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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单眼外直肌后退联合内直肌缩短术对眼球外转功能的影响(!方法!回顾分析 ?9
例 "#%C 年 3 月至 "#%= 年 ? 月诊断为共同性外斜视并初次行斜视矫正术并且术后随访时间不少于 3 个月的
患者资料( 非手术眼的测量值作为对照组&3% 眼'( 将 %%$ 眼术眼分为 C 个组#&%'外直肌后退&DM'组&"9
眼'#单条外直肌后徙 9 E? ''+&"'小量外直肌后徙:内直肌缩短组"简称小量 M>M组 &"C 眼'#外直肌后徙
= E3 ''"内直肌缩短 C E= ''+&$'中量 M>M组&"< 眼'#外直肌后徙 9 E? ''"内直肌缩短 = E3 ''+&C'大量
M>M组&$$ 眼'组#外直肌后徙 ? E%# ''"内直肌缩短 9 E? ''( 三棱镜交替遮盖测量手术前后的斜视度"数
码照片记录手术后的眼球外转位置"计算手术后的眼球运动幅度"弓形视野计测量手术前后的外转单眼注视
野(!结果!?9 例患者术后 3 个月"9% 例为正位"手术成功率为 ?%J3%K"手术失败为 %3 例"失败率为
%?J$<K"其中过矫 = 例"占 =J=3K"欠矫 %% 例"占 %"J3CK( 数码照相显示"对照组*DM组*小量 M>M组*中量
M>M组和大量 M>M组病例术前平均外转幅度分别为&%%J?3P%J%%'*&%"J#CP#J3?'*&%%J=?P%J#3'*&%%J?3P
#J<$'和&%"J""P#J3#'''"术后平均外转幅度分别为&%%J?%P%J#$'*&%%J?%P#J9#'*&%#J9?P%J#='*&%#J=CP
%J#9'和&<J<#P#J?"'''"术前各组外转幅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J?="!N#J%"'"术后各组外转幅度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N"?J#C"!N#J##'"组间比较对照组和 DM组术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J<<'"其余各手术
组术后外转幅度均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N#J##'( 弓形视野计测得对照组*DM组*小量 M>M组*中
量 M>M组和大量 M>M组术前平均单眼外转注视野分别为&=#J?"P$J$#'a*&=%JC?P"J$<'a*&=#J%$P$J=%'a*
&=%J#3P"J<#'a和&="J#<P"J3%'a"术后各组单眼外转注视野分别为&=#J="P$J=%'a*&=#J%%P"J$3'a*&C3J$?P
$J39'a*&CCJ##P$J##'a和&C%J?CP"JC3'a"术前各组单眼外转注视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J9="!N#J%C'"
术后各组单眼外转注视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J9="!N#J##'"组间比较对照组和 DM组术后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N#J=9'"其余各手术组术后单眼外转注视野都减少(!结论!单眼外直肌后徙联合内直肌缩短术
对眼球外转功能会有一定影响"因此"应避免因单眼手术量过大引起术后产生侧方注视的非共同性"从而影响
双眼单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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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P%J%%''')- GSF5,-GI,*.I,TY"&%"J#CP#J3?''')- GSFDM.I,TY"&%%J=?P%J#3''')- GSF;'(**(',T-G
M>M.I,TY"&%%J?3P#J<$''')- GSF'FU)T'(',T-GM>M.I,TY (-U &%"J""P#J3#''')- GSF*(I.F(',T-GM>M
.I,TY4LSFY,;G,YFI(G)WF'F(- (QUT5G),- ,XF(5S .I,TY V(;&%%J?%P%J#$'"&%%J?%P#J9#'"&%#J9?P%J#='"&%#J=CP
%J#9' (-U &<J<# P#J?" ' ''"IF;YF5G)WF*+4HF(- (QUT5G),- (',-.GSFX)WF.I,TY;V(;-,G;).-)X)5(-G*+U)XXFIF-G
YIF,YFI(G)WF*+&?N%J?="!N#J%"'"VS)*F)GV(;;).-)X)5(-G*+U)XXFIF-GY,;G,YFI(G)WF*+&?N"?J#C"!N#J##'4LSF
(QUT5G),- QFGVFF- 5,-GI,*.I,TY (-U ;'(**(',T-GM>M.I,TY V(;-,G;).-)X)5(-G*+U)XXFIF-GY,;G,YFI(G)WF*+&!N
#J<<'"QTGGSF(QUT5G),- ,X5,-GI,*.I,TY V(;;).-)X)5(-G*+.IF(GFIGS(- GS(G,X(**GSFM>M.I,TY;&(**(G!N#J##'4
HF(- *(GFI(*',-,5T*(IX)/(G),- X)F*U ,XF(5S .I,TY YIF,YFI(G)WF*+V(;&=#J?"P$J$#'a)- 5,-GI,*.I,TY"&=%JC?P
"J$<'a)- DM.I,TY"&=#J%$P$J=%'a)- ;'(**(',T-GM>M.I,TY"&=%J#3P"J<#'a)- 'FU)T'(',T-GM>M.I,TY
(-U &="J#<P"J3%'a)- *(I.F(',T-GM>M.I,TY4LSFY,;G,YFI(G)WF'F(- *(GFI(*',-,5T*(IX)/(G),- X)F*U ,XF(5S .I,TY
V(;& =#J=" P$J=% 'a" & =#J%% P"J$3 'a" & C3J$? P$J39 'a" & CCJ## P$J## 'a" & C%J?C P"JC3 'a" IF;YF5G)WF*+4
@IF,YFI(G)WF*(GFI(*',-,5T*(IX)/(G),- X)F*U (',-.GSFX)WF.I,TY;V(;-,G;).-)X)5(-G*+U)XXFIF-G&?N%J9="!N
#J%C'"VS)*FY,;G,YFI(G)WFU)XXFIF-5FV(;;).-)X)5(-G&?N==J9="!N#J##'4D(GFI(*',-,5T*(IX)/(G),- X)F*U QFGVFF-
5,-GI,*.I,TY (-U DM.I,TY V(;-,G;).-)X)5(-G*+U)XXFIF-GY,;G,YFI(G)WF*+&!N#J=9'"QTGGSF'F(- *(GFI(*',-,5T*(I
X)/(G),- X)F*U ,X5,-GI,*.I,TY V(;;).-)X)5(-G*+.IF(GFIGS(- GS(G,X(**GSFM>M .I,TY;& (**(G!N#J## '4!
!*-%.<)(*-)!LSF;T55F;;XT*(*).-'F-GI(GF,XT-)*(GFI(*IF5F;;:IF;F5GYI,5FUTIF);;(G);X+)-."QTG)G5(- (*;,5IF(GF
(QUT5G),- UFX)5)GF;YF5)(**+)- *(I.F;TI.)5(*(',T-G;F+F4@(G)F-G;V)GS Q)-,5T*(IW);),- V)**QF;F-;)G)WFG,U)Y*,Y)()-
;)UF.(oF+)- ;T5S 5(;F;"GSF5,-;FbTF-5F;,XIF5F;;:IF;F5GYI,5FUTIF;S,T*U QF5,-;)UFIFU Y(IG)5T*(I*+G,(W,)U
UF5IF(;F,XGSFQ)-,5T*(I;)-.*FW);),- X)F*U4!

