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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睫状沟植入联合 98@光学部周边后囊孔
嵌顿术对儿童外伤性白内障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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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比较外伤性白内障摘出术后不同人工晶状体#98@%植入的临床疗效"寻找更优的儿童外
伤性白内障的手术方式*!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 收集 %$&% 年 1 月至 %$&# 年 1 月收治的 1$
例 1$ 眼儿童外伤性白内障患者的病历资料"其中男 "" 例"女 &1 例&年龄 & B&" 岁"平均##S>>b%S'$%岁* 1$
例患儿均在全身麻痹下行手术治疗"均由同一术者完成手术"均行外伤性白内障摘出E98@植入E前段玻璃体
切割术"根据后囊膜损伤情况将患者分为 % 个组"联合手术组患者 2$ 例 2$ 眼行 98@睫状沟植入联合 98@光
学部周边后囊孔嵌顿手术"单纯手术组患者 2$ 例 2$ 眼行单纯 98@睫状沟植入手术"术后随访 & B1 个月"平
均#"S2b&S%%个月* 对比分析 % 个组手术前后最佳矫正视力 CN_D$中央视轴区混浊程度$98@偏斜度$术后
并发症及手术操作时间*!结果!联合手术组和单纯手术组术后不同 CN_D患眼比例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联合手术组'"% h:S#"'"!T$S$#&单纯手术组'"% h#S#:>"!T$S$#%* % 个组患儿中央视轴区不同
分级混浊患眼数量及不同 CN_D患眼数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S21%"!s$S$#%* 联合手术组中 98@
偏斜度较大患眼数量少于单纯手术组"术后不同 98@偏斜度患眼数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S'#'"!T
$S$#%* 联合手术组中并发症患眼数量少于单纯手术组"% 个组不同并发症患眼数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S%$$"!T$S$#%* % 个组不同手术操作时间患眼数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S1#'"!s$S$#%*!
结论!98@睫状沟植入联合 98@光学部周边后囊孔嵌顿术对于治疗儿童外伤性白内障更为有效"并发症少"
98@偏斜度低*!

(关键词)!人工晶状体植入术& 外伤性白内障&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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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8B 个组患儿年龄$随访时间及入院时眼外伤的情况比较

组别 眼数
年龄

#Tb9"岁%*

随访

时间

#Tb9"月%*

眼外伤情况# $% U

穿通

伤

顿挫

伤

虹膜

粘连

虹膜

根断

前囊

破裂

后囊

破裂

联合手术组 2$ #S"b2S% "S2b&S2 %> & %" # %1 %%

单纯手术组 2$ #S1b2S& "S2b&S& %' % %% 1 %" %$

3Y"%值 $S&%1 $S$>& $S"':
!值 s$S$# s$S$# s$S$#

!#*'独立样本 3检验&U'"%检验%

!!儿童白内障是影响儿童视功能和发育的常见眼病
之一* 儿童外伤性白内障术后并发症较先天性白内障
多"且后果严重 +&\%, * 外伤性白内障常伴有虹膜粘连$
虹膜根部离断$继发性青光眼$房角后退等并发症"增
加手术难度&术后较常见的并发症是后发性白内障的
发生及人工晶状体#+/XY*65.,*Y,W/="98@%移位 +2, * 如
何减少并发症并有效提高患儿的视力水平和

生活质量是治疗儿童白内障疾病的医学难题*
儿童的眼部特点决定了外伤后的复杂性* 首
先"儿童期增生反应较成年人更为活跃"在外
伤性白内障摘出术后部分不能一期植入 98@
的患者"二期 98@植入时"晶状体前后囊膜常
已增生粘连"无法分离出完整的囊袋&其次"外
伤导致的晶状体囊膜损伤增加了二期手术对

囊袋处理及植入 98@的难度&再次"儿童 98@
植入后易发生异位$纤维素性葡萄膜炎$后发
性白内障$玻璃体脱出增生$黄斑囊样水肿等并发
症

+"\1, * 因此"儿童外伤性白内障 98@植入术的难度
较大"目前临床上植入的手术方法也各不相同* 儿童
外伤性白内障仍以手术治疗为主"98@植入术是治疗
本病的有效方法

