman 法分析。 结果: 

两种仪器测量角膜曲率、眼轴长度以及 Lenstec 

Softec、Zeiss603P、Alcon SN60WF 三种 IOL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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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光力，具有在统计学意义上良好的相关性及一

致性。 结论: 使用 Lenstar900 与 IOL-Master 测

量角膜曲率、眼轴长度及 IOL 屈光力的相关性

及一致性良好，且 Lenstar900 一次测量可获得包

括晶状体厚度的多项数据。  

 

 

三种方法联合四种人工晶体计算公式预测白内

障患者人工晶体屈光度准确性比较 

华焱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233 

 

目的: 评估 Haigis、SRK/T、HofferQ 和 Holladay1

公式预测低度近视白内障患者拟植入人工晶体

屈光度的准确性。 方法: 前瞻性研究，纳入 38

例(51眼)眼轴长度在 24mm和 26mm之间的白内

障患者，术前接受 Topolyzer 角膜地形图、

IOLMaster 和 A 超测量，术后三个月主觉验光。

分别使用 Topolyzer 获得的角膜曲率联合 A 超、

Topolyzer 获得的角膜曲率联合 IOLMaster 和

IOLMaster（only）三种方法的生物测量结果联

合 Haigis, Hoffer Q, Holladay1 和 SRK/T 公式， 

结果: Topolyzer 联合 A 超的情况下，Haigis 公式

获得的 MNE 和 MAE 分别为 0.44±0.67 D 和

0.64±0.49D ， SRT/T 公 式 为 0.86±0.66D 和

0.91±0.59D， 结论: Topolyzer 联合 IOLMaster

和 IOLMaster（only）的情况下，各公式预测误

差相当，其中 Haigis 和 Hoffer Q 公式的预测误

差小于 SRK/T 和 Holladay1 公式。  

 

 

外显子捕获鉴定先天性白内障新致病突变 

姚贻华   修阳晖   张柳   谷峰   朱益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4 

 

目的: 利用外显子捕获技术，鉴定一个常染色体

显性遗传先天性白内障（ADCC）家系的致病基

因。 方法: 对家系成员进行全面临床检查并采

集外周静脉血。构建基因组文库，捕获 ADCC

相关基因的外显子及相邻内含子区域（约 50bp）

进行捕获与富集，利用高通量测序仪对其进行测

序并分析。结果与人类基因组 hg19 参考序列进

行比对，注释突变位点并致病性预测。对明确或

可能与临床表型相关的基因变异，采用 Sanger

测序验证。构建相应的 GFP 荧光蛋白表达载体，

转染人晶状体上皮细胞（HLEC）进行亚定位和

定性分析。 结果: 该家系为四代遗传的先天性

粉尘状白内障家系。基因分析结果提示 GJA3 基

因的 1 个杂合突变（c.443C>T）与该家系白内障

表型相关。GJ3-GFP 质粒转染 HLEC 后定位于

细胞膜和细胞质，携带突变型 GJA3-GFP 蛋白的

细胞出现胞内蛋白蓄积，这可能是该突变导致

ADCC 的发病机制。 结论: 通过外显子捕获结

合 sanger 测序和细胞亚定位分析，鉴定了一个

ADCC 家系新的 GJA3 基因致病突变。同时也表

明，外显子捕获在 ADCC 研究中具有快速、经

济、有效的优势。  

 

 

区域折射晶体与其他类型晶体临床表现的比较

研究 

徐泽全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023 

 

目的: 白内障手术后，比较植入的区域折射晶体

晶体和其他晶体的临床表现。 方法: 在 PubMed, 

EMBASE, Cochrane Controlled Trials 数据库中

搜索关于区域折射人工晶体的 RCT 和非随机的

队列研究，用 Rev Manager (version 5.2)分析纳入

的研究。研究指标是 UDVA,UNVA ,UIVA，脱

镜率,患者满意度及术后球镜，散光和并发症。 

结果: 区域折射组和单焦点组在 UDVA(P = 

0.008)，UNVA(P 结论: 区域折射晶体远距离视

力不如单焦点晶体，但距离视力优于后者；区域

折射晶体的近距离视力比双焦点晶体更差，但优

于可调节晶体。区域折射晶体能带来更好的

MTF 值和 Strel 比值，但同时也会引入更多高阶

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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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先天性白内障家系的致病基因筛查与功能

研究 

朱益华   张柳   姚贻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对两个先天性遗传性白内障家系进行疾

病相关候选基因定位及功能研究。 方法: 采集

外周血样本，提取及纯化基因组 DNA，选择先

天性白内障高致病基因为候选基因，设计特异性

的引物，PCR 扩增突变热点区域，直接测序。 结

果: 测序结果显示：家系 1：CRYBA1 基因编码

区一条等位基因的 279 位到 281 位碱基缺失

（c.279-281delGAG）。家系 2：CRYGS 基因编

码区一条等位基因的 244 位碱基由胸腺嘧啶变

为胞嘧啶（c.244T>C）,导致了第 82 位氨基酸由

丝氨酸变为脯氨酸（p.82S>P），这是一个新发

突变。 结论: CRYBA1 基因的 279 位到 281 位

碱基缺失 c.279-281delGAG是导致此家系 1先天

性核性白内障的致病基因。家系 2 中发现了

CRYGS 基因上一个新的突变(c.244T>C)，进一

步扩大了常染色体显性白内障相关的突变谱。共

聚焦显微镜观察亚细胞定位结果提示，突变型蛋

白和野生型蛋白在细胞内的分布没有明显差异，

也没有发现其在胞内的异常蓄积，提示这个突变

可能通过其他的致病机制导致白内障的形成，其

致病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先天性白内障家系致病突变研究 

朱益华   范元戎   姚贻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通过对先天性白内障家系的候选致病基

因的筛查和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先天

性白内障的发病机制。 方法: 在一个 3 代遗传

的先天性白内障家系中进行，抽取所有家系成员

的外周静脉血、提取及纯化基因组 DNA，以家

系先证者基因组为模板，运用 PCR 技术扩增先

天性白内障候选致病基因的突变热点区域，PCR

产物纯化后进行直接 DNA 测序筛查突变位点。 

结果: 根据该家系的眼部检查及家系图分析，发

现疾病表型为冠状白内障。通过对先证者基因组 

DNA 直接测序候选基因发现 MIP 基因第四号外

显子的第 655 位胸腺嘧啶碱基缺失（c.655delT），

造成了基因的移码突变，并使得密码子编码蛋白

提前终止。运用共聚焦显微镜观察亚细胞定位发

现野生型 MIP 蛋白定位于细胞质及细胞膜上，

而突变蛋白在细胞核内大量蓄积，无法转运至细

胞膜发挥作用，使晶状体纤维细胞的水通透性发

生改变，最终导致白内障的发生。 结论: 在一

个 3 代遗传的先天性白内障中国家系发现了

MIP c.655delT 基因移码突变。明确了该突变导

致本家系先天性白内障发生的致病机制，进一步

支持了 MIP 基因突变对于先天性白内障的致病

性。  

 

 

白内障术前不同皮肤消毒方法对术后眼内感染

的预防效果研究 

蔡俊杰   陈彩芬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术前不同的眼睑缘及眼周皮肤消毒

方法对术后眼内感染的预防效果，以降低白内障

患者手术的感染风险。 方法: 选择 2016 年 8 月

-9月施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患者100例(100

眼)，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0 眼。

对照组用卵圆钳夹取蘸有 5%聚维酮碘的棉球共

消毒 3 次，每次 1 只，以术眼睑裂为中心，消毒

眼睑缘及眼周皮肤。实验组先用干棉签暴露眼

睑，用蘸取 5%聚维酮碘的医用小棉签 2 支分别

消毒上、下睑缘及睫毛根部，再嘱病人轻轻闭眼，

先后用蘸取 5%聚维酮碘的大棉签 3 支，分别消

毒眼周皮肤 3 次，每次用 1 支，消毒方法及范围

同对照组。比较两组术前消毒前、后的眼睑缘棉

拭子取样细菌培养结果。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１８．０分析。 结果: 消毒前对照组眼睑缘棉

拭子细菌培养阳性率 30.0%，实验组为 34.0%,

两组对比没有统计学意义。消毒后对照组眼睑缘

棉拭子细菌培养阳性率为 16.0%，对照组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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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强化眼睑缘的

术前消毒方式更能保证消毒质量，有利于术后眼

内炎的预防，应作为内眼术前消毒的常规操作方

式来实施。  

 

 

视觉电生理检查对白内障术后视力判断的临床

意义 

徐海峰    

包头市中心医院  014040 

 

目的: 对于成熟期白内障患者，不能进行眼底检

查，眼 B 超只能了解视网膜结构是否正常，却

不能对视网膜功能进行评价，预测术后视力。本

文通过白内障术前行视觉电生理检查探讨视觉

电生理对术后视力判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

取 2016 年 0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行白内障

超声乳化手术及非球面人工晶体植入术的患者，

对散瞳后眼底窥视不清者，术前行视觉电生理检

查，共 63 例。分两组进行观察：观察组 1：视

觉电生理提示预后视力较好组，35 例。观察组 2：

视觉电生理提示预后视力较差组，28 例。视觉

电生理检查包括视诱发电位、视网膜电图和眼电

图。记录白内障术后 1、3、7、14、30 天视力。 

结果: 观察组 1，有 30 例术后视力提高＞2 行，

恢复相对较好；5 例术后视力提高≤2 行，恢复较

差。观察组 2，有 20 例术后视力提高≤2 行，恢

复较差；8 例术后视力提高＞2 行，恢复相对较

好。 结论: 白内障手术是复明手术，术前评估

术后视力更为重要。视觉电生理检查可以对整个

视网膜及视路系统进行定位诊断，了解其功能，

帮助预测术后视力恢复情况，对于不能检查眼底

的患者在术前检查非常必要。  

 

 

Catquest-9SF 量表的翻译和在社区白内障人群

中的验证和应用 

徐泽全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00023 

 

目的: 验证汉化版Catquest-9SF白内障视觉质量

专用量表的适用性、项目区分度及信、效度，并

初步研究量表得分与视力及晶体浑浊度(LOCS 

III)之间的关系。 方法: 横断面，量表验证的研

究。对原量表进行翻译并在社区筛查中诊断为白

内障的患者中应用。记录 104 名患者的信息，采

用 Winsteps 中 Rasch 模型进行量表评价,并分析

量表得分与视力及LOCS III得分的相关性 结果: 

INFIT MNSQ：0.7-1.35；Category Probability 

Curves： PSI=2.00，PR=0.80；量表得分与 LOCS 

III 得分相关系数 -0.419（ p 结论 : 汉化版

Catquest-9SF 在中国东部地区人群中适用性好，

且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能够有效反应白内障患

者晶体的浑浊程度  

 

 

Zeiss Lisa Tri 839M 三焦点人工晶体 植入术后

对比敏感度的观察 

李芳   张瑞帆   彭洁   吴峥峥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00 

 

目的: 观察 Zeiss Lisa Tri 839M 三焦点人工晶体

植入术后患者的对比敏感度 方法: 采用非随机

同期对照临床试验的方法，将 2016 年 9 月至 10

月行超声乳化吸除联合 Zeiss Lisa Tri 839M 三焦

点人工晶体植入术的白内障患者 5 例（9 眼）为

实验组，和同一时期植入的 Tecnis ZCB00 单焦

点人工晶体植入术的白内障患者 5 例（9 眼）为

对照组。检查患者术后 1 月（0.6cpb、1.2 cpb、

2.4 cpb、4.0 cpb、7.5 cpb、15 cpb 空间频率下）

对比敏感度与眩光对 结果: 术后 1 月明光下对

比敏感度 1.2cpd 空间频率下实验组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后 1 月暗光下对比敏感

度在 15cpd 空间频率下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术后其他空间频率下对比敏感

度，实验组 结论: Zeiss Lisa Tri 839M 三焦点人

工晶体能够提供良好的视觉效果，并未引起术后

对比敏感度的降低，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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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内障术后人工晶状体脱位危险因素及人工晶

状体置换术后制约视力提高的因素分析研究 

杨晋 樊琪 卢奕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探讨发生人工晶状体（intraocular lens，

IOL）脱位的危险因素，分析 IOL 置换术后制约

视力提高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到 2016 年 12 月至我院就诊的 IOL 脱位

73 眼。记录患者 IOL 植入时间、出现 IOL 脱位

时间、IOL 脱位位置（虹膜夹持、囊袋外、及玻

璃体腔）、眼轴长度。分析患者行 IOL 置换前

后的最佳矫正视力和手术并发症。结果：IOL 植

入时间 10.47 年（0.5～20 年），出现 IOL 脱位

时间为术后 7.64 年（0～15.2 年）。因眼外伤行

玻璃体切割术有 40 眼（56%），因视网膜脱离

行玻璃体切割术 6 眼（8.7%），高度近视 12 眼

（17.4%），曾行后囊膜激光切开术 6 眼（8.7%）。

IOL 脱位最常见位置为虹膜前夹持及囊袋外（虹

膜和囊袋之间），其次为玻璃体腔。术后 3 月随

访，LogMar 视力由术前 1.004（0.15～2.7）提高

至术后 0.515（0～2.2），角膜源散光由术前 1.91D

（0.4 D～3.8 D）上升至术后 2.29 D（0.5D～4.0 

D）。术后早期并发症包括角膜水肿、玻璃体腔

出血、眼压升高。结论：眼外伤、玻璃体切割术

及高度近视是发生 IOL 脱位的主要危险因素。

术后早期制约视力提高因素为角膜水肿、玻璃体

出血、眼压升高，术后晚期并发症主要为 IOL

偏中心。 

 

 

高度近视并发性白内障角膜后表面散光及像差

特征分析 

景清荷 唐雅婷 钱东瑾 蒋永祥  卢奕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眼科 200031 

 

目的：探讨高度近视并发性白内障患者角膜后表

面散光及像差特征与其影响因素。方法：收集本

院白内障患者 190 例（283 只眼），按眼轴长度

分为二组:高近组（眼轴≥26mm）139 眼，对照

组（眼轴为 20~25mm）143 眼。用 pentacam 测

量角膜前后表面参数，IOL Master 测量眼轴长

度。统计学方法采用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

Spearman 相关分析等。结果：高近角膜后表面

散光值平均为 0.29D，其中 92.8%的散光值≤

0.5D，87.1%为逆规散光。高近组角膜后表面散

光值与前表面散光值、前表面像差、后表面像差

呈正相关。以角膜前表面散光估计角膜总散光在

前表面为顺规散光时对 65.67%的患者高估

0.27D，逆规散光时对 88.10%的患者低估 0.41D，

斜轴散光时对 63.33%的患者低估 0.22D。以角膜

前表面像差值估计角膜总像差时，会对 87.05%

的患者高估 0.275um。结论：高近眼中 92.8%的

角膜后表面散光≤0.5D，以逆规散光为主。角膜

后表面散光值与前表面散光值、前表面像差、后

表面像差呈正相关。在白内障手术术前角膜散光

及像差测量时应该对角膜后表面的相关数据进

行个性化测量。 

 

 

MicroRNA-34a promotes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induced apoptosis in human lens 

epithelial cells by targeting Notch2 

Fan Fan1,2, Jianhui Zhuang3, Peng Zhou4, Xin 

Liu1,2, Yi Luo1,2*  

From 1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Eye & 

ENT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83 Fenyang 

Road, Shanghai, China; 2 Myopia Key Laboratory 

of the Health Ministry and Visual Impairment and 

Reconstruction Key Laboratory of Shanghai, 

Shanghai, China;3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Shanghai Tenth People’s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4Parkway Health Hongqiao Medical Center, 

Shanghai, China 

 

Purpose： Human lens epithelial cell (HLEC) 

apoptosis is a common pathogenic mechanism in 

age-related cataract (ARC). While the function of 

microRNAs (miRNAs) in the eye is beginn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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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explored using miRNA expression array, the 

role of miR-34a in regulating HLEC apoptosis 

remains unknown and requir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Methods: Quantitative 

reverse-transcript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34a in cataractous and control 

samples. MiR-34a mimics and small interfering 

RNAs were transfected into SRA01/04. Cell 

apoptosis and oxidative stress were assessed by 

flow cytometry.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as performed to confirm whether miR-34a bound 

to the 3’UTR of target gene and blocked its 

activity. The potential roles of the identified target 

genes in apoptosis and mitochondria dysfunction 

were also evaluated.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miR-34a increased in lens epithelial samples of 

ARC compared with the transparent group 

(cataract 2.41±0.81 vs. control 1.20±0.44, 

P=0.005). In cultured SRA01/04, miR-34a 

increase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production and 

induced apoptosis (early apoptosis: 45.55% ±

5.96% vs. 15.85%±4.93%, P<0.01; late apoptosis: 

6.10%± 2.67% vs. 0.95%± 0.42%, P＜ 0.01). 

Overexpression of miR-34a promoted 

mitochondria-mediated apoptosis through 

activation of caspase 9, disruption of the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blocking the 

mitochondrial energy metabolism and 

enhancement of Cytochrome C release. 

Furthermore, Notch1 and Notch2 were confirmed 

as putative targets of miR-34a, but only Notch2 

was verified as the effector that triggered 

mitochondria-mediated apoptosis. Conclusion: 

MicroRNA-34a is increased in the cataractous lens 

and trigger mitochondria-mediated apoptosis and 

oxidative stress by suppressing Notch2. 

 

 

 

小儿先天性白内障术后弱视训练三年疗效分析 

樊帆 刘馨 刘兴宗 周行涛 罗怡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 观察先天性白内障术后弱视训练的三年

疗效及分析影响因素。方法: 我院由同一位医生

诊治的先天性白内障患儿在行晶状体切除联合

前段玻璃体切除术后，一周验光配镜、进行双眼

单视弱视训练，并嘱规律回访以调整屈光矫正方

案。现回顾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间

符合入组条件并规律随访的患儿资料。结果: 符

合入组标准共 72 眼（46 人），患儿手术年龄中

位数 3[2-5]岁；单眼先天性白内障 20 例，双眼

先天性白内障 26 例（52 眼）；53 眼行一期人工

晶体植入术，19 眼行二期人工晶体植入术。术

后随访时间平均 35[15-46]月，术后回访次数中

位数 5[3-8]次。术后一周最佳矫正视力（BCVA）

中值 0.4[0.1-0.6]（logMar 中值 0.40[0.22-1.00]）， 

弱视训练后末次随访 BCVA 中值 0.8[0.2-1.0]

（logMar 中值 0.10[0.00-0.70]），较进行训练前

显著提高（P=0.000）；BCVA≥0.5 共 36 眼

（50.00%），BCVA≤0.2 共 23 眼（31.94%），

其中 10 眼（43.48%）为单眼先天性白内障。术

后一周随访验光球镜度数中位数 2.75D，经弱视

训练后，末次随访球镜度数中位数 0D；发生近

视漂移趋势（末次随访球镜度数-术后首次随访

球镜度数＜0D）67 眼（93.06%），其中 5 眼漂

移≥-6.0D；远视漂移趋势（末次随访球镜度数-

术后首次随访球镜度数＞0.25D）2 眼（2.78%），

平均漂移+1.5D。术后随访持续眼球震颤 8 眼

（11.11%），较术前减少 7 眼；斜视 7 眼（9.72%），

较术前减少 5 眼。结论: 小儿先天性白内障通过

及时安全有效的手术治疗，术后尽早并坚持进行

弱视训练，可使绝大多数患儿获得良好的生活视

力；随着患儿年龄的增长，双眼视力有逐渐提高

的趋势；对于个别有重度远视漂移及近视漂移的

患儿，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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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超乳方法在援外假性剥脱综合征性白

内障手术中的比较研究 

陈佳惠 景清荷  蒋永祥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眼科    200031 

 

目的：比较援摩洛哥复明手术中，运用倾斜翻转

法与乳化劈核技术行假性剥脱综合征性白内障

(PEXC)超声乳化手术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

法：摩洛哥塔扎伊本努.巴加医院 PEXC 30 例 30

眼，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成二组：倾

斜翻转组和乳化劈核组，分别采用倾斜翻转法与

乳化劈核技术完成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

状体（IOL）植入术。比较二组术前术后矫正视

力、手术并发症、角膜内皮计数和内皮细胞丢失

率、眼压情况。结果: 随访 1 月。倾斜翻转组和

乳化劈核组术后第一天角膜水肿、术后矫正视

力、后囊膜破裂、眼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术中悬韧带离断倾斜翻转组 0 眼，乳化劈核组 5

眼，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后角膜内皮

细胞数量、内皮细胞丢失率倾斜翻转组为 1804

±267 个/mm2、（18.15±7.40）%，乳化劈核组

为 2007±259 个/mm2、（12.92±3.48）%，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两种方法行

PEXC 超声乳化摘除比较，乳化劈核组晶状体悬

韧带离断并发症较多，倾斜翻转组角膜内皮损伤

相对较大。 

 

 

飞秒激光联合 Cionni 张力环植入治疗外伤性晶

状体半脱位的疗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陈佳惠 景清荷 杨晋 蒋永祥 卢奕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眼科 200031   

 

目的: 探讨飞秒激光辅助晶状体超声乳化吸除

联合 Cionni 改良张力环(MCTR)植入治疗外伤

性晶状体半脱位的疗效及影响因素。方法：外伤

性晶状体半脱位患者 11 例(11 眼)，120°＜脱位

＞90°3 眼，180°＜脱位＞120°6 眼，270°＜

脱位＞180°2 眼。应用接触式 LenSx 飞秒激光

白内障手术操作平台完成前囊膜切开、晶状体预

劈核、切口制作，部分患者前段玻璃体切割，囊

袋拉钩稳定囊袋，Phaco 白内障吸除、MCTR 植

入及巩膜层间缝合固定，晶状体囊袋内植入

IOL，分析术后视力、术中术后并发症、前囊口、

IOL 位置、眼压情况。结果：随访 1 月。所有患

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其中 4 眼联合前段玻璃体切

割术。植入双勾 MCTR 4 眼，单勾 7 眼。术后术

眼矫正视力≥0.5 者 4 眼，0.3～0.5 者 3 眼，0.1～

0.3 者 3 眼，﹤0.1 者 1 眼。与术前矫正视力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 IOL 居中性

好，MCTR 固定钩稳定地位于虹膜与晶状体囊膜

间。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为脱位程度、玻璃体脱

入前房、核硬度、继发性青光眼、伴有眼前后段

其他损伤。术后并发症高眼压 3 眼、视网膜裂孔

1 眼。结论：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

可以提高撕囊成功率，降低核乳化吸除难度，联

合 MCTR 植入是外伤性晶状体半脱位手术的理

想术式选择。 

 

 

Analysis of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ocular 

features of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cataract in 

East China 

He Wenwen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Eye & ENT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ocular features of 

children (aged≤18 years) with congenital cataract 

in a tertiary referral eye center in East China.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clinical 

data of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cataract who 

underwent cataract surgery between April 2009 

and April 2014 at the Eye and ENT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We exa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children and identifie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axial length (AXL) and corneal curvature 

(K value). Results: We reviewed the records of 

493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cataract, including 

210 with unilateral and 283 with bilateral cata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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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 AXL was 22.07±2.09 mm and the K 

value was 43.68±1.98 D. The K value was 

available for 201 children aged>2 years. Age 

showed a linear correlation with AXL in unilateral 

cataract eyes (R2=0.223, P<0.001) and a 

logarithmic correlation with AXL in bilateral 

cataract eyes (R2=0.241, P<0.001). AXL was 

longer (P=0.005) and the K value was smaller 

(P=0.003) in boys than in girls after adjusting for 

age and cataract laterality. AXL was longer in 

unilateral cataract eyes than in bilateral cataract 

eyes after adjusting for age and gender (P=0.022). 

In children with unilateral cataract, AXL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in the affected eye than in the 

contralateral eye (P<0.001). Conclusion: The 

AXL and K value of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cataract in East China were associated with 

multiple factors, in addition to age, that may differ 

from Western children.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investigate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cataract. 

 

 

Metabolic characterization of human aqueous 

humor in relation to high myopia 

Yinghong Ji1,a, Jun Rao2,a, Xianfang Rong1, 

Shang Lou2, Zhi Zheng2,Yi Lu1,* 

 

1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 Eye Institute, 

Eye & ENT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Myopia of State Health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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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iangxi Cancer Hospital, No. 519 East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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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ation of Shanghai 

  

High myopia is the common eye disorder 

worldwide,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increase the 

risk of serious disorders including glaucoma and 

cataract. Although various studies including 

genomics, transcriptomics, and proteomics have 

been implicated to identify potential biomarkers 

(genes or proteins) for predicting high myopia and 

to reveal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the 

comprehensive metabolomics in relation to high 

myopia is very limited. In this study, we identified 

242 metabolites in aqueous humor (AH) from a set 

of 40 cataract patients (including 20 with high 

myopia and 20 for controls), using a non-targeted 

metabolomic technology, gas chromatography 

coupled to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er 

(GC/TOF MS). Further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29 metabolites were significantly changed 

(Variable important for the projection, VIP ≥ 1 

and p ≤ 0.05), between those two groups, while 

only 2 decreased metabolites were included. 

Moreover, for the first time, metabolite-metabolite 

correlations for AH were analyzed, which may 

dissect key regulatory elements or pathways 

involved in metabolism of amino acids, 

carbohydrates, and lipids. Accordingly, metabolic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ose 29 

changed metabolites in patients with high myopia. 

More than half of the changed metabolites were 

highly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suggesting 

important roles of pathways involved in the 

metabolism of these metabolites in relation to high 

myopia. Altogether, this work not only provided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the diagnosis and 

monitoring of high myopia formation, bu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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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new insights into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HDACi）β-羟基丁

酸盐（βOHB）对晶状体上皮细胞（HLECs）

UVB 损伤的保护效果 

邱晓頔，荣先芳，卢奕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研究组蛋白乙酰化酶抑制剂（HDACi）

β-羟基丁酸盐（β-Hydroxybutyrate，βOHB）

对晶状体上皮细胞 UVB 损伤的保护效果。 方

法：体外培养 HLEC B3，分为正常对照组（不

经过 UVB 照射）、UVB 损伤组（使用剂量为

2W/m2 的 UVB 照射细胞 60 分钟）、DMSO 组

（加入同等浓度的 DMSO 处理细胞，不进行

UVB 照射）、βOHB 浓度 1、2、3、4 组（分

别为 4、8、16、32 mmol／L）。HLECs 在 UVB

损伤前 8～12 小时先加入不同浓度梯度的β

OHB，再给予 UVB 照射，检测如下指标：细胞

活性及凋亡、氧化水平以及相关基因表达水平。

结果：研究结果发现，高浓度的βOHB（16、

32 mmol／L）对于 HLECs 细胞活性存在一定影

响。低浓度（4、8 mmol／L）的βOHB 能够降

低 HLECs 凋亡率，高浓度的βOHB 会促进细胞

进一步凋亡。低浓度的βOHB 能够提高 Bcl-2、

SOD1 的表达，降低 FOXO3A、MT2 的表达，

但对于降低 BAX 和 caspase-3 表达水平无明显

作用，同时能够提高 SOD1 的活性及抗氧化能

力、降低细胞 ROS 水平。相反高浓度的βOHB

反而降低了 Bcl-2、SOD1 的表达水平，提高了

FOXO3A、MT2 的表达基因水平，同时降低

SOD1 的活性及抗氧化能力、导致细胞 ROS 水

平升高。结论：低浓度的βOHB 对于 HLECs 抗

氧化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性作用，为白内障的抗

氧化治疗提供了潜在的药物选择。 

 

 

 

 

中国白内障病人术前角膜后表面散光和像差的

分布 

唐雅婷，蒋永祥，景清荷，钱东瑾，卢奕*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 研究中国人群白内障病人手术前角膜后

表面散光（PCA）和像差的分布特征。方法: 在

我院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共收入 1976 眼

（1976 人）。所有病人术前均使用 Pentacam HR

进行角膜前后表面散光的测量，记录晶状体混浊

情况。 结果：病人平均年龄为 61.82±13.67 岁，

平均 PCA 为 0.28±0.16D，87.04% 眼<0.5D。角

膜前表面散光中顺规散光为主(43.1%)，而角膜

后表面散光和角膜总散光中，逆规散光为主（分

别为 85.4%和 47.2%）。角膜前表面散光中，随

着年龄增长，顺规散光逐渐向逆规逆转，而 PCA

中，逆规散光仍然占主导，不随年龄变化。角膜

前后表面散光度数呈显著正相关 (r2=0.089, 

P<0.001)，特别在前表面散光为顺规时。与角膜

总散光相比，忽略 PCA，在顺规散光病人（WTR）

中，会高估角膜总散光，在逆规（ATR）和斜轴

散光病人中，会低估角膜总散光。另外，忽略角

膜后表面像差，会造成对角膜总相差的高估。结

论: 12.96% 眼角膜后表面散光≥0.5D。PCA 类

型不随年龄改变，以逆规为主。忽略 PCA，在

WTR 病人中，角膜总散光被高估，而在 ATR 和

斜轴散光病人中，角膜总散光又会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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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 
 

眼科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 

张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通过探讨眼科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护理

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降低糖尿病患者术后并发

症的发生，提高手术成功率。 方法: 针对我科

2016 年 2-3 月共收治的 59 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

资料，采取回顾分析，分析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

的病变特点。分别从饮食护理、心理护理、运动

及相关相关实验室检查，术后对易发生并发症等

方面进行细致的观察与护理。 结果: 糖尿病病

人由于血糖增高而易引起感染，术后易出现刀口

愈合不良。59 例糖尿病患者术后无一例并发症

发生，患者术后均顺利出院。 结论: 依据眼科

糖尿病患者病变特点实施相应的护理及预防措

施，缩短患者的康复周期，提高眼科糖尿病患者

的生活质量并且减少并发症的发生。证明眼科围

手术期的细致护理是手术成功的重要保证。 

 

 

全飞秒激光治疗近视的护理 

马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34 

 

目的: 探讨全飞秒激光治疗近视的护理方法。 

方法: 对 36 例(72 眼)近视及散光患者行全飞秒

激光微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切除术（SMILE）治

疗，术前做好心理护理、术前检查，术中配合医

生手术，术后做好复查及健康教育工作。 结果: 

术后一天，一周，一个月复查屈光状态全部达到

术前最佳矫正视力，且无并发症发生。 结论: 围

手术期全方位护理对全飞秒激光治疗近视取得

满意效果具有较大意义。  

 

 

心理护理在白内障手术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郑蓉    

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探索心理护理在白内障手术患者护理中

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在我院眼科 2016 年 9

月收治的白内障手术患者 215 例作为本研究的

观察对象。按住院号的单、双号进行分组，分别

纳入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 107 例患者采

用常规护理，观察组 108 例患者则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给予针对性心理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

心理状态、护理质量、配合治疗的顺应性、满意

度等指标。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 SAS 评分更低，

且护理质量评分更高，满意度更好，P 结论: 对

白内障手术患者进行心理护理，有助于缓解患者

术前紧张情绪，有利于手术的顺利进行，促使患

者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提高治疗效果，提高护

理质量和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对角膜移植术后患者疾病相关知识了解度的调

查 

李晓悦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通过调查角膜移植术后患者对角膜疾病

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为患者的健康教育提供理

论依据，降低患者术后的并发症。 方法: 通过

自设问卷，采用方便取样法，对 2014-2015 年度

在本院进行角膜移植的 41 名患者进行调查。调

查人员采用统一指导语，用无记名方式进行问卷

调查。发放问卷 41 份，有效回收 38 份，有效回

收率 92%。主要针对患者术后复诊时间，复诊需

要物品、术后并发症了解度、眼药水的使用、药

物的不良反应、洗手依从性、个人卫生重要性等

几个方面进行调查。对数据使用 SPSS16.0 进行

数据分析。 结果: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患者对

复诊等相关知识掌握度是最好，然而对一些能影

响到疾病康复、以及疾病发生的高危因素，比如

洗手的重要性和个人卫生对疾病的影响，患者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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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度最差。 结论: 角膜移植术后患者对疾病相

关知识的知晓度还需要极大的提高，在对患者进

行健康教育或培训时，应着重在洗手的操作和正

确点眼方面，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加强预见性

与依从性护理，以减低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护理干预对眼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前焦虑与疼痛

的影响 

柏学青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眼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前

焦虑情绪和疼痛的相关性及护理干预效果。 方

法: 将眼科恶性肿瘤拟行手术的患者 100 例，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五十例，常规护理措施

应用于对照组，干预组在此基础上接受有针对性

的护理干预措施，对两组患者术前焦虑值、疼痛

情况、睡眠时间及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等指标进行

测定。 结果: 通过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干预

组患者的术前焦虑情绪和疼痛情况，较对照组有

显著改善，增强了手术信心，睡眠时间严查，其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结论: 

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可显著降低眼科恶性

肿瘤患者的术前焦虑情绪和疼痛情况，提高患者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特殊符号目视管理在预防眼科护理不良事件中

的应用 

任君红    

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探讨特殊符号如勾，圈，拼音字母等目视

管理在预防眼科护理不良事件方面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第二、三季度眼科病区的住院

患者各 120 人分别设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

进行常规的护理方法，实验组除进行常规护理外

再用勾、圈、拼音字母等形象直观的视觉感知信

息来标识黑板上的出院(出院患者相关操作床号

打圈，患者离院后擦除)、患者糖尿病情况(黑板

床号上方标记 T)，手术(上手术在床号处打勾，

下手术完成全部护理和操作后床号处圈圈)和静

脉卡肌肉卡(完成打勾)等，从而警示护士，预防

护理不良事件 结果: 观察组的护理不良事件发

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小于 0.05) 结论: 特殊符号目视管理能有效

降低眼科护理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保障患者安

全，值得临床广泛推广应用。  

 

 

电话干预在提高青光眼患者依从性中的应用效

果评价 

俞佳敏   俞佳敏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0 

 

目的: 探讨青光眼患者治疗中电话干预延续护

理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180 例门诊慢性青光眼

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90 例。对照组仅正

常门诊治疗。观察组在患者门诊治疗时设立电话

干预档案，由护龄≥15 年的护士 1 名专职电话干

预。登记本上完整填写：患者姓名、性别、年龄、

联系电话、当日眼压值、日常饮食饮水、运动量、

作息时间、精神情绪、有无按时使用降眼压药物、

复测眼压值等情况作为电话干预资料。从患者第

一次治疗 24 小时后开始联系患者。评价影响患

者眼压升高的相关因素。 结果: 两组对比，观

察组复查眼压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患者满意

度大大提高(t=19.60 P＜005)。 结论: 电话干预

护理对青光眼慢病控制，降压了眼压急剧升高的

可能，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白内障术后患者延伸护理模式的应用 

梅峰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0 

 

目的: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白内障手术患

者对延伸服务的内容、时间以及频次等方面的需

求，建立我院白内障术后患者延伸服务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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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护理模式由院内延续到院外，真正体现了延伸