"='4 3*$1)#6&/,GI,Y)(" 5,-5,')G(-G:;TI.FI++ 75T*(I',WF'F-G:BQUT5G),-+ ]GFIF,Y;);+ H,-,5T*(IW);),-
X)F*U+ LIF(G'F-G,TG5,'F;

><-1,$*/$#0# ]5)F-G)X)5(-U LF5S-,*,.)5(*@I,1F5G,X[F-(- ]5)F-G)X)5A,'')GGFF & %""%#"$%#%$" '+
HFU)5(*]5)F-5FMF;F(I5S @I,1F5G,X[F-(- @I,W)-5F&"#%##$%%"'

!!共同性外斜视可采取双眼对称术式或单眼非对称
术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倾向于行单眼外直肌
后退联合内直肌缩短手术"认为该术式术后复发率较
低

,%e$- "且符合患者心理期望( 但是肌肉后退术会导
致在该肌肉功能眼位上的减弱效果最强"而肌肉缩短
术则在其功能眼位相反的眼位上产生更大的加强效

果( 因此外斜视矫正术会引起侧方运动非共同性"有
可能导致融合功能异常"严重的可出现明显双眼单视
视野缩小*侧方复视( 虽然已有不少研究证实单眼外
直肌后退联合内直肌缩短术式或多或少会影响术眼外