+:, * 本研究中对 1$ 例有后囊膜损伤
或后囊膜机化增厚的患儿分别采用 98@睫状沟植入联
合 98@光学部周边后囊孔嵌顿术和单纯 98@睫状沟植
入治疗"比较 % 种术式的疗效"寻找更优的儿童外伤性
白内障的手术方式*

A8资料与方法

A4A8一般资料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设计* 收集 %$&% 年 1

月至 %$&# 年 1 月于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儿童
外伤性白内障患儿 1$ 例 1$ 眼的病历资料"全部为单
眼发病"手术过程中均发现有后囊膜破损或后囊膜机
化增厚"其中男 "" 例"女 &1 例&年龄 & B&" 岁"平均
##S>>b%S'$%岁* 入院后均进行全身及眼部的全面检
查"除 & 例在外伤后 1 年就诊外"其余均在外伤后 1 H B
& 年就诊"平均为#1S%b&S"%个月* 术后随访 & B1 个
月"平均#"S2b&S%%个月* 根据后囊膜损伤的情况随
机采用 98@睫状沟植入联合 98@光学部周边后囊孔嵌

顿手术#联合手术组%治疗或单纯 98@睫状沟植入手
术#单纯手术组%治疗"每组各 2$ 例 2$ 眼* 1$ 例患儿
中"眼球穿通伤患儿 #: 例#占 >#f%"眼球顿挫伤 2 例
#占 #f%* % 个组间年龄$随访时间$术前受伤情况及最
佳矫正视力#UW=X56YYW5XWH V+=.*,*5.+XZ"CN_D%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s$S$#%#表 &"%%*

表 B8B 个组外伤性白内障术前不同 组=I7患者人数比较+##V%,

组别 例数
不同 CN_D下患者人数

不合作 光感\手动 数指\$S& $S&\$S%

联合手术组 2$ ##&1S:% &$#22S2% >#2$S$% 1#%$S$%

单纯手术组 2$ "#&2S2% &%#"$S$% &$#&2S2% "#&2S2%

"%值 $S:"1
!值 s$S$#

!注'CN_D'最佳矫正视力#"%检验%

A4B8方法
A4B4A8手术方法8所有病例均在全身麻醉下进行"由
同一位医师完成手术* 针对联合手术组患儿"采用上
方角巩膜缘切口"术前常规扩瞳* 做角巩膜缘隧道切
口及相应的辅助切口"前房注入黏弹剂"撕除或剪除部
分前囊膜"吸除晶状体皮质* 吸净周边残余皮质"分离
虹膜与囊膜的后粘连"分离前后囊膜粘连"充分暴露残
余囊膜* 对于后囊膜有破损且机化较重$囊膜较厚的
患儿行前段玻璃体切割"切除较厚机化膜"使后囊孔直
径大小为 "S# B#S$ ))"分离或剪开虹膜前后粘连"将
98@光学边缘部嵌顿于后囊孔"调整 98@位置"固定无
滑动后"有虹膜根断或瞳孔括约肌断裂者行虹膜根断
修复"瞳孔成形&注吸残余黏弹剂"前房内注入平衡盐
溶液或消毒空气泡"见前房维持可"术毕给予妥布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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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塞米松眼膏包封术眼*
针对单纯手术组患儿"采用上方角巩膜缘切口"术

前常规扩瞳* 做角巩膜缘隧道切口及相应的辅助切
口"前房注入黏弹剂"撕除或剪除部分前囊膜"吸除晶
状体皮质* 吸净周边残余皮质"分离虹膜与囊膜的后
粘连"充分暴露残余囊膜及睫状沟区* 对于囊膜破裂
且无机化增厚的患儿"修剪游离囊膜"切割脱入前房的
玻璃体及前部玻璃体"分离或剪开虹膜前后粘连"于囊
膜上植入 98@"晶状体襻位于睫状沟"调整 98@位置"
固定无滑动后"有虹膜根断或瞳孔括约肌断裂者"行虹
膜根断修复"瞳孔成形&注吸残余黏弹剂"前房内注入
生理盐水或消毒空气泡"见前房维持可"术毕给予妥布
霉素地塞米松眼膏包封术眼*