护理的内涵。 方法: 参考文献《家庭家庭健康

护士服务调查表》，采用预调查对问卷进行修改，

设计形成了《白内障手术患者出院后对延伸护理

服务的需求调查》问卷，随机抽取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后

患者 300 例（排除小儿患者），共回收有效问卷

245 例，依据患者的需求建立我院白内障术后延

伸护理档案，患者出院时由责任护士征求意见，

对同意实施延伸护理的患者建立延伸护理服务

档案，所有数据运用 SPSS17 结果: 100%的患者

对基本健康知识和疾病相关知识表示需求;在调

查问卷中所提及的延续护理服务方式中,门诊复

查、电话随访和短信提示所占的比例最高,各占

30%和 50%和 80% 结论: 在所调查的 300 例手

术患者中,对居家护理治疗的较少,但是在基本健

康教育及疾病相关知识方面大多数患者表示需

要进行延续护理,并且希望由所住医院的医生和

护士实施，这也是他们对所住医院认可的一种

表。  

 

 

电话随访老年性白内障术后患者出院后点眼治

疗的依从性调查 

戴珍燕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1906 

 

目的: 调查老年性白内障术后患者出院后点眼

治疗的依从性 。 方法: 选取从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的 50 名老年性白内障术后出院

患者，采用上海某三甲医院出院随访调查表，包

括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状况、既往史、点眼眼

别、点眼频次、点眼方法、用药种类、，电话访

问是否正确按照出院小结的医嘱点眼治疗。 结

果: 有 47 名患者正确依照医嘱按时用药，另有

3 名患者擅自减药、减少用药次数、混乱点眼方

法。 结论: 老年性白内障术后患者的点眼治疗

依从性仍存在问题，临床医务人员应更注重患者

出院后的迁延性治疗以及健康指导，积极防止并

预防患者降低对点眼治疗的依从性，规范用药。  

老年恶性青光眼手术患者的心理护理及效果反

馈 

杨沁菲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探讨老年恶性青光眼手术患者心理干预

的重要性，减轻患者心理负担，改善心理作用对

疼痛的负面影响，提高护理质量，加强护患沟通。 

方法: 选取我科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住院青光眼手术患者 150 例，分为各 75 例两组

进行实验对照，对比心理干预与非心理干预患者

的愈后护理反馈情况。 结果: 对两组实验对照

组进行效果反馈，对心理护理干预的 75 例患者

较非心理干预患者的预后情况及疼痛级别进行

对比 发现进行心理护理的患者手术成功率提升

2.1% 护理满意度提升 20% 疼痛程度减轻 0.7% 

有效进行 结论: 提前进行心理护理干预可有效

减轻恶性青光眼患者心理负担，提升手术成功率

并为患者术后病情控制配合预后工作提供了有

利条件。  

 

 

个性化护理在眼科住院患者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及效果评价 

张晓燕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探讨个性化护理在眼科住院患者安全管

理中的应用，提高护理质量。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眼科住院患者 500 例，

包括视网膜脱落、玻璃体出血、老年白内障等，

进行自理能力评估、导管评估、血栓评估、跌倒

评估，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案（个性化心理护理、

特殊检查指导、术前安全管理、术中配合训练、

术后体位指导、个性化生活护理、出院健康指导

等），实施 1 年后进行效果评价，评价实施前后

护理安全问题有无差异。 结果: 采取个性化护

理措施之前，护理安全问题发生率为 2.9%，实

施个性化护理后护理安全问题发生率降为

0.8%，两者比较 X^ 2=15.07，P〈0.001〉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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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个性化护理针对安全问题给予相应的护理

措施，降低不安全事件的发生率，给患者营造一

个安全的就医环境。  

 

 

OSCE 教学模式在眼科护生带教中的应用 

胡梦燕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为了了解护生眼科专科临床能力现况,据

此提出教学对策,提高眼科护生的护理临床能

力，灵活运用知识，增强评判性思维能力和临床

决策能力，促进护生临床能力培训模式向科学

化、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方法: 将 2016

年 1月到 12月来眼科实习的护生共 60人随机分

成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文献法、德尔菲调查法,

制定护生临床能力评估表，对两组护生进行考核

评估临床实践能力，然后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

法，对实验组采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增加 OSCE

（客观结构化临床考核）教学法，最后出科时再

次使用临床能力评估表对两组护生进行考核评

估临床能力。 结果: 干预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学

生的临床实践能力考核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实验组的临床实践能力考核成

绩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结论: OSCE

可以发现传统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对教学具

有指导作用。将此培训模式应用到眼科护生临床

实习中，极大地提高了科护生临床能力，可以在

护理带教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多媒体宣教模式在眼科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颜叶超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探讨在多媒体宣教模式下实施眼科健康

教育的效果，分析不同健康教育方式对患者的影

响及作用 。 方法: 将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6

月科室未开展多媒体宣教以前收治的 100 例患

者为对照组，采用传统式健康教育；将 2016 年

7 月起科室开展多媒体宣教以后收治 100 例患者

作为观察组，采用多媒体宣教模式，应用 Power 

Point、Excel、Word 等软件、图片和视频将内容

直接、形象、生动地展示给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两组患者均进行了问卷调查及统计。 结果: 与

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对健康教育知识掌握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患者（P<0.01），对护理服务

的满意度高（P<0.05），并发症少，恢复快，住

院时间短（P 结论: 采用多媒体宣教模式进行健

康教育，形象生动，能有效提高患者对疾病相关

知识的理解及掌握程度，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

满意度，有利于患者康复，提高工作效率，是眼

科患者健康宣教的理想模式。  

 

 

个性化用药指导对视网膜脱离术后患者院外用

药依从性的影响 

仇佳玲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探讨视网膜脱离患者术后个性化出院用

药指导与用药依从性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院行视网膜复位手

术的患者 188 例,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 94

例。对照组按常规进行出院用药指导,试验组采

用改进的个性化指导方案进行出院后用药指导。

出院后 14d 对两组患者的用药依从性进行统计

和分析。 结果: 试验组的依从性明显优于对照

组(P<0.05);因药物依从性差而引起的术后眼内

炎性反应及切口恢复时间等方面,试验组也明显

优于对照组(P 结论: 进行个性化用药指导可提

高患者出院后使用外用药的依从性,巩固视网膜

复位手术的效果。  

 

 

临床护理路径在眼科单纯性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顾瑜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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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临床护理路径在单纯性孔源性视网

膜脱离眼科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回

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

收治的 100 例患者,将其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

组各 50 例。试验组实施临床护理路径，对照组

采用传统的护理方法。观察两组患者对临床疗

效、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医疗护理质量等各方

面的满意度。 结果: 试验组的患者在手术前的

顾虑、健康知识的了解以及对医疗护理质量的满

意度均高于对照组。试验组的平均术前等待时

间、平均住院费用均显著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结论: 临床护理路径使护理程序标

准化,让护理程序更加有序,减少了漏项的发生率,

有效的提高了患者对护理质量的满意度,值得临

床推广。  

 

 

老年眼科手术患者的心理护理 

胡婕君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对老年眼科手术患者的心理护理的研究 

方法: 对我院诊疗的 108 位老年眼科手术患者

给予多种心理干预 年龄 60-85 岁，女性 68 人，

男性 40 人。 结果: 经过对症治疗与心理护理手

术成功的患者 105 位，失败的患者是 3 例 结论: 

心理护理可以有效减轻患者的负担，促进患者早

期康复，这也是符合当今的医疗模式，值得临床

的进一步推广应用。  

 

 

运用品管圈提升白内障术后护理知晓率 

马智敏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探讨品管圈在提高白内障术后家庭自行

护理知晓率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自 2016 年 6

月起在我科开展以"提高白内障患者出院家庭自

行护理知晓率"为主题的品管圈活动,对影响白

内障患者出院家庭自行护理的相关因素进行调

查分析,制定相应对策并组织实施。 结果: 活动

后患者出院家庭自行护理知晓率由活动前与活

动后比较显著提高。 结论: 通过开展品管圈活

动，提高了白内障患者对出院相关健康知识的掌

握水平，有效促进护患沟通，提高患者满意度和

护理质量。  

 

 

应用品管圈提高角膜移植患者对排斥反应的认

知度 

吴丽琴   陈张艳   陈燕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提高角膜排斥反应认

知度中的作用，引导角膜移植患者理智应对角膜

排斥反应，提高角膜移植成功率，促进患者早日

康复。 方法: 成立品管圈小组，随机抽样调查

70 例角膜移植患者，对角膜排斥反应的概念、

症状表现、处理方法、不良后果、预防的注意事

项进行认知度调查。根据柏拉图“80/20”法则，

确定预防注意事项、症状表现及处理方法为改善

重点。 进行要因分析和真因验证，制定并落实

相应对策：1.拟定标准化工作流程 2.明确职责，

分期管理 3.医护人员—家属—患者传授 4.定制

主刀医生角膜移植专属名片 5.角膜移植宣传手

册划重点。 结果: 通过此次品管圈活动，角膜

移植患者对排斥反应的认知度由 78.29%提高至

95.86%（重点改善指标均 P 结论: 本次品管圈活

动有利于患者主动参与角膜排斥反应的防控，提

升医疗品质，提高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  

 

 

青光眼个案管理师的实践与思考 

黄小琼   林豪   陈燕燕   梁远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325000 

 

目的: 构建青光眼疾病慢病个案管理模式，为国

内参与青光眼疾病管理的医护工作人员提供参

考依据。 方法: 通过解析青光眼个案管理的工

作模式、个案管理师的选拔、个案管理师对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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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案、随访的监督过程等，分析个案管理模式开

展所面临的困难，促进青光眼疾病个案管理模式

的建立。 结果: 对病程较长的青光眼开展个案

管理意义显著，增加了患者安全感和归属感，有

利于医疗工作的开展；提高了门诊就诊效率；缓

和了医患矛盾，提高了患者满意度，有助于疾病

康复。 结论: 开展青光眼疾病个案管理模式，

培养眼科个案管理师是时代发展的需求和必然；

青光眼个案管理师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仍需

学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  

 

 

儿童眼外伤的防护措施和急救处理 

林露露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如何预防小儿眼外伤的发生及一旦

发生意外后自行急救处理方法 方法: 培养和增

强儿童自我防护意识和躲避各种危险事物的能

力。同时家庭、教学机构及社会加强对儿童的照

料及进行安全知识教育,提高眼外伤后应急处理

能力。 结果: 降低小儿眼外伤发生概率,减少意

外伤害后对眼球、视功能受损程度 结论: 儿童

眼外伤重点在于预防,当发生意外造成眼睛伤害,

正确的急救处理对眼睛预后非常重要,能最大限

度地挽救儿童视力。   

 

 

微信社群在甲状腺相关性眼病延续性护理中的

应用 

金玮玮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运用微信社群管理对甲状腺相关性

眼病患者进行延续性护理，提高患者满意度和粘

附力，为医院开展慢性病管理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法将该院眼鼻相关专科住院的 20

例甲状腺相关性眼病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每组 10 例患者。对照组实行常规的出院健康宣

教；实验组除了常规的健康宣教外，由微信社群

小组负责人对其进行出院后延续性管理。比较两

组患者在出院后 6 个月内，按时复诊率以及对医

院的满意度。 结果: 出院后 6 个月，实验组按

时复诊率和对医院的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运用微信社群管

理对甲状腺相关性眼病患者进行延续性护理的

效果良好。患者对医疗护理满意度明显提高，患

者的粘附力显著提高。  

 

微信平台在眼科病房护理管理的运用 

陈怡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微信群平台在眼科病房护理管理中

的运用效果。 方法: 2016 年 1 月组建科室工作

微信群，借助微信群发送眼科专科理论知识、操

作技能、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会议传达，群成员

进行学习。对照组为 2015 年 1 月-12 月 未建立

微信平台，采用传统护理管理模式；观察组为

2016 年 1 月-12 月在传统管理的基础上再运用微

信群平台进行管理。 结果: 运用微信群平台进

行护理管理后与未运用微信群平台护理管理中

将护理基础质量、院感质控、药品安全、护理安

全管理质量进行比较，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结论: 借助微信群平台能有利于提

高护理管理效率，提高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效果，

激发护理人员学习的积极性，减少医疗差错的发

生，提升专科护理水平。  

 

 

眼球破裂伤急诊患者的住院护理探讨 

徐盈盈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急诊患者眼球破裂伤住院的有效护

理方法，为眼球破裂伤优质护理提供参考。 方

法: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对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2 病区眼球破裂伤急诊住院

患者进行观察及采取有效护理方法，包括增强眼

球破裂伤相关知识社会宣传，简短急诊患者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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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诊流程，对患者手术前后进行有效心理护理干

预，眼球破裂伤患者术前准备，患者术后眼部护

理，抗感染护理，进行有效的出院宣教，对眼球

破裂伤出院患者进行随访。 结果: 眼球破裂伤

患者住院期间到出院时大部分患者无出现心理

焦虑且均无发生感染，在出院后随访中也无发现

感染或眼内炎。 结论: 眼球破裂伤急诊患者在

接受住院期间的心理护理干预，对患者进行正确

的围手术护理，出院指导是患者术后防止感染，

提高手术效果的有效手段。  

 

 

开展床旁结算在优质护理病房的应用 

傅文静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325000 

 

目的: 为了进一步优化优质护理服务，开展床旁

结算，探讨床旁结算效果作用及工作模式。 方

法: 患者通过自助机或护士站办理入院手续，预

缴住院费用。并开通社保审核权限以便社保患者

办理入院。出院结算时直接将余额退回预授权银

行卡或绑定的支付宝账户。发票和明细可在出院

后 2 周内到收费窗口凭身份证打印。 结果: 优

质护理病房开展床旁结算后减少患者排队等候，

缩减进出院办理时间，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 结

论: 床边结算的推广，将方便患者，提高护士工

作效率，克服医院人力资源的短缺，让优质护理

更深入实际。值得同仁们借鉴与参考。  

 

 

品管圈活动在提高青光眼住院病人的随访率的

应用 

朱巧珍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3 病区  325000 

 

目的: 通过青光眼住院患者出院随访状况及健

康教育需求的调查，分析影响青光眼患者随访率

低的相关因素，通过品管圈活动进行护理干预和

多方联合协作，提高患者出院随访率。 方法: 随

机抽取我院 2015 年 6 月至 7 月住院青光眼患者

中 50 例，查询患者出院后的门诊随访记录，发

现出院 6 个月随访率仅为 8%。为此，2015 年底

我科成立以提高青光眼住院患者的出院随访率

为主题的品管圈活动对患者进行干预。针对真因

进行系列的对策实施。经过 1 年时间，现阶段住

院病人出院后 6 个月随访率达到 50%以上。 结

果: 通过品管活动，病人依从性和疾病知识的掌

握明显提高。出院 6 个月随访率从 8%提高到

50%。 结论: 品管圈活动可有效提高患者的依

从性及病人的远期随访率。值得广大同仁推广应

用。  

 

 

冥想疗法对改善视网膜脱离复位术后患者舒适

度的研究 

陈敏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325000 

 

目的: 证明冥想疗法能够改善视网膜脱离复位

术后面朝下体位患者的舒适度，为冥想疗法应用

于眼科临床提供参考。 方法: 横断面研究，选

择视网膜脱离复位手术后需面朝下体位病人 40

例，随机抽样法分成两组，对照组 20 例按照常

规护理，实验组是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冥想

疗法，观察并比较两组病人的舒适度。 结果: 评

价两组患者舒适度量表得分，实验组病人的舒适

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结

论: 冥想疗法可以有效提高面朝下体位病人的

舒适度，为眼科临床推广冥想疗法提供理论基

础。  

 

 

口腔给氧在靶控输注联合局部麻醉下应用于鼻

内窥镜下泪囊鼻腔造孔术中的效果评价 

马智玉    

温州医科大附属眼视光医院  325000 

 

目 的 : 观 察 口 腔 给 氧 在 靶 控 输 注

(target-controlled infusion, TCI)联合局部麻醉下

应用于鼻内窥镜下泪囊鼻腔造孔术中的疗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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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比性分析。 方法: 选择年龄 40~65 岁,靶控

输注联合局部麻醉下鼻内窥镜下泪囊鼻腔造孔

术患者 9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5 例。

术前常规用膨胀海绵填塞后鼻孔,观察组术前用

无菌氧气导管调节氧流量至 3~5 L/min放入口腔

吸入,对照组暴露口鼻不给氧。分别于手术开始

时(T1)、开始后 10 min(T2)、开始后 30 min(T3)、

手术结束后 10 min(T4)四个环节记录患者的

SpO2、RR、Pet-CO2 值对结果进行分析对比；术

前详细告知患者采血目的,征得患者同意后,于手

术开始后 30 分钟动脉采血监测氧分压对结果进

行分析对比 。 结果: 两组 SpO2、RR、Pet-CO2、

氧分压值比较,观察组的 SpO2、氧分压值明显高

于对照组,而RR值与Pet-CO2值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口腔给氧

在靶控输注联合局部麻醉下鼻内窥镜下泪囊鼻

腔造孔术中的应用可以有效的改善缺氧状态,防

止呼吸抑制。  

 

 

飞秒激光手术围手术期护理 

孙丽娜   邹俊   施岳辉   李敏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分析近视眼患者行飞秒激光手术的护理

要点，探讨术前及术后的护理干预效果。 方法: 

整理收集 2016 年在我院行全飞秒激光手术患者

183 例（361 只眼），对其进行术前、术中、术

后临床护理、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观察其疗效，

并对护理特点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手术均顺

利完成，并未出现与手术相关的眼部感染及并发

症。经全飞秒激光治疗术后的 183 例患者术后视

力全部达到术前矫正视力。 结论: 飞秒激光手

术对治疗近视眼有良好的疗效，有效的围手术期

护理对手术患者的手术成功提供有效的保证。  

 

 

 

 

术后 8 小时内电话回访白内障日间手术患者的

效果探讨 

戴婷婷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术后 8 小时内电话回访对评估白内

障日间手术患者术后情况，以及及时发现和处理

术后并发症的作用和效果。 方法: 制定标准化

电话回访问卷，由专职护士于术后 8 小时内对白

内障日间手术出院患者进行电话回访，并对回访

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相关指导。 结果: 350 名白内

障日间手术出院患者完成术后电话回访及返院

复查。 电话回访中 3 名患者出现轻微胀痛，次

日返院复查后证实术眼眼压升高，其他患者术后

第 1 天返院复查未发现其他需要医疗干预的术

后并发症。 电话回访的术后并发症发现率与返

院复查结果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0.05）。患者对术后电话回访的满意度为 100%，

并均认为术后短期内的专业性回访有利于他们

对病情的掌握。 结论: 术后短期内电话回访可

以及时、有效地发现白内障日间手术患者的术后

常见并发症，通过针对性的医疗干预，降低不良

事件的发生率，同时提升护理质量。是一项值得

推广的日间手术术后规范化流程。  
 

 

护理干预用于佩戴角膜绷带镜患者预防感染的

效果评价 

潘琳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  430063 

 

目的: 探讨白内障术后佩戴角膜绷带镜患者通

过护理干预预防感染的方法、措施，评估护理干

预对其预防感染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

2015年 9月—2016年 10月行白内障手术术后佩

戴角膜绷带镜患者 72 例，对所有患者在佩戴角

膜绷带镜期间的临床护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主要包括对患者的心理护理、佩戴期间的指导配

合，对医务人员的使用操作流程及规范的督促、

无菌观念的宣教和落实情况，对操作中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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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器械的消毒灭菌追溯情况等。 结果: 所有

患者在佩戴角膜绷带镜过程中均能密切配合医

护人员，做好自我防护，医务人员操作流程规范

且无菌观念加强。65 例患者佩戴角膜绷带镜均

未发生不适及感染，7 例患者佩戴后发生流泪、

眼痛等不适现象，但无眼部感染。 结论: 通过

对白内障术后佩戴角膜绷带镜患者给予相应的

护理干预，可以有效提高使用的安全性及疗效，

能够有效预防感染发生，提高护理满意度，促进

患者康复。  

 

 

有效地护理沟通对选用高端人工晶体行白内障

手术患者的影响 

潘琳   潘琳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  430063 

 

目的: 通过有效地护理沟通增强患者使用多焦

点或三焦点高端人工晶体的信心，并降低患者对

术后视力过高的期望值，同时更好地适应术后视

力，从而提高手术满意度。 方法: 选择我院 2016

年 6 月—12 月选用多焦点或三焦点高端人工晶

体行白内障手术的 416 例患者，随机分成试验组

和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及相关知识的

掌握程度。 结果: 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及相关知

识的掌握程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通过有效地护理沟通，不仅可以

增强患者使用高端人工晶体的信心，而且让患者

更全面深入的了解自身的眼部情况、白内障手术

及人工晶体的相关知识，降低患者对术后视力的

期望值，提高了对手术效果和护理工作的满意

度。  

 

 

应用品管圈再造眼科治疗室检查排队流程 

郭媛媛   胡小周   王爱孙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325000 

 

目的: 通过品管圈活动，再造眼科治疗室患者检

查排队流程。 方法: 治疗室各项检查分类排队、

呼叫均需护士人为安排操作。对 94 名门诊患者

实施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患者总体满意度为

78.1%.对治疗室高峰时段实施患者侯检耗时调

查，结果显示，裂隙灯下操作项侯检耗时

50.4min，非裂隙灯下操作项侯检耗时 33.0min。

根据现况，通过查阅文献，使用头脑风暴法，设

计查检表，进行统计汇总，绘制柏拉图，明确本

次品管圈改善重点：系统研发；设备采购；流程

再造。 结果: 减轻护理工作量，提高了护理质

量；缩短患者等候时间，裂隙灯下操作项侯检耗

时缩短了 59.1%。非裂隙灯下操作项侯检耗时缩

短了 60.3%；患者总体满意度提升至 91.6%。 结

论: 排队叫号系统大多应用于分诊就诊环节，通

过品管圈将系统应用于治疗室的流程再造中，提

高了工作效率，缩短患者等候时间，有效的提高

了患者满意度，促进医患关系和谐，提升医院的

服务品牌形象。  
 

 

眼科出院患者延续性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与

对策 

郑惠兰   程默君   许云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了解眼科出院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率的

真实度,为提高延伸性的护理质量改进提供依

据。 方法: 选择 2015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

眼科出院的患者为调查对象, 进行电话回访，从

对护士的服务态度、健康教育方面、用药方面、

环境方面、流程服务方面进行满意度调查，并对

调查资料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其影响因素，并通

过优化眼科服务流程与健康教育模式，建立健康

教育质量督查表、改进个性化的出院健康教育流

程，针对专科疾病发放个性化出院温馨提示等改

进对策。 结果: 2016 年 1 月到 2016 年 6 月出院

患者电话回访的满意度从 2015 年度的 90.5%提

升至 2016 年度 97.58%。 结论: 电话回访是一

种有效的护理质量反馈方法，提高了调查信息的

可信度，是优质护理服务的有效延伸，分析患者

对护理服务工作的满意度可及时发现护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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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改进,从而有效地提高眼科

护理质量，提升出院患者的延续性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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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病 
 

睑缘炎相关角结膜病变的临床观察 

李兆瑞    

济南市明水眼科医院  250200 

 

目的: 分析睑缘炎相关角结膜病变(BKC)的临床

特征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01 月

至2015年01月在济南市明水眼科医院眼表科门

诊临床诊断为 BKC 患者 56 例，对患者的症状、

睑缘及角结膜病变的临床表现与程度及质量效

果进行统计分析。主要指标包括：睑缘情况、有

无螨虫感染、角结膜病变范围与程度及治疗有效

率。 结果: 收集的 52 例临床诊断为 BKC 的患

者中，年龄范围为 2～65 岁，平均(36±12)岁，

其中男性 15 例(28.8％)，女性 37 例(71.1％)；其

中，6 例(11.5％)为单眼发病，46 例(88.5％)为双

眼 结论: BKC 在睑缘炎患者并不少见，螨虫感

染的可能性大，且临床表现多样；进行睑缘炎及

BKC 的规范诊治对提高疗效十分重要。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和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

症眼表活体共聚焦显微镜观察 

高婷婷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89 

 

目的 : 应用眼表活体共聚焦显微镜观察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和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

症慢性期患者眼角膜变化特点。 方法: 连续收

集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6 月就诊于眼科门诊的

慢性期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和中毒性表皮坏

死松解症患者 12 例（24 眼），对其进行眼表活

体共聚焦显微镜检查。 结果: 83.3%的 SJS/TEN

慢性期患者角膜上皮细胞呈激活状态,87.5%的

患者角膜神经失去正常走形分布,所有患者角膜

基质层可见一定比例呈激活状态的基质细

胞,87.5%的患者角膜内皮层形态大致正常。 结

论: SJS和TEN慢性期患者伴发的眼部后遗症表

现在角膜各层,眼表活体共聚焦显微镜下角膜上

皮层、角膜神经及角膜基质层形态变化尤为多见;

眼表活体共聚焦显微镜可以从细胞水平观察角

膜各层的病变特点。  

 

 

睑板腺口数码裂隙灯观察与睑板腺阻塞疏通方

法探究 

吴庆藩   吴倩    

上海兰荷视光眼科门诊部  200030 

 

目的: 寻求用于直接疏通睑板腺口阻塞、睑板腺

管堵塞的方法及实用工具（器械）。 方法: ⒈

观察及治疗仪器：数码裂隙灯或智能手机裂隙灯

连接装置，用于采集收录检查治疗（手术），治

疗前后对比，从微观角度对其疗效进行客观评

估。⒉用套管针的形式研制睑板腺显微探针及睑

板腺微量灌洗注药针；创新开发睑板腺口显微扩

张器用于睑板腺直接探通扩张。⒊研制了实用新

型睑板腺挤压镊，采用不锈钢弹簧夹连接眼睑垫

板及眼睑挤压板，直接对合挤压眼睑板，大面积

覆盖眼睑板，利用弹簧回弹力使挤压按摩压力始

终均衡一致。 结果: 对 O-MGD 患者实施睑板

腺疏通治疗。⒈牙膏状睑脂堵塞用探针探通，炎

症明显者用注药针进行灌洗注药。⒉各种腺口阻

塞，用扩张器突破,联合热敷、挤压按摩。治疗

后通过影像比对可见炎症消退、腺口恢复、睑脂

排出。 结论: 睑板腺显微探针及睑板腺注药针；

睑板腺扩张器及实用新型睑板挤压颞的研制成

功为睑板腺疏通治疗提供了创新的、安全实用

的、效果确切的治疗器械和手术治疗方法。 

 

 

探讨圆锥角膜与眼压、等效球镜、角膜表面高度、

泪液质量的相关性 

黄瑞琴    

石家庄爱尔眼科医院  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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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圆锥角膜与眼压(IOP) 、等效球镜

(SE) 、角膜表面高度、泪液质量（BUT）的之

间的关系，以为其临床诊治提供指导。 方法: 横

断面研究,测量 60 例（90 眼）圆锥角膜患者的

IOP、SE 角膜前后表面高度、BUT、等数据，根

据角膜厚度（CCT）分为三组,分析 IOP 、SE、

角膜前后表面高度、以及 BUT 之间的相关性。

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2 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三组圆锥

角膜越严重，CCT 越薄， CCT 和 IOP 成正相关

（r=0.359，P＜0.05），角膜越薄，IOP 呈下降

趋势。CCT 与 SE （r=0.484，P＜0.05），CCT

与 SE 呈正相关，角膜越薄，SE 越大。CCT 与

角膜高度呈负相关（r=-0.776，P＜0.01），角膜

越薄，角膜表面高度明显增高，后表面增高更明

显。CCT 与 BUT 间相关性不明显，但是 BUT

和 SAI 有相关性。 结论: 角膜厚度与 IOP 和 SE

呈正相关，与角膜表面的高度呈负相关，随着圆

锥角膜加重，角膜厚度越薄，IOP 越低；角膜厚

度越薄，SE 和角膜表面高度越高；角膜厚度和

BUT 相关性不显著。  

 

 

眼睑清洁布抗螨治疗观察 

沈满意   马晓萍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1 

 

目的: 探讨眼睑清洁布对毛囊蠕形螨的杀灭作

用及眼部不适症状的改善情况。 方法: 选择

2016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诊的 43 例门诊患

者。拔取受检者眼部睫毛，进行蠕形螨检查。睫

毛蠕形螨镜检阳性患者使用眼睑清洁布擦拭双

眼睑缘，每天 2 次，每周随访 1 次，治疗 4 周后

进行疗效评价。评价指标包括蠕形螨计数、

OSDI、BUT、S TⅠ 。 结果: 共收集患者 43 例，

蠕形螨检出率为 65.1%。其中 10 例患者用眼睑

清洁布治疗，治疗前蠕形螨计数为 9.7±8.0 只／8

根睫毛，治疗四周后降至 1.4±0.5 只/8 根睫毛(P

＜0.05），患者蠕形螨明显下降。 结论: 眼睑

清洁布擦拭睑缘能有效降低眼部蠕形螨寄生数

量，并缓解蠕形螨性眼病的临床症状，是治疗蠕

形螨相关眼病的安全有效方法。  

 

 

Zernike多项式分析全角膜前后表面和厚度的三

维不规则分布在圆锥角膜诊断中的价值 

崔乐乐   李明   沈梅晓   陈世豪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325027 

 

目的: 评价利用 Zernike 多项式分析全角膜前后

表面和厚度三维不规则分布在圆锥角膜中的诊

断作用。 方法: 横断面研究。选取圆锥角膜患

者 14 例（20 眼）和同期健康志愿者 20 例（20

眼）。应用 Pentacam 系统测量所有受试者的眼

前节形态，导出角膜前后表面高度以及全角膜厚

度数据。利用 Zernike 多项式分析得出 2 至 7 阶

和高阶系数的均方根（RMS）值。采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对参数进行统计比较，通过受试者工作

特征（ROC）曲线对测量参数的诊断性能进行评

估。 结果: 在角膜前表面高度和全角膜厚度参

数中，以三阶，五阶和高阶系数的 RMS 值对圆

锥角膜的诊断性能较好。在角膜后表面高度参数

中，以 3 阶、5 阶、6 阶、7 阶和高阶系数的 RMS

值对圆锥角膜的诊断性能较好。 结论: 3 阶系数

的 RMS 值诊断圆锥角膜的性能 好。  

 

 

结膜松弛症结膜组织及泪液中黏蛋白的表达研

究 

项敏泓   张兴儒   贾元玲   陈星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200062 

 

目的: 观察结膜松弛症松弛结膜组织和泪液中

黏蛋白的表达变化，探讨结膜松弛症的发病机

制。 方法: 收集结膜松弛症组(CCh)38 例（38

眼）和正常对照组 36 例（36 眼）的结膜组织和

泪液标本，分别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结膜组

织中黏蛋白（MUC2、MUC4、MUC5AC、MUC16）

表达情况，ELISA 检测泪液中黏蛋白（MUC2、

MUC4、MUC5AC、MUC16）OD 值，结果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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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分析，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异。 结果: CCh

结膜上皮细胞中 MUC5AC、MUC16 较正常组明

显减少，MUC2、MUC4 无差异；CCh 泪液中

MUC4、MUC5AC 的 OD 值较正常组明显降低，

MUC16 下降，MUC2 无差异。 结论: 结膜松弛

症患者结膜组织和泪液中 MUC5AC 和 MUC16

均下降，对其的进一步研究可能将是揭示结膜松

弛症发病机制的关键。  

 

 

软性角膜接触镜相关的浅层点状角膜病变治疗

前后角膜共聚焦显微镜观察 

刘影   邹俊   李敏   施岳辉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观察佩戴软性角膜接触镜相关的浅层点

状角膜病变(SPK)患者药物治疗前后的角膜共聚

焦显微镜表现。 方法: 收集有软性角膜接触镜

佩戴史的SPK患者30例60眼，随机分为A组(人

工泪液+速高捷)、B 组(人工泪液+速高捷+氟美

童)，在治疗前、治疗后 7 天、14 天、28 天行裂

隙灯、BUT、Schirmer’s test、角膜共聚焦显微镜

检查，正常人 10例 20眼作为对照组。 结果: SPK

患者角膜共聚焦显微镜显示表层角膜上皮细胞

及上皮下神经纤维密度低于对照组，Langerhans

细胞密度高于对照组；治疗后 B 组各项指标均

好于 A 组。 结论: 角膜共聚焦显微镜有助于软

性角膜接触镜引起的浅层点状角膜病变的早期

诊断，局部低浓度激素联合人工泪液及促角膜上

皮修复药物治疗有效。 

 

 

结膜松弛症切除的结膜中细胞因子的表达 

项敏泓   贾元玲   周欢明   陈星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200062 

 

目的: 观察结膜松弛症的松弛结膜组织中肿瘤

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1β（IL-1β）的

表达情况。 方法: 收集年龄匹配的 3 个组：结

膜松弛症组 15 例（15 只眼）、翼状胬肉组 10

例（10 只眼）和正常对照组 9 例（9 只眼），对

3 个组切除的结膜组织分别行 TNF-α和 IL-1β的

免疫荧光染色观察，并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TNF-α浓度 CCh(712.44±33.84) ng/ml，胬肉组降

低，对照组更低，有统计学意义。IL-1β 浓度

CCh(722.11±60.09) ng/ml，胬肉组降低，对照组

更低，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结膜松弛症的松

弛结膜组织中 TNF-α、IL-1β 升高显著，进一步

证实结膜松弛症与炎症相关。  

 

 

结膜松弛症杯状细胞中 MU5AC 的表达研究 

项敏泓   张兴儒   李青松   贾元玲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200062 

 

目的: 观察结膜松弛症球结膜组织中杯状细胞

的 MUC5AC 的表达情况，探讨结膜松弛症的发

病机制。 方法: 收集结膜松弛症组 30 例和正常

对照组 15 例，对所有入选者进行眼部症状评价、

泪膜破裂时间测定、Schirmer I 试验、泪液羊齿

状结晶试验，对结膜松弛症患者行松弛结膜新月

形切除术，分别对结膜松弛症组和正常对照组的

结膜组织行 HE 染色，AB 染色，MUC5AC 免疫

组织化学染色观察，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OSDI

评分 CCh 高于对照组。BUT、Schirmer I CCh 低

于对照组。CCh 球结膜变薄，胶原纤维少，弹力

纤维缺失，固有层间质淤血水肿。杯状细胞减少，

泪液羊齿状结晶减少,MU5AC 染色阳性降低。 

结论 : 结膜松弛症患者结膜组织中黏蛋白

MU5AC 含量减少，杯状细胞减少，泪膜功能受

到影响， 终导致患者出现球结膜过度松弛，出

现眼表泪液学异常。  

 

 

Overexpression of Low-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s stimulated by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in 
Pterygium Fibroblasts 

Mengliang Wu MD1, Jiajian Wang MD PhD 1, 

Qianwei Zhang MD 2, Yan Wang MD PhD 1,   

Liangliang Niu MD 1, Tingting Shao MD Ph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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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liation:1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Eye, 

Ear, Nose, and Throat Hospital, School of            

Shanghai Medicine, Fudan University, 83 Fenyang 

Road, Shanghai 20003, China. 2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Zaozhuang Municipal Hospital, 

Zaozhuang 27710 , Shandong, China. 