转功能
,Ce?- "但针对不同手术量对外转功能影响程度

的定量研究很少( 本研究收集近 " 年于河南省立眼科
医院诊断为共同性外斜视并初次行斜视矫正术患者资

料"分析斜视度 $#$
以上的共同性外斜视患者手术前

后外转幅度和单眼外转注视野变化"对不同斜视手术
量后眼球外转力和单眼外转注视野的变化进行定量研

究"为临床合理设计斜视手术提供参考(

?6资料与方法

?4?6一般资料
采用回顾性研究设计( 收集 "#%C 年 3 月至 "#%=

年 ? 月于河南省立眼科医院诊断为共同性外斜视并初
次行斜视矫正术患者 ?9 例( 其中男 =" 例"女 $= 例+
年龄 3 ECC 岁"平均年龄&%=J#%P?JC<'岁+发病年龄
" E$? 岁"平均&9J%CP3J%#'岁+病程 % E$= 年"平均

&9J?9P9J#?'年+最佳矫正视力右眼 #J<CP#J%="左眼
#J<"P#J%9+等效球镜度右眼 &e%J%3P%J"?'6"左眼
&e%J%?P%J"3'6+间歇性外斜视 3= 例"恒定性外斜视
"" 例+ 术前斜视度为 $#$ E%##$ " 平均 & ="J?C P
%9J%#'$ +同视机三级双眼视功能检查显示"具有$级
视功能者 3= 例"#级者 =% 例"&级者 "9 例+具有较好
近立体视&"%## ;'者 C# 例( 纳入标准#年龄!3 岁+
双眼最佳矫正视力!#J?+术前眼球运动正常+随访时
间!3 个月( 排除标准#所有患者分别于手术前后行
裸眼视力*最佳矫正视力*眼压*裂隙灯显微镜*眼底*
眼球运动等检查"排除眼球器质性病变( 患儿家长均
了解手术情况"同时术前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
?4@6方法
?4@4?6屈光检查"%" 岁的患者用质量分数 %K阿托
品滴眼液扩瞳"%" 岁以上患者用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
扩瞳验光"并根据屈光度配戴合适眼镜至少 $ 个月"儿
童若有弱视"先行弱视治疗直至双眼视力平衡最佳矫
正视力达到 #J? 后行斜视矫正术(
?4@4@6眼位及双眼视功能检查6术前术后均采用角
膜映光法和三棱镜交替遮盖法分别检查 $$ 5'及 3 '
处斜视度"同视机检查双眼视功能 &8*#*&级 '"
L)G'T;立体视画本检查近立体视(
?4@4A6外转功能检查6术前及术后采用佳能数码相
机&像素 % ###'对患者行 < 方位眼位照相( 相机距离
患者=#5'"拍照时打开闪光灯"以获得角膜反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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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不同斜视度对应手术
方式与手术量

三棱镜

斜视度

&$ '

主导眼

外直肌

后徙&'''

非主导眼

外直肌后徙

:内直肌
缩短&'''

$#e$C #J# =J#:CJ#
$=eC= #J# =J=:=J#
C3e== #J# 9J#:=J#
=3e3# #J# ?J#:3J#
3%e9# #J# ?J#:9J#
9%e9< 9J# 9J#:=J#
?#e<# ?J# ?J#:3J#
<%e%## <J# <J#:?J#

拍照时在患者额部固定软尺&得力文具'作为测量尺(
为获得眼球最大外转眼位"遮盖非注视眼"嘱患者追随
调节视标直至视标开始模糊"眼球不能外转时"去除遮
盖拍照( 采用图形处理软件 @S,G,;S,Y 将正前方注视
照片与外展位照片叠加"裁剪出角膜内缘运动变化"放
置在额部标尺上"读出眼球运动幅度( 测量出手术前
后两眼的最大外转幅度( 计算术后最大外转力减少
率"公式如下#外转力减少率N&术前外转幅度e术后外
转幅度' :术前外转幅度(

术前及术后采用弓形视野计测量单眼运动水平外

转注视野( 自然光线下"固定头部"分别遮盖一侧眼"
令被检眼注视弓形视野计的中心注视点"检查者手持
&字视标&= '检查距离时的 =J# 视标'作为刺激物"
在视野弓上将视标从视野计的中央向周边匀速移动"
当视标由清晰变模糊时"视野计上所示读数为单眼外
转注视野