% 个组患儿中有瞳孔移位者均行瞳孔移位术"缝
合"使瞳孔移向中央* 对瞳孔括约肌断裂的病例"行瞳
孔缝合术"使瞳孔直径T2 ))* 本组病例中一期植入
人工晶状体者占 :"f"清创缝合术后二期植入人工晶
状体者占 %1f*
A4B4B8术后观察和处理8术后常规点用妥布霉素地
塞米松滴眼液"每日 " B# 次"睡前点用复方托吡卡胺
滴眼液和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膏各 & 次* 根据前房反
应"前房闪辉#E% B#EEE%$前房渗出物#E% B#EEE%
的患儿加用质量分数 &f泼尼松龙滴眼液"对于术后
瞳孔直径小于 " ))的患儿增加扩瞳次数"术后每天
观察视力"眼压"角膜混浊程度"前房反应"瞳孔大小$
位置$对光的敏感度和 98@位置* 可合作患儿行超声
生物显微镜检查"以虹膜水平连线平面与 98@平面的
夹角来评价 98@的倾斜度* 中央视轴区的混浊程度采
取 QWXg分级标准 +', '无混浊为 $ 级&极轻度混浊"可观
察囊膜轻度皱褶或残留单层晶状体细胞为 & 级&轻度
混浊"表现为蜂窝状"残留多层晶状体细胞为 % 级&中
度混浊"可见典型珍珠小体为 2 级&极度混浊"可见致
密珍珠小体为 " 级* 观察玻璃体$眼底的情况* 术后
定期于门诊复查*
A4C8统计学方法

采用 GFGG &:S$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 个
组患儿手术前后 CN_D$术后中央视轴区混浊分级$
98@倾斜度$术后并发症及手术操作时间的比较采用
"%检验* !T$S$#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8结果

B4A8% 个组患儿手术前后不同 CN_D人数比例比较
联合手术组和单纯手术组术后末次随访时患儿不

同 CN_D眼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1S':%"!T

$S$#%"联合手术组 CN_D为 $S2 B$S# 或s$S# 患眼数
量多于单纯手术组#表 2%* 联合手术组和单纯手术组
术后不同 CN_D患眼数量比例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联合手术组'"% h:S#"'"!T$S$#&单纯手

术组'"% h#S#:>"!T$S$#%"术后 % 个组患儿视力情况
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表 ""#%*

表 C8B 个组患儿术后不同 组=I7患眼数量比较+##V%,

组别 眼数
不同 CN_D患眼数量

T$S& $S&\$S% $S2\$S# s$S# 不合作

联合手术组 2$ '#%:% 1#%$% 1#%$% ##&:% ##&:%

单纯手术组 2$ &%#"$% &&#2:% %# 1% &# 2% "#&2%

"%值 1S':%
!值 T$S$#

!注'CN_D'最佳矫正视力#"%检验%

表 D8联合手术组手术前后不同 组=I7患眼数量比较+##V%,

时间 眼数
不同 CN_D患眼数量

T$S& $S&\$S% $S2\$S# s$S# 不合作

术前 2$ &>#12% 1#%$% $# $% $# $% ##&:%

术后 2$ '#%:% 1#%$% 1#%$% ##&:% ##&:%

"%值 :S#"'
!值 T$S$#

!注'CN_D'最佳矫正视力#"%检验%

表 E8单纯手术组手术前后不同 组=I7患眼数量比较+##V%,

时间 眼数
不同 CN_D患眼数量

T$S& $S&\$S% $S2\$S# s$S# 不合作

术前 2$ %%#:2% "#&2% $#$% $#$% "#&2%

术后 2$ &%#"$% &&#2:% %#1% &#2% "#&2%

"%值 #S#:>
!值 T$S$#

!注'CN_D'最佳矫正视力#"%检验%

B4B8% 个组患儿术后中央视轴区不同分级混浊患者
人数比较

术后末次随访观察联合手术组 2$ 例中"中央视轴
区 $ 级混浊者 %# 例"占 '2f&& 级混浊者 % 例"占 :f&
检查不合作者 2 例"占 &$f* 单纯手术组 2$ 例中"中
央视轴区 $ 级混浊者 %2 例"占 :1f&& 级混浊者 2 例"