 

Purpose: To investigated the expression and 

activity of low-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 (LDLr) 

after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stimulation in pterygium subconjunctival 

fibroblasts (PSFs). Methods: Fibroblasts obtained 

from primary pterygium were stimulated by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VEGF (0–1000 pg/mL) 

for 1, 3 and 5 days. Relative quantification real 

time PCR (q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were 

employed to detect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LDLr, respectively. Confocal 

microscop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binding and 

uptake of DiI-LDL. Western blotting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LDLr protein from 

pterygium tissue.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with 

VEGF,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LDLr were 

both elevated significantly in PSFs (all P<0.05) in 

a dosage and time dependent manner, with a peak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600 pg/mL for 5 days. 

Positively correlation were found in the levels of 

mRNA and protein of LDLr with cell proliferation 

(all P<0.01). DiI–LDL uptake was increased with 

time, and saturated at 6 h.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LDLr in pterygium tissu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rmal conjunctiva (P<0.05). 

Conclusions: The expression of LDLr in activiated 

PSFs was significantly elevated after VEGF 

stimulation, indicating that LDLr in the activiated 

PSFs might become an novel target receptor for 

drug controlled release system to lower 

postsurgical recurrence rate of pterygium. 

 

 

过度牵拉导致圆锥角膜发生 

李霞   徐建江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圆锥角膜的发生与角膜直径不成比例扩

大，角膜组织被过度牵拉导致结构破坏有关。方

法：圆锥角膜 41 人 72 眼，年龄、性别及等效球

径匹配对照组 31 人 62 眼。IOLmaster 测量角膜

横径，Sirus 角膜地形图测量前房角及周边 6mm、

7mm、8mm、9mm、10mm 角膜曲率半径。比较

两组之间的角膜角膜横径，前房角及周边角膜曲

率径。6 人因圆锥角膜晚期行角膜移植手术，取

标本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圆锥角膜患者

的角膜横径比对照组大 0.57mm (P<0.01，独立样

本 t 检验)，前房角较对照组小 6.68°（P<0.01,

独立样本 t 检验），周边 10mm 区域曲率半径较

对照组大 0.59mm（P<0.01,独立样本 t 检验）。圆

锥角膜 6mm 曲率半径较对照组小，7mm、8mm、

9mm 曲率半径较对照组大，但均无统计学意义

（P=0.67,0.77,0.44,0.33）。6 份病理样本中，4 份

前弹力层消失，1 份尚存但不规则，1 份未见明

显异常，6 份均可见角膜板层变薄，间隙增宽，

2 份可见角膜基质纤维组织增生。结论：由于角

膜直径大，而角膜角膜胶原纤维没有同比例扩

张，角膜组织被拉平，张力增大，致使角膜胶原

纤维断裂或之间交联结构减弱， 终导致圆锥角

膜的发生。 

 

 

强脉冲光治疗睑板腺功能障碍的疗效评估 

殷悦  龚岚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研究强脉冲光（IPL）技术治疗睑板腺功

能障碍（MGD）的治疗效果以及维持时间。方

法：门诊招募 20 名 MGD>1 级成年患者，睑板

腺功能较差眼或唯一患眼入组。记录基本信息、

排除相关禁忌症并取得知情同意后进行双侧眶

周的 IPL 治疗。治疗共 3 次，1 月 1 次，按患者

Fitzpatrick 皮肤分型选择 IPL 治疗参数，眼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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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用药遵循分级治疗原则。治疗前进行初查，每

次治疗后 1 月进行复查。对完成治疗且治疗有效

病例进行随访， 后一次治疗后第 3 个月停止。

主要疗效指标：睑板腺分泌能力评分以及分泌物

质量评分；次要疗效指标：眼表疾病指数评分

（OSDI）、泪膜破裂时间（TBUT）、角膜染色评

分以及结膜染色评分；其他相关指标：基础泪液

分泌量（S1T）、泪膜脂质层厚度以及睑板腺腺

体缺失率。结果：患者年龄范围 19-66 岁，11

名女性 10 名男性。2 名患者发生与治疗无关不

良事件退出治疗，18 名患者完成治疗。对完成

治疗的患者进行统计学分析，可见患者主要疗效

指标（分泌能力评分以及分泌物质量评分）从初

次治疗后开始出现持续性改善，且具有统计学意

义（P 值均<0.05，图片 1）；次要疗效指标 OSDI、

TBUT 以及结膜染色评分从初次治疗后出现改

善（P 值均<0.05），角膜染色评分无明显变化（P

值>0.05，图片 2）。其他指标评估中可见治疗后

患者出现 S1T 减少、脂质层厚度增加、上下睑

的睑板腺腺体缺失率轻微下降，但以上指标改变

基本无统计学意义（图片 3）。患者均对 IPL 治

疗的耐受，治疗过程中无明显不适。完成治疗的

患者中 2 人治疗无效（主要疗效指标无改善），

对 16 名完成治疗且治疗有效的患者进行进一步

随访，疗效的平均维持时间为 2.56±0.70 个月。

结论：IPL 治疗能够有效改善 MGD 患者的主观

症状、睑板腺腺体功能、泪膜破裂时间及结膜上

皮的损伤，患者对 IPL 耐受好。IPL 是一种具有

良好前景的 MGD 全新治疗方法。 

 

 

新生儿眼表皮样瘤的母亲相关危险因素：病例对

照研究 

吴甦潜 范一丹 吴丹 洪佳旭 徐建江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调查分析母亲怀孕相关因素与新生儿皮样

瘤的发病相关性。方法：配对病例对照研究。121

位皮样瘤患儿（病例组）与 121 位非皮样瘤患儿

（对照组）的母亲接受问卷调查，并且查看病史

记录。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个人史，环境暴

露史，孕期疾病及治疗史，以及家庭社会经济状

态。病例组与对照组依据性别、出生体重、母亲

产龄及家庭社会经济状态等级配对。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相关危险因素。结果：与新生

儿显著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母亲难免流产史

（相对风险[odds ratio, OR] 2.59，95%置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s, CI]1.13 - 5.90）、孕期前三个

月感冒（OR 3.94， CI 1.74 – 8.93）以及父亲

在妻子孕期每日吸烟超过半包（OR 4.81， CI 

1.74 - 13.28）。结论：母亲难免流产史、孕期前

三个月感冒以及父亲在妻子孕期每日吸烟超过

半包这三个因素可能能够显著增加新生儿患眼

表皮样瘤的几率。 

 

 

华东地区细菌性泪囊炎菌种分布及耐药性的 15

年回顾性分析 

洪佳旭 徐建江 陈敏娟 蒋冬红 傅同胜 喻继兵 

朱新兴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研究 2002 年至 2016 年华东地区细菌性泪

囊炎患者的临床表现、菌种分布及耐药性情况。

方法：收集华东地区 6 个城市 8 家医院诊断为细

菌性泪囊炎的患者病史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患

者年龄、性别、职业、急慢性泪囊炎比例、既往

抗生素用药史、菌种变化及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

性等。结果：研究共入组 2388 例细菌性泪囊炎

患者。革兰氏阳性细菌、革兰氏阴性细菌及厌氧

性细菌占的比列分别是 63%、29.4%和 13.3%。

研究期间革兰氏阳性细菌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常

见的细菌包括凝血酶阴性葡萄球菌、金华葡萄球

菌、铜绿假单胞菌和流感嗜血杆菌。红霉素耐药

性在研究期间显著上升。与此同时，耐药性研究

显示加替沙星是 为有效的抗生素。结论：革兰

氏阳性菌在细菌性泪囊炎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总体而言，对于常见抗生素，革兰氏阳性菌耐药

比例大于革兰氏阴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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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防控 
 

150 例视频终端综合征对视功能的影响及临床

分析 

郭青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100048 

 

目的: 分析视频终端综合征（VDT）的临床症状

及对视功能的影响 方法: 详细询问病史，全面

行眼科检查包括最佳矫正视力、眼压、裂隙灯检

查、泪膜破裂时间、泪液分泌检查、角膜荧光素

染色、隐斜、眼底检查，填写“眼表疾病指数

（OSDI）问卷 结果: 视疲劳症状发生率 30.1%，

干眼发生率 20.3%，视物模糊发生率 18%。不

适症状、视疲劳及干眼发生率与视频日均时间、

视频年数呈正相关，干眼发生率与年龄、性别正

相关，视疲劳发生率与与年龄正相关. 结论: 长

期注视 VDT 对视功能会产生严重影响，应引起

人们重视。  
 

 

圆锥角膜配戴 RGP 镜片临床效果分析 

张捷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430000 

 

目的: 圆锥角膜配戴 RGP 镜片临床效果 方法: 

收集 8 年来资料记录完整的圆锥角膜配戴 RGP

镜片 32 例 43 只眼。其中准分子激光术后 5 例 7

只眼；眼外伤 3 例 3 只眼。43 只眼中极重度 10

例 12 只眼。分别给予圆锥 RGP 镜片试戴。准分

子激光术后采用大直径全角膜 RGP 镜片试戴。

极重度圆锥角膜 RGP 镜片试戴均达不到良好配

适，采用 Piggy－back 镜片系列用低度软镜作为

基底，常规圆锥 RGP 镜片设计基弧，试戴后订

制圆锥 RGP 镜片。 结果: 43 只眼配戴后矫正视

力均达 0.6 以上。准分子术后 7 只眼框架眼镜不

接受；用全角膜 RGP 镜片矫正视力达 0.6。3 例

眼外伤均为钝挫伤矫正视力佳。轻、中度圆锥角

膜 21 只眼矫正视力 0.8±0.2；极重度 10 例 12 只

眼佩戴 Piggy－back 镜片矫正视力为 0.6～0.8；

其中 2 例 3 只眼配戴半年后去掉软镜基片；戴圆

锥 RGP 镜片观察至今 2 年配适良好，角膜无创

伤性改变。3 例 5 只眼佩戴 Piggy－back 镜片达

8 年，矫正视力为 0.6～0.8。角膜内皮细胞检查

正常。 结论: 圆锥角膜通常框架眼镜矫正视力

差，圆锥 RGP 镜片能获得较好的矫正视力。极

重度圆锥角膜在设计配适上有难度，试戴达不到

良好配适，表现为戴不上、即便戴上瞬目易掉片，

此时采用 Piggy－back 镜片系列配适良好，定制

圆锥 RGP 镜片获得理想配适及较好的矫正视

力。  
 

 

不同年龄儿童配戴硬性角膜接触镜对干眼程度

的影响 

李婷婷   于翠   姜莲莲    

辽宁何氏医学院 何氏眼科医院  110000 

 

目的: 通过选取我院配戴硬性角膜接触镜 1 年

患者,对配戴硬性角膜接触镜的患者跟踪随访 1

年，通过干眼测试方法（Schirmer 测试法）对比

不同年龄儿童配戴硬性角膜接触镜前后对干眼

程度变化的影响。  方法 : 正常测试值均在

10~25mm，近视 -1.00DS~4.00DS，角膜散光

≤-1.00DC，取年龄在 8~12 岁 18 例 32 只眼，低

龄患童为实验组，平均测试值(14±0.12)mm，取

年龄在 13~18 岁 18 例 36 只眼，高龄患童为对照

组，平均测试值为(17±0.19)mm。以同样周期、

时间正常用眼进行配戴，采用相同干眼测试方法

进行对比，观察 1 年，分别对实验组和对照组随

访 1 个月，3 个月，半年，1 年进行分析。 结果: 

8~12 岁 32 只 眼 低 龄 患 童 中 ， 平 均 值

(14±0.34)mm，6 只眼值变化为(14±0.22)mm，

13~18 岁 36 只 眼 高 龄 患 童 中 ， 平 均 值 

(17±0.19)mm，16 只眼变化为(15±0.26)mm 结论: 

配戴硬性角膜接触镜对不同年龄儿童患者干眼

程度的变化并无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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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小学生近视状况分析 

戴晓丹    

金华眼科医院  321000 

 

目的: 调查和分析金华市小学生的近视流行病

学特征及近视现状。 方法: 横断面研究。在金

华市区选取 4 所小学，并将所有年级的 1～3 班

作为研究对象，共计 2643 名学生。问卷调查学

生的姓名、性别、学校、年级、班级；检测裸眼

远视力、屈光度、眼轴长度等指标。使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本次调查男性

视力不良率为 50.4 %，女性视力不良率为

56.4 %，女性视力不良率明显高于男性。不同年

龄的小学生视力不良率分别为 6 岁 49.8%,7 岁

43.2%,8 岁 40.5%,9 岁 52.7%,10 岁 64.8%,11 岁

68.2%,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值=30.71, 

P<0.05）。结论: 本地区小学生的视力问题严峻，

需加强早期监测和筛查；女性视力不良率高于男

性,需重点监测。  
 

 

硬性透氧性角膜接触镜矫正超高度近视的临床

观察 

谢小华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汉口医院  430000 

 

目的: 观察硬性透氧性角膜接触镜（rigid gas 

permeable contact lens, RGPCL）矫正超高度近视

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收集 2013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验配 RGPCL 的超高度近视患者 315

人（556 眼）。在裂隙灯下进行荧光素染色配戴

评估后确定处方，定期复查随访 6～12 个月。 结

果: 556 眼均一次配适成功，平均最佳矫正视力

RGPCL 好于框架眼镜（P<0.05）。结论: 对于

超高度近视，RGPCL 的视觉效果明显优于框架

眼镜，并有较高的安全性，无明显的并发症发生。  
 

 

单眼近视对立体视觉影响的研究 

王刚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430000 

 

目的: 目的：通过定量测量单眼近视患者的三级

视功能，探索单眼近视患者的相对知觉优势。 方

法: 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随机选取就诊于本院

的单眼近视患者 50 人。屈光度为 -0.50D～

-4.50D。框架镜矫正视力在 0.5～1.0。通过裸视

和矫正框架镜做同视机三级视功能检查。 结果: 

结果：约有 8 名患者在裸视及戴矫正镜时都存在

有立体视觉功能，42 名患者在裸视检查时无三

级立体视功能，但通过戴镜提高视力后恢复立体

视觉功能的约有 31 名患者。 结论: 结论：单眼

近视患者一般很难通过自身发现，多数为体检或

外部原因（如受创后）发现。发现视力下降时间

的推后不但对视力的恢复（假性近视至真性近视

的过渡期）效果欠佳，对于患者三级视觉功能也

会造成损伤，建议患者定期检查视力。  
 

 

临床视功能检查的必要性 

王刚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430000 

 

目的: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用眼强度的增

加，视觉功能异常的发生率越来越高。但是在临

床工作中仍然容易忽略患者这方面的诉求，而只

是当作普通的屈光不正来治疗。探讨临床工作中

患者视功能状况，通过双眼视功能检查，给予个

性设定进行双眼视功能训练，观察效果。 方法: 

实验研究。共 10 例成人视疲劳患者通过进行双

眼视功能检查，制定个性化双眼视功能训练项

目。训期一般为三个月，以家庭训练为主结合医

院定期加强训练相结合的训练形式。观察双眼视

功能训练后双眼视功能有否提高及巩固时间。 

结果: 8 例参与视功能训练的患者，轻度的视疲

劳患者，双眼视功能保持完好。另 2 例患者扔有

集合不足，视物容易疲劳的情况。 结论: 临床

视功能检查能够有效的帮助医生诊断患者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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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的病情并加以治疗，从而提高患者视觉功能

的整体效果，减少长时间用眼的疲劳。  
 

 

双眼验配角膜角膜接触镜不同佩戴方式的探讨 

李婷婷    

山东淄博康明眼科医院  255000 

 

目的: 探讨一眼晚上佩戴角膜塑形镜,另眼白天

佩戴 RGP,探讨不同佩戴方式对双眼的矫正效

果，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会发现极少部分患者一

眼呈现近视，另眼近视度数低合并高度散光。 方

法: 临床上我们对这类患者进行综合验光、眼

压、角膜地形图、角膜内皮、眼轴等各项检查进

行综合评估，并和患者进行有效沟通，对适合验

配角膜塑形镜眼进行晚上佩戴角膜塑形镜，对于

低度近视高度散光眼进行 TORIC RGP 矫正，双

眼分别进行个性化矫正。 结果: 患者配戴角膜

塑形镜眼经过连续配戴 7 天后，获得了良好的裸

眼视力，另眼因近视度数及角膜散光得到了充分

矫正，矫正视力较框架眼镜矫正视力有所提高，

获得了良好的视觉质量。双眼同时获得了良好的

视力。 结论: 因双眼不同的屈光度及散光条件

的限制，分别进行最适合的矫正方式，双眼的视

力、视觉质量都能得到提高，患者配戴 1-2 周后，

白天配戴的 RGP 逐渐适应，均获得了良好的满

意度。  
 

 

探讨产妇视力下降的影响因素 

方海丽    

中山眼科中心  510060 

 

目的: 探讨产后妇女哺乳期主诉生产之后视力

下降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自来我院就诊的病

例 15 例，产后时间在 1 个月到 1 年不等，通过

医学验光检查屈光不正，结合口头询问方式，对

相关患者进行简单调查。 结果: 通过医学验光

检查都存在低度近视或低度散光；其中一名产妇

在检查中发现视神经炎，但是经过矫正屈光不正

后双眼视力均能达到 1.0。通过询问方式发现患

者均有在产前和哺乳期使用手机频率过高、睡眠

不足的现象。 结论: 屈光不正是导致患者视力

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是导致屈光不正的因素是由

于怀孕期间或者产后激素水平变化导致的房水

折射率的变化导致，或是在怀孕哺乳期间使用手

机频率过高、睡眠不足等因素还在持续调查中。  

 

 

调节异常所致视力下降的临床分析 

常枫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眼科中心  430070 

 

目的: 观察调节异常所致远或近视力下降的临

床特点及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研究。收集

2013 年 2 月到 2015 年 2 月因视力下降在我院就

诊，经眼科门诊检查排除器质性疾病和弱视原因

后转入视光门诊，经验光和视功能检查确诊的因

调节异常导致视力下降 28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

在屈光矫正的基础上行视功能训练，分析其临床

特点及治疗效果。 结果: 给予视功能训练后，

视功能项目指标较前改善。负相对调节(NRA)

训练后增加(p 结论: 临床上要重视视功能检查，

对于视力下降、排除眼部器质性疾病的患者，要

行视功能检查；对调节异常所致视力下降者，在

传统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视功能检查和视功能训

练，可使视力恢复并稳定。  
 

 

Investigation on DNA Methylation and 
mRNA Expression of IGF-1 and MMP-2 
Genes in the Form-Deprivated Eyes of 
Guinea Pigs 

付单   于志强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 探讨近视形成是否与巩膜组织中 IGF-1、

MMP-2 基因甲基化水平及转录水平相关。 方法: 

42 只两周龄大小的雄性豚鼠被随机分为形觉剥

夺组（28 只），空白对照组（14 只），形觉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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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组的豚鼠右眼用半透明自制眼罩遮挡，空白对

照组不做任何处理，在相同环境下饲养 4 周、通

过碱基特异性裂解，质谱分析法，及聚合酶链反

应分析两组 IGF-1，MMP-2 的甲基化水平及

mRNA 表达水平。 结果: 形觉剥夺眼的 IGF-1

基因 4/8 的 GC 位点甲基化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5），mRNA 水平明显升高（P<0.05）。

结论: 4 周形觉剥夺后，豚鼠巩膜 IGF-1 甲基化

水平降低，mRNA 表达量增高，MMP-2mRNA

增高明显，但甲基化水平未见明显差异。  
 

 

周边近视性离焦软性隐形眼镜在高度近视性散

光中应用 1 例分析 

王中正    

常熟坤明眼科医院  212300 

 

目的: 近年来近视发病率的不断增长使得透气

性硬性材料和电脑精密车床加工技术的不断发

展使角膜塑形镜治疗范围进一步扩大，但是还是

具有一定局限性，对高度近视和中高度散光由于

角膜上皮细胞的厚度有限，矫正作用有限。 方

法: 笔者报道一例实验性戴离焦性软镜泪液膜

稳定后角膜地形图的变化，软性角膜接触镜是目

前最普及的角膜接触镜，镜片材料采用水凝胶材

料制造的角膜接触镜与人眼有较高的生物相容

性，接受度较高配戴舒适。随新型水凝胶材料的

不断开发，其透氧性能也越来越高，能在一定的

压力、温度和 pH 值下饱和一定的水分，表现为

柔软、亲水和透氧的特性，因其舒适、美观受到

众多近视患者的欢迎而软镜周边近视性离焦功

能是很大亮点 结果: 多焦点近视性离焦软镜模

拟角膜塑形治疗区的效果，镜下泪液储存产生稳

定的泪液层解决散光和多焦点问题，离焦性软镜

在低度近视、中度近视、高度近视可以通过泪液

改变近视性离焦量 结论: 多焦点近视性离焦软

镜是解决低度近视配戴角膜塑形镜控制效果不

如中高度近视的问题，解决近视配戴角膜塑型镜

出现角膜上皮剥脱、眼部异物感等不良反应问题

以及对角膜塑型镜价格和护理费用较高等问题。  

全身麻醉对儿童眼调节力的影响 

庞毅   曾永恒   孔玲   宫华青   乔镇涛    

青岛眼科医院  266071 

 

目的: 通过检测全麻对儿童眼调节力的影响，探

讨儿童眼内手术的同时进行快速屈光检查，以期

术后及时、精准的进行屈光矫治。 方法: 本研

究采用自身配对的方法，在患儿监护人知情同意

下，对 20 例(40 眼)，屈光状态-3.00DS - +500DS，

年龄 2—9 周岁需静吸复合全麻的斜视患儿分别

在麻醉前和手术开始前处于麻醉状态下，对右眼

进行 1％托品酰胺滴眼液睫状肌麻痹散瞳检影

验光，对左眼进行小瞳检影验光。按年龄分组：

幼儿组（2-5 岁）和小儿组（6-9 岁），性别不

限。通过检影验光结果比较麻醉前、麻醉中不同

瞳孔状态下眼调节力的变化。 结果: 麻醉前右

眼散瞳检影验光均值与麻醉中右眼散瞳检影光

均值分别是（+0.72±2.5）D 和（+0.81±2.5）D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麻醉前左眼小瞳孔

检影验光均值与麻醉后左眼小瞳检影验光均值

分别是（+1.11±2.6）D 和（+0.21±2.6）D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儿童眼内手术

进行静吸复合全麻不能完全放松眼调节力，幼小

不合作患儿急需在眼内术后及时进行屈光矫正

者，可在手术开始前的麻醉状态下进行快速睫状

肌麻痹检影验光，可获得更加精准的屈光状态数

据。  
 

 

四川省仪陇县农村地区小学生视力及屈光不正

的流行病学调查 

杨吟   李冬锋   吴峥峥    

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青少年近视防控中

心  610072 

 

目的: 了解四川省仪陇县农村地区小学生视力

状况及屈光不正的患病情况，为当地小学生的视

力保护工作提供数据依据。 方法: 横断面调查，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仪陇县银山小学 281

名在校学生（562 只眼）进行普查。 结果: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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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 2）总体不良视力（裸眼视力＜5.0）检出

率为 32%，男、女学生不良视力检出率有统计学

差异，女生（36.8%）大于男生（28.2%）（χ2= 

4.71,P=0.03）。不良视力检出率总体随年龄升高

而上升。不良视力以中度（裸眼视力 4.6～4.8）

和轻度（裸眼视力=4.9）为主，检出率分别为

14.59%、13.35%。总体近视患病率是 16%。 一

至二年级（(37 只眼, 年龄 7.39±0.99 岁) 不良视

力检出率为 34.25%, 近视患病率为 6.48%。三至

四年级 (43 只眼, 年龄 9.49±0.94 岁) 不良视力

检出率为 21.08%, 近视患病率为 15.69%. 五至

六年级(100 只眼, 年龄 11.70±1.12 岁) 不良视力

检出率为 44%, 近视患病率为 16.4%。。 结论: 

四川省仪陇县农村地区小学生不良视力检出率

总体随年龄升高而增加，女生不良视力检出率大

于男生。四川省仪陇县农村地区小学生的近视患

病率低于全国各年龄段对应的平均近视患病率。  
 

 

双眼视功能异常--集合过度引发调节不足患者

的诊治经验 1 例 

杜念   杨吟   吴峥峥    

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青少年近视防控中

心  610072 

 
目的: 通过对集合过度引发调节不足患者 1 例

的诊治，进一步探讨双眼视功能训练在临床上的

应用。 方法: 患者资料：男，19 岁，主诉：看

书、近距离工作时，眼痛，酸胀，不愿视近。检

查结果如下： 裸眼视力 远距 OD:0.1 OS:0.1 近

距  OD:1.0 OS:1.0 主觉验光：OD:-3.00→1.0- 

OS:-3.50→1.0- PD=62MM 眼前节：（-） 眼底：

（-） 眼球运动：（-） 遮盖试验：（-） WORTH-4

点：正常 远眼位：ESO2  近眼位：ESO9  远

距水平融像：BI: /11/3 BO:11/15/4 Ⅹ 近水平融

像：BI:13/26/7 BO:23/40/36 AC/A:9 NRA:+2.50D 

PRA:-2.75D BCC:正常  调节幅度：OD:5.75D 

OS:5.25D NPC:3CM 调节灵敏度：OD:6CPM 

OS:3.5CPM OU:6.5CPM 病例分析：患者远距眼

位基本正常，近距眼位为 9 内隐斜，按照 1:1

准则，要求 BI 恢复值至少应等于内隐斜视检测

量值，但此患者的远距 BI 恢复值只有 7，不等

于内隐斜检测量值，且患者的 AC/A 比例为 9，

属于高 AC/A。集合近点前移。据此诊断为集合

过度。再分析该患者的集合过度是否引起了调节

功能的障碍。患者的调节幅度低于年龄最低值，

双眼的调节灵敏度低于正常水平。属于一个调节

不足的症状。一般来说，集合不足，它会引起调

节超前；而集合过度，它引起的是调节滞后。当

调节和集合是相反矛盾时，这个矛盾的主要源头

是集合，当调节和集合的矛盾一致，即：调节不

足，集合不足时，这个矛盾的主要源头是调节。

据此，我们诊断该患者的调节不足为集合过度引

起的。 治疗：既然集合过度是主要矛盾，那么

针对此，我们采取以下治疗方案.1 远距工作采用

验光处方，近距工作正镜附加，环境近距离的视

疲劳等症状。2.视觉训练改善患者的负融像性聚

散范围和调节灵敏度值。一月后复诊，患者近距

离的眼疲劳症状明显改善。 结果: 对于不明原

因的视觉质量下降引起的眼部不适症状，在准确

临床验光后，应给予全面的视功能检查，分析每

名患者的视功能情况，以此给患者一个个性化的

验光和视功能处方，做到全面的解决患者视光问

题。 结论: 此病例的诊疗体会提示我们双眼视

功能的诊治在临床工作中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一例主诉换镜眩光患者的投诉处理 

邵裕粟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610000 

 

目的: 探讨换镜后出现周边眩光的原因及处理。 

方法: 男性，37 岁，主诉换镜后视物清晰，但

镜片上方出现彩色眩光，影响舒适度的患者。经

过复光检查屈光不正，通过镜片检测仪对其眼镜

检测并与其旧镜对比。 结果: 旧镜轻度过矫，

新镜度数并不影响其视觉质量。患者习惯戴镜位

置，镜片边缘厚与镜框边宽，镜片加工过程中的

倒边抛光综合引起镜片边缘三棱镜分光效应。处

理方法：周边倒边抛光部分做磨砂处理，之后病

人表示很满意。 结论: 在以后工作中应该多角

度分析患者出现不适原因。除了正确的检查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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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外，还要与患者有良好的沟通，以及优化镜

片加工过程。  
 

 

天津东丽区 2301 名大样本阅读障碍问卷调查及

阅读障碍儿童双眼调节及集合功能的临床研究 

乔丽萍   杨柳   谭军伟   杜明洋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儿童医院  300162 

 

目的: 了解天津市学龄期儿童阅读障碍发病率、

分布特征，探索家庭环境和学习习惯与阅读障碍

发生之间的关系；研究阅读障碍儿童双眼调节、

集合功能的特点及与正常儿童之间差异性比较，

为阅读障碍的预防和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天津市 2 所小学 2301

名 3～5 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根据阅读障碍

诊断标准筛选出阅读障碍儿童 102 例作为阅读

障碍组，在非阅读障碍儿童中随机抽取 102 例作

为对照组，分别检查阅读障碍组和对照组的视

力、屈光不正度数、近立体视、隐斜视度数、双

眼调节幅度（移近法）、双眼调节反应（FCC）、

双眼调节灵敏度、双眼正负相对调节、AC/A（梯

度法）、集合近点、远近聚散度等，统计分析两

组检查结果的差异性。 结果: 阅读障碍组和对

照组调节反应量分别为（ 0.21±0.35）D 和

（0.02±0.63）D，（P=0.011）。结论: 阅读障碍

儿童的调节灵敏度、调节幅度、PRA、AC/A、

远近辐辏能力等参数显著异于正常人群，阅读障

碍儿童主要存在的调节及集合问题是调节不足

和集合不足，应对阅读障碍儿童进行针对性的视

觉训练来提高阅读效率。  
 

 

验配婴幼儿特殊接触镜的临床观察 

马薇   杨必   刘陇黔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00 

 

目的: 观察研究婴幼儿不同类型的屈光状态异

常眼病验配接触镜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对 62 例 104 眼的 0～7 岁婴幼儿进行 RGP 和角

膜塑形镜验配,观察患儿的视力矫正效果、眼部

适应情况及并发症情况. 结果: (1)眼外伤术后

12 例 12 眼。使用 RGP 的矫正视力后较框架明

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 (2)

高度散光及高度近视眼 25 例 50 眼。14 例高度

近视使用 RGP 的矫正视力后较框架提高

（P=0.028），11 例高度散光者使用 RGP 的矫正

视力后较框架有明显提高（P=0.007），有 10 例

戴框架眼镜诊断为弱视者戴 RGP 后视力提高到

正常值； （3）屈光参差 8 例 14 眼。使用 RGP

的矫正视力后与框架接近，但戴 RGP3 个月后检

查双眼立体视功能较配前有明显提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02）； （4）先天性白内障术

后 6 例 6 眼。患儿年龄均小于 2 岁，未测视力。

眼部适应情况良好，未见明显接触镜相关性并发

症； （5）有近视控制需求的低龄儿童配戴角膜

塑形镜 11 例 22 眼。角膜塑形镜戴后 1 年复查眼

轴及屈光度增幅均低于同龄戴框架儿童，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眼轴 P=0.024，屈光度 P=0.017）； 

结论: 特殊接触镜的光学矫正质量在屈光状态

异常时极具优势,能有效提高矫正视力,促进婴幼

儿双眼视觉功能发育，对近视进展较快儿童有延

缓近视发展的作用。婴幼儿对接触镜的耐受程度

较好，并发症与眼部适应情况与成人类似。患儿

家长对镜片的规范使用和密切随访下戴镜是安

全的。  
 

 

近视儿童应用 0.01%硫酸阿托品滴眼液的副作

用研究 

符爱存   吕勇   赵兵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观察中国大陆近视儿童应用 0.01%硫酸阿

托品滴眼液的副作用。 方法: 前瞻性非随机对

照研究。99 例 99 眼（均取右眼数据分析）近视

儿童分为两组。试验组：55 例近视儿童配戴全

矫单焦框架眼镜，同时睡前双眼各点 1 滴 0.01%

硫酸阿托品滴眼液。对照组：44 例近视儿童配

戴全矫单焦框架眼镜。两组儿童均随访 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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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两组最佳矫正远、近视力（logMAR 记录）、

眼压、瞳孔直径和调节幅度的变化情况及试验组

的不适症状。 结果: 随访 4 个月前后：① 最佳

矫正远、近视力和眼压 两组 4 个月前后和 4 个

月后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②

瞳 孔 直 径  试 验 组 分 别 为 ：

6.11±0.74mm,6.99±0.64mm， 4 个月后所有儿童

的瞳孔直径均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平均增大约 0.92mm；对照组分别为：

6.13±0.88mm,6.22±0.69mm, 4个月前后瞳孔直径

无改变（P ﹥0.05）。4 个月后的瞳孔直径组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试验组较对

照组增大。③调节幅度  试验组分别为：

12.50D(6.90～33.33), 12.47D（6.85～25.00），4

个月后调节幅度下降（P﹤0.05），下降量均值

为 1.91D；对照组分别为：13.33D(7.90～33.33)，

13.84D（8.52～33.33），4 个月后调节幅度轻微

升高，但无统计学意义（P =0.07）。4 个月后调

节幅度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试

验组较对照组下降。试验组不适症状：用药初期

共 5 例（9%）儿童出现。各 2 例儿童分别出现 1

周和 2 周时间的畏光，后自行消失；1 例用药 1

月后出现眼痒眼肿，停药后消失；无视近模糊等

其它不适症状。 结论: 中国大陆近视儿童应用

0.01%硫酸阿托品滴眼液 4 个月后，最佳矫正远、

近视力和眼压未变化；瞳孔直径轻度散大和调节

幅度轻度下降，9%儿童用药后初期出现畏光等

不适，但对学习和生活无影响。  
 

 

3D 网络训练治疗儿童轻度近视 30 例疗效观察 

王凤仙   封秀蓉   刘秀平    

河北省保定市儿童医院  071000 

 

目的: 初步观察 3D 网络训练在治疗儿童轻度近

视的临床效果。 方法: 调查总结 2016 年 6 月

—12 月在我院接受 3D 网络训练治疗患者 30 人

（60 眼），年龄 5—7 岁，度数在 -0.75D 至-1.5D

之间，裸眼视力在 0.5 左右。 结果: 30 名患者

经过治疗，有效率达到 95%以上，视力均提高两

行及两行以上，视力恢复效果明显。 结论: 3D

网络训练可以利用人体的视觉焦点，活动疲劳的

睫状肌，缓解眼疲劳，从而达到对轻度近视儿童

视力的恢复效果 。  
 

 

天津市学龄儿童眼屈光功能影响因素的调查与

分析 

李树茂   王俊俊   李丽华   张缨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临床学院，天津市眼科医

院  300020 

 

目的: 分析眼生物学参数对学龄儿童屈光功能

状态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10 月天津地区 9 所小学 6～12 岁儿童进行横断

面研究研究,共计 4721 例(4721 只右眼).采用

IOLMaster 测量眼轴长度(AL)、角膜屈光度、白

到白,计算眼轴/角膜曲率半径比值(AL/CR)、测

量眼调节灵敏度、立体视.使用 canoe 电脑验光仪

测得客观表屈光度.对调节灵敏度、验光度与与

眼各生物学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 . 结果: 

6～12 岁儿童平均近视比例为 38.6％ ,男童

51.9％ ,女童 48.1％ .平均近视球镜为 (-2.02± 

1.34)D. 调节灵敏度与 AL、AL/CR、年龄、视力、

屈光度球柱镜、角膜屈光度、立体视存在相关 结

论: 6～12 岁学龄期儿童的调节灵敏度与 AL、

AL/CR、年龄、视力、屈光度球柱镜、角膜屈光

度、立体视存在相关性存在相关性.其中近视儿

童的与 AL、AL/CR 的相关性更强.  
 