,%- "计算术后外转注视野减少率"公式如下#
外转注视野减少率N&术前外转注视野e术后外转注视
野' :术前外转视野(
?4@4岁6手术方法6所有病例手术由同一手术医生完
成( 手术设计以三棱镜遮盖法测得的斜视度为依据"
根据斜视度大小和斜视类型选择术式"斜视度 $#$ E

9#$
者"行单眼外直肌后

徙联合内直肌缩短术"
斜视度g9#$

者"行双眼
外直肌后徙联合非主导

眼内直肌缩短术"术中
充分分离眼外肌肌间隔

及节制韧带"后退量计
算为术中测得原肌止端

到新肌止端之间的距离"
缩短量为术中测得缩短

肌肉长度再减去% ''"
手术量根据术者个人经

验设计"详见表 %(
将未手术眼的术前术后测量值作为对照组 & 3%

眼'( 按照手术量不同"将 %%$ 眼术眼分为 C 个组+
&% ' 外直肌后退 &*(GFI(*IF5GT;IF5F;;),-"DM' 组 & "9
眼'#单条外直肌后徙 9 E? ''+&"'小量外直肌后徙:
内直肌缩短组"简称小量 M>M&MF5F;;>MF;F5G'组 &"C
眼'#外直肌后徙 = E3 ''"内直肌缩短 C E= ''+&$'中
量 M>M组&"< 眼'#外直肌后徙 9 E? ''"内直肌缩短
= E3 ''+&C'大量 M>M组 &$$ 眼'#外直肌后徙 ? E
%# ''"内直肌缩短 9 E? ''(
?4@4D6手术效果评估!记录术后 3 个月患者眼位矫正

情况"三棱镜交替遮盖检查斜视度在P?$
内者视为正

位"欠矫&g?$ '或过矫&g?$ '( 按照术后三棱镜眼位检
查结果将患者分为手术成功组&正位'和失败组&包括
欠矫和过矫'"同时分析发病年龄*手术年龄*患病时间*
术前斜视度*术前立体视功能与手术效果是否相关(
?4A6统计学方法

采用 ]@]] %$J#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各组
计量数据采用 ]S(Y)I,>O)*̂正态性检验检查是否符合
正态分布"符合正态分布数据比较采用重复测量两因
素方差分析和多变量方差分析( 不符合正态分布数据
采用 _IT;̂(*>O(**);检验或 H(-->OS)G-F+秩和检验"
计数数据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 \);SFI精确概率法( 采
用 HFUA(*5统计软件对数码照相和弓形视野计测量的
外转变化率行 j*(-U>B*G'(- 一致性分析和 O)*5,/,-
符号秩和检验( !̀ #J#=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结果

@4?6斜视术后手术效果
?9 例共同性外斜视患者术后 3 个月随访其手术

效果"9% 例为正位"手术成功率为 ?%J3%K"手术失败
为 %3 例" 失败率 为 %?J$<K" 其 中 过 矫 = 例" 占
=J=3K"欠矫 %% 例"占 %"J3CK( 分析各个影响手术
效果的可能因素"失败组视远视近斜视度比成功组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J###*#J##"'( " 个组间发病
年龄*手术年龄及病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N
#J9$*#J""*#J%?'( 术前各立体视功能情况 " 个组间
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均 !g#J#='&表 "'(

表 @6影响手术效果的相关因素分析

组别 例数
发病年龄

(

&3P>"年'
手术年龄

(

&3P>"年'
病程

(

&3P>"年'

性别

构成比
Q

&男:女"%:%'

斜视类型
Q

&间歇性:
恒定性"
%:%'

成功组 9% 9J#9P3J"# %CJ$<P 9J<9 9J$"P3J=3 CC :"9 =C :%9
失败组 %3 9JCCP=J?C %9J9=P%#J$$ %#J$%P?J?? < :9 %% :=
! #J9$ #J"" #J%? #J39 #J#=C

组别 例数

术前斜视度 术前远立体视&例'

视近斜视度
5

&3P>"YU'
视远斜视度

5

&3P>"YU'

一级
Q

&有无"
%:%'

二级
Q

&有:无"
%:%'