占 &$f&检查不合作者 " 例"占 &2f* % 个组患儿均
未出现 % 级及以上的严重中央视轴区混浊* % 个组患
儿中央视轴区不同分级混浊患者例数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h$S21%"!s$S$#%*
B4C8% 个组患儿术后人工晶状体位置情况比较

联合手术组 98@偏斜 #wB&$w眼数少于单纯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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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联合手术组中未见 98@偏斜s&$w者"单纯手术组
有 & 眼出现 98@偏斜s&$w"% 个组患眼术后不同 98@

位置患眼数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S'#'"!T
$S$#%#表 1%*

表 P8B 个组患儿术后不同 X9E位置患眼数量比较+##V%,

组别 眼数
不同 98@位置患眼数量

居中 偏斜T#w 偏斜 #\&$w偏斜s&$w 不合作

联合手术组 2$ %"#'$% %# :% &# 2% $#$% 2#&$%

单纯手术组 2$ &2#"2% :#%2% ##&:% &#2% "#&2%

"%值 >S'#'
!值 T$S$#

!注'98@'人工晶状体!#"%检验%

B4D8% 个组术后晚期其他并发症
术后随访晚期联合手术组术后继发性青光眼 &

例"虹膜粘连 % 例"单纯手术组术后继发性青光眼 "

例"虹膜粘连 ' 例"% 个组不同并发症患眼数量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S%$$"!T$S$#%*
B4E8% 个组手术操作时间比较

% 个组不同手术操作时间患眼数量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h$S1#'"!s$S$#% #表 :%* % 个组手术
操作时间大于 >$ )+/ 的患眼均有虹膜根断或者瞳孔
括约肌的断离"均行瞳孔成形术*

表 S8B 个组不同手术操作时间患眼数量比较##%

组别 眼数
不同手术操作时间患眼数量

T2$ )+/ 2$\1$ )+/ 1$\>$ )+/ s>$ )+/

联合手术组 2$ % &# &$ 2

单纯手术组 2$ & &: &$ %

"%值 $S1#'
!值 s$S$#

!#"%检验%

C8讨论

儿童"尤其是学龄期儿童"是眼部外伤的高发人
群"而外伤性白内障是外伤后引起的常见眼病之一*

儿童外伤性白内障多是由眼球穿通伤所致"本研究中
1$ 例患儿穿通伤 #1 例"占 >1f"所有病例均为单眼发
病"这类白内障常伴有虹膜粘连$虹膜根部离断$继发
性青光眼$房角后退等"部分病例前后囊膜难以分离"

增加了手术难度* 儿童外伤性白内障术后并发症较
多"常见的并发症是晶状体后囊膜的混浊及 98@移位$
98@瞳孔夹持等 +>, * 因此"儿童外伤性白内障如何选

择手术方式及如何处理术后并发症一直是困扰眼科医

生的难题*
本研究中"% 个组患儿术后视力较术前视力均有

提高"说明外伤性白内障摘出联合 98@植入$前段玻璃
体切割术对于治疗儿童外伤性白内障的效果确切"与
e*)*)6X6等 +&$,

的研究一致* 而联合手术组患儿中"
术后视力大于 $S2 的患眼有 && 眼"单纯手术组仅有 2
眼"说明联合手术组手术方式在提高患儿视力方面优
于单纯手术组* 陈茂盛等 +&&,

的研究中也提出"对儿童
白内障进行后囊连续环形撕囊 #56/X+/.6.=5.YV+,+/W*Y
5*[=.,6YJWI+=6K[6=XWY+6Y5*[=.,*Y"FNNN%联合98@光学
部后囊夹持术"能有效预防后发性白内障的发生"而且
98@位置保持稳定"手术过程安全可靠"并发症少*

98@偏斜是外伤性白内障术后主要的并发症之
一"其原因是儿童白内障术后晶状体皮质的增生及囊
袋的皱缩造成的* 外伤性白内障患儿囊袋不完整"且
囊膜机化增厚较为明显"术后炎症及增生反应均较年
龄相关性白内障重"术后 98@偏斜的情况更为严重*
M+)UW,等 +&%,

首先提出对后囊膜进行环形撕囊"将 98@
的光学部从撕囊口向后脱出"固定于囊膜后"形成光学
部后囊膜嵌顿&该研究认为此种手术方式可使 98@的
位置相对稳定"并且可以防止玻璃体前突* 本研究中
针对儿童外伤性白内障术后易发生囊膜的增厚机化的