 

球性硬性透气性角膜接触镜矫正高度散光的临

床观察 

张云   沙素琴   薛劲松    

南京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210000 

 

目的: 观察硬性透气性角膜接触镜(RGP)对高度

散光的矫治作用、舒适性以及安全性。 方法: 近

年来 16 例（28 眼）来我院验配 RGP 的患者，

散光≥2．00D，散光范围为：2.00D~6.50D，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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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屈光度、角膜地形图、角膜曲率等配前检查

以及试戴镜配适情况选择合适的镜片，配戴硬性

透气性角膜接触镜。定期观察其配戴 RGP 的矫

正视力、配适情况、舒适度及并发症。 结果: 结

果 28只眼配戴RGP最佳矫正视力均大于等于框

架镜，戴 RGP 最佳矫正视力为 0.92±0.203，框

架镜最佳矫正视力为 0.77±0.227，差异有显著性

(p 结论: 高度散光患者配戴 RGP 后能达到最佳

的视觉矫正效果，也能达到较理想的矫正视力，

明显优于框架镜,且安全有效容易被接受，值得

推广。  
 

 

对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双眼视功能的分析 

余鹏   阚秋霞    

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00042 

 

目的: 通过对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双眼视功能

的分析，摸索屈光度高低不同的两眼的调节差

异，以及与无屈光参差近视患者的视功能对此。 

方法: 抽取在我院就诊的 308 例近视患者，等效

屈光度为-0.50D~-8.00D，中位数为-5.23D。其中

100 例为对照组（屈光参差≤1.00D），208 例为

近视性屈光参差，根据屈光参差程度分为 A 组

（1.50D≤A＜3.00D）98例，B组（3.00D≤B＜5.00）

共 110 例。检查内容内容包括单眼调节力

（AMP）、调节反应 (BCC)、调节灵敏度（AF），

双眼集合近点（NPC）、立体视。 结果: A、B

组病例中两眼屈光不正度较高眼的 AMP 与 AF

值大小均低于对眼，且 B 组的差值高于 A 组的

差值。BCC 在屈光参差的两眼间无明显差异。A、

B 组的 NPC 与立体视的值明显低于对照组，且

A 组测得值明显好于 B 组。 结论: 屈光参差患

者两眼存在调节不平衡，且屈光参差会造成视功

能的损伤。  
 

 

 

 

青年近视患者黄斑区血管密度与眼轴长度相关

性的研究 

刘林   邹俊   李敏   施岳辉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探讨青年近视患者黄斑区血管密度及中

心凹无血管区面积与眼轴长度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青年近视患者 57 例 114 眼，年龄 18 岁至

36 岁，中位年龄 26 岁；等效球镜-0.875D 至

-11.5D，平均-5.19±2.34D；采用光学相关断层扫

描血管成像术（ Angio-OCT）测量黄斑区血管

密度及中心凹无血管区面积 ，分析与眼轴长度

的相关性； 结果: 中心凹无血管区平均面积为

0.340±0.117mm2；中心凹、旁中心凹、 上方、

颞侧、下方、鼻侧血管密度依次为：30.88%±5.84，

47.95%±3.19,48.22%±4.19,49.61%±4.12,47.09%±

4.87,46.90%±5.47。中心凹血管密度与眼轴呈正

相关；无血管区面积、旁中心凹血管密度、黄斑

区上方、颞侧、下方、鼻侧血管密度均与眼轴呈

负相关。 结论: Angio-OCT 对了解近视患者黄

斑区血流灌注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青年近视

患者黄斑区无血管区面积随眼轴的增长而变小，

中心凹处血管密度随眼轴增长而变大，旁中心

凹、上方、颞侧、下方、鼻侧血管密度随眼轴长

增长而变小。  
 

 

正视眼与近视眼在生活习惯上的差异 

王雪    

天津市眼科医院验光配镜中心  300021 

 

目的: 研究正视眼与近视眼学生在某些生活习

惯上的差异相关性 方法: 随机选取 2016 年天

津市和平区某小学 5-6 年级共 188 名学生（男生

98人，女生 90人）的问卷调查，使用CanonRK-F1

全自动电脑验光仪进行客观验光。按屈光状态分

为（正视眼与近视眼）两组。正视眼为球柱联合

光度（-0.50DS~+0.50DS），用 SPSS 统计软件

对检查结果和问卷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正视

眼与近视眼学生在近视家族史，读写姿势，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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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兴趣班这几方面有统计学差异 P〈0.05。在课

外读物字体大小，在家学习时间，在强光或弱光

照下读写，睡眠时间，电子产品使用，甜食使用

情况等方面没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孩子在

11~12 岁年龄阶段，发生近视眼与家族史有关，

与其读写姿势是否端正有关，与参加近距离用眼

类的课外兴趣班有关。  
 

 

眼科光学生物测量仪在验光配镜中的初步应用 

张际平    

浙江省诸暨市张际平验光配镜工作室  311800 

 

目的: 借助眼科光学生物测量仪对眼球生物参

数的测量，以了解日常验光配镜的顾客中屈光补

偿的情况。 方法: 选择来工作室进行验光配镜

的 100 例（200 只眼）屈光不正顾客（排除做过

屈光手术与近期配戴过角膜塑形镜者）进行眼球

生物参数测量，记录年龄、性别、屈光度、等效

球镜、角膜平均屈光度、眼轴等参数，根据检测

结果判断其是否存在屈光补偿（主要是角膜曲率

补偿）情况。 结果: 存在屈光补偿情况：125

只眼（右眼 63 只眼，左眼 62 只眼）。 结论: 100

例 200 只眼中存在屈光补偿情况的占 62.5%，应

引起验光师们重视！  
 

 

青少年视疲劳的屈光状态分析及双眼视功能状

态分析 

顾巾微    

天津市眼科医院验光配镜中心  300000 

 

目的: 讨论青少年视疲劳的发生与其屈光状态

和双眼视功能的关系。 方法: 选取因视疲劳而

到我院做视觉训练治疗的 30 例青少年患者，对

其进行散瞳检影和主观验光确定其屈光度并进

行双眼视功能检查，对其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本组病例中远视占 13%，近视占 84%，散

光占 48%；集合不足占 40%，集合过强占 13%，

调节不足占 77%，两只眼调节力不均占 20%。 结

论: 视疲劳与屈光状态及双眼视功能有关。近视

欠矫、轻度远视、集合不足、调节力差是引起视

疲劳的主要因素。  
 

 

视疲劳问卷相关调查 

刘金丽   李丽华   江洋琳   李树茂    

天津市眼科医院验光配镜中心  300300 

 

目的: 探讨视疲劳调查问卷与年龄、视力矫正情

况、眼压、用眼情况的相关性。 方法: 在 2016

查体的诸多小学中，随机抽取 5、6 年级共 3 个

班 115 人，1 年级 3 个班共 97 人，分别给予测

裸眼或矫正视力，电脑验光仪验光，非接触式眼

压计测眼压，并填写视疲劳问卷，应用 SPSS 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t 检验分析其相关性。 

结果: 首先，两组之间视疲劳问卷得分高年级大

于等于 14 分的占 20.91%，其平均分为 9±0.870，

低年级的分数大于等于 14 分占 37.76%，其平均

分为 13±0.755，两组的视疲劳问卷（P＜0.01）

差异显著，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其中高年级组视

疲劳问卷与眼与书本的距离、看电视时间存在（P

＜0.01）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与视力状态、读写

姿势、玩手机、在弱光下读写户外活动（P＜0.05）

有统计学意义，而与眼压、使用电脑、在强光下

读写（P＞0.05）无统计学意义。低年级组与读

写姿势、使用电脑时间（P＜0.01）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与眼与书本的距离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视力、眼压、看电视、玩手机时间，

在强弱光下读写、户外活动（P＞0.05）无统计

学意义。 结论: 虽然低年级学生较高年级学生

学习任务相对较轻，但低年级学生较高年级学生

更易引起视疲劳，视疲劳主要与读写姿势、眼与

书本的距离、使用电子产品密切相关。低年级学

生课余时间玩电脑，而高年级学生家长多为孩子

配备手机，手机使用时间增加，也是引起视疲劳

的主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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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A comparison of undergraduate clinical 
ophthalmology learning methods:  
Smart phone television display versus slit 
lamp teaching telescope 
Author: Sandy Zhou Wenting1, Margaret Million 

Samin2, Srinivasan Sanjay2, Kumari Neelam2,3, 

Khalil Shibli2, Su Chang2, Jason Cheng2 

1. Tan Tock Seng Hospital, Singapore  

2. Khoo Teck Puat Hospital, Singapore  

3. Singapore Eye Research Institute, Singapore  

 

Purpose: To compare medical students’ preference 

of smart phone television display (SPTD) to a slit 

lamp teaching telescope (SLTT) in undergraduate 

clinical ophthalmology education. Methods: This 

is a randomized crossover comparative study. Pairs 

of medical stud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2 

teaching sessions using either SPTD first followed 

by SLTT or in reverse order.  Students were asked 

to give feedback on the 2 teaching devices by 

answering 6 questions using a numeric rating score 

from 1 to 10.  All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ere sen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1 month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study and were asked to reflect 

upon the outcome. Results: Thirty eight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SPTD than SLTT (8.6 vs. 

7.5±1.0, p<0.01). The students preferred SPTD 

compared to SLTT in terms of “visualisation” 

(8.5±1.4 vs 7.0±1.3, p<0.01), ”ocular sign 

description” (8.4±1.3 vs 7.2±1.2, p<0.01), “ocular 

anatomy understanding” (8.3±1.2 vs 7.6±1.2, 

p<0.01), and “confidence in identifying clinical 

signs “ (8.4±1.2 vs 7.5±1.2, p<0.01). A larger 

proportion of the students gave higher scores to 

SPTD compared to SLTT in all questions. All 

students who responded to the follow up 

questionnaire (n=14) agreed with our interpretation 

of the data and would support the use of SPTD in 

undergraduate clinical ophthalmology teaching. 

Conclusions: Our study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utility of SPTD as a teaching aid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satisfac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during 

their ophthalmology attachment. It offers specific 

practical advantages in teaching medical students 

over the traditional SL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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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 
 

Association of Interleukin-1 Gene 
Clusters Polymorphisms with Primary 
Open-Angle Glaucoma: A Meta-analysis 

Junhua Li   Mi Sun Sung   Tae Hee Lee   Sang 

Woo Park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151742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Interleukin-1 (IL-1) Gene 

Clusters polymorphisms and primary open-angle 

glaucoma (POAG) risk. Methods: PubMed, 

EMBASE and Science Citation Index (up to 

August 30, 2016) were searched by two 

investigators independently. The pooled odds 

ratios (O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strength of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IL-1 Clusters polymorphisms and POAG. 

Methods: Seven studies on IL-1β -511C/T (1053 

cases and 986 controls), 4 studies on IL-1α 

-889C/T (822 cases and 714 controls), and 4 

studies on IL-1β +3953C/T (798 cases and 730 

controls) were included.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all three IL-1 polymorphisms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POAG risk. However, stratification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the IL-1β (-511) polymorphism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POAG under 

dominant (P = 0.03), recessive (P = 0.006), 

homozygote (P = 0.002) and allelic models (P = 

0.003) for Caucasian patients. Moreover, the IL-1β 

(+3953) polymorphism was related to the risk of 

high tension glaucoma (HTG) under dominant (P = 

0.03), heterozygote (P = 0.04) and allelic models 

(P = 0.02). Conclusions: Based on current 

publications, our meta-analysis indicated that 

IL-1β (-511) and (+3953) gene polymorphism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POAG in Caucasian 

population and patients with HTG, respectively. 

Further well designed large sample size 

prospective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nfirm these 

findings.  

 

 

兔眼小梁切除术中辅助应用BAPN后 滤过道的

组织病理学变化 

朱益华   龚培   姚贻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目的: 研究兔眼小梁切除术中巩膜瓣下辅助应

用 β-氨基丙腈（BAPN）后滤过道的组织病理学

变化。 方法: 对 24 只健康家兔 48 只眼均行小

梁切除术。随机分成四组，每组各 12 只眼，A

组：行单纯小梁切除术；B 组：行小梁切除术并

应用 0.2mg/mlBAPN；C 组：行小梁切除术并应

用 1.0mg/mlBAPN；D 组：行小梁切除术并应用

5.0mg/mlBAPN。裂隙灯下观察各组前房炎症反

应，对滤过泡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查。 结果: 裂

隙灯下观察示各组前房炎症反应差异无显著性；

术后 14d，A 组与 C 组和 D 组滤过道炎性细胞

量差异有显著性，A、B、C、D 四组滤过道胶原

纤维量差异无显著性，A 组与 B 组 TGF-β1 阳性

表达细胞数目差异无显著性，其余各组 TGF-β1

阳性表达细胞数目差异有显著性；术后 28d，A

组与 C 组和 D 组滤过道炎性细胞量差异有显著

性，A 组与 D 组滤过道胶原纤维量差异有显著

性，A 组与 B 组 TGF-β1 阳性表达细胞数目差异

无显著性，其余各组 TGF-β1 阳性表达细胞数目

差异有显著性。 结论: 小梁切除术联合应用

BAPN 可在术后抑制炎症细胞增殖和胶原纤维

的增生，抑制或减轻术后滤过道的瘢痕化改变，

且抑制作用与 BAPN 的浓度及作用时间有关。  
 

 

特殊单链腺相关病毒有效转染小鼠小梁网组织 

王丽    

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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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调查一种特殊单链腺相关病毒对小鼠小

梁网组织的靶向性。 方法: 小鼠腹腔麻醉后前

房注射携带绿色荧光蛋白作为报告基因的腺相

关病毒，PBS 组作为对照，注射后 28 天取小鼠

眼球冷冻切片作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查绿色荧

光蛋白的表达部位。 结果: 注射后 28 天，在小

鼠小梁网组织观察到绿色荧光蛋白表达。 结论: 

此单链腺相关病毒可有效转染小鼠小梁网组织。  
 

 

通过 OCT 和三维分析软件，证实水平眼球动作

形成大型神经神经头压力变形 

Xiaofei Wang   何沛霖    

Ophthalmic Engineering & Innovation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Faculty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201210 
 

目的: 在健康测试者中进行眼球外展和内收动

作，测量 lamina cribrosa (LC)的压力变形度，并

将其与急性眼内压（ IOP）的压力变形度比较。 

了解进一步了解 方法: 测试人群包括 8 个健康

受试者共 16 只眼睛。 在 16 只眼中，11 只具有

周围萎缩（PPA）。 对于每个受试者，使用光

学相干断层扫描术（OCT）对两个视神经头

（ONH）采集以下状态的数据： - 基线 - 在不

同眼球注视位置（20 度内收和外展） - 从基线

大约 20mmHg 的急性 IOP 升高后 使用 3D 可视

化和分析软件对基线 OCT 三维图形数据进行分

割，然后三维重建 LC。对应基线不同视角的数

据再使用三维分析软 结果: 在所有 16 只眼中，

通过眼球内收和外转的压力变形别为 5.83％6 

3.78％和 3.93％6 2.57％，并且均显着高于对照

的基准压力。眼球内收时的 LC 压力平均比外转

的高，可是差异无明显统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

果证实水平眼球动作产生显着的 ONH 压力应

变，这与我们以前使用有限元分析的估计一致。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探讨由青光眼（和其他视神

经病变）与眼球运动和轴突损失诱导的 ONH 压

力之间的潜在联系。  
 

 

Alpha7烟碱受体激动剂通过调节GABA能突触

前活性增强慢性青光眼模型中视网膜节细胞功

能 

周旭娇   吴继红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2 

 

目的: Alpha7 烟碱受体（a7-nAChR）激动剂能

够阻断培养的视网膜节细胞（RGCs）中的谷氨

酸诱发的兴奋毒性。然而，在大鼠青光眼模型中，

烟碱受体激动剂PNU-282987的神经保护作用和

突触机制不明。 方法: 用 Western blotting 和免

疫荧光染色法观察 a7-nAChR、GABA 合成酶（谷

氨酸脱羧酶 65/67，GAD65/67）和 GABA 在对

照组和青光眼组的表达情况。用荧光金逆标法标

记 RGCs，行视网膜全铺片，并计数存活的

RGCs。用视网膜电图（明视负波反应，PhNR）

在体评估 RGCs 的功能。在大鼠视网膜切片中，

用全细胞膜片钳钳制 RGCs，记录微小型 GABA

能抑制性突触后电流（mIPSCs）。 结果: 高眼

压后，a7-nAChR，GAD65/67 和 GABA 表达缺

失，RGCs 丢失，PhNR 幅度下降。PNU-282987

增加 RGCs 存活，功能并增加 mIPSCs 的频率和

幅度。可被 GABAA 受体拮抗剂阻断。 结论: 

Alpha7 烟 碱 受 体 （ a7-nAChR ） 激 动 剂

PNU-282987 有神经保护作用，其机制是通过对

GABA 能突触传递的调节使视网膜节细胞环路

发生去兴奋作用，从而减少其兴奋毒性。  
 

 

新型 BRI@LDH/Thermogel 药物缓释系统及其持

续降低眼压的实验研究 

A Novel BRI@ LDH/Thermogel Drug Release 

System and its Experimental Study in 

Continuously Reducing Intraocular Pressure  

孙建国，雷苑，戴肇星，刘曦，余晓波，吴继红，

孙兴怀*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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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构建 BRI@LDH/Thermogel药物缓释系统，

滴加到兔眼表面，通过延长药物与角膜接触时间

来提高药物进入角膜的比例，降低眼压，缓解青

光眼症状。方法：通过静电相互作用将溴莫尼定

组装到双金属氢氧化物(LDH)纳米粒子中，再与

PLGA‐PEG‐PLGA 纳米胶束作用形成热敏感眼药

水，该载药热敏感眼药水可通过滴加方式在眼表

形成热致凝胶，逐渐释放出所负载的溴莫尼定药

物。通过扫描电镜(SEM)考察纳米粒子粒径大小

和表面特征；流变和倒管法考察载药热敏凝胶的

相转变性质；体外缓释方法研究药物缓释系统释

放溴莫尼定的基本规律；体外细胞实验检测缓释

系统对兔角膜上皮细胞的毒性作用；在兔眼表滴

加载药热敏眼药水，考察进入房水的溴莫尼定浓

度，以及眼压下降情况，评价该药物缓释系统的

体内安全性和调控眼压的有效性。结果：设计并

制备了 BRI@LDH/Thermogel药物缓释系统；SEM

表明该药物缓释系统包含大量纳米粒子；流变及

倒管测试表明该药物缓释系统在体温环境下可

快速凝胶化；体外缓释实验表明，该缓释系统可

以在 144 小时内稳定释放溴莫尼定，营造合适浓

度的溴莫尼定药物环境；体外细胞实验表明，该

药物缓释系统无明显细胞毒性；眼部滴加实验表

明，该药物缓释系统可在 1 周内持续降低眼压。

结论：BRI@LDH/Thermogel药物缓释系统无明显

细胞和组织毒性，可延长药物在眼表的存留时

间，在前房内形成有效浓度的溴莫尼定，在 1

周内持续降低眼压。该药物缓释系统可以成为潜

在的降眼压眼药水。 

 

 

Parkin overexpression protects retinal 
ganglion cells against glutamate 
excitotoxicity 
Xinxin Hu, MD(1,2), Yi Dai, MD, PhD(1,2), 

Xinghuai Sun, MD,PhD(1,2) 

 

(1)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and Vision 

Science, Eye & ENT Hospital,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Myopia of State Health 

Ministry and Key Laboratory of Visual Impairment 

and Restoration of Shanghai, Shanghai 2003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 Yi Dai, MD, PhD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Eye & ENT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83 Fenyang Road, 

Shanghai 200031, China.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parkin in 

regulating mitochondrial homeostasis of  

retinal ganglion cells (RGCs) under glutamate 

excitotoxicity. Methods: Rat RGCs were purified 

from dissociated retinal tissue by a modified 

two-step panning protocol. Cultured RGCs were 

transfected with parkin using an adenovirus system. 

The distribution and morphology of mitochondria 

in RGCs was assessed by MitoTracker. 

Expressions and distributions of parkin and 

optineurin proteins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and immunofluorescence. Cytotoxicity of 

RGCs was evaluated by measuring LDH activity.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was determined 

by JC-1 assay. The expression of Bax and Bcl2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Results: 

In the presence of glutamate induced excitotoxicity, 

the number of mitochondria in the axon of RGCs 

was predominantly increased and the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in RGCs was 

depolarize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parkin and 

optineurin were upregulated and distributed mostly 

in the axons of RGCs. Overexpression of parkin 

stabilized the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of 

RGCs, decreased cytotoxicity and apoptosis, 

attenuated the Bax expression and promote 

optineurin expression under glutamate 

excitotoxicity. Conclusions: Overexpression of 

parkin exerted a significant protective effect on 

cultured RGCs against glutamate excitotoxicity. 

Interventions to alter parkin-mediated 

mitochondria pathway may be useful for protecting 

RGCs against excitotoxic RGC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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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atostatin receptor subtype 5 
suppresses T-type calcium channels 
through NO-cGMP-PKG signaling 
pathway in rat retinal ganglion cells 
Qian Li, Na Wu, Yuan Zhao, Peng Cui, Feng Gao, 

Jihong Wu, Zhongfeng Wang 

Eye & ENT Hospital, Institutes of Brain Scienc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1, China 

 

Purpose: T-type calcium channels are key factors 

in determining of neuronal excitability, initiating 

dendritic and somatic Ca2+ spikes that trigger 

action potential firing, so modulating T-type 

calcium channels in retinal ganglion cells (RGCs) 

may directly influence visual processing. 

Somatostatin receptor subtype 5 (sst5) was 

extensively expressed on RGCs, however, the 

effects of activating sst5 on T-type calcium 

channels are largely unknown. In the present work, 

we aimed to explore whether and how sst5 

modulates T-type calcium channels in acutely 

isolated RGCs. Methods: Whole-cell voltage 

patch-clamp techniques. Results: Our main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 (1) L-817,818, a specific sst5 

agonist, significantly suppressed the T-type 

calcium currents of RGCs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with IC50 being 8.8 μM, and the effect 

was reversed by BIM23056, a specific sst5 

antagonist. (2) Intracellular dialysis of G protein 

inhibitor GDP-β-S or pre-incubation with Gi/o 

protein inhibitor PTX, could eliminate the 

L-817,818 effect, suggestive of the involvement of 

PTX-sensitive Gi/o protein. (3) NO-cGMP-protein 

kinase G (PKG) signaling pathway was likely 

involved in L-817,818-induced suppression of 

T-type calcium currents since either NOS inhibitor 

NMMA, cGMP analogue 8-Br-cGMP, or PKG 

inhibitor KT5823 could abolish the L-817,818 

effect. In contrast, neither intracellular dialysis of 

PKC inhibitors, bisindolylmaleimide IV (Bis IV) 

and chelerythrine chloride nor PKA inhibitor 

Rp-cAMP, could block the L-817,818-induced 

suppression of the T-type calcium currents. (4) 

Furthermore, the activation curve of the T-type 

calcium channels before and after application of 

L-817,818 revealed a change in Vh, suggesting 

activation of sst5 could accelerate T-type Ca2+ 

channel inactivatio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activation of sst5 suppresses T-type 

calcium channels, which is mediated by 

intracellular NO-cGMP-PKG signaling pathways. 

In addition, modulating these sst5 signaling 

pathways may provide insights to the discovery of 

unique therapeutic targets to reduce RGC 

intracellular Ca2+ levels in some retinal diseases. 

 

 

CAV1 基因敲除小鼠敲除 NOS3 基因降低对

NO 供体和 NOS 抑制剂的敏感性 

宋毛毛  雷苑  吴继红  孙兴怀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探究 CAV1 基因敲除小鼠敲除 NOS3 基因

对一氧化氮（NO）供体和一氧化氮合酶（NOS）

抑制剂的药物反应。方法：实验小鼠分 3组：CAV1

基因敲除（CAV1  KO）小鼠，CAV1/NOS3 基因双

敲除（DKO）小鼠，野生型（WT）对照组小鼠。

Western  Blot 检测小鼠小梁网中 iNOS,  nNOS, 

CAV2 and nitrotyrosine的表达。不同浓度 NO 供

体 sodium  nitroprusside  (SNP,  10  mg/mL‐  40 

mg/mL)  和NOS抑制剂 L‐NG‐nitroarginine methyl 

ester (L‐NAME, 10  –  200  μM)局部点眼，时间

为 0, 0.5, 1 和  1.5  小时，对测眼为对照眼。点药

之前和最后一次点药后 1 小时测量小鼠眼压。结

果：与WT,CAV1 KO 小鼠比较，DKO 小鼠中 iNOS

表达增加。DKO 小鼠眼压水平与 WT小鼠一致。

与WT小鼠不同，SNP浓度增加到 30mg/mL，DKO

小鼠眼压仍无显著变化。当浓度增加到

40mg/mL，DKO 小鼠眼压显著降低。在 WT 和

CAV1 KO 小鼠中应用 SNP (20, 30,40 mg/mL)，均

显著降低眼压。同样在 DKO小鼠中局部应用 100

μM  L‐NAME，眼压无显著变化，当浓度升高到

200 μ M ， 眼 压 显 著 下 降 。 DKO 小 鼠 中

nitrotyrosine 的表达显著高于 WT 小鼠，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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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CAV1  KO 小鼠。结论：CAV1 基因敲除小鼠

敲除 NOS3 基因恢复眼压到WT小鼠水平，但降

低对 NO 供体和 NOS抑制剂的敏感性。 

 

 

MICROVASCULAR NETWORK AND 
ITS ENDOTHELIAL CELLS IN THE 
HUMAN IRIS  
Hongfang Yang1,2，Paula K Yu2，Stephen J 

Cringle2，Xinghuai Sun1*， Dao-Yi Yu 2* 

1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 Visual Science, 

Eye & ENT Hospital,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1, China  

2Lions Eye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erth, Australia 

 

Purpose: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human iris vascular network, endothelial 

cell morphometries, and characterise endothelial 

junctions.  Methods: A total of 16 donor eyes 

were studied. The irises were dissected and short 

fixed before float staining. 10 irises were used for 

immunolabeling of VE-cadherin and claudin-5, 

and the other 6 were labelled with phalloidin for 

f-actin. Nuclei were counterstained using Hoechst. 

The irises were flat-mounted for confocal imaging. 

The iris microvasculature was studied for its 

distribution and branch orders.  The endothelial 

and nuclear morphometrics were measured for 

each vessel order. Characteristics of cellular 

junction staining and intracellular cytoskeleton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human iris 

vasculature was found to comprise of 6 orders of 

arteries, 3 orders of veins, and capillaries. The 

endothelial cell shape was impressively long and 

narrow in all orders of arteries. Relatively large 

vessels ran radially in the superficial two-thirds of 

the iris, while smaller and denser vessels ran in the 

deepest third.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vascular diameter, shape of the endothelia and 

nuclei, and the nuclear position was evident 

between artery, capillary and vein. Staining of 

junction proteins VE-cadherin and claudin-5 

appeared non-uniform at the cell borders, 

especially in large veins.  Conclusions: The long 

and narrow spindle shape of endothelial cells in the 

iris arteries indicates that high hemodynamic shear 

stress may be present in the iris vascular network.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the iris vasculature 

combined with the inter- and intra-endothelial 

structure may help us further understand the 

physiological and pathogenic roles of the iris 

vasculature in relevant ocular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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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光手术 
 

LASIK 术后视觉训练临床效果的观察 

黄橙赤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50001 

 

目的: 对 LASIK 术后出现视疲劳症状的患者进

行个体化的视觉训练，观察患者视疲劳症状的缓

解情况及双眼视功能的改善，探讨视觉训练完善

LASIK 手术的疗效。 方法: 收集在本视光门诊

行 LASIK 手术矫正近视 6 个月后出现视疲劳症

状的患者 120 例，年龄 20~32 岁，等效球镜范围

为-2.00D~-6.00D。对术后患者进行屈光和双眼

视功能的检查，根据其调节和辐辏功能的异常，

制定个体化的视觉训练方案进行视觉训练。 结

果: 进行视觉训练后，LASIK 手术后患者视疲劳

症状明显缓解，临床症状评分减轻（P<0.05）。

术眼调节幅度（P<0.01）、调节灵敏度（P<0.01）、

负相对调节（P 结论: 通过个体化的视觉功能训

练可以改善准分子术后患者视疲劳的症状，使其

同时具有良好的视觉质量和双眼视功能，进一步

完善手术效果。  
 

 

博士伦 VICTUS 飞秒激光手术系统制作角膜瓣

的临床观察 

费安裕   李荷花   方燕    

浙江省台州医院眼科中心  317000 

 

目的: 浙江省台州医院眼科中心引进了国内首

台博士伦 新一代 VICTUS 飞秒激光手术系统。

本研究探讨正确掌握博士伦 新一代 VICTUS

飞秒激光手术系统制作角膜瓣的方法及安全性。 

方法: 应用博士伦飞秒激光完成 318例 611 眼角

膜瓣制瓣。均设定蒂在上方的角膜瓣，厚度

110-120μm，直径 9.0—9.2mm，瓣缘夹角 55 度，

边切角 110 度。基质面点距（μm）2.3，行距 5.7；

瓣缘点距 4.6，行距 5.7。基质面切割能量 750nj，

边切能量 1000nj。激光频率 160kHz。采用球面

患者角膜接触镜 PI 与固定眼球的吸引夹对中、

对接，到达要求的压力后开启飞秒激光完成角膜

瓣的制作。 结果: 318 例 611 眼均顺利完成飞秒

激光制瓣。术中未见不透明气泡存在于深部基质

及气泡垂直突破进入前房，也未见气泡导致的角

膜瓣穿孔。制瓣后无掀瓣困难,无碎瓣、游离瓣、

纽扣瓣、不完全瓣等异常角膜瓣。 结论: 博士

伦 VICTUS 飞秒激光手术系统的弧形患者接口 

PI,不对角膜产生压平，对角膜、眼球干扰少，

制瓣精确。飞秒激光由于具有高频、低能、高精

度、高重复性、无创伤的优越性将在角膜屈光手

术中得到更广泛应用。  

 
 

四物黄金菊汤治疗前弹力层下激光角膜磨镶术

后炎性并发症的临床观察 

孙燕   王登廷   汝亚琴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730000 

 

目的: 目的 观察中药黄金菊汤剂治疗前弹力层

下激光角膜磨镶术后炎性反应的疗效。 方法: 

方法 76 例(150 眼）接受前弹力层下激光角膜磨

镶术术后伴随炎性并发症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两组均点用氟美童眼水（4 次/日），治疗组加用

黄金菊汤剂。2 组均用同样方法局部常规应用滴

眼液。观察患者治疗前后视力，角膜水肿，结膜

充血，DLK 的发生情况。 结果: 结果：黄金菊

汤剂治疗组患者在各项观察指标均优于对照组。 

( P < 0.05) 。 结论: 结论 黄金菊汤剂治疗明显

减轻前弹力层下激光角膜磨镶术后炎性反应。  
 

 

成人短期持续配戴软性接触镜对角膜中央厚度

的影响 

卢嬿   马翔   鲁智莉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00 

 

目的: 探讨成人短期持续配戴软性接触镜（soft 

contact lens，SCL）对角膜中央厚度（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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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eal thickness，CCT）的影响。 方法: 收集

79 例 158 眼成人拟行近视激光手术治疗的患者

（年龄 18-34 岁），根据有无佩戴 SCL 史分为

戴镜组 25 例 50 眼和对照组 54 例 108 眼，每组

内根据屈光度分为中低度近视组与高度近视组。

应用 A 型超声角膜测厚仪和 Pentacam 眼前节分

析测量系统测量各组的 CCT。探讨短期持续配

戴 SCL 对成人 CCT 的影响，CCT 与屈光度和检

测方法的关系。 结果: 短期持续配戴 SCL 者与

无配戴史者平均 CCT 比较，中低度近视组与高

度近视组的平均 CCT 比较，差异均无无统计学

意义。A 型超声角膜测厚仪与 Pentacam 眼前节

分析测量系统所测得 CCT 数值，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结论: 成人短期持续配戴 SCL 后 CCT

无明显变化，CCT 与屈光度、检测方法无关。  
 

 

两种不同手术矫治高度近视的对比研究 

李琴   黄毅   张少维    

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眼科  441021 

 

目的 : 比较有晶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状体 

( implantablecontact lens，ICL) 植入术与透明晶

状体摘除术联合后房型人工晶状体植入术两种

术式矫治高度近视的安全性、有效性及稳定性。 

方法: 方法:选取高度近视患者 60 例 110 眼，分

为两组：A 组 ICL 植入术组患者 28 例 56 眼，B

组透明晶状体摘除联合后房型人工晶状体植入

术组患者 32 例 54 眼。手术前、后观察两组患者

的视力、屈光度、眼压、角膜内皮细胞计数、前

房深度、晶状体透明度、手术并发症及视觉不良

症状。 结果: 结果：A 组和 B 组术后 3mo 的裸

眼视力>0.5 者分别为 72.0% 和 70.0%；术后术

后 1a，A 组 68.0%、B 组 60.4%患者的屈光度在

预期屈光度±1.0D 以内；A 组拱高 0.35-0.54(平

均 0.37 ± 0.13)mm；术后一过性高眼压发生率：

A 组为 9.2%，B 组为 5.5% ；角膜内皮细胞计数

与术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A 组

其他手术并发症：夜间出现眩光 1 眼。B 组夜间

出现眩光 2 眼，视近困难 5 例。 结论: 结论:有

晶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状体植入术与透明晶状

体摘除术矫治高度近视具有较好的安全性、有效

性和稳定性，但仍需长期随访，注意远期并发症

的发生。  

Pentacam 观察 ICL 植入术后眼前节立体形态

的变化 

李琴   黄毅   张少维    

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眼科  441021 

 

目的: 通过三维眼前节全景分析仪（Pentacam）

对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ICL）植 入术前

术后眼前节立体形态的变化进行观察。 方法: 

收集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我院行 ICL 

植入术的高度近视患者 64 例（64）眼。通过 

Pentacam 观察手术前后人工晶体与虹膜及晶状

体的关系以及前房角的变化，测量术前术后前房

深度、前房容积、术后拱高等参数。 常规检测

术前术后视力、眼压及屈光状态等数值。 结果: 

患者平均年龄（25± 7）岁，平均等效球镜为

（-12.50 ± 2.86）Ds。三维前节成像显示术后前

房角较术前狭窄，未见粘连关闭。 ICL 与虹膜

和晶状体均无接触粘连。 术后 6 个月前房容积

为（125.76 ± 12.24） mm3，前房深度为（2.87 ± 

0.22） mm，分别低于术前前容积（210.56 ± 

23.43）mm3 和术前前房深度（3.09 ± 0.21）mm

（P<0.05）。结论: Pentacam 能有效评估 ICL 植

入术的安全性 。  
 

 

2mm 与 4mm 的 SMILE 手术切口对术后患者视

觉质量的影响 

张少维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研究 2 mm 与 4 mm 切口对飞秒激光小切

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 ( femtosecond small 

incision lenticule extraction, SMILE) 患者视觉质

量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对照研究。选择 2015 

-06 /09 在襄阳市中心医院屈光手术中心行

SMILE 患者 136 例 272 眼，按手术中切口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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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 2 mm 切口组（168 眼）和 4 mm 切口组（104

眼）。比较两组患者术前、术后 1、3、6mo BCVA、

屈光度、 MTF cut of、SR、OSI、RMSH、C7、

C8、C12 视觉质量指标的差异。应用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比较 2 组之间手术前后各参数的差异。 

结果: 两组之间各个时间点的 BCVA、屈光度、

C12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术后 1 月、3 月时，

4 mm 切口组的 C7、C8、MTF cut off、SR、OSI、

RMSH 较 2 mm 切口组大（P＜0.05）。 结论: 

SMILE 术后早期，2mm 切口的 SMILE 手术比

4mm切口的 SMILE手术在视觉质量方面更有优

势。  
 

 

夜戴角膜塑形镜和 0.01%硫酸阿托品滴眼液控

制儿童近视发展疗效的比较 

符爱存   吕勇   赵兵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目的: 比较夜戴角膜塑形镜（OK 镜）和 0.01%

硫酸阿托品滴眼液控制儿童近视发展的疗效。 

方法: 前瞻性非随机对照研究。56 例 56 眼（均

取右眼数据分析）低度近视儿童分为两组。OK

镜组：30 例低度近视儿童（年龄： 8～ 14

岁 ,9.9±1.6 ； 近 视 等 效 球 镜 ： -1.00 ～

-3.00D,-2.35±0.67）双眼夜戴 OK 镜。阿托品组：

26 例低度近视儿童（年龄：8～14 岁,10.4±1.7；

近视等效球镜：-0.75～-3.0D,-1.75±0.81）配戴全

矫单焦框架眼镜，同时睡前双眼各点 1 滴 0.01%

硫酸阿托品滴眼液。两组儿童均随访 1 年。收集

两组性别、年龄、近视度数、基础眼轴长度和 1

年后眼轴增加量等参数，比较 1 年前后两组低度

近视儿童的眼轴增加量。 结果: OK 镜组和阿托

品组 1 年的眼轴增加量分别为-0.04～0.94mm

（0.25±0.21）；0～0.71mm,（0.31±0.17）。OK

镜组增加量稍小，但去除年龄等其它混杂因素

后，两组眼轴增加量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单因素分析 1 年的眼轴增加量，OK 镜

组与年龄呈负相关：β= -0.06, （P<0.05）。结论: 

低度近视儿童，夜戴 OK 镜组和滴用 0.01%硫酸

阿托品滴眼液组 1 年后，二组控制近视发展的疗

效相当。OK 镜组的疗效与年龄呈负相关。  
 

 

统计分析不同年龄人群 kappa 角的变化及其临

床意义 

阚秋霞    

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眼科  400042 

 

目的: 统计分析不同年龄人群 kappa角的变化及

其临床意义。  方法 : 收集我院眼科门诊行

pentacam 检查的患者 556 例，年龄 6～63 岁，分

为 7 组：少年组 78 例；青少年组 86 例；青年组

89 例；中青年组 83 例；中年组 77 例；中老年

组 74 例；老年组 69 例。以上所有患者排除眼睛

器质性病变，重复检查 3 次，QS 均显示 OK，

取平均数。为便于统计，只将右眼数据纳入分析。

所有患者由同一熟练技师在同一环境下检查。 

结果: 各年龄组 kappa 角均数由大到小依次为：

青年组、青少年组、老年组、少年组、中青年组、

中年组、中老年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

论: 不同年龄人群 kappa 角不同，会随着年龄发

生变化。对行角膜屈光手术患者 kappa 角修正时

应当考虑到年龄因素的影响，避免出现过过度调

整从而影响远期手术疗效。  
 

 

眼前节 OCT SS1000 CASIA、Sirius 三维眼前节

分析系统与超声测厚仪在角膜厚度测量中的对

比研究 

李颖   代丽丽    

哈医大二院  150086 

 

目的: 探讨前节 OCT SS1000 CASIA、Sirius 三

维眼前节分析系统与超声测厚仪在角膜厚度测

量中的一致性，为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

法: 前瞻性连续性的研究。视光中心符合常规手

术适应症的患者共 25 人（50 眼）,术前等效球镜

度数（-5.38D±2.305D）。术前常规眼前节 OCT、

Sirius 三维眼前节分析系统与超声测厚仪分别检

79



 

测 薄点角膜厚度。行标准 SBK 屈光手术，术

后 1 天应用眼前节 OCT 与 Sirius 三维眼前节分

析系统分别检测角膜中央、颞侧 1mm 及颞侧

3mm 位置的角膜厚度，对测量结果进行统计学

分析，（P<0.05）。结果: 三种仪器检测角膜中

央 薄点结果相近，没有统计学意义。眼前节

OCT、Sirius 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术后中央及颞

侧 1mm 处角膜厚度值相近，没有统计学意义。

测量 3mm 处角膜厚度有统计学意义，P 值＜

0.05。 结论: 三种仪器在术前测量角膜 薄点

时可以互相替代。前节 OCT 与 Sirius 眼前节分

析系统在测量中央角膜厚度以及颞侧 1mm 处角

膜厚度可以互相替代，测量 3mm 以外的角膜厚

度，两者仪器不可互相替代。  
 

 

Lasik 术后高度屈光不正 ICL 植入补矫手术安

全有效性探讨：1 例  

刘才远   陈莺   孙正杨   黄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医院  230000 

 

目的: ICL 植入手术对 Lasik 术后高度屈光不正

患者安全有效性 方法: 对 2016 年 2 月我院 1

例，38 岁行双眼 Lasik 术 11 年后屈光回退患者

行 ICL 植入手术，术后随访 1 年，观察视力、

眼压、角膜内皮细胞计数、拱高、自体晶体、对

比敏感度等回顾性研究。 结果: 术后 1 天、1

周、1 个月、6 个月、1 年裸眼视力（UCVA）与

术前 佳矫正视力（BSCVA）比较，提高 1 行

且稳定。角膜内皮细胞计数未见明显下降，眼压

未见明显升高，拱高较理想，自体晶体透明，视

神经纤维厚度未见下降，对比敏感度较术前提

高。 结论: ICL 植入手术对 Lasik 术后高度屈光

不正患者补矫安全、有效，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  
 

 

自体角膜基质透镜植入矫正远视的屈光效应预

测性研究 

李萌   李美燕   孙玲   周行涛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 探讨角膜自体基质透镜植入矫正远视眼

的远期效果，初步得出其屈光度预测公式。 方

法: 前瞻性研究，共入选一眼近视一眼远视的屈

光参差患者 10 人 20 眼，近视眼行飞秒激光小切

口取出术，远视眼以飞秒激光做角膜瓣，将近视

眼中取出的基质透镜自体植入到角膜基质床。术

后 1 天、1 月、3 月、6 月、12 月、24 月、36

月随访，包括裸眼视力、 佳矫正视力、主觉验

光、睫状肌麻痹验光、角膜地形图、眼前节 OCT。

采用一般线性回归拟合回归模型，使用随机效应

模型评价随访参数变异。结果: 末次随访透镜植

入眼中 60%屈光度在目标值±1.00D 内，有效指

数 0.94，安全指数 1.36。拟合自体角膜基质透镜

植入术矫正远视的屈光度预测公式：透镜植入矫

正的屈光度=1.224 透镜屈光度-0.063。 结论: 自

体角膜基质透镜植入矫正远视眼安全、有效、稳

定，预测性良好，初步的屈光效应公式有待进一

步验证。  
 

 

个体屈光参数应用对角膜屈光手术后视功能指

标的影响 

万雅群   刘建国   李晶   李勇    

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  710004 

 

目的: 探讨个性化设计、不同参数设置手术后疗

效特点、视功能变化及视觉质量相互联系，总结

如何使手术后视觉质量及安全性、稳定性达到更

好，为以后手术设计及进一步提高手术效果提供

临床依据。方法: 1. 前瞻性对照研究 2．以调查

问卷的形式（视觉行为与视觉品质评估）获取近

视患者手术前后视疲劳评分。 3.根据术前患者

屈光度数（等效球镜）分为高、中、低三组 4. 手

术前后常规进行裸眼视力、矫正视力、裂隙灯检

查、眼底检查、视网膜检影验光和主觉验光、眼

压和角膜地形图、Pentacam 眼前节分析，及远、

近隐斜度、单眼调节幅度、 NRA/PRA、计算性

AC/A， 5. 对比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前后

相关视功能参数变化。 结果: 将部分可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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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性好、国际通用的视功能检查、应用于角膜

屈光手术前后指导手术个性化设计，术后问卷调

查满意度大大提高，无主诉明显视物困难，视疲

劳视力下降等现象。 结论: 将部分可量化、重

复性好、国际通用的视功能检查、应用于角膜屈

光手术领域，指导患者筛查及个性化手术设计，

大大改善患者术后满意度。  
 

 

MEL90 Triple A 500Hz 模式 LASEK 手术矫正

中高度近视的临床效果评价 

李敏   邹俊   施岳辉   孙丽娜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评价蔡司 MEL90 Triple A（500Hz）模式

和博士伦  Technolas217z  Zyoptix Aspheric

（50Hz）模式行 LASEK 术矫正中高度近视的临

床效果评价。 方法: 选取在我院行 LASEK 手术

的 60 例中高度近视患者,其中 28 例 56 眼行

MEL90 Triple A （500HZ）LASEK 手术(Triple A

组), 32 例 64 眼行 Zyoptix Aspheric （50HZ）

LASEK 手术(Aspheric 组)。随访患者术前术后

1、3、6 个月裸眼视力、屈光度及波前像差。比

较两种准分子激光切削模式的安全性、有效性、

精确性、稳定性及术后波前相差变化。 结果: 术

后 1 月 Triple A 组安全性显著高于 Aspheric 组。

两组术后1及3月高阶相差及总相差均较术前增

加，Triple A 组术后 6 月高阶像差、球差、总像

差均比术后 1 月及 3 月明显减少。 结论: MEL90 

Triple A（500Hz）模式行 LASEK 手术矫正中高

度近视准确性、安全性、可预测性及稳定性高，

术后早期高阶相差及总像差较术前增加，术后 6

月高阶像差、球差、总像差渐减少。  
 

 

Contralateral eye comparison of the 
long-term visual quality and stability 
between implantable collamer lens and 
laser refractive surgery for myopia 
Xun Chen, MD; Lin Guo, MD; Tian Han, PhD; 

Liangcheng Wu, MD, PhD; Xiaoying Wang, MD, 

PhD; Xingtao Zhou, MD, PhD 

 

Background: To investigate the long-term visual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implantable collamer lens 

(ICL) and laser refractive surgery (LRS) for 

myopia. Design: Prospective comparative study 

Participants: This study comprised 52 eyes of 26 

high-myopia anisometropia patients who were 

suitable for surgical treatment.Methods: In each 

patient, the higher-myopia eye was implanted with 

ICL and the lower-myopia eye was treated with 

LRS.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for at least three 

years. Main Outcome Measures: Uncorrected 

(UDVA) and corrected (CDVA) distance visual 

acuity, refraction, wavefront aberration and visual 

quality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spherical 

equivalent refractive error changed from -14.11 ± 

3.39 D preoperatively to -1.27 ± 1.05 D 3 years 

after ICL implantation and from -8.75 ± 2.76 D to 

-1.12 ± 1.30 D after LRS. The changes in 

refractive error from 1 month to 3 years were -0.52 

D and -0.77 D for the ICL and LRS groups, 

respectively. The safety indices (postoperative 

CDVA / preoperative CDVA) were 1.84 ± 1.00 and 

1.32 ± 0.40, and the efficacy indices (postoperative 

UDVA / preoperative CDVA) were 1.40 ± 1.10 and 

1.11 ± 0.44, respectively. The postoperative coma, 

spherical and total higher-order aberrations in the 

IC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LRS group.   

Conclusions: Both ICL implantation and LRS are 

safe and effective procedures for myopia with 

suitable indications, but ICL implantation is more 

stable. Fewer induced aberrations are gained after 

ICL implantation. 

 

 

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

角膜光密度的远期观察 

韩田  赵婧  沈阳  陈英俊  田蜜  周行涛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观察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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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的角膜光密度的远期变化。方法：34

名行 SMILE手术的患者随机一眼收录入组。随访

时间点包括：术前，术后 1 天，1 周，1 月，3

月，6 月，1 年和 3 年。角膜光密度采用 Pentacam

角膜地形图进行测量，结果以 3 个直径范围（角

膜顶点为中心，分别取 0‐2 mm、2‐6 mm 和 6‐10 

mm 直径范围）以及 3 个厚度层（角膜前层 120 

μm，角膜后层 60  μm 和中间层）分别分析角

膜光密度平均值。40 名行 FS‐LASIK 的患者作为

对照组，随机收入 1 眼，随访时间点为术前，术

后 1 天和 3年。统计学方法采用混合模型，以 P

＜0.05 为具有显著性差异。结果：在术后 1 天，

角膜前层 0‐2，2‐6 mm 和中央 0‐2 mm角膜光密

度组较术前值均显著上升（P＜  0.01）。SMILE

组的角膜前层及中央 0‐2，2‐6 mm 角膜光密度显

著高于 FS‐LASIK 组（P＜  0.01）。在术后 1 周，1

月，3 月，6 月，1 年内角膜光密度较术前均无

显著性差异（P＞  0.05）。在术后 3 年，角膜全

层 0‐2，2‐6，6‐10 mm 角膜光密度较术前显著下

降，两组之前无显著性差异（P＜  0.001）.两组

的术后 1 天及 3 年较术前的变化量与切削深度、

像差均无显著相关性（P＞  0.05）。结论：在 SMILE

术后早期，角膜光密度有显著升高并迅速恢复，

角膜透明度在术后 3 年时候会有明显提高。 

 

 

自体角膜基质透镜植入矫正远视的屈光效应预

测性研究 

李萌    李美燕  孙玲  周行涛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  探讨角膜自体基质透镜植入矫正远视眼

的远期效果，初步得出其屈光度预测公式。  方

法:  前瞻性研究，共入选一眼近视一眼远视的屈

光参差患者 10 人 20 眼，近视眼行飞秒激光小切

口取出术，远视眼以飞秒激光做角膜瓣，将近视

眼中取出的基质透镜自体植入到角膜基质床。术

后 1 天、1 月、3 月、6 月、12 月、24 月、36

月随访，包括裸眼视力、 佳矫正视力、主觉验

光、睫状肌麻痹验光、角膜地形图、眼前节 OCT。

采用一般线性回归拟合回归模型，使用随机效应

模型评价随访参数变异，P<0.05认为有统计学差

异。  结果:  末次随访透镜植入眼中 60%屈光度

在目标值±1.00D 内，有效指数 0.94，安全指数

1.36。拟合自体角膜基质透镜植入术矫正远视的

屈光度预测公式：透镜植入矫正的屈光度=1.224

透镜屈光度‐0.063。  结论:  自体角膜基质透镜植

入矫正远视眼安全、有效、稳定，预测性良好，

初步的屈光效应公式有待进一步验证。 

 

 

角膜屈光术前表面麻醉剂奥布卡因对角膜及角

膜上皮厚度的影响 

于志强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针对拟行角膜屈光手术患者，探讨使用表

面麻醉剂奥布卡因前后角膜及角膜上皮厚度及

其均匀性的变化。方法：前瞻性自身对照研究。

选择 2016 年 3 月在我院拟行 SMILE 手术的连续

病例 30 例（59 眼），在滴表面麻醉剂奥布卡因

前后用眼前节光学相干断层成像 (anterior 

segment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S‐OCT)

对患者角膜及角膜上皮中央 6mm直径范围内的

厚度进行测量,用眼前节分析系统  Pentacam 对

角膜前表面形态进行分析。在 OCT 的测量中，

将暴露的角膜根据距离角膜中心分为中央区（直

径 2mm），旁中央区（直径 2‐5mm），中央周围

区（直径 5‐6mm），除中央区以外的两个区域分

别分为八个象限，测量每个象限的角膜及角膜上

皮厚度，以及鼻侧与颞侧（N‐T）（2~5mm），上

侧和下侧(S‐I)（2‐5mm）角膜厚度差值，角膜厚

度及角膜上皮厚度极差（Min‐Max），角膜上皮

厚度的标准差（SD）；通过 Pentacam眼前节分析

系统分析表面麻醉前后角膜散光度，瞳孔中央角

膜厚度，偏心值 e，角膜 薄点厚度及其位置的

差异。表面麻醉前后厚度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

不同象限间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30 例（59 眼）患者中共发现 2 例（3眼）（5%）

在表面麻醉前后角膜上皮厚度有明显不规则增

厚。颞下侧（2~5mm）的角膜厚度在表面麻醉

前后有统计学差异，差值（1.78±6.05）μm

（t=2.05,p<0.05）；角膜及其上皮厚度均匀性分

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角膜表面麻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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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散光度无统计学差异（P>0.05），表面麻醉前

后偏心值 e 值分别为（0.56±0.10）D，（0.57±

0.10）D（t=‐2.6, P<0.05）；瞳孔中心角膜厚度前

后分别为（535.58±25.08）μm，（537.70±28.21）

μm（t=‐2.74,    P<0.01）；角膜 薄点的厚度及

位置分布（距角膜中心距离）无统计学差异

（t=‐0.04，‐1.97，P>0.05）。结论：角膜及角膜

上皮厚度及其均匀性分布受表面麻醉影响较小，

因体质差异会造成个别患者角膜上皮不规则增

厚，在屈光手术的术前检查中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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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形镜 
 

先天性眼球震颤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一例报道 

杨丽丽    

内蒙古红十字会包头朝聚眼科医院  014060 

 

目的: 观察先天性眼球震颤患者配戴角膜塑形

镜对近视控制的有效性，日间裸眼视力恢复及眼

球震颤改善情况。 方法: 收集 2015 年 6 月在我

院视光中心配戴角膜塑形镜一例先天性眼球震

颤患者，男，13 岁，自幼双眼眼球震颤，右眼

较左眼重，有轻度头位。初始检查眼部无器质性

病 变 ， 泪 液 评 估 正 常 ， 屈 光 度 ： 右 眼

-2.25/-2.50*150 ， 矫 正 视 力 0.3 ， 左 眼

-4.00/-0.50*150，矫正视力 0.7，右眼选取环曲面

角膜塑形镜，左眼常规镜片，观察配戴 6 个月裸

眼视力、近视度数、镜片定位、角膜、日间眼球

震颤改善及头位情况。 结果: 观察 6 个月上述

病例眼表情况健康，镜片定位基本居中，镜片偏

光学中心 0.5±0.1mm，日间裸眼视力稳定右眼

0.4，左眼 0.8.近视度数未增加，头位改善，双眼

震颤减轻。 结论: 眼球震颤患者选择框架眼镜

矫正，患者眼球不能稳定固视，从镜片的周边视

物时因棱镜效应，视物模糊眼球震颤明显。所以

对于近视患者可以尝试配戴角膜塑形镜，因日间

裸眼视力的提高，眼球震颤减轻，达到控制近视

效果。  

 

 

角膜塑形镜复查时镜片检查的重要性 

王中正  

常熟坤明眼科门诊部  215500 

 

目的: 角膜塑形镜镜片的护理在后期比较容易

被忽视的，且基于循证的可靠干预措施较少，并

缺乏统一规范的镜片护理标准，厂家侧重点在患

者角膜健康而镜片污损、较深的划痕、基弧变形、

蛋白沉淀等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每次复诊角膜塑

形镜镜片的检查不易忽视。 方法: 角膜塑形镜

镜片护理不到位亦会给患者带来视觉质量、角膜

感染风险增加的不良后果，所以我们需提高角膜

塑形镜镜片护理的观念，提高角膜塑形镜镜片安

全意识。积极做出比较规范的、有效的处理方法，

优化解决由于不当操作导致角膜塑形镜镜片自

身问题从而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并给予合理的处

理方法，以保持角膜塑形镜镜片的清洁度、湿润

性和稳定性。 结果: 在日常戴镜中前期患者一

般能按照要求进行卫生、每日护理液的更换等戴

镜的操作，后期镜片检查、规范操作的戴镜流程

和定期的镜片检测和处理容易被忽视，复查期间

眼科医师和患者意识加强才能更好的提高视觉

质量和减少眼部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论: 同时

加强患者及家长对角膜塑形镜镜片对眼部常见

并发症预防及护理方法的实践技能的教育指导，

以期加强配戴角膜塑形镜的安全性。  

 

 

角膜塑形后地形图形态学定量分析的重复性和

再现性研究 

梅颖    

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  200333 

 

目的: 评估用 Image-Pro Plus 6.0 软件对角膜塑

形后治疗区面积、形态、偏位等几何形态特征做

量 化 分 析 的 重 复 性 和 再 现 性  方 法 : 用

Image-Pro Plus 6.0 软件对 103 例（171 眼）成功

验配角膜塑形镜并连续过夜戴镜 20~40 天时复

查时的切线差异地形图进行治疗区面积、圆度、

偏位角、偏位量做定量测量。每个切线差异地形

图先由一位检查者间隔 5 天先后进行 2 次测量，

同时由另一位检查者再测量 1 次，用组内相关系

数(ICC)和重复性系数(COR)分析测量结果的重

复性和再现性。 结果: 评估同一测量者前后 2

次测量之间重复性的组内相关系数(ICC)均大于

0.98；两位测量者第一次的各测量结果之间重复

性的组内相关系数(ICC)均大于于 0.90。 结论: 

使用 Image-Pro Plus 图像分析软件能获得角膜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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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后地形图形态的精确量化数据，具有良好的重

复性和再现性。  

 

 

双胞胎患者近视相关性及配戴角膜塑形镜疗效

的观察 

常勇   迟蕙   周建兰   谢培英    

北京北医眼视光学研究中心  100028 

 

目的: 观察双胞胎两个体间近视发生相关性以

及角膜塑形镜对其近视控制效果。方法: 选取一

对双胞胎两个病例观察其近视发生年龄，近视发

生状况，眼轴长度，角膜地形图情况，并配戴角

膜塑形镜一年，观察其配戴效果，具体如下：病

例一，患者 10 岁，男，双眼视力不佳 2 年,父母

无近视。眼科检查:裸眼视力右 0.5 左 0.5 近视球

镜度：右-1.75DS,左-2.25DS,眼轴 ：24.58.mm,

左 24.56 mm，裂隙灯眼前节检查无异常，检查

角膜地形图，诊断:双眼屈光不正(近视),经过塑

形镜试戴后，确定合适角膜塑形镜参数，定制镜

片后规范夜间配戴，定期复查视力。病例二，患

者 10 岁，男，双眼视力不佳 2 年余, 父母无近

视。眼科检查:裸眼视力右 0.6 左 0.4 近视球镜度：

右 -1.25DS,左 -2.00DS,眼轴  ：右 24.25mm,左

24.41 mm，裂隙灯眼前节检查无异常，检查角膜

地形图，诊断:双眼屈光不正(近视,散光),经过试

戴后，确定合适角膜塑形镜参数，定制后规范夜

间配戴，定期复查视力。 结果: 病例一 配戴一

年后复查 眼轴：右 25.21 mm 左 25.06mm，角

膜地形图检查塑形效果良好。病例二 配戴塑形

镜一年后复查 眼轴：右 24.71 mm 左 24.97mm，

角膜地形图检查塑形效果良好。结论: 近视的发

生与先天基因及后天环境存在联系，那么双胞胎

之间基因的紧密性是更高的，我们对北医眼视光

学研究中心配戴角膜塑形镜双胞胎患者进行观

察，观察每对双胞胎其近视发展之间的联系以及

角膜塑形镜控制效果。从而发现,在双胞胎中,近

视发生与先天遗传有一定联系，但联系性的程度

还不确定，从以上病例我们发现，双胞胎两病例

间开始发生近视的年龄很相近，双胞胎中一个患

儿发生近视，另一个兄弟或姐妹发生近视的可能

性极大，但由于本文数据量有限，双胞胎两患者

都发生近视的概率还有待今后进一步观察分析。

通过以上病例我们发现长期配戴角膜塑形镜对

角膜厚度，角膜内皮细胞以及泪液分泌并无不良

作用。合理配戴角膜塑形镜对于控制双胞胎近视

患者的近视发展也是有明显效果的，我们还将继

续观察。  

 

 

长期配戴角膜塑形镜后的角膜安全性观察 

于风娟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呼和浩特朝聚眼科医

院  010010 

 

角膜塑形镜的原理是利用基弧比角膜中央曲率

平坦的镜片,对角膜中央区域产生一定的压力,同

时镜片光学区以外的反转弧区在角膜之间形成

一定的空间,而产生了负压拉力,协同作用使角膜

中央变得平坦而达到矫正近视的目的[1] 。这种

机械性的拉力对镜片与角膜之间的泪液流动造

成了影响,加之角膜缺氧导致抵抗力下降,清洁不

当使微生物聚集等因素都易引起角膜损伤,甚至

角膜感染。目的：观察配戴角膜塑形镜的角膜安

全性。 方法: 临床病例系列研究.分析 2013 年

至 2016 年我院使用角膜塑形镜患者 1962 例

3754 只眼,年龄 7～30 岁.分别在戴镜后 1 日，1

周,1、3、6 个月,1、2、3 年随访.观察戴角膜塑

形镜前后裂隙灯检查角膜的健康状况。 结果: 

结果：其中角膜上皮点染 360 只眼占 9％ 

(360/3754),经早期观察调整镜片后痊愈 ，角膜

环 2％（56/3754）调整镜片后或停戴后消失，角

膜浸润 2 只眼占 5�（2/3754）停戴后药物治疗

痊愈.角膜云翳 0 例，角膜新生血管 0 例，角膜

溃疡 0 例，角膜感染 0 例。 结论: 结论:本研究

显示我院长期使用角膜塑形镜后，在规范验配、

严格复查的前提下,角膜点染常见症状在戴镜初

期通过改善镜片配适、合理用药调整镜片后消

失、角膜浸润停戴后药物治疗痊愈。未出现严重

并发症,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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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OCT测量配适度良好的青少年夜戴角膜塑形

镜时的泪膜间隙厚度 

王晗敏   项敏泓   周欢明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目的: 采用 OCT 测量配适度良好的青少年夜戴

角膜塑形镜时的泪膜间隙厚度，探讨其价值。 方

法: 收集从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我院视

光学门诊接受佩戴 OK 镜，并坚持规律随访的近

视患者 26 例 51 眼。佩戴前测得等效球镜度数为

-1.00～-7.00D，平均（-2.78±1.53）D，测得散光

值为 0～-2.68D，平均（1.29±0.61）D。佩戴 1m

时采用 OCT 分别测量左右眼戴镜时的泪膜间隙

厚度，所有眼进行角膜地形图检测。比较双眼间

泪膜间隙厚度的差异，及其与 SRI 值的关系。 结

果: 戴镜 1m 时，所有病例双眼间泪膜间隙厚度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m 时所有眼的平均泪膜

间 隙 厚 度 为 227.05±10.29um ， SRI 值 为

0.16±0.14，两者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采

用 OCT 能够方便地检测戴 OK 镜时的泪膜间隙

厚度，可作为长期佩戴 OK 镜期间的配适度良好

的量化评估指标，对戴镜安全性方面的评估有重

要参考价值。  

 

 

角膜塑形镜治疗青少年近视临床观察 

马艳霞    

天津爱尔眼科医院  300190 

 

目的: 探讨角膜塑形镜治疗青少年近视的效果。 

方法: 选取该院眼科 2013 年 7 月一 2015 年 6 月

收治的青少年近 视患者 126 例为观察对象，按

佩戴眼镜类型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3

例。对照组佩戴框架眼镜，观察组佩戴角膜塑 形

镜。比较两组佩戴前及佩戴后 l、2、3 个月后的

屈光度、裸眼视力，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

果: 随佩戴时间的延长， 观察组屈光度逐渐降

低，裸眼视力逐渐上升，对照组屈光度与裸眼视

力基本不变；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观察

组。 结论: 角膜塑形镜治疗青少年近视效果较

框架眼镜好，有助于降低患者屈光度，提高裸眼

视力，并发症较多，但经对症处 理后不影响治

疗。  

 

 

角膜接触镜在特殊屈光参差患者中的应用 

李坤    

常熟坤明眼科门诊部  215500 

 

目的: 针对一眼为近视，另一眼为远视或散光造

成的弱视患者。缩短弱视眼的治疗周期，促进双

眼视功能的恢复。 方法: 一眼近视，另一为远

视或者是散光造成的单眼弱视。首先采用遮盖或

压抑疗法，弱视训练，使弱视眼的视力达到或接

近正常。采用 RGP 佩戴弱视眼，减少像差，视

力提高更明显；角膜塑形镜佩戴近视眼，控制近

视增长。 结果: RGP 矫正弱视眼可以减少像差，

促进视力的恢复；角膜塑形镜可以达到控制近视

度数增长的目的。双眼视力接近，视网膜形成的

物象的放大率相同，可以形成正常的双眼视功

能。 结论: 角膜接触镜在这中特殊屈光参差患

者中的应用，可以治疗远视或散光造成的弱视眼

的视力的恢复，控制近视眼的度数增长。同时减

少双眼视网膜物象的差距，形成相同的物象刺

激，更利于形成正常的双眼功能。  

 

 

角膜塑形术后偏位情况分析 

吴纲跃    

金华眼科医院  321000 

 

目的: 观察和分析角膜塑形术后光学区偏瞳孔

中心的距离及偏位方向。 方法: 对 134 例青少

年近视患者采用配戴角膜塑形镜矫治近视，平均

年龄（10.66±1.79）岁。分别在戴镜前及戴镜后

3，6，12，18，24 个月检查视力、眼轴、角膜

地形图和屈光度。只取右眼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使用 SPSS19.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戴镜后

3，6，12，18，24 个月的光学区偏瞳孔中心距

离没有显著性差异。戴镜后 3 个月不同偏中心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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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眼例数分别为轻度 (1.0mm）为 37 眼

（27.61%）；颞上 29 眼（21.64%），颞下 98

眼（71.13%），鼻上 2 眼（1.49%），鼻下 5 眼

（3.73%）。 结论: 偏中心距离在角膜塑形术 3

个月后就无明显变化；且中度和颞下偏位占多

数。  

 

 

青少年角膜塑形镜配戴者的依从性调查分析 

蔡立欢    

成都新视界眼科医院  610000 

 

目的: 对 8-16 岁角膜塑形镜（MCT）配戴者的

依从性进行回顾性分析。 方法: 对去年配戴角

膜塑形镜的8-16岁青少年儿童进行回顾性分析，

并将其分为四组，分别为 A 组低度近视组 50 人、

B 组中度近视组 60 人、C 组高度近视组 40 人、

D 组单眼屈光不正组 50 人，通过去年每月定期

随访和复查了解他们的依从性和配戴情况并做

记录。 结果: A 组坚持配戴的人数为 45 人

（90%）；B 组坚持配戴的人数为 56 人（93%）；

C 组坚持佩戴的人数为 38 人（95%）；D 组坚

持佩戴的人数为 32 人（64%）。通过临床观察

和随访，了解到青少年儿童配戴角膜塑形镜，整

体的依从性较好，但单眼屈光不正的角膜塑形镜

配戴者，不戴角膜塑形镜的情况下同样也可以由

另一只眼看清，戴镜的依从性相对较差。 结论: 

青少年儿童配戴角膜塑形镜，整体的依从性较

好，但单眼屈光不正的角膜塑形镜配戴者，戴镜

的依从性相对较差，验配医生做好宣教、并和家

长要做好沟通和监督。  

 

 

角膜塑形镜对青少年复合近视散光度数影响的

远期分析 

谢小华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汉口医院  430000 

 

目的: 探究青少年复合近视散光眼配戴角膜塑

形镜两年内散光度数改变量与其近视度数的关

系，从而了解角膜塑形镜对不同近视度数下的角

膜散光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到 2013

年 1 月在我院视光部初次配戴角膜塑形镜，观察

时间为 2 年的青少年病例 70 例，140 只眼，其

中女 36 例，男 34 例，平均年龄 12.45±0.36 岁，

均为复合近视散光，对比其在戴镜满一年与两年

时验光散光度数的变化，计算出每年散光的有效

控制率，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再把原始数据按

近视度数分为三组，第一组为轻度近视组 ，第

二组为中度近视组 ，第三组为高度近视组，再

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经过统计学分析，戴镜

的第一年间散光度数与第二年间两组间比较

P=0.012。低度近视组两年间散光变化量 ，中度

近视组两年间散光变化量 ，高度近视组两年间

散光变化量 ，各组之间差异 P＞0.05。结论: 角

膜塑形镜对青少年散光度数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配戴角膜塑形镜的第二年控制散光的效果略大

于第一年,两年内散光度数变化量的大小与并存

的球镜度数没有相关的联系。  

 

 

两种角膜地形图仪器在角膜塑形镜验配中的应

用观察 

金霞    

宁波市眼科医院  315040 

 

目的: 观察 Pentacam 与 Medmond 在角膜塑形

镜验配中的应用对比观察。 方法: 前瞻性对比

研究。选取 2016.1~2016.12 我院角膜接触镜室就

诊的青少年双眼近视患者 1265 例(2530 眼)，平

均 年 龄  (10.25±2.4) 岁 ， 等 效 球 镜 度 范 围

-1.00—-5.75 D，验配前进行眼科常规检查、屈

光检查、Oculus Pentacam 三维眼前节分析仪测

量角膜地形图、Medmont 角膜地形图、Canon

角膜曲率计测量角膜平坦 Kl 及陡峭 K2。根据两

款角膜地形图角膜中央 K 值及 e 值采用经验法

进行镜片验配。右眼按 Pentacam 角膜地形图的

平坦 K1 与左眼按 Medmond 角膜地形图的平坦

K1，比较第一副试戴片成功率，测量角膜塑形

镜在配戴过程中出现对戴镜前、戴镜后 1 d、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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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后 7 d 的视力、角膜曲率进行方差分析，测量

镜片偏心位置时角膜地形图的直观表现，观察两

款仪器检测中央岛的敏感性，进行 x2 检验。 结

果 : 第一副试戴片成功率 Pentacam 高于

Medmond，但两者无统计学意义，在配戴过程

中于戴镜 l d 及 7 d 后进行角膜曲率测量，测得

角膜平坦 K1 及陡峭 K2。配戴 1d 后角膜曲率平

坦 K1 由(42.85±0.78)D 下降到(41.86±0.76)D，

戴镜 7d 后下降为 (40.75±1.45)D(F=60.54 ，

P<0.05)。结论: Pentacam 在角膜塑形镜的验配更

加理想、有效、快捷方便；对成功佩戴后的角膜

重塑、屈光程度作出更加直观、全面的评估、分

析。  

 

 

探讨 Toric 设计角膜塑形镜作用于中高度近视

的稳定性临床观察 

林伟平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300384 

 

目的: 探讨 Toric 设计角膜塑形镜矫治青少年中

高度复合性近视散光的临床稳定性 方法: 对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天津医科大学眼科