特点"采用了 98@光学部周边后囊孔嵌顿联合前段玻
璃体切割的手术方式治疗儿童外伤性白内障"结果显
示联合手术组患儿中 98@的偏斜及术后的并发症较单
纯手术组患儿更少* 98@睫状沟植入联合 98@光学部
周边后囊孔嵌顿术后 98@偏斜者仅有 2 眼"无严重的
98@偏斜&而单纯 98@睫状沟植入发生术后 98@偏斜
者有 &2 眼"且有 & 眼发生严重的 98@偏斜"对患儿视
力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分析其原因可能有'#&%98@嵌
顿于后囊膜"减少其滑动的几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囊
膜与 98@黏合更为牢固&#%%嵌顿的 98@封闭了后囊
口"减少晶状体上皮细胞向玻璃体腔的移行"降低囊袋
皱缩和皮质增生对 98@位置的干扰"从而减少 98@位
置偏移的发生"与陈茂盛等 +&&,

的研究结果类似* 因
此"98@后囊膜嵌顿较少发生 98@移位"视力优于单纯
睫状沟植入*

在本研究中"98@睫状沟植入联合 98@光学部周
边后囊孔嵌顿术后有 2 眼出现并发症"单纯睫状沟植
入术后有 &% 眼出现并发症"与单纯睫状沟植入术比
较"后囊孔嵌顿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下降"主要表
现在继发性青光眼和虹膜粘连的发生明显减少* 我们
分析原因主要为联合手术组患者的 98@距离虹膜较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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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手术组远"98@与虹膜的接触面积更少"这样能减少
虹膜色素的脱失"减少青光眼等并发症的发生 +&2\&", *

后发性白内障是儿童外伤性白内障术后常见的并

发症"究其原因是由于儿童对损伤的应激性较高"成纤
维细胞增生能力强

+&#\&1, "外伤后大量纤维炎性细胞渗
出"促进虹膜与其他组织粘连"并加速晶状体上皮细胞
的移行和增生"迅速形成后囊膜混浊&另外"玻璃体前
界膜为细胞增生提供了支架"引起视轴区的混浊"对术
后视力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儿童外伤性白内障术后几
乎 &$$f患者发生后囊膜混浊* 有学者采用前段玻璃
体切割术彻底切净前部玻璃体"破坏玻璃体前界膜"使
后发性白内障的发生率下降至 >S#%f +&:\&>, * 本研究
中仅有 # 例患儿发生后囊膜的轻度混浊"发生率不到
&$f"且未出现视网膜脱离$黄斑水肿等严重并发症*
% 个组患儿后发性白内障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究其原因在于 % 个组患儿均行前段玻璃体切割
术"破坏了玻璃体前界膜"破坏了细胞移行及增生的支
架"从而使后发性白内障的发生率大幅度降低*

外伤性白内障患儿囊膜大多破损"后囊膜破损大
小不一$位置不定"囊膜弹性较大"易发生机化$增厚"
若在此类患儿单纯行囊袋内植入"由于囊袋内可承担
力量不均衡"大部分患儿术后会发生 98@移位"甚至出
现脱位入玻璃体腔或脱入前房等严重并发症* 因此"
本研究中针对此类患儿改良了植入 98@的手术方式"
即 98@睫状沟植入联合 98@光学部周边后囊孔嵌顿*
我们认为"98@光学部周边后囊孔嵌顿联合前段玻璃
体切割的主要优势有'#&%更好地提高术后视力&#%%
减少 98@移位的发生"98@位置相对稳定&#2%减少术
后并发症的发生*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手术样本量过小"且
随访时间较短&同时受回顾性研究自身的限制以及对
病例分组时选择偏倚的限制"对于研究结果可能存在
偏倚性* 未来需要开展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同时
期待术后更远期的观察及随访*

综上所述"对儿童外伤性白内障行 98@睫状沟植
入联合 98@光学部周边后囊孔嵌顿术联合前部玻璃体
切割术"术后可以有效地预防后发性白内障的发生"可
以更好地提高术后视力"减少 98@偏斜的发生"术后并
发症少"但该手术对手术技巧和手术经验要求较高"手
术的远期效果仍需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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