医院近视防控门诊就诊的 8~14 岁（11.7±1.88）

复合性近视散光(等效球镜-3~-6D（-4.32±1.54），

角膜散光度 1.50~3.75D（1.94±0.41）)患者 103

例(198 眼)给予 Toric 设计角膜塑形镜进行矫正。

分别测量戴镜前及戴镜后 1 周、2 周、1 个月、3

个月裸眼视力、屈光度、角膜中央治疗区大小及

偏心量大小 结果: 裸视、屈光度 2 周与 1 月比

较（P=0.33、0.78）；治疗区大小、偏心量 1 周

与 2 周比较（p=0.49、0.14），3 月时治疗区大

小 为 5.23±0.26mm ；  3 月 时 偏 心 量 为

0.45±0.27mm。 结论: 中高度近视散光患者配戴

Toric 设计角膜塑形镜可达到良好的裸眼视力，

且配戴 2 周时视力与屈光度已趋于稳定，而治疗

区及偏心量大小 1 周时已无统计学差异，治疗区

范围较大，偏心量较小，塑形效果良好。  

 

 

配戴角膜塑形镜前后视功能的改变 

靳惠   迟蕙   陈鹏    

北京远程视觉科技有限公司视光眼科门诊

部  100027 

 

目的: 角膜塑形镜矫治前后在视功能训练中的

重要性。 方法: 观察对象：30 例（60 只眼）；

最小年龄 5 岁，最大年龄 32 岁。未配戴塑形镜

前（初诊）视功能情况，与塑形镜矫治后（复诊）

视功能情况做对比，复诊视功能有异常时做相应

的视功能训练观察。 结果: 初诊未配塑形镜之

前视功能检查中，存在异常占 67%。配戴角膜塑

形镜结合视功能训练后，在初诊视功能和塑形后

视功能对比中，复诊视功能优于初诊占 60%,初

复诊视功能相对正常占 17%,复诊视功能略下降

占 6%。 结论: 由此可见，角膜塑形镜矫治后存

在视功能异常患者结合相对应的视功能训练可

有效提高患者的视觉质量及视功能情况，这样会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它的重要性不容忽

视。  

 

 

角膜塑形镜矫治青少年高度近视疗效分析 

刘菲   韩兵    

海军青岛第二疗养院  266000 

 

目的: 探索角膜塑形镜矫治青少年高度近视的

疗效 方法: 选取来我科验配角膜塑形镜的高度

近视患者随访资料完整者 13 例 26 眼。年龄 8～

18 岁; 连续随访２年以上。 验配前近视屈光度

范围-6. 25D ～-8. 50D， 角膜散光范围: 顺规散

光者 0～-1. 50D， 逆规散光者 0～ -0.75D， 斜

轴散光者 0～-0.50D，角膜曲率范围 42.00～

45.00D。排除眼部器质性病变。采用的角膜塑形

镜为“梦戴维 XOP” (中美合资，欧普康视公司)。 

结果: 1. 试戴１ｈ、１夜、１周、１个月后裸眼

视力逐渐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0.05）。

但是戴镜１个月与戴镜３个月后裸眼视力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0.05）。2. 首次散瞳验光与

戴镜１年后的屈光度比较 结论: 本组戴镜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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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角膜塑形镜控制和预防高度近视发展的效果

显著。戴镜２年后角膜塑形镜控制和预防近视发

展有部分效果。故对高度近视的控制和预防近视

发展的效果有限。但是角膜塑形镜目前仍是矫正

高度近视和控制高度近视  

 

 

佩戴角膜塑形镜一夜后双眼角膜水肿一例 

覃建   庞辰久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450003 

 

目的: 处理佩戴角膜塑形镜一夜后双眼出现角

膜深基质层水肿病例，探寻可能的原因及如何避

免 。  方 法 : 佩 戴 前 检 查 主 觉 验 光 ：

OD-3.00/-1.00*17, OS-3.00/-1.00*15，双眼角膜

透明。使用某品牌塑形镜试戴两小时后，效果良，

无 角 膜 异 常 出 现 。 定 片 参 数 为 OD: ：

39.75/-3.50/10.6/+0.75 ， OS ：

39.75/-3.50/10.5/+0.75。 取新镜后戴镜一夜复查

双眼配适可，活动度 2mm，去镜后验光 OD：

-2.00/-0.75*165, OS:-2.00/-1.00*175，矫正视力均

1.0。裂隙灯检查示双眼角膜上皮完整光滑，双

眼角膜后弹力层皱褶条纹，深基质层水肿，左眼

明显；患者无明显症状。予双眼停戴角膜塑形镜，

行相关检查，用药，随访。并复查镜片性能 结

果: 1）行眼科共聚焦显微镜检查见深基质活化

的基底细胞，未见明显炎症细胞，角膜内皮完整。

2）镜片返回生产厂家对原料进行追溯并检测镜

片透氧性及参数设计，未发现异常。3）坚持随

访，右眼一月后水肿完全消退，左眼三个月后角

膜水肿基本消退 结论: 推测可能是由于该患者

对该镜片效果反应过快以致影响到角膜基质产

生物理变化，后采用分阶段降度方式（先佩戴降

度 2.00D 镜片一月后，再佩戴降度-3.50D 镜片），

目前佩戴效果良好，未再出现角膜损伤及水肿问

题。  

 

 

 

青少年高度近视角膜塑形镜联合框架眼镜治疗

的临床观察 

冯海江   周磊   张晓瑾   王莹    

宁波市眼科医院  315040 

 

目的: 观察夜戴型角膜塑形镜联合白天配戴低

度框架眼镜控制青少年高度近视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门诊就诊的 9~15 岁等效球

镜度在-6.00~-8.00 D 的青少年 92 例(108 只眼),

其中,角膜塑形镜和框架眼镜联合配戴者 42 例、

单纯配戴框架眼镜组 50 例,分别于戴镜前、戴镜

后 6、12、18、24 个月测量并比较两组间眼轴长

度的变化；同时比较戴镜前及 2 年后停戴 OK 镜

一月后两组的等效球镜度。 结果: 角膜塑形镜

联合框架眼镜组、框架眼镜组 2 年等效球镜度分

别增加(-0.21±0.25)、(-1.12±0.38)D,眼轴增长分别

为(0.11±0.11)、(0.32±0.15)mm,两组比较统计学

差异。 结论: 夜戴型角膜塑形镜联合白天配戴

框架眼镜能有效减轻高度近视患者的近视增长

及眼轴变长,在较大程度上可以控制近视发展。  

 

 

角膜塑形镜对眼球增长控制的应用效果 

王刚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430000 

 

目的: 目的：探讨青少年近视患者在佩戴角膜塑

形镜后，眼轴增长的速度控制。 方法: 方法：

随机抽取本院 2016 年 1 月——2016 年 3 月视光

中心近视并佩戴角膜塑形镜的青少年病案 20例/

月共计 60 例，通过对佩戴角膜塑形镜之前检查

的 A 超（眼轴长）数据记录，并在其随后的每

三个月复查随诊中观察眼球轴长的增长变化。分

析角膜塑形镜在夜晚戴镜时对于患者眼球轴长

增长的影响。 结果: 结果：120 例参与观察的

患者，在 10 个月的复查随访中，眼球轴长增长

在 0..1mm--0.2mm 左右的居多，为 45 例；眼球

轴长增长在 0..2mm--0.4mm 左右的为 14 例，还

有 1 例患者眼球轴长增长在 0..5mm。 结论: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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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角膜塑形镜对眼球增长的控制有显著效果，

值得推广运用。  

 

 

环曲面角膜塑形镜不仅仅是带来视力 1.0 

常枫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眼科  430070 

 

目的: 比较近视伴较高散光的青少年患者分别

配戴球面角膜塑形镜和环曲面角膜塑形镜后角

膜散光的改变及临床效果。 方法: 前瞻性观察

研究。分成Ⅰ组(球面角膜塑形镜组)14 例(27 眼)

和Ⅱ组(环曲面角膜塑形镜组)10 例(20 眼)。定期

观察配镜后的裸眼视力（UCVA）、角膜散光改

变以及患者主观感觉、并发症等。矢量分析法比

较散光改变。采用独立样本的 t 检验方法。 结

果: 戴镜 3 个月Ⅰ组、Ⅱ组 UCVA 无差别

(P=0.01 )，角膜散光 J0 分别为(-0.91±0.52)D、

(-0.58±0.82)( P=0.02);角膜散光 J45 无差别。 结

论: 近视伴较高散光患者配戴普通球面角膜塑

性镜虽然也可以获得较好的裸眼视力，但是角膜

散光的降低、视觉质量及镜片稳定性均低于环曲

面角膜塑形镜。  

 

 

32 例单眼近视配戴角膜塑形镜疗效分析 

石梦海   覃建   杜连心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角膜塑形镜对单眼近视患者近视控

制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研究，选取 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7 月在河南省眼科研究所因单眼近

视验配角膜塑形镜的青少年 32 例，男 15 例，女

17 例，平均年龄 12.13±2.04 岁。右眼近视 23 例，

左 眼 近 视 9 例 ， 双 眼 间 屈 光 参 差 量 为

3.56±1.42D。选取近视眼别为膜塑形镜治疗组平

均等效球镜度为-3.55±1.40D，平均眼轴长度为

24.95±0.84mm，根据标准验配流程验配角膜塑

形镜，均采用夜戴方式，戴镜后 1d、7d、1m、

3m、6m、12m 随访；另一眼为对照眼组（未戴

镜）平均等效球镜度为+0.01±0.51D，平均眼轴

为 23.52±0.70mm，不予任何处理。观察比较角

膜塑形镜治疗组和对照眼组眼轴增长情况，对相

关数据进行配对 t 检验。 结果: 角膜塑形镜治

疗组戴镜 1 年后，眼轴平均值为 25.09±0.86mm，

增长 0.14±0.10mm，与戴镜前的眼轴长度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t=-8.28，P<0.05）。结论: 角膜塑

形镜对控制青少年单眼近视进展有很好的效果，

单眼近视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可以减小双眼间

的屈光参差程度。  

 

 

角膜塑形镜散光片用于矫正近视性弱视成功一

例 

杜明洋   乔丽萍    

武警儿童医院  300171 

 

目的: 运用散光设计角膜塑形镜对一屈光状态

为 OD -2.00-2.75*170 OS -3.00-3.00*170 的近视

性弱视儿童进行屈光矫正。 方法: 患者男、8

岁、无过敏史。裸眼视力：OD 0.15 OS 0.08 OU 

0.15。主觉验光 /睫状肌麻痹检影均：  OD 

-2.00-2.75*170=0.6 OS -3.00-3.00*170=0.6+。检

查：眼睑正常，结膜无充血，角膜透明，瞳孔等

大等圆对光反射良好，晶体透明，眼底检查未见

异常，双眼中心注视。使用散光设计角膜塑形镜

夜戴矫正屈光不正，并观察视力变化。 结果: 戴

镜一月后裸眼视力：OD 0.3+ OS 0.3+ ，戴镜三

个月后裸眼视力：OD 0.4+ OS 0.4+ ，戴镜五个

月后裸眼视力：OD 0.6+ OS 0.6+。 结论: 对于

有较大散光度数的轻度近视性弱视，可以试用角

膜塑形镜进行矫正。  

 

 

陡峭角膜“中央岛”经重新验配角膜塑形镜后改

善 1 例 

杨吟   杜念   吴峥峥    

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青少年近视防控中

心  61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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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一陡峭角膜配塑形镜后出现“中央岛”

的患者进行重新配镜，探讨此患者“中央岛”的原

因及改善方法。 方法: 患者基本资料：9 岁，

女，双眼近视 200 度，外院验配塑形镜 4 个月，

双眼裸眼视力 0.3-0.4，经调片后无改善，角膜地

形图示双眼中央岛。原镜参数（调片后）：OD 

4350/200/10.5 OS 4400/200/10.5。停戴旧镜 4 周，

检查如下： 角膜曲率： OD 44.75 @177 46.11 

@87 OS 44.82@180 46.25@90 e 值：OD 0.64 OS 

0.65 WTW： OD 11.9mm OS 11.9mm (其余眼部

检查及配镜前检查无异常) 处理方案：考虑患者

为双眼陡峭角膜，双眼角膜 e 值偏大，原片（调

片后）参数相偏平坦，考虑外院因“中央岛”而进

行放松镜片的调片，而并无改善。据双眼 WTW，

推算患者角膜直径约为 OU 10.9mm，则原片直

径偏大。经试戴并结合试戴后地形图，最终订片 

OD 4500/200/10.2 OS 4500/200/10.2。 结果: 患

者戴镜一周后，双眼裸眼视力达到 1.0，戴镜 3

年（期间换片一次），双眼裸眼视力均保持在

1.0 及以上，无明显眼表并发症，地形图显示镜

片定位良好、塑形区居中、塑形量佳、从未出现

中央岛。 结论: 结合该患者情况，基本排除常

规思维的“因配适过紧”导致的中央岛，相反，过

于放松镜片导致无法形成“封闭的塑形泪液环”，

减弱塑形效果、加重中央岛。陡峭角膜患者的角

膜直径常偏小，订片直径应结合 WTW 值或

HVID、及镜片配适综合考虑决定，方可加强镜

片的中心定位及良好配适、助力塑形效果。  

 

 

角膜塑形镜患者近视度数增长与近视初始年龄

的相关性 

沙素琴   张云   薛劲松   蒋沁    

南京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210000 

 

目的: 通过统计我院近两年重新验配角膜塑形

镜患者近视度数增长的情况，分析其近视度数的

增长与近视初始年龄的相关性。 方法: 近两年

配戴角膜戴塑形镜的患者，初始近视年龄 7~12

岁，总人数 202 人，男女比例约 1／1.67，平均

配戴时间 2~2.5 年，所有配戴者塑形效果良好，

散瞳后戴上原塑形镜进行客观检影验光，与戴镜

前近视度数进行对比，得出戴镜期间近视度数增

长的情况。平均年近视度数增长：7 岁：-0.61DS，

8 岁：-0.54DS，9 岁： -0.42DS，10 岁：-0.27DS，

11 岁：-0.26DS，12 岁：-0.21DS。 结果: 近视

度数的增长伴随初始近视年龄的增长呈逐渐下

降的趋势，近视初始年龄越小近视度数增长相对

较快，尤其 7~9 岁近视度数增长比较明显些。 结

论: 近视度数的增长快慢与近视初始年龄有一

定的相关性，本组配戴者中近视初始年龄 7~9

岁人群近视度数增长仍然偏快，因此如何控制小

年龄组近视患者度数增长，避免将来发展成高度

近视的可能性，仍需临床进一步随访观察。  

 

 

角膜塑形镜对不同年龄青少年的近视控制效果

观察分析 

童琴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430000 

 

目的: 探讨不同年龄青少年的近视患者，配戴角

膜塑形镜的近视控制效果观察与分析 方法: 在

本院选取利用标准片试戴方法成功验配角膜塑

形镜，并坚持配戴 2 年的 8-16 岁的青少年患者

58 人（112 只眼）。停戴角膜塑形镜一个月后散

瞳验光检查，屈光度（以等效球镜度计算）与 2

年前对比，观察配戴角膜塑形镜 2 年近视度数的

变化。 结果: 8-10 岁患者 28 人配戴时的平均屈

光 度 为 -2.90DS; 两 年 的 度 数 变 化 为

-0.86DS±0.54；11-13 岁患者 22 人配戴时的平均

屈 光 度 为 -3.25DS; 两 年 的 度 数 变 化 为

-0.44DS±0.50；14-16 岁患者 8 人配戴时的平均

屈 光 度 为 -3.54DS; 两 年 的 度 数 变 化 为

-0.16DS±0.25。 结论: 角膜塑形镜能有效控制近

视的发展,对于年龄偏大的青少年患者近视控制

效果优于年龄偏小的青少年近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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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戴角膜塑形镜一年后单眼眼轴增长过快视功

能分析 2 例 

杨晓艳   李丽华   张缨   江洋琳    

天津市眼科医院  300020 

 

目的: 分析配戴角膜塑形镜一年后单眼眼轴增

长较快者的双眼视功能，起始眼轴，起始屈光度，

塑形镜降幅，用眼习惯等，找出导致单眼近视增

长过快的可能原因。 方法: 病例报告。两名 9

岁儿童，1 男孩，1 女孩。配戴角膜塑形镜 1 年。

主导眼均为左眼。男孩初始屈光度：OD：

-1.25D=1.0，OS：-1.75D=1.0，初始眼轴：OD：

24.93mm，OS：25.2mm，女孩初始屈光度：OD：

-2.25D=1.0, OS：-3.00D=1.0，初始眼轴：OD：

24.53mm，OS：25.01mm。 测量 1 年后的眼轴，

双眼视功能。 结果: 1 年后男孩眼轴增长：OD：

0.65mm，OS:0.43mm。视功能提示集合不足伴

随单眼调节过度。1 年后女孩眼轴增长：OD：

0.65mm，OS:0.32mm。视功能提示集合不足伴

随单眼调节过度。 结论: 两患者眼轴增长过快

的眼均为非主导眼，且为戴镜前眼轴较短，近视

相对较低的眼，同时都存在明显的集合不足，且

伴有代偿性的单眼调节过度，推测可能与看近时

非主导眼被动过度调节，以维持眼位过度内转，

易疲劳有关。  

 

 

成年人短期配戴 OK 镜后眼轴的变化 

翟洲    

中山眼科中心  510080 

 

目的: 观察成年人短期配戴OK镜后眼轴的变化

情况。 方法: 随机入选 72 例（141 眼）成年的

近视患者，平均年龄（25.7±4.4）岁，平均等效

球镜度（ -3.38±1.36）D，平均眼轴长度为

（24.88±0.91）mm。按眼轴长度分为 3 组，I 组

﹤24.5mm（51 眼）；24.5mm≦II 组﹤25.5mm

（60 眼）；III 组≧25.5mm（30 眼），过夜配戴

角膜塑形镜，采用 IOL MASTER 测量眼轴长度，

观察3组配戴角膜塑形镜前和配戴3个月后眼轴

长。 结果: 配戴角膜塑形镜 3 个月后，所有组

别眼轴长度均变短，I、II、III 组眼轴变短的幅

度有递增之势。 结论: 成年人短期配戴角膜塑

形镜后眼轴长度变短；眼轴越长者夜戴角膜塑形

镜后缩短越多。  

 

 

角膜塑形技术在临床应用中的安全与监控 

吴倩   吴庆蕃   林珺婧    

上海兰荷视光眼科门诊  200032 

 

目的: 角膜塑形技术目前被认为是控制青少年

近视进展的一种有效方法。然而角膜塑形镜片在

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对眼部组织造成创伤的潜

在风险。总结多年来的临床观察，探讨促进角膜

塑形技术长期应用的临床经验及安全措施。 方

法: 观察对象为自 2007 年至 2017 年十年期间，

在本部配戴角膜塑形镜片的青少年近视，共计

1500 例，年龄段为 6 岁到 18 岁，近视度数范围

在-0.75D 到-9.00D。针对在戴镜过程中容易出现

眼部损伤的几种不同病因、病征，以及治疗方法

进行分析、比较、总结。通过图片来描述损伤容

易发生的部位、性质及形态，并总结根据不同病

因进行及时处理和治疗的方法。图片采集为数码

裂隙灯显微镜检查仪、普通裂隙灯显微镜（可通

过显微镜连接环连接智能手机，实现数据影像采

集传送）。 结果: 对于在配戴角膜塑形镜过程

中出现眼部问题的病例，通过给予及时处理、治

疗及指导，均得到治愈及有效控制，恢复眼前节

组织的健康，并可持续健康的配戴镜片。 结论: 

角膜塑形镜为眼部角膜接触式隐形眼镜，如使用

不当，可引发眼前节的损伤甚至严重的角膜感

染。正确应用角膜塑形技术，完善按期复查机制，

对于问题病例进行长期跟踪及随访，针对不同病

因及时正确处理及治疗。重视角膜浸润，避免继

发感染及后遗症的发生。积极纠正消除镜片使用

过程中的隐患，保证角膜塑形镜片的长期安全配

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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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Corvis 角膜生物力学测量参数在角膜塑形

镜验配中的临床意义 

阚秋霞    

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眼科  400042 

 

目的: 探讨 Corvis 角膜生物力学测量参数在角

膜塑形镜验配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对我院验配

角膜塑形镜的中低度近视患者 58 例，男 27 例， 

女 31 例，等效球镜-1.25～-5.50D，根据被矫正

的屈光度分为 2 组：<-3.00D 为低度组 ；≥-3.00D

为中度组,在配戴前以及戴镜后摘镜及时、摘镜 4

小时、8 小时分别进行裸眼视力、综合验光、德

国 OCULUS 公司 Corvis 检查患者角膜生物力学

相关参数：T1，T2，Da 的检查。 结果: 两组病

例在配戴角膜塑形镜后裸眼视力明显提高，且与

配前 T1 呈正相关。摘镜后不同时间点两组各参

数均逐渐回退.不同组别回退速度不同,配前屈光

度越高,回退速度越快.与配前 T2 呈正相关，与

Da 值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对于角膜塑形镜验

配前 Corvis 检查 T2 值明显高于均值的患者，在

不影响其它验配参数时可考虑适当增加拟降低

的屈光度，以避免出现摘镜后回退过快而影响其

配戴效果。  

 

 

青少年近视配戴角膜塑形镜后对调节功能的影

响 

赵燕军   王超英    

河北省石家庄市白求恩国和和平医院眼

科  050082 

 

目的: 探讨青少年近视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以

后对其调节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眼科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7 月青少年近视患者 62

例，男 32 例，女 30 例，平均屈光度-4.25±0.36D。

验配前对所有患者进行眼前节、眼压、眼底、角

膜地形图、角膜厚度、泪液功能测定，综合验光

仪进行医学验光等检查，使用 FCC 法测定戴镜

前与戴镜 1 年后调节滞后量，采用梯度法测定调

节性集合比（AC/A）值，观察戴镜后１年的参

数的变化，并做统计学分析。 结果: 配戴角膜

塑形镜患者日间 3 个月以后裸眼视力均达到

0.91±0.12；戴镜 1 年后所有患者平均屈光度增加

了 0.30±0.25D，明显低于同期配戴框架眼镜的患

者；调节滞后量减少 0.38±0.24D，与戴镜前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调节性集合比值

（AC/A）同戴镜前比较降低了 0.76±0.10，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中低度青少

年近视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以后可以减轻调节

滞后程度，并降低患者高调节性集合比（AC/A）

值，因此角膜塑形镜在有效减缓近视增长的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双眼的调节功能。  

 

 

角膜塑形镜佩戴后近视增长与视功能的关系 

刘玥   杨晓艳   李树茂   刘金丽    

天津眼科医院  300020 

 

目的: 分析角膜塑形镜佩戴后近视增长于各项

视功能的关系。 方法: 收集本医院 10 到 15 岁

佩戴角膜塑形镜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共计 120

例，120 只眼，测量每位患者的屈光度，初始眼

轴，半年后眼轴，一年眼轴，远近眼位，

AC/A.BCC.NRA.PRA.对各项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共计 120 例眼，男童 50%.女童 50%。AC/A

异常者占 10%,NRA 异常者占 10%.PRA 异常者

占 20%，近视半年后眼轴，一年后眼轴无明显变

化，控制效果良好。与视功能各项无显著性变化。 

结论: 角膜塑形镜是近视控制的最佳方法，佩戴

一年后眼轴无明显变化，于视功能各项无显著相

关性  

 

 

角膜塑形术与单光框架镜对双眼视功能的影响

比较 

郭颖卓   王华    

湖南省人民医院  410005 

 

目的: 比较青少年近视患者采用角膜塑形术与

配戴单光框架镜后的双眼视功能改变。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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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20 例初次采用角膜塑形术近视患者与 20

例初次配戴单光框架眼镜的8-15岁的近视患者。

其中角膜塑形术均配适良好，矫正视力稳定并

≥4.9。视功能评估包括视近与视远的斜视度、

AC/A、BCC、NRA 和 PRA。比较两组戴镜前及

戴镜后 6 个月的视功能数据。 结果: 戴镜前两

组屈光度与视功能无统计学差异（P＞0.05）。

戴镜后两组视近斜视度、BCC、PRA 均有所改

善。与框架组相比，角膜塑形术组具有较少的调

节滞后（P＜0.05），与较大的 PRA（P＜0.05）。 

结论: 角膜塑形术实施良好的情况下，改善双眼

视功能的能力优于单光框架镜。  

 

 

角膜塑形镜矫正青少年高度近视疗效观察 

吕天斌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角膜塑形镜矫正青少年高度近视的

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前瞻性研究。选择

37 例（73 眼）青少年高度近视患者，平均年龄

（12.03±1.96）岁，等效球镜度（-6.79±1.03）D，

夜晚配戴角膜塑形镜白天配戴框架镜。38 例（76

眼）青少年高度近视患者，平均年龄（12.69±2.11）

岁，等效球镜度（-6.96±1.37）D，白天配戴框

架镜,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戴镜前后各参数

变化。 结果: 戴镜 1 个月、6 个月和 1 年的裸

眼视力均较戴镜前提高，屈光度数降低，角膜曲

率变平坦，角膜 Q 值绝对值减小，差异均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P＜0.05）；配戴角膜塑形镜 1

年后与带框架镜组眼轴差异显著。结论: 角膜塑

形镜可有效提高高度近视青少年裸眼视力，有效

控制眼轴增长，对角膜代谢无明显影响。  

 

 

角膜塑形镜对近视儿童眼轴及度数控制的临床

观察 

刘超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  150001 

 

目的: 观察角膜塑形镜对近视儿童眼轴及近视

度数的控制效果临床观察 。 方法: 眼视光门诊

就诊 200 例（ 400 只眼）儿童近视患者，男 89

例，女 111 例，年龄 8~16 岁，平均（11.76±0.45）

岁，屈光度-1.0D~-6.0D,均值（-3.19±0.17），裸

眼视力（0.33±0.04），眼轴（24.98±0.69）。患

儿进行眼科相关检查，综合验光，眼前节分析，

眼轴，泪液分泌等检查，对于适合配戴角膜塑形

镜并接受配戴角膜塑形镜的患者给予试戴。配戴

角膜塑形镜后半年，1 年，1.5 年，2 年进行眼轴

检测，每年停戴角膜塑形镜 1 个月后进行综合验

光。  结果 : 低度近视组眼轴改变 0.5 年

（ 24.39±0.49 ） ,1 年（ 24.42±0.49 ） ,1.5 年

（24.56±0.52），2.0 年（24.61±0.55）；中度近

视组眼轴改变 0.5 年（25.31±0.64），1 年

（25.33±0.65） ,1.5 年（25.39±0.67），2 年

（25.40±0.67）；低度数近视组与中度近视组眼

轴及度数控制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不同年龄组角膜塑形镜眼轴及度数控制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角

膜塑形镜对儿童近视控制效果显著，对于中度近

视控制效果明显；对于高年龄组（14 岁以上）

控制效果更佳。  

 

 

角膜塑形镜对青少年轻中度近视眼角膜形态的

早期影响 

张凤兰    

烟台毓璜顶医院  264000 

 

目的: 了解轻中度近视青少年配戴夜戴型角膜

塑形镜后角膜形态的早期变化。 方法: 配戴夜

戴型角膜塑形镜的轻中度近视青少年 36 例 36 

眼，年龄 8~17 岁，平均等效球镜度为（2.86±1.08）

D，使用眼前节分析仪(Orbscan-II)评价戴镜前、

戴镜后 1 天、1 周、1 月、3 月和 6 个月的视力

和角膜形态参数变化。统计分析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 戴镜后角膜形态参数中央 3mm 区域角膜

曲率平均值下降，角膜散光值降低，裸眼视力提

高，角膜表面规则指数增加，角膜表面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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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增加，均在戴镜 1 周时变化最大，1 周后变

化相对稳定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角膜塑形镜

对青少年轻中度近视患者角膜形态的影响是动

态变化的，在戴镜后的 1 周影响最大。它通过改

变角膜前表面的曲率，提高患者的裸眼视力，但

是要警惕角膜的不规则性增强对视觉质量的干

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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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弱视 
 

改良的 Yokoyama 术治疗高度近视固定性内斜

视的临床观察 

梁玲玲    

江西新视界眼科医院  330006 

 

目的: 评估和分析改良的Yokoyama术在高度近

视固定性内斜视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2015 年 9 月在我院通过改良的

Yokoyama 术治疗的 5 例高度近视固定性内斜

视。术前均给予眼眶 CT 检查眼外肌的位置；综

合验光测屈光度，A 超测量眼轴；术前、术后行

9 个诊断眼位检查眼外肌的运动功能；术中行眼

外肌被动牵拉试验评估眼外肌的限制程度和功

能。手术方式：采用改良的 Yokoyama 联合内直

肌后徙术。 结果: 术前眼眶 CT 显示患眼眼外

肌出现移位现象，术中被动牵拉试验显示患眼内

直肌均出现不同程度挛缩，患眼上下转均明显受

限，术后 3 个月，发现患者视物无复视，第一眼

位正位，内转自如到位，外转较术前明显改善，

上下转较术前有所改善；术眼前节段无缺血表

现。 结论: 改良的 Yokoyama 术不仅有效改善

患者固定性内斜视状态，同时改善眼球的运动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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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  83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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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16 年间 18

例（18 眼）后天性外展神经全麻痹采用内直肌

后徙联合 Jensen 直肌联结术的病例进行分析。 

结果: 外展神经全麻痹 18 例术后内斜视明显矫

正，复视症状，代偿头位明显改善，外展功能得

到部分恢复。17 例（17 眼）例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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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肌联结术是治疗外展神经全麻

痹的有效方法。  
 

压抑膜治疗单眼弱视的探讨 

李坤    

常熟坤明眼科门诊部  215500 

 

目的: 单眼弱视是弱视治疗中的难题，特别是年

龄稍大的儿童及青少年，依从性相对差，长时间

遮盖不利于双眼功能形成。单眼弱视采用压抑健

眼疗法，效果优于遮盖疗法中依从性差的患者，

利于双眼视的形成与发育。 方法: 主要是针对

单眼弱视依从性差的患者，充分了解患者的心理

情况，仔细检查造成弱视的主要原因，使患者了

解遮盖健眼的重要性。根据患者的视力情况选择

采用 3M压抑膜使患眼视力优于健眼视力 2行以

上。采用弱视训练，定期复查视力及双眼视功能，

根据检查结果调整压抑膜的视力。 结果: 患者

透过压抑健眼,治疗中由于健眼的视力低于患眼

视力.患眼在平常生活中使用的较多,达到了遮盖

的目的。双眼大部分时间都在同时使用，更利于

双眼视的形成。 结论: 经过压抑健眼，配合单

眼弱视训练。压抑疗法同样可以达到遮盖疗法的

目的利于双眼视的形成。压抑疗法是治疗单眼弱

视的一种较好的选择途径。  
 

 

57 例弱视误诊原因分析 

任小军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361001 

 

目的: 收集并分析弱视常见误诊原因。 方法: 

收集本院及外院转诊弱视误诊病例 57 例，年龄

4 岁~12 岁，首诊诊断弱视，进行 1 月至 6 个月

（平均 4.1 月）的弱视治疗。 结果: 1、没有依

据年龄来诊断弱视，扩大了弱视的范围，共 21

例，占 36.84%。2、调节异常造成矫正视力低于

正常，误诊为弱视，共 19 例，占 33.33%。 3、

眼底发育异常，特别是黄斑区的轻度发育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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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没用严格依据弱视诊断标准造成的误诊

比例最高；调节异常的问题在临床中容易被忽

视，应引起重视；重视儿童眼底的检查。总之，

规范弱视诊断标准，避免过度治疗。  

儿童不同类型弱视治疗的疗效分析 

房鸿玉   袁明珍 于翠    

辽宁何氏医学院 何氏眼科医院  110000 

 

目的: 探讨儿童患不同性质弱视治疗的疗效。 

方法: 选择 103 例 168 眼弱视儿童,年龄平均 7.5

岁,其中屈光不正性弱视 116 眼(69.05 %),屈光参

差性弱视 32 眼(19.05 %),斜视性弱视 20 眼

(11.90%)。 慢散检查:远近视力、眼位、眼底、

屈光间质、注视性质,1%阿托品点患眼,每天 3 次

连点 3 天第 4 天检影验光，21 天配镜,戴镜 1 个

月后复查视力、眼位。 通过遮盖治疗、精细作

业训练、闪烁弱视治疗仪治疗等综合性弱视治

疗，3 个月至半年复查 1 次。 结果: 屈光不正

性弱视治愈 87 眼（75.00%）；屈光参差性弱视

治愈 20 眼（62.50%）；斜视性弱视治愈 12 眼

（60.00%）。 结论: 弱视治疗的疗效与弱视的

类型、年龄有密切关系。弱视程度越轻,开始治

疗越早,疗效越好。各类型的弱视以屈光不正性

疗效最好。  
 

 

智能电子产品对弱视患者训练依从性的影响 

扶城宾   张素素   张传真   谢砺颖    

东莞爱尔眼科医院  523000 

 

目的: 探讨智能电子产品对弱视患者训练依从

性的影响。 方法: 通过 2016 年 1 月到 6 月我院

视光门诊接诊的 200 例弱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实验组，年龄 5 岁到 12 岁，平均年龄 8 岁。

对照组采用传统弱视训练，实验组在采用传统弱

视训练的同时，通过弱视训练后加入操作智能电

子产品作为训练后的奖励，以刺激患者训练的积

极性。6 个月后复诊调查患者的依从性现状。 结

果: 实验组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P 结论: 传

统弱视训练存在枯燥乏味的不足，进行训练的弱

视患者往往依从性不好，以至于疗效受限，在现

代社会中，智能电子产品普及千家万户，已成为

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弱视训练后

加入操作智能电子产品作为训练后的奖励，刺激

患者训练的积极性，能有效提高弱视训练的依从

性。  
 

 

低视力门诊患者视觉康复的影响因素分析 

倪灵芝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325000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参与研究的 178 例

低视力患者的基本情况、低视力患者的用眼现

况，助视器佩戴使用情况等，评估患者助视器使

用效果及使用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

眼视光医院低视力中心就诊患者 178 例，自行设

计低视力病人问卷进行回顾性研究。 结果: 据

助视器来源不同，两组患者曾佩戴过的助视器类

型有显著差异, 便携式电子放大镜使用时长大

于传统的光学放大镜，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医院购买过助视器使用时间上也比非医院购买

的更加久，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低视力视觉康

复的公共卫生宣传及提高助视器使用的普及率

成为现阶段最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迫切需要提

高眼科医生对视觉康复的认知水平，加强低视力

视觉康复的公共卫生宣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

系。  
 

 

放松优势眼调节对屈光参差性弱势的治疗效果 

王金红   于翠   袁明珍    

沈阳何氏眼科医院  110034 

 

目的: 通过配戴放松优势眼调节的眼镜来观察

小儿屈光参差性弱视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

对我院小儿眼科自 2014 年 2 月起 3-6 岁儿童患

者 18 例，均为一只眼视力正常，而另一只眼为

的远视患者。使用 1%阿托品眼用凝胶散瞳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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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为屈光度≤+6.00DS，散光≤-1.50DC,双眼屈光

参差≤3.50DS,且均为内隐斜＜5 的患者。排除全

身疾病﹑眼部器质性病变且眼球运动正常。随机

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9 例。观察组配戴优势

眼加大+2.00DS 的眼镜，对照组配戴正常眼镜遮

盖健眼，要求营养均衡，戴全框带鼻托且同品牌

同折射率镜片，全日配戴眼镜，在家进行精细目

力训练。使两组患者在各方面外在条件无大差

异，具有可比性。每 3 个月分别对观察组和对照

组随访，记录其矫正视力及屈光度，6 个月和 18

个月进行分析。 结果: 观察组六个月矫正远视

力提高 3.13±0.23 行，小瞳下雾视验光远视屈光

度降低 0.47±0.18DS，十八个月矫正远视力提高

5.91±0.19 行，小瞳下雾视验光远视屈光度降低

0.98±0.21DS；对照组六个月矫正远视力提高

2.09±0.22 行，小瞳下雾视验光远视度数降低

0.32±0.21DS ， 十 八 个 月 矫 正 远 视 力 提 高

3.65±0.21 行，小瞳下雾视验光远视度数降低

0.79±0.18DS，P 结论: 配戴放松优势眼调节眼镜

对屈光参差性弱视的治疗效果优于遮盖健眼方

法。  
 

 

Is it a challenging pediatric case? 

钟致力 CL Chung MBA MOptom FAAO    

Luxottica Retail  Nil 
 

目的: This is an anisometropic amblyopia case of 

a 4-year-old boy in a private practice optometric 

clinic in Hong Kong. According to patient’s 

parents, the child was diagnosed with amblyopia 

and squint by a few local hospitals in China 2 

years ago. No spectacle or treatment was 

prescribed for the patient due to non-compliance of 

instilling dilating eye drops. The parents claimed 

that the child presented with an abnormal head 

posture during classroom and when doing the 

assignments at home. The parents would want to 

seek for a second opinion in that visit. 方法: A 

detailed case history was taken. The patient had a 

full-term birth with good general health history. 

His personal and family ocular health history was 

unremarkable. Cycloplegic refraction, visual 

function evaluation and ocular health assessment 

was arranged in the first visit. Follow-up visits 

were scheduled to monitor the progress of the 

visual development of the patient. 结果: Unaided 

visual acuity was 20/20- @distant (20/25+ @near) 

OD and 20/200- @distant (20/200 @near) OS. 

Color vision at near was pass in both eyes. Ocular 

motility was full and smooth at 9 gazes. Corneal 

reflections were found grossly symmetric in 

Hirschberg’s test. Pupil reflex was PERRL. 

Cyclopentolate 1% 1gtt both eyes was used. No 

abnormality was detected in slit-lamp 

biomicroscopy and ophthalmoscopy. Fundus 

photos were taken for baseline record. The results 

of cycloplegic refraction was +1.75/-0.50x5 

(20/25-) OD and +7.00/-0.50x180 (20/150+) OS. 

The patient was diagnosed with hyperopic 

anisometropic amblyopia. An adjusted spectacle 

prescription (OD: +1.25/-0.50x5, OS: 

+6.50/-0.50x180) was given to the patient and 

advised the parents for constant wear. Monocular 

(OS) visual training exercises (bean 

sorting/watching TV @ frequency 4-5 days/week, 

1-2 hours/day) were prescribed. On follow-up 

examination 3 months later, aided visual acuity 

was 20/25 (20/25+ @near) OD and 20/40- (20/30+ 

@near) OS. Cover test showed an ortho status at 

distance and mild (3PD) exophoria at near. Stereo 

Randot test showed 400” at near and demonstrated 

a good eye teaming skill in ocular motility test. 

Manifest refraction in second visit was 

+1.00/-0.25x180 OD and +6.50/-0.75x180 OS. 结

论: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is critical for 

managing pediatric patients in an optometric 

practice. A warm consultation room environment 

and the use of toys and gifts are useful for 

ice-breaking when we communicate with the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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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also helps enhancing the compliance of kids 

during eye examination. Besides, sound clinical 

skills, especially refraction skills and eye drop 

instillation technique, are important in pediatric 

cases as kids usually have shorter attention time 

span than adults. Correc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mblyopia within golden period is critical for 

achieving best outcome. This patient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visual acuity in a 

3-month period in this case. The prognosis may not 

be so optimistic and effective even if the 

amblyopia treatment intervention is started few 

years later. Amblyopia is a common public health 

problem. Amblyopic cases are not uncommon in 

China but untreated cases could caus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individual’s learning & daily 

life, and even cause less productive at work.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ermanent visual 

loss due to preventable and curable eye diseases, 

such as, amblyopia, it is important to intervene 

early. This case alerts us to review the optometry 

and ophthalmolog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especially for general practitioners and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s who practice in public 

hospitals in China. Accessibility, manpower supply 

of eye care practitioner, referral mechanism among 

different levels of eye care services, and public 

education should be re-evaluat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in PRC.  
 

视功能训练对不同程度儿童弱视治疗的巩固作

用 

常枫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眼科中心  430070 

 
目的: 观察视功能训练对不同程度儿童弱视视

力正常后效果的巩固作用。 方法: 78 例弱视儿

童中，随机分为视功能训练组 36 人，对照组 42

人。经弱视治疗双眼视力均达到 0.9 以后，观察

两组在随访 6 个月，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

后的视力回退情况。 结果: 36 个月后视功能组

轻度弱视回退率与对照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221）；中度弱视回退率与对照组之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重度弱视回退

率与对照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1）。 结

论: 视功能训练能降低中度儿童弱视治疗中的

回退率，能有效的巩固中度儿童弱视视力正常后

的治疗效果。但对于轻度和重度儿童弱视无明显

疗效。 

 

 

集合不足患者进行梯度性 AC/A 检查时对于正

负球镜选择的针对性研究 

冯恬枫    

山西眼科视光学配镜中心  030002 

 

目的: 探讨集合不足患者在进行梯度性AC/A检

查时对于放松调节和调动调节是否应具有针对

性。 方法: 收集 2011 年 3 月至 2015 年 11 月期

间在山西省眼科医院视光科就诊的集合不足体

征患者 33 例，按照调节功能检查结果分为两组，

排除斜视、弱视和其他眼部疾病后进行屈光和集

合功能、调节功能等双眼视功能检查，记录屈光

全矫状态下计算不同球镜附加值测量的梯度性

AC/A 值，对比不同球镜附加值对两组患者梯度

性 AC/A 值检查结果的影响。 结果: 原发性集

合不足患者放松调节得到的平均值为 1 ／D，

调动调节得到平均值为 3.5 ／D；继发性集合不

足患者放松调节得到的平均值为 4 ／D，调动

调节得到平均值为 1 ／D。 结论: 梯度性 AC/A

检查时，原发性集合不足患者在放松调节时梯度

性 AC/A 值体现为异常状态，继发性集合不足患

者在调动调节时梯度性 AC/A 值体现为异常状

态，在进行梯度性 AC/A 检查时对球镜附加应具

有选择性。  
 

 

美多丽-P 滴眼液在大龄屈光参差性弱视中的应

用 1 例 

王中正    

常熟坤明眼科医院  2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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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弱视是一种可逆性眼病，随着弱视治疗方

法的改善，弱视眼的治愈率不断提高。一般认为

７岁之前是视觉发育敏感期，治疗效果好，12

岁以后治疗效果差，通过美多丽-P 滴眼液压抑

治疗大龄屈光参差性弱视 1 例。 方法: 按常规

眼科检查排除其他病理性眼病导致视力低下，确

诊屈光参差性弱视。患者在遮盖 1a 后效果不佳

改用美多丽-P 滴眼液滴眼，每日晨起健眼滴美

多丽-P 滴眼液一滴，按压内眼角 5min+光刷和红

闪训练。患者基本资料：年龄：12 岁 裸眼：OD：

1.2 OS：0.1 R:+0.75 → 1.2 L：+7.00→ 0.12. 结

果: 此例患者在定期监测眼压的情况下滴美多

丽-P 滴眼液治疗 1a 后，矫正视力 OD：1.2 OS：

0.8 。药物压抑疗法治疗大龄儿童屈光参差性弱

视比传统遮盖法疗效好，在保证眼压正常的前提

下，可作为临床治疗大龄儿童屈光参差性弱视的

方法。 结论: 药物压抑对已过视觉发育敏感期

的大龄儿童单眼弱视比传统遮盖法更具有优越

性，患者具有良好的依从性，不影响外观，不影

响学习和生活，有利于患者的身心健康。  
 

 

屈光参差与斜弱视的防治 

王邑平    

武汉洪山艾格眼科医院  430000 

 

目的: 探讨屈光参差患儿,如何进行斜弱防治。

通过定期筛查，个性化设定治疗措施，特别强调

进行双眼视功能训练。观察屈光参差视功能训练

对防治斜弱视的治疗效果。 方法: 随机抽取本

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视光中心就诊患

儿 100 例，对 3 岁以上屈光参差 23 例，首选配

戴眼镜同时进行弱视训练，多采用单眼遮盖疗

法。8 岁以上 14 岁以下无弱视性屈光参差、加

强双眼视功能检查，制定双眼视功能训练项目三

个月一疗程，每周一次医生指导加强训练。观察

双眼视功能数据指标。分析视功能训练对巩固双

眼视的效果。 结果: 参与视功能训练的 23 例，

经过为期三个月的双眼视功能训练，双眼视觉功

能检查结果,数据都有相应趋向正常的提高。 结

论: 屈光参差与像多有双眼视功能异常有关，特

别是 10 岁以下屈光参差患儿。双眼视功能训练

对无弱视性屈光参差患者正常双眼视功能的建

立与巩固有着可靠地临床价值。值得临床推广运

用。  
 

 

近视性间歇性外斜术后患者行视觉训练的临床

观察及意义 

余鹏   阚秋霞    

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00042 

 

目的: 探讨视觉训练对近视性间歇性外斜术后

患者双眼视功能的恢复作用及其临床意义。 方

法: 抽取我院进行间歇性外斜视手术矫正的近

视患者 60 例，平均屈光度-5.325±3.125D。根据

术前斜视程度分为低斜视度组（15-30PD）25 例，

随机分为对照组 12 例，视功能训练组 13 例；高

斜视度（>30PD）组 35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15

例，视功能训练组 20 例。视功能训练组在术后

1 月后进行 2 次/周的视功能训练，对照组不进行

任何训练。随访 6 个月，观察指标：双眼融像范

围和主观视疲劳调查。 结果: 所有患者视功能

训练组融像范围明显高于对照组；视疲劳调查问

卷分值明显低于对照组同时期的分值，且低斜视

度训练效果明显好于高斜视组。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各种斜视度的间歇性外斜术后视觉训练

能够有效提升患者融像范围，恢复双眼视功能，

减轻视疲劳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近视性屈光参差性弱视的儿童配戴 RGP 联合视

功能训练与常规配戴 RGP 治疗弱视疗效对比 

朱小苗   阚秋霞    

第三军医大学野战外科研究所眼科  400000 

 

目的: 探讨近视性屈光参差性弱视的儿童配戴

RGP 联合视功能训练与常规配戴 RGP 治疗弱视

的疗效分析。 方法: 选择 5~14 岁屈光参差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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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65 例（每例患者均为单眼弱视）儿童佩戴

RGP，随机分为两组：A 组 30 例，常规配戴 RGP；

B 组 35 例，在 A 组治疗基础上联合视觉认知训

练、调节训练、双眼视功能训练等综合疗法，随

访 6 个月，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矫正视力、调

节力及双眼视功能。 结果: 1、矫正视力提升 1

行 A 组 8 例（26.67%），B 组 5 例（14.29%）；

提升 2 行 A 组 14 例（46.66%），B 组 16 例

（45.71%）；提升 3 行以上 A 组 8 例（26.67%），

B 组 14 例（40%）。2、调节力和双眼视觉的提

升 B 组明显高于 A 组，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近

视性屈光参差性弱视的儿童配戴 RGP 联合视功

能训练治疗弱视较常规配戴 RGP 治疗弱视疗效

好且双眼视功能有明显提升。  
 

 

学龄儿童立体视、近距离水平隐斜、双眼调节灵

敏度的相关性分析 

王俊俊   李丽华   李树茂    

天津眼科医院验光配镜中心  300020 

 

目的: 探讨立体视、近距离水平隐斜、双眼调节

灵敏度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方法: 收集 2016 年

9月~11月天津市两所学校6~12岁儿童的眼睛检

查数据共 1500 例，排除眼睛疾病,采用 Titmus

图测量立体视、使用隐斜计配合笔灯测量近距离

水平隐斜，使用±2.00 双面镜、20/30 视力卡在

40 厘米处进行双眼调节灵敏度检查，将数据使

用 SPSS2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立体视与双

眼调节灵敏度显著相关（p=0.001，p〈0.01），

立体视与隐斜无相关性（P=0.649>0.05），近距

离隐斜与双眼调节灵敏度显著相关（P=0.004，P

〈0.01）。 结论: 在本样本中，双眼调节灵敏

度与立体视、近距离隐斜显著相关，而近距离隐

斜与立体视无相关。双眼调节灵敏度检查是学龄

儿童眼保健检查的必要检查项目之一。  
 

 

学龄儿童外伤后弱视配戴 RGP 病例评价 

张云   胡艳   沙素琴   蒋沁    

南京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210000 

 

目的: 观察配戴 RGP 对于学龄期儿童外伤后引

起弱视的治疗效果。 方法: 患者男，5 岁，2 年

前行"左眼外伤障摘除+IOL 植入术".左眼视力差

就诊.经查裸眼视力:右 1.0,左 0.02 眼前节检查:

左角膜下方疤痕,瞳孔欠圆向下方偏位，对光反

射迟钝 .IOL 在位 .验光 :右 :1.00×10/1.0 左：

-3.25×135/0.05。角膜检查 K 值右:41.39/42.27,

左:38.95/42.58,角膜中心厚度:543um,L:624um.试

戴 RGP 后订定制 RGP 进行矫正。 结果: 患者

定期复查，眼部状况良好，镜片配适状态及镜片

表面清洁度良好。左眼同时进行弱视训练，一月

后左眼裸眼视力提高到 1.0，随后两年裸眼视力

稳定在 1.0。 结论: 学龄儿童外伤后因角膜瘢痕

致角膜散光大引起弱视,可考虑用 RGP 同时进行

弱视训练,既有效提升矫正视力,也可以治疗弱视.

但因儿童年龄小,自理能力差,家长需积极配合其

日常护理配戴工作,才能做到长期安全有效配

戴。  
 

 

关键期后弱视人群皮层下通路损害的功能磁共

振研究 

文雯   刘帅   张朋   吴苏嘉   何生   孙兴

怀   刘红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 利用功能磁共振观察关键期后弱视患者

皮层下通路功能改变, 探讨弱视患者大、小细胞

通路、上丘通路的功能改变情况，进一步阐明其

选择性通路损伤机制。 方法: 纳入 18 名关键期

后单眼弱视患者的弱视眼、健眼及 12 名匹配正

常对照的非主视眼，利用 3T 磁共振联合自行设

计编写的视觉刺激，选取外侧膝状体及上丘分别

作为感兴趣区进行研究。使用 MATLAB 合并

Psychtoolbox 软件包编写刺激，视觉刺激包括红

／绿心理等亮度、高空间频率、低时间频率的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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烁棋盘格（小细胞、P 刺激）以及低对比敏感度、

低空间频率、高时间频率的黑白闪烁棋盘格（大

细胞、M 刺激）。 结果: 小细胞层中刺激与组

别间有统计学意义的交互作用，但在大细胞层中

无此交互作用，说明弱视眼对应的小细胞层对 P

刺激有选择性损伤，而大细胞通路无此选择性。

弱视患者对侧“健眼”对应的上丘对 P 刺激的信

号明显增强。 结论: 弱视患者的皮层下视觉通

路已有功能损伤，且此种损伤有小细胞通路选择

性，而对侧健眼对应的上丘对小细胞刺激有反应

增强，推测为注意代偿作用。  
 

 

儿童时期发病的成人斜视恢复立体视有希望

吗？ 

姚静 1，2，3,  刘红 1，2，3,  瞿小妹 1，2，3,  林晶 1，2，3,  王

蔼侯 4 

1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上海

200031 

2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卫生部近视眼

重点实验室 

3 复旦大学视觉损伤和修复重点实验室 

4 国立台湾大学医院眼科，台北 10002 

 

目的：斜视手术对成人来说仅仅是美容吗？目前

仍存在争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入选了一

组儿童时期发病的成人斜视，分析其手术成功矫

正后的立体视情况。方法：前瞻性研究。成人斜

视的入选条件如下：（1）儿童时期发病的共同性

水平斜视；（2）手术成功矫正（术后斜视度≤10 

棱镜度  ）。手术前和手术后 1 个月分别检测静态

和动态立体视。结果：  共 16 名患者入组（9 个

外斜和 7 个内斜），平均手术年龄 25.75 岁 

（18‐37 岁）。13 名患者术前没有立体视，术后 1

个月，4 名患者重新获得立体视（25.00%），4

名患者立体视明显改善（25.00%）。后者均为外

斜患者（2 个共同性外斜和 2 个间歇性外斜）且

术前斜视度均≥100  棱镜度。术前斜视度越大，

术后的立体视改善越明显（F=5.666, P=0.017）。

而斜视开始的年龄，斜视持续的时间，术后的斜

视度对立体视的改善均没有影响。非弱视患者的

立体视改善较弱视患者明显，但差别没有统计学

意义（x2=5.333，P=0.069）。结论：对儿童时期

发病的成人斜视来说，术前没有立体视在手术成

功矫正后仍有希望恢复立体视，特别是对那些术

前斜视度大的间歇性外斜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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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底病 
 

Efficacy and Safety of Femtosecond 
Laser-assisted Cataract Surgery versus 
Conventional Phacoemulsification for 
Cataract: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Yizhi Liu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phthalmology  

Zhongshan Ophthalmic Center 

Sun Yat-sen University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femtosecond laser-assisted cataract surgery 

(FLACS) versus conventional phacoemulsification 

cataract surgery (CPCS) in the treatment of 

cataract. Method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were searched in PubMed,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The outcomes and complications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using Review Manager 5.2 software. 

Results: Nine qualified studies with a total of 989 

eyes were included. Compared with CPCS, 

FLACS significantly reduced mean phaco energy 

and effective phacoemulsification time (EPT) 

required in the surgery. Central corneal thickness 

(CC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FLACS at 1 day 

of follow-up, but CCT and corneal endothelial 

cells count was comparable at 1 week of follow-up 

or longer. FLACS achieved a better visual outcome 

at postoperative 1 week and 6 months,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at postoperative 1-3 

months. Regard to surgical complications, the 

incidences of intraoperative anterior capsule tear, 

postoperative macular edema and elevated 

intraocular pressure were similar. Conclusions: 

Femtosecond laser pretreatment can reduce phaco 

energy and EPT, which may reduce the heat 

damage to ocular tissues by ultrasound. This novel 

technique might be beneficial for patients with 

dense cataract and/or low preoperative endothelial 

cell values. Well-designed RCTs with longer 

follow-up are still necessary to provide more 

reliable evidence. 

 

 

斜视手术设计的思考 
李俊红 

山西眼科医院 

 

斜视手术，重在设计。通过对 3 种斜视最新手术

方法的了解，探索斜视手术设计与改进的思路。

1. 动眼神经麻痹时除外直肌和上斜肌外，其余

眼外肌均麻痹，表现为外斜视，通常手术方法为

切断外直肌，但明显欠矫。新的手术方法：将外

直肌切断，肌腹中央劈成两部分，分别从球后转

位到内直肌附着点附近，可以完全矫正外斜视。

启示：废物利用。2. 眼球后退综合症 1 型表

现为内斜视，通常手术方法为后徙内直肌，但术

后眼球仍然不能外转。新的手术方法：将上直肌

转位到上直肌与外直肌之间，同时后徙内直肌，

术后眼位正位、眼球外转明显改善、头位消失。

启示：不断改进。3. 高度近视性斜视表现为

眼球内斜视+下斜视，通常内直肌后徙+外直肌

缩短不能矫正眼位。新的手术方法：在赤道部将

外直肌和上直肌各一半肌腱连扎，同时后徙内直

肌，术后眼位正位。启示：对因治疗。 

 

 

基于眼科影像数据分析的精准防治模式转

变 
徐亮 

北京同仁医院 

 

大数据分析、精准医疗是现代医疗的发展趋势，

眼科影像学诊断的特点具有发展互联网医疗的

优势。针对危险因素控制类疾病的特点，我们提

出靶点影像监测为疗效评估标准，对患者的各类

危险因素进行综合性分析，提出精准防治方案。

报告以青光眼、近视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防

治为例，采用影像关键因素识别、数据分析等技

术，提出患者个性化治疗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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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诊为开角型青光眼的眼缺血综合征临床分析 

刘锐   贺翔鸽    

重庆江北爱尔眼科  400020 

 

目的 : 分析眼缺血综合征 ( ocular ischemic 

syndrome, OIS)的临床特点及鉴别诊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8例9眼误诊为开角型青光眼最终确

诊为 OIS 患者临床特点及误诊原因,所有患者常

规行眼部检查、眼底荧光血管造影 (fundus 

fluorescent angiography, FFA)、视盘、黄斑区 OCT

（optic coherence tomopgraphy, OCT）、视野、

视觉诱发电位及颈动脉系统彩色超声多普勒成

像。 结果: 8 例患者平均年龄（61.3±7.1）岁，

眼压（19.4±4.2）mmHg，表现为渐进性视力下

降。5 眼出现眼部或眶周疼痛。眼底检查及 OCT

显示 9 眼视盘平均杯盘 C/D 比 0.6±0.1 动脉变

细，静脉扩张。 结论: 眼缺血综合征临床表现

复杂多样，该病容易误诊为开角型青光眼，为避

免误诊而延误治疗，结合低灌注眼底特征性改

变、FFA 及 CDFI 等多种影像学检查是诊断本

病及鉴别诊断的重要手段。  

 
 
硅油填充眼视网膜脱离的机制及再次手术疗效

分析 

刘锐   刘磊   王刚    

重庆江北爱尔眼科  400020 

 

目的: 通过分析硅油填充眼视网膜脱离病例的

临床特征，探讨其复发的机制，观察再次玻璃体

手术疗效。 方法: 临床病例系列研究。回顾分

析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硅油填充眼视网膜

脱离病例 64 例(64 眼)，对复发性视网膜脱离原

因进行分析，探讨复发的相关因素，观察再次玻

璃体手术疗效。 结果: 硅油填充眼视网膜脱离

64 例(64 眼)，再次手术中发现裂孔未封闭或出

现新裂孔 46 眼占复发例数的 71.9% (46/64)，既

有裂孔又存在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的病例

28 眼 43.8%(28/64)，术中未见裂孔只存在增殖性

玻璃体视网膜病变共 12 眼 18.8% (12/64)。所有

患者均再次行微创玻璃体手术，手术中均尽可能

清除增殖膜，其中视网膜松解性切开 16 眼，巩

膜外环扎 6 眼，术毕玻璃体腔再次填充硅油 14

眼，填充 C3F8 气体 50 眼。术后随访 3～6 月。

64 眼患者中，58 眼视网膜平伏 90.6%(58/64)， 6

眼为硅油依赖眼 9.4%(6/64)，术后最佳矫正视力

＜0. 05 者 54 眼，0.05～0.3 者 8 眼，＞0.3 以上

者 2 眼。 结论: 硅油填充眼复发性视网膜脱离

的主要相关因素是视网膜下方裂孔，增殖性玻璃

体视网膜病变及病理性近视，再次玻璃体手术应

尽量切除基底部玻璃体，清除增殖膜，封闭全部

裂孔，控制炎症，手术宜早进行。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视锥视杆营养不良家系的基

因突变研究 

赵娜   陆勤康    

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眼科中心  315040 

 

目的: 明确南方汉族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视锥-

视杆营养不良家系的基因突变谱。 方法: 对汉

族的 4 代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视锥-视杆营养不

良家系（包括 4 例患者）进行临床和基因检测分

析。在基本明确了家系内的 4 例患者的临床诊断

基础上，依据国内外对视锥视杆营养不良致病基

因的研究现状，采集家系成员的外周血（EDTA

抗凝），PCR 扩增可能的致病基因 CRX 的全部

编码序列，再用 Sanger DNA 测序法进行测序；

对怀疑的突变位点，用 AS-PCR 进行验证，最终

确定致病突变位点。 结果: 首次在家系患者中

发现存在 CRX 基因第 5 外显子的 c.C766T 

(p.Gln256X)无义突变，该突变可导致 CRX 蛋白

合成的终止。其他正常家系成员以及对照组个体

不携带此基因突变。 结论: 对于呈常染色体显

性遗传的可疑视锥-视杆营养不良家系或散发患

者，检测 CRX 基因突变是临床确诊本病的有效

鉴别诊断手段，并可实用于进一步的产前 DNA

诊断、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等疾病预防措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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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对不同屈光度数健康中青年人群视网膜及

神经节细胞复合体厚度的观察 

刘瑞   李轻宸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目的: 应用 OCT 观察不同屈光度人群视网膜及

神经节细胞复合体（GCC）厚度。 方法: 横断

面研究。纳入低度近视 36 眼、中度近视 44 眼和

高度近视26眼，比较三组黄斑区平均GCC厚度、

上下半区 GCC 厚度差（GCC S-I）、局部丢失体

积（FLV）和整体丢失体积（GLV）四项参数以

及 GCC 厚度占全层视网膜厚度（FRT）与外层

视网膜厚度（ORT）的比例。线性回归分析各指

标与眼轴长度（AL）的相关性。应用受试者工

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评价 FLV 与 GLV 的

比值（FGR）对近视评价中的价值。 结果: 三

组 GCC 厚度有显著差异。GCC 厚度、GCC/FRT

和 GCC/ORT 随 AL 增长下降，FGR 与 AL 呈负

相关。FGR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33，最佳

界值 0.2423（P＜0.05）。 结论: 近视患者的视

网膜厚度随着眼轴增长而下降主要发生在 GCC

层面；新指标 FGR 对判断近视程度有一定价值。 

 

 

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对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

视盘周围神经纤维层微结构改变的相关性研究 

黄胜    

铜仁市人民医院  554300 

 

目的: 研究 2 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视盘周

围神经纤维层微结构改变与相关生化指标糖化

血红蛋白(HbA1C)的关系。 方法: 2 型糖尿病

（DM）组 90 例(180 只眼), 并分为无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 (NDR)、非增殖期 (NPDR)及增殖期

(PDR)病变 3 组, 每组 30 例(60 只眼), 正常对照

组  30 例 (60 只眼 )。  分别行最佳矫正视力 

(BCVA)、裂隙灯、眼底彩照和 OCT 检查。 采

用 OCT观察对照组和DM组患者视盘周围神经

纤维层厚度,应用相关生化仪检测糖尿病组的糖

化血红蛋白比(HbA1C)。 分析对照组和 DM 组

患者视盘周围神经纤维层厚度之间的相关性。比

较 DM 组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NDR)、非增殖期

(NPDR)及增殖期(PDR) 视盘周围神经纤维层厚

度，分析 DM 组视盘周围神经纤维层厚度与相

关生化指标的 HbA1C 关系。 结果: DM 组无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NDR)组视乳头上象限、下象限

RNFL 厚度均明显薄于比对照组 (P＜0.05)，而

鼻象限、颞象限 RNFL 厚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P＞0.05)，DM 组非增殖期

(NPDR)和增殖期(PDR)视盘周围平均值、上象

限、下象限、鼻象限、颞象限 RNFL 厚度均明显

薄于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NDR)和比对照组(P

＜0.05)，DM 组视盘周围神经纤维层厚度下降程

度与糖化血红蛋白(HbA1C)比呈正相关。 结论: 

糖尿病患者未并发 DR 前，部分 RNFL 厚度已经

开始变薄，早期观察 2 型糖尿病患者视盘周围

RNFL 厚度变化，有利于预测早期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并发症的发生。  

 

 

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对糖尿病患者黄斑区视网膜

微结构改变的影响 

黄胜   黄胜    

铜仁市人民医院  554300 

 

目 的 : 探 讨 糖 尿 病 视 网 膜 病 变  (diabetic 

retinopathy , DR)黄斑区视网膜微结构改变规律

与糖化血红蛋白 A1C(HbA1C)的关系。 方法: 2

型糖尿病（DM）组 90 例(180 眼), 并分为无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NDR)、非增殖期(NPDR)及增

殖期(PDR)病变 3 组, 每组 30 例(60 眼), 正常对

照组 30 例(60 眼)。 采用光学相干断层成像仪 

(OCT)测量以黄斑中心凹 1mm 直径范围视网

膜平均厚度和黄斑区容积与 HbA1C 比值进行

相关分析。 结果: 直径 1 mm 的中央区视网膜

平均厚度分别为: 正常对照组(223.8 ±15.6)μm、 

NDR 组 (225.6±18.1)μm 、 NPDR 组 (247.8 

±34.1)μm、PDR 组(323.4±92.1)μm。黄斑区平均

容积分别为：对照组 ( 10．21±0.38) mm3 、 

NDR 组(10．13± 1．01 )mm3 、NPDR 组(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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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mm3 、PDR 组(13.76± 5.12) mm3 。对照

组与 NDR 黄斑区视网膜厚度和容积之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0.05), 对照组与 NPDR、PDR 黄

斑区视网膜厚度和容积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糖化血红蛋白 A1C(HbA1C)比分别为: 

正 常 对 照 组 (5.16±0.34)% 、  NDR 组

(6.79±0.98)% 、NPDR 组(8.65±1.69)% 、 PDR

组(10.92±1.76)%，正常对照组与 NDR、NPDR、

PDR 糖化血红蛋白 A1C(HbA1C)比值比较有统

计学意义(P< 0.05)，NDR、NPDR、PDR 之间糖

化血红蛋白 A1C(HbA1C)比值比较有统计学意

义(P< 0.05)。 结论: 黄斑区视网膜厚度和容积

与  DR 程度呈正相关，与糖化血红蛋白

A1C(HbA1C)比呈正相关。频域 OCT 能定量定

性观察糖尿病患者黄斑区的细微结构变化，为糖

尿病患者黄斑病变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可靠的

检测手段。  

 

 

X 连锁视网膜劈裂患者的 OCT 观察 

胡钦瑞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探索 X 连锁视网膜劈裂（XLRS）患者随

访过程中在 OCT 图像上的表现和进展。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观察性研究。纳入 2014 年 12

月到2016年10月我院经基因诊断明确为视网膜

劈裂的患者，分析患者两次随访过程的眼部检查

情况，包括：裂隙灯检查，眼底检查，视力检查

及 OCT 检查情况。所有资料测量采用同种方法。

分析患者视功能及结构变化。 结果: 6 位患者

（12 眼）有完善一致的两次随访结果，纳入研

究。患者中位数年龄为 7.5 岁，12 只眼的平均

LogMAR 视力 0.48。12 眼中 10 眼表现出典型的

黄斑囊样改变，随访中黄斑中心凹和中心凹下脉

络平均厚度由初始的 516.9μm 和 351.4μm 分别

下降了 38.1μm 和 7.1μm。未发现视功能跟视网

膜中心凹厚度和脉络膜厚度之间的关系。 结论: 

青少年时期 XLRS 患者的 OCT 图像并未发现有

明显改变。OCT 显示视网膜劈裂区主要发生在

内核层和节细胞层。视功能和视网膜中心凹厚

度、脉络膜厚度之间并无明显关联。XLRS 患者

的视网膜结构相对稳定，但外伤会造成患者明显

的结构和功能损伤。  

 

 

后巩膜收缩术治疗高度近视黄斑劈裂的疗效评

估 

薛安全   薛旻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325027 

 

目的: 探讨后巩膜收缩术治疗高度近视黄斑劈

裂的临床疗效。 方法: 本研究分析了 2012 年 1

月至2014年12月在我院因高度近视黄斑劈裂行

后巩膜收缩术的患者，共 22 例（26 眼），其中

男 3 例（3 眼），女 19 例（23 眼），平均年龄

47.50±10.74 岁（22-65 岁），手术材料采用经京

尼平交联处理的异体巩膜，术中将材料剪成梭形

条带，长度约为眼轴长度的 1.5 倍，中间部宽约

11~13mm，将中间部放置在眼球后极部黄斑区，

拉紧条带两端缝合固定，使眼球后极部收缩，设

计眼轴缩短量为眼轴长度 0.1 倍-0.5mm，为维持

眼压正常可前房穿刺放液，注意避开涡静脉和视

神经。随访时间 24±8.06 月。 结果: 1.黄斑劈裂

复位情况：末次随访时黄斑劈裂完全复位

69.23%（18/26），基本复位 15.38%（4/26），

部分复位 11.54%（3/26），未复位 3.85%（1/26）。

2.眼轴（AL）：末次缩短量 1.82±0.58 mm，与

术后一周缩短量 2.82±0.49 mm 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00），与术后 6 月缩短 1.92±0.48 

mm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01）。3. 

LogMAR 最佳矫正视力（BCVA）：末次随访为

0.57±0.30，较术前 0.68±0.32 提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23）。4.等效球镜度（SE）：末

次随访为-12.98±4.48 D，较术前-16.55±3.70 D 减

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5. 眼压

（IOP）：末次随访为 14.53±2.42 mm Hg，术前

IOP 为 14.90±2.74 mm Hg，术后与术前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380）。 结论: 后巩膜收

缩术治疗高度近视黄斑劈裂安全有效且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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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显子捕获鉴定 BBS 综合征新致病突变 

姚贻华   修阳晖   张柳   谷峰   朱益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4 

 

目的 : 利用外显子捕获技术，鉴别一个

Bardet-Biedl 综合征（BBS）家系的致病基因。 方

法: 对入组的家系成员进行详尽的眼科和全身

检查，经知情同意后采集患者和其余成员的外周

静脉血，提取基因组。构建基因组文库，然后利

用基因捕获技术将 BBS 相关基因的外显子及相

邻内含子区域（约 50bp）进行捕获与富集，利

用高通量测序仪对其进行测序并分析结果。对明

确或可能与临床表型相关的基因变异，采用

Sanger 测序进行验证。 结果: 该家系中共有 4

名成员，父母表型正常，两个儿子均为典型的

BBS 综合征患者。经外显子捕获分析证实两个

儿子均携带 BBS7 基因缺失的纯合突变

（c.389-390delAC），该突变导致氨基酸移码突

变（p.N130fs），是导致其发病的致病突变 结

论: 通过外显子捕获结合 sanger 测序鉴定了一

个 BBS 综合征家系新的 BBS7 基因致病突变。

同时也表明，外显子捕获在 BBS 综合征研究中

具有快速、经济、有效的优势。  

 

 

雷珠单抗治疗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效果分析 

胡钦瑞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探索接受初始雷珠单抗治疗的 2区 3 期有

附加病变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患者的复发率及

其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此研究为回顾性、非随

机对照研究。将在 2014 年 1 月到 2015 年 9 月在

我院接受雷珠单抗治疗的2区3期有附加病变患

者的纳入研究。将患者分为两组，一组为治疗后

复发组，另外一组为治疗后无复发组。收集患者

出生前后的相关指标，采用 SPSS16.0 分析患者

复发率以及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42 例患者被

纳入研究，其中 80 眼为 2 区 3 期附加病变。复

发的 18 眼中，16 眼接受了再次的 IVR 或者激光

治疗。2 眼随访中疾病较前次加重，随后疾病又

自然消退。视网膜出血是疾病复发的可能相关危

险因素。 结论: 初始接受雷珠单抗治疗的患者

复发相对显著，视网膜出血是复发的可能相关危

险因素。  

 

 

Upregulation of miR-195 accelerates 
oxidative stress-induced retinal injury by 
targeting mitofusin 2 in diabetic rats 
Qian Garrett   Shunjiang Xu   Rui 

Zhang   Huimin Zhou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Australia, 

Australia；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2007 

 

Purpose: This study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oxidative stress-induced miRNA changes in 

relation to pathogenesis of diabetic retinopathy 

(DR) and to establish a functional link between 

miRNAs and oxidative stress-induced retinal 

endothelial injury. Methods: The oxidative stress 

cell model was developed by incubating HUVECs 

or HRMECs with hydrogen peroxide free radical 

(H2O2) or high glucose (HG) or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AGEs). The alterations of 

miRNA expression profile were surveyed by 

microarray analysis and validated using re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 assays. SD rats were 

made diabetic by injection of 65 mg/kg STZ and 

retinal trypsin digestion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iabetic retinopathy. A target search, based on 

sequence complementarities, identified specific 

targets. We analyzed mRNA levels and protein 

expression in oxidative-stressed HRMECs with or 

without miR-195 mimic transfection. Angiogenesis 

assay was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miR-195 mimic on tube formation of HMRECs in 

vitro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iR-195 antagomir 

injection on the permeability changes of diabetic 

retinal vasculature in vivo. Results: Our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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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ed that oxidative stress induced 

alterations of miRNA expression profile, including 

up-regulation of miR-195 in the diabetic retina or 

cultured HMRECs after exposed to H2O2 or HG 

(P < 0.05). Oxidative stress also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MFN2 expression in 

diabetic retina or HMRECs (P < 0.05). 

Overexpression of miR-195 reduced MFN2 protein 

levels, and induced tube formation and increased 

permeability of diabetic retinal vasculature. The 

luciferase reportor assay confirmed that miR-195 

binds to the 3′ -untranslated region (3′-UTR) of 

MFN2 mRNA. Conclusions: miR-195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oxidative stress-induced retinal 

endothelial injury by targeting MFN2 in diabetic 

rats.  

 

 

激光治疗重度非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临

床观察 

李琴   张少维    

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眼科  441021 

 

目的: 观察 532 激光全视网膜光凝治疗重度非

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疗效。 方法: 收集 

2015年 6 月-2016 年 6月在我院就诊的重度非

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60 例（84 只眼）

行全视网膜光凝治疗，观察治疗前后最佳矫正视

力、眼压、眼底血管造影(FFA)、黄斑区光相干

断层扫描(OCT)变化。 结果: 光凝治疗后患者的

视力得以提高的有 16 眼(占 19%)，不变的有 

59 眼(占 70%)，下降的有 9 眼(占 10%)。术后

眼压与术前变化无统计学意义，FFA 检查视网膜

血管渗漏情况，2 眼有少量渗漏再次补充光凝，

OCT 检查光凝后黄斑水肿完全吸收 10 眼，52

眼部分吸收，22 眼完全没有吸收。 结论: 全视

网膜光凝治疗重度非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能有效延缓 DR 发展。  

雷珠单抗玻璃体内注射对 CNV 患者黄斑区视

网膜及视功能的影响 

李琴   黄毅   张少维    

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眼科  441021 

 

目的: 探讨雷珠单抗玻璃体内注射对脉络膜新

生血管( choroidal neovascularization，CNV) 患者

黄斑区视网膜及视功能的影响  方法 :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CNV 患

者 88 例(88 眼)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给予雷珠单抗玻璃体内

注射联合 PDT 治疗，对照组行 PDT 治疗。术后

随访 3 个月，观察两组患者 CNV 变化及临床

疗效，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检查患者最佳矫正视

力，同时采用 OCT 测量患者治疗前后黄斑区视

网膜厚度。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总有效率

分别为 89.0% 和 52.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10.54，P< 0.05) 。 结论: CNV 患者 PDT

联合雷珠单抗玻璃体内注射，视力恢复显著，有

助于视功能及视网膜形态的恢复，临床效果确

切。  

 

 

激光诱导食蟹猴脉络膜新生血管模型在相关疾

病药物的药效评价中的应用 

谈自强   姜来生   廖琴   孙辉业    

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215421 

 

目的: 评价激光诱导的食蟹猴脉络膜新生血管

（CNV）模型在抗CNV药物药效评价中的应用。 

方法: 采用 532nm 激光围绕食蟹猴黄斑中心凹

旁光凝。激光后 14 天分组为模型对照和雷珠单

抗组，雷珠单抗组于次日玻璃体腔注射给药

50μL/眼。激光前，激光后 14、22、28 天进行眼

底照相、血管荧光造影、光学相干断层扫描。采

用 4 级法对激光斑荧光渗漏进行分级（1~4 级），

测量 4 级光斑渗漏面积及其对应的视网膜下高

反 射 信 号 物 质 （ Subretinal hyperreflective 

material，SHRM）高度。 结果: 激光后 14 天动

物眼底 4 级光斑率可达 42.7%。雷珠单抗组给药

后 7、13 天，4 级光斑消失，荧光渗漏面积相对

模型对照组显著减少，SHRM 高度相对模型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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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显著降低，雷珠单抗可有效抑制脉络膜新生血

管。 结论: 532nm 激光诱导的食蟹猴 CNV 模型

可应用于相关疾病新药开发的药效评价。  

 

 

miR-34a 调节 SIRT1 对高糖“代谢记忆”的影响 

黄焱   郑卫东   尤加慧   许筱媛    

福建医科大学  350004 

 

目的: 通过检测 RPE-D407 细胞株高糖“代谢记

忆”中 miR-34a、SIRT1、VEGF 表达的变化和细

胞凋亡情况，探讨 miR-34a 在 DR 发生发展中的

作用，为 DR 的发病机制及新的治疗手段提供一

定理论依据。 方法: RPE 细胞，随机分 6 组。

正常组 5mM 糖培养；早治组 25mM 高糖培养后，

5mM 糖培养；高糖组,代谢记忆组：25mM 高糖

培养后，5mM 糖培养；miR-34a mimic 组：25mM

高糖培养后，转染 miR-34a mimic 继续 5mM 糖

培养；miR-34a inhibitor 组：25mM 高糖培养后，

转染 miR-34a inhibitor 继续 5mM 糖培养。用

RT-qPCR\WB 检测,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miR-34a mimic 干预代谢记忆组细胞后，miR-34a

表达升高、SIRT1 表达降低；miR-34a inhibitor

干预代谢记忆组细胞后，miR-34a 表达降低、

SIRT1 表达升高。 结论: miR-34a 质粒转染 293T

细胞后，SIRT1 的相对表达量相比其他对照组明

显降低，早期降糖治疗有效，后期控制糖水平至

正常，高糖培养的 RPE 细胞中 miR-34a、SIRT1、

VEGF 不能恢复正常水平。  

 

 

视网膜光凝治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3596 例疗

效观察与分析 

林延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  361003 

 

目的: 分析评价视网膜光凝对不同分期糖尿病

性视网膜病变治疗的疗效。 方法: 对 2005-2015

年间来我院门诊就诊的不同分期的 3596 例糖尿

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进行激光光凝治疗，对其治

疗效果进行回顾性分析，以视力是否改善（维持

或提高 ≥0.1），黄斑水肿是否好转或消失，眼

底血管荧光造影眼底病变有否改善，新生血管消

失渗漏减少为治疗有效标准。 结果: 视网膜光

凝治疗不仅对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病程进展后

期的增值期（PDR）或增值前期（PPDR）患眼

有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后视力有所提升或稳定

的病人达 75.0%（PDR）- 80.3%（PPDR），结

合黄斑水肿的消退及眼底血管病变改善等指标，

治疗总有效率分别达到 81.9%（PDR）和 83.1%

（PPDR），并且对非增值期（NPDR）患者进

行光凝治疗也能达到延缓病程进展的效果，总有

效率达 78.9%。对 PDR 及 PPDR 进行全视网膜

光凝治疗辅助以血管活化药物昊畅胶囊或中药

复方血栓通胶囊及和血明目片，有助视网膜病变

的修复，增加疗效。 结论: 应用视网膜光凝治

疗对不同分期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都有明显

的治疗效果，延缓病程的发展，有助于视力的稳

定和保护。  

 

 

高糖诱导的 ROS 通过激活自噬促进体外视网膜

新生血管的形成   

杜军辉 1，李蓉 2，马乐 3   

1.710054  西安，西安市第九医院眼科 

2.710077  西安，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3.710061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研究高糖对猴脉络膜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

(RF/6A)自噬水平的影响，及其激活 RF/6A细胞自

噬的机制。方法：体外培养 RF/6A  细胞，将细胞

随机分为四组，  分别是对照组、低糖组(5 

mmol/L D‐glucose),  高糖组(25 mmol/L D‐glucose) 

高糖+自噬抑制剂组  (5mM 3‐MA pretreatment 

1.5h and then cultured in 25 mmol/L D‐glucose). 

RF/6A cells were cultured for 24h/48h,  通过

western Blot 法检测自噬相关蛋白 LC3II/I、p62、

atg7 的表达，通过MTT法检测细胞增殖、划痕

法检测细胞迁移,  基质胶法检测细胞管腔的形

成。进一步研究自噬激活的机制，将细胞随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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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组，  分别是对照组、高糖组/高糖+ROS抑

制剂组  (加入 ROS抑制剂 NAC)，通过 ROS荧光

探针 DHE检测 ROS的水平，通过免疫组化法检

测自噬相关蛋白 LC3 的表达。结果:  与对照组合

低糖组比较，高糖促进了 RF/6A cells自噬相关蛋

白 Atg7  和 LC3II/I的表达，而抑制了 p62  的表达

水平,  表明高糖能够激活细胞自噬  (P<0.05)，而

高糖+3‐MA预处理组 RF/6A细胞  Atg7  和 LC3II/I

水平较高糖组显著降低，p62 水平升高(P<0.05)；

细胞迁移和管腔实验结果表明，高糖组细胞迁移

面积和管腔形成数量较对照组、低糖组明显增加

(P<0.05)，通过 3‐MA抑制自噬水平后显著抑制

了 RF/6A  细胞迁移和管腔形成(P<0.05)；ROS荧

光探针 DHE检测结果表明，高糖同时增加了 ROS

和自噬水平，通过 ROS抑制剂 NAC可以显著抑

制自噬相关蛋白表达水平(P<0.05)，提示高糖可

能通过促进 ROS的表达激活自噬。结论：我们

的研究表明,自噬可能参与高糖引起的视网膜新

生血管形成，通过抑制自噬在体外能够显著抑制

新生血管的形成。  其机制可能与高糖诱导的

ROS水平升高有关。 

 

 

首诊眼科的静脉窦血栓形成 2 例 

李姗姗    周芳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眼科 250000 

 

目的：视神经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双眼视

神经病变往往与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相关联，尤其

首诊于眼科的不明原因的双眼视神经水肿应警

惕颅内病变。方法：本研究报道了 2 例首诊于眼

科的双眼视神经水肿而最终确诊为静脉窦血栓

的病例，回顾并汇总了上述病例的症状、临床表

现、治疗及转归。结果：病例 1 为男性，20 岁，

主诉双眼无痛性视物模糊，伴视力进行性下降，

偶有头痛发作，无恶心、呕吐等伴随症状；眼科

查体：视力右 4.8，左 4.0；眼底检查见双眼视盘

水肿，左眼著；颅脑 CT未示明显异常。病例 2

为男性，44岁，主诉双眼一过性视物模糊，可

自行缓解，不伴视力下降，无头痛、头晕、恶心、

呕吐等伴随症状；眼科查体：视力双眼 5.0；眼

底检查见双眼视盘水肿；颅脑 CT未示明显异常。

2 例病例入院后行腰穿检查，脑脊液压力均大于

330mmH2O，进一步行MRI+MRV检查见静脉窦

血管狭窄，提示血栓形成。转入神经内科，给予

全脑血管造影+介入治疗，脑脊液压力恢复正常，

眼底检查见视盘水肿好转，视力改善。结论：颅

内静脉窦血栓形成是颅高压的主要原因之一，

1/5 患者可以眼部症状为首发，主要表现为反复

的视物模糊，可伴或不伴头痛，因神经科体征不

典型因而容易误诊及漏诊。对于因双眼视乳头水

肿而首诊于眼科的患者，应注意排除静脉窦血栓

形成所致的颅高压，腰穿可作为必要检查，全脑

血管造影是诊断静脉窦血栓的金标准，及时给予

干预治疗可以挽救视力转归。 

 

 

合并人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的梅毒性葡萄膜视网

膜炎患者的临床表现 

张锐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探讨合并人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的梅毒性葡萄

膜视网膜患者的临床表现。方法：收集 2008 年

1月至 2014年 12月在我院就诊的葡萄膜视网膜

炎患者，对其进行梅毒、HIV血清学检查。选择

TPPA(苍白螺旋体颗粒凝集试验)和 RPR(快速血

浆反应素试验)均为阳性，且 RPR > 1:8，同时 HIV

病毒检测阳性，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葡萄膜视网

膜炎。结果：共收集病例 26 例，其中男性 24

例（92.3%），女性 2例（7.7%）。RPR滴度为 1:32~1: 

512。其中 3例为单眼发病（11.5%），23 例为双

眼发病（88.5%），共 49 眼。全葡萄膜炎是最常

见的表现，39 眼（79.6%），仅出现前葡萄膜炎

者 2 眼（4.1%），后葡萄膜炎 8 眼（16.3%）。眼

底病变表现为视神经视网膜炎 16 眼（32.7%）、

玻璃体炎 27眼（55.1%）、视网膜脉络膜炎 5 眼

（10.2%）、视神经炎 5眼（10.2%）、视网膜炎 5

眼（10.2%），其中包括坏死性视网膜炎 2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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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视网膜血管炎 4 眼（8.2%）、后部鳞状

脉络膜视网膜炎 2 眼（4.1%），多灶性脉络膜炎

2 眼（4.1%）。结论：在我院就诊的葡萄膜视网

膜炎患者中，梅毒与 HIV合并感染的人数逐年增

加。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最常见的眼底表现为

视神经视网膜炎，多数患者同时伴有玻璃体炎。

HIV的合并感染可能改变梅毒性葡萄膜视网膜炎

的临床表现和疾病进程，在临床工作中应注意筛

查，避免漏诊和误诊。 

 

 

Long Term Outcomes of Photodynamic 
Therapy for Choroidal 
Neovascularization Secondary to Best 
vitelliform Macular Dystrophy  
ZHANG Yong-jin，LI Lei , LIU Wei ，XUAN 

Yi,YU Jia,YE Xiaofeng , GUO Jngli, XU Ge-zhi 

Eye & ENT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photodynamic therapy (PDT) 

for choroidal neovascularization associated with 

Best vitelliform macular dystrophy (BVMD).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zed a case series of 

11 eyes of 9 patients with choroidal 

neovascularization (CNV) secondary to BVMD 

treated by PDT. Best-corrected visual acuity, 

fundus examination,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OCT), fundus fluorescein angiography (FFA) 

were performed for the diagnosis.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monthly after PDT at the initial 3 

months and then every 3 months. The treatment 

was repeated if the hemorrhage or edema recurred. 

The follow-up time was 24-60 (36±15) months. 

Results: The age of the patients were 7-25 year-old, 

among them 7 male and 2 female. Bilateral CNV 

were found in two cases with 1 eye occurred 

during the follow-up. Eight eyes received 1 

treatment and 3 eyes had repeated PDT. The 

average treatment time of PDT was 1.4 per eye. 

Mean best-corrected visual acuity changed 

significantly from baseline 0.05-0.6（0.33±0.15）

to final visit 0.4-1.0 (0.6±0.15)( P <0.05,paired 

t-test). No leakage of fluorescein was observed in 

the final examination in all eyes and smaller lesion 

staining in the macular area in FFA. The OCT 

images demonstrated no edema but still with cone 

shape highly reflective lesion located between the 

outer nuclear layer and RPE layer, usually 

accompanied by optical empty lesion. Conclusion: 

In this case series, PDT succeeded in improving 

the best-corrected visual acuity and reducing 

macular lesion in patients with CNV associated 

with BVMD.  

 

 

新疆喀什地区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防治 

单海冬 1，2，卡米力.努尔 2，张帆 2 

1.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  200031 

2.新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眼科 844000 

 

目的：探究在新疆喀什地区建立早产儿视网膜病

变防治体系的可行性。方法：以喀什地区第二人

民医院眼科为筛查和治疗中心，联合喀什地区第

一人民医院、叶城县人民医院、莎车县人民医院、

巴楚县人民医院、泽普县人民医院等四所医院眼

科，建立覆盖喀什地区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防治

网络。符合筛查标准的新生儿以转诊或会诊的方

式，由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眼科医师进行扩

瞳眼底检查，记录患儿的性别、民族、出生日期、

检查日期和检查结果等内容。结果：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7 月期间筛查新生儿共 83人（166

眼），其中男性 50 人（60%），女性 33人（40%）；

汉族 40 人（48%），维吾尔族 42 人（51%）；平

均孕周 33±3 周（29‐36周），平均出生体重 1590

±430 克（980‐2200 克），首次检查矫正胎龄 39

±4 周（34‐41 周），平均随访 7±3 周（0‐11 周）。

检查发现 25眼有 ROP病变（15%），其中 1 期病

变 19 眼（11%），2 期病变 6 眼（4%），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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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病变、3期或更严重的 ROP病变。结论：我

们在南疆地区建立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防治

网络能安全、有效地进行筛查。南疆地区的高危

新生儿存在早产儿视网膜病变，但病变程度较

轻。 

 

 

Key roles of PDGF/PDGFR in 
hypoxia-induced retinal 
neovascularization are mediated by the 
SHP-2 and PI3K/Akt pathways.  

Jun Ma, Ruiping Gu, Fangyuan Hu, Jihong Wu 

Research Center Eye & ENT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Aim: Retinal neovascularization is a serious 

complication of some intraocular diseases 

(including diabetic retinopathy and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 which is one of the major causes of 

blindness in the world and significantly threats 

human health. There are no safe and effective 

therapies until now. Although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hypoxia is a major cause of retinal 

neovascularization, its pathogenesis is not fully 

understood. Methods: CCK-8 assays, wound 

healing assay, tube formation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In the present 

study,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hypoxia induced the 

expression of PDGF-B via HIF-1α in retinal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RMECs), and 

exogenous PDGF-B treatment promot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ngiogenesis in RMECs. 

Meantime, we also found that knockdown of 

SHP-2 or treatment with the inhibitors of PI3K/Akt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the roles of PDGF-B in 

cell growth and angiogenesis, and PDGF-increased 

Akt phosphorylation was, at least in part, mediated 

by SHP-2.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PDGF/PDGFR participates in hypoxia-induced 

retinal neovascularization and stimulat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ngiogenesis via the SHP-2 and 

PI3K/Akt pathways. 

 

 

人  Mϋller  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对  LPS  刺激视网

膜色素上皮细胞产生炎症因子的影响 

章淑杰，张荣，张雪瑾，吴继红，赵晨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研究院 

 

目的：研究人原代  Müller  细胞来源的外泌体

（exosome，EXO）对  LPS  刺激人视网膜色素上

皮细胞（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RPE） 

产生炎症因子的影响。方法：原代纯化培养人  M

üller  和  RPE  细胞，用试剂盒提取得到  Müller 

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在无外泌体培养基培养人 

RPE  细胞后，分别采用  100ng/ml LPS  刺激，不

加或加入  EXO(50ug/ml)，以不含  EXO  和  LPS 

培养细胞为对照组，研究  RPE  细胞产生炎症因

子的变化。结果：人  Müller  细胞来源的提取物

经透射电镜观察为圆形或半圆形囊泡，直径 

30‐100nm，表达  EXO  特有标志物  CD63  和 

Flotillin‐1，LPS  组上清液中  IL‐1、IL‐6  和  TNF‐a 

的浓度（333.89±41.51ng/ml、404.67±13.88ng/ml、

466.78±39.34ng/ml）与  EXO+LPS  组  （214.11 

±18.14ng/ml、318.12±34.73ng/ml、319.73±

41.39ng/ml）比较分别为显著上调（p<0.01）、明

显上调（p<0.05）和极显著上调（p<0.001）。 

相比于  LPS  组而言，EXO+LPS  组的相关基因表

达受到抑制，其中  IL‐1基因表达有差异

（p<0.05），IL‐8、CCL20  和  TNF‐a  差异极显著

（p<0.001），CCL2  与  IL‐6  则组间无显著差异

(p>0.05)。结论：成功获得  Müller  来源的外泌体，

其对  LPS  刺激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产生炎症因

子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乳头血管密度的观

察 

王克岩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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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应用  OCT血管造影（OCTA）观察增生性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视乳头及视乳头旁血流

密度，并与正常人对比，以揭示增生性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视乳头血流密度与增殖性病变程度的

关系。方法：诊断明确的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患者 35 例 35 只眼，以年龄相匹配的 23 例正

常人(23 眼)为对照组，观察正常人与糖尿病患者

视盘血流密度差异。  结果：正常对照组与 PDR

组的视乳头血流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PDR组比正常对照组视乳头血管密度增

加。结论：OCTA可用于检测糖尿病患者增殖性

视网膜病变的血流密度，用以观察增殖性视网膜

病变的严重程度。 

 

 

环状 RNA‐circHIPK3 的表达沉默抑制糖尿病引起 

视网膜血管病变进程 

颜标    单琨    刘畅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眼科研究院  实

验中心    200031 

 

Purpose：Diabetes-related vascular complications 

are usually characterized by endothelial cell 

dysfunction. Circular RNAs (circRNAs) represent 

a class of endogenous non-coding RNAs that 

regulate gene expression and several biological 

processes in eukaryotes. However, the expression, 

regulation, and function of circRNAs in 

diabetes-related microvascular dysfunction are still 

unknown. We mainly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circHIPK3 in diabetes mellitus-related 

microvascular dysfunction. Methods：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s revealed that 

circHIPK3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diabetic retinas and retinal 

endothelial cells cultured in high glucose medium. 

Retinal trypsin digestion, vascular permeability 

assay, and ELISA assay revealed that circHIPK3 

silencing alleviated retinal vascular dysfunction in 

vivo, as shown by decreased retinal acellular 

capillaries, vascular leakage,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MTT assay, EdU incorporation assay, 

transwell assays, and matrigel assay revealed that 

circHIPK3 silencing decreased retinal endothelial 

cell viability and proliferation, and reduced cell 

migration and tube formation in vitro.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luciferase assay, RNA 

immunoprecipitation, and in vitro studies revealed 

that circHIPK3 could function as an endogenous 

miR-30 sponge to sequester and inhibit miR-30 

activity, which resulted in the increase of VEGFC, 

FZD4, and WNT2. Results：This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that circular RNA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diabetes mellitus-induced microvascular 

dysfunction and facili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RNA-directed diagnostics and therapeutics 

against neovascular diseases. 

 

 

The Nuclear Hormone Receptor Gene 
Nr2c1 (Tr2) is a Critical Regulator of 
Early Retina Cell Patterning  
Yinan Han， Ana María Olivares, David Soto ，

Kyle Flattery，Joseph Marini ，Nissa Mollema ，

Ali Haider ，Pascal Escher ，Margaret 

DeAngelis ，Neena Haider 

Eye & ENT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Nuclear hormone receptors play a major role in 

development of many tissues including the retina. 

The mammalian retina undergoes an overlapping 

yet biphasic period of development to generate all 

seven retinal cell types. This study uncovers a 

novel role for testicular receptor 2 (Tr2, Nr2c1) in 

defining the early phase of retinal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ng normal retinal cell patterning and 

topography. Here, we discover that Nr2c1 gene 

expression coincides with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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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ina cells. Loss of Nr2c1 causes severe vision 

deficit and impacts early but not late retina cell 

types. Retinal cone cell topography is disrupted 

with an increase in displaced amacrine cells. 

ChromatinIP experiments show NR2C1 protein 

regulates early cell transcription factors during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yroid and retinoic acid 

receptors. Our study identifies Nr2c1 as the first 

factor known to define the biphasic period of 

retinal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s only the early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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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眶病与整形 
 

内镜下经鼻治疗泪囊炎体会 

黄健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332000 

 

目的: 观察内镜下经鼻治疗泪囊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39 例患者，在内镜下经鼻行泪囊鼻腔造口

术。 结果: 术后随访 6 个月至 1 年，36 例治愈，

3 例造口堵塞，堵塞口进行激光后治愈。 结论: 

内镜下经鼻泪囊鼻腔造口术是治疗泪囊炎的有

效方法。  
 

 

泪囊原发性鳞状细胞癌的临床病理分析 

黄胜 

铜仁市人民医院  554300 

 

目的: 探讨泪囊原发性鳞状细胞癌的临床特点

及诊断、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 例泪

囊原发性鳞状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

病理学检查及治疗等临床资料。 结果: 泪囊原

发性鳞状细胞癌患者临床表现为:内眦韧带以上

实质性肿块、不同程度溢泪、血性溢泪。 6 例

经 CT 检查其中 5 例眶内壁、鼻腔、鼻窦骨壁未

见明显异常，1 例病变累及眼球、眼眶、鼻腔、

上颌窦及筛窦。6 例病理学检查结果: 高分化鳞

状细胞癌 2 例、中分化鳞状细胞癌 4 例。其中 1

例病变累及眼球、眼眶、鼻腔、上颌窦及筛窦患

者放弃治疗，5 例手术治疗辅助放射疗法和/或化

疗，1 例术后 4 年复发再次行手术治疗，其余 4

例无复发。 结论: 泪囊原发性鳞状细胞癌的早

期表现为血性溢泪、内眦韧带以上的实性肿块, 

根据病史特点和影像学检查结果, 进行准确的

定性诊断，选择适宜手术方式完整切除肿瘤,术

后辅以放、化疗, 预后良好。  
 

 

 

Myasthenia Gravis concurrence with 
presentation of papilledema 
許紘睿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Show Chwan 

Memorial Hospital  50093 

 

Purpose: To report a case of myasthenia Gravis 

with presentation of papilledema. Methods: A 54 

years old male complained that sudden onset of 

double vision developed while he was driving 

since one week ago. On examination, right eyelid 

dropping occurred for 4 days. Results: After 

corticosteroids treatment, his blurred vision and 

papilledema regressed. Conclusions: Papilledema 

still can occurred simultaneously with Myasthenia 

Gravis.  

 

 

下睑缩肌加固术治疗老年性下睑内翻 

张敬一    

河北沧州市中心医院  061000 

 

目的: 观察应用下睑缩肌加固术治疗老年性下

睑内翻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 2011 年 04 月

-2016 年 10 月间收治的 33 例老年性下睑内翻患

者施行下睑缩肌加固手术。 结果: 全部患者术

后下睑内翻矫正, 无过矫, 外观满意, 术后随访

至今 1 眼复发。 结论: 下睑缩肌加固术是治疗

老年性下睑内翻较为理想的手术。  
 

 

泪道探通术治疗先天性泪囊突出病例分析 

王凤仙   韩立坡   张瑜   封秀蓉    

河北省保定市儿童医院  071000 

 

目的: 通过分析先天性泪囊突出的临床表现及

特征，探讨泪道探通治疗先天性泪囊突出的临床

效果及时机选择。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年 6 月

至 2016 年 6 月就诊于保定市儿童医院的 18 例

（20 眼）先天性泪囊突出病例，总结先天性泪

囊突出的临床特点，分析泪道探通治疗保守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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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天性泪囊突出的临床效果及手术时机。 结

果: 18 例（20 眼）先天性泪囊突出患儿，男性

患儿 10 例（11 眼），女性患儿 8 例（9 眼），

平均年龄 10.6d。通过泪囊区按摩、泪道冲洗、

患眼局部应用抗生素眼水等保守方法治疗，治愈

6 眼，保守治疗无效者行泪道探通术；经一次泪

道探通术治愈的患眼为 12 眼；经二次泪道探通

治愈的患眼为 2 眼。 结论: 对保守治疗无效的

先天性泪囊突出患儿行泪道探通治疗能达到满

意恢复效果，早期手术干预治疗能很大程度预防

严重感染等并发症发生。  
 

 

美学术式根治下睑内翻倒睫 

王邑平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430000 

 

目的: 观察睑内翻倒睫矫正术同时行美容外科

联合手术的治疗效果。 方法: 依据睑内翻倒睫

患者的年龄、病因、部位（上睑 下睑）、病情

的轻重、皮肤的松弛度，患者对美的要求等。综

合分析，个性设计手术方式。采用单项和（或）

多项手术联合。具体方法：首先于睑内翻倒睫部

位沿灰白线切开 1--2mm，然后依据睑内翻倒睫

的部位：上睑内翻倒睫多采用重睑成形术（缝线

法 切开法） 内眦赘皮祛除术 提眉术等。下睑

内翻倒睫多采用缝线法 祛眼袋术 眼轮匝肌缩

短术 倒内眦赘皮祛除 结果: 回顾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收治睑内翻倒睫患者 36 例，其

中：男性 24 例，女性 12 例，年龄最小 2 岁，

最大 78 岁。中老年患者病因多是由于皮肤松弛

及长期不注意用眼卫生所致。 结论: 内翻倒睫 

联合手术 疗效确切。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enhanced 
depth imaging of chorioretinal folds in 
orbital mass 
Hui Ren，Kang Xue, Jiang Qian 

Eye and EN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PURPOSE: To describe the spectral-domain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SD-OCT) features 

of chorioretinal folds in orbital mass imaged using 

enhanced depth imaging (EDI) technique. 

DESIGN: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case series. 

METHODS: One tumor each from 20 eyes of 20 

patients was included. All the patients underwent 

clinical fundus photography, computed 

tomography, EDI SD-OCT and surgery. Patients 

were followed 1 month to 14 months after surgery, 

5.8 months on average. RESULTS: Among the 20 

patients, 11 were female and the rest 9 were male. 

Visual acuity prior surgery ranged from 20/200 to 

20/20 and 5 patients’ visual acuity remained the 

same after the surgery and the other 15 patients’ 

visual acuity was improved during follow-up. 

Photoreceptor inner/outer segment defect was 

found in 11 of 15 patients and 9 of them fully 

recovered after excision of orbital mass. 

CONCLUSIONS: Photoreceptor inner/outer 

segment defect caused by chronic compression of 

orbital ma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visual acuity, and 

it could recover in most of the patients but might 

not recover after surgery in a few patients. It might 

help to improve visual acuity to operate patients 

with orbital mass and choroidal compression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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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外伤 
 

外伤性眼内炎 32 例病因及临床疗效分析 

刘锐   王刚    

重庆江北爱尔眼科  400020 

 

目的: 探讨外伤性眼内炎致病因素和临床治疗

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急诊收治外伤性眼内炎患者 32 例 32 眼，所

有患者入院常规抽取玻璃体液行细菌、真菌培养

加药敏试验，根据病情程度行玻璃体腔万古霉素

+头孢唑林注药（4 眼），玻璃体切除联合玻璃

体腔注药（28 眼）。分析外伤性眼内炎患者病

原菌、观察治疗后并发症，眼内感染控制等情况 

结果: 32 例外伤性眼内炎致病原因为异物崩伤

（18 眼，56.3％）和眼扎伤史（14 眼，43.7％）。

32 例患者检出病原菌 14 例，总检出率为 43.8％

(14/32)，涂片检查结果中 Gram 阳性（G+）球菌

9 例，（64.3％，9/14），Gram 阴性（G-）杆菌

5 例，(35.7％,5/14) ，术后随访 6～10 月，32 例

患者术后眼内炎均得以控制，无 1 例行眼内容物

剜除术。术后视力与手术前比较，视力提高有统

计学意义（P＜0.05）， 32 例患者其中脱盲 22

眼( 68.8% ) 结论: 外伤性眼内炎应尽早行病原

学检查指导临床用药， 根据培养结果采用敏感

抗生素治疗。早期诊断眼内炎，同时根据眼内炎

严重程度采用玻璃体腔注药或联合玻璃体切除

手术可获得良好的预后  

 
 

Clinical study on the surgical time of 
traumatic cataract with capsula broken 
and clinical effect of intraocular lens 
implantation 
刘锐   陈茂盛    

重庆江北爱尔眼科  400020 

 

目的: 晶体囊膜破裂性白内障摘除和人工晶体

植入时机的疗效观察 方法: 对 72 例 72 眼合

并晶体囊膜破裂外伤性白内障，根据患者年龄、

外伤性质、范围及炎症程度，选择合适时机行白

内障摘出及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眼球破裂、穿通

伤患者，首先缝合伤口；晶状体皮质溢出前房引

起重度炎症反应或继发青光眼者，立即急诊手

术；外伤后虹膜睫状体炎症反应重，先控制炎症，

待炎症稳定后手术；72 眼均在 14 天内一期或二

期植入人工晶体。 结果: 术后随访 3～6 月，矫

正视力达 0.05～0.08者 8 眼 0.1～0.2者 11眼 , 

0.3～0.4 者 22 眼（30.6%），0.5～0.8 者 27 眼

（37.5%），1.0 以上者 4 眼（5.6%） 结论: 正

确的选择手术时机对于晶体囊膜破裂白内障患

者获得最佳视力及减少并发症至关重要。  

 

 

10例外伤性角膜白斑患者配戴RGP后效果观察 

蔡立欢    

成都新视界眼科医院  610000 

 

目的: 观察 10 例外伤性角膜白斑患者，配戴

RGP 后的视觉效果。 方法: 对去年来我院的 10

例（11 眼）外伤性角膜白斑患者（均为不同程

度的粘连性角膜白斑）进行初步眼部检查，首先

排除青光眼、白内障、眼底疾病等其他影响视力

的眼病，然后进行角膜地形图、检影验光、综合

验光、眼压等相关检查，最后进行 RGP 试戴评

估、随访结果及视力情况记录存档。 结果: 患

者配戴日本美尼康 RGP 后，矫正视力均有不同

程度的提高，视觉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经过一年

多的随访复查，视力稳定，眼球各组织结构未见

明显异常。 结论: 对于外伤性角膜白斑的患者，

优先考虑配戴 RGP 提高患者的视力及生活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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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眼内炎疗效观察及护理 

张茜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眼内炎的护理

方法 。 方法: 通过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

收住我科的 12 例 (12 眼) 蜡样芽孢杆菌引起外

伤性眼内炎患者治疗过程疗效观察及护理进行

回顾性研究。 结果: 12 例患者中，11 例炎症治

愈，1 例较入院时提高，8 例视力维持在入院时

水平，2 例视力下降。 结论: 外源性眼内眼在

临床受伤 24 小时内的护理观察显得尤为重要，

特别是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眼内炎及时有效的

治疗和护理对预防并发症，炎症控制，促进病情

恢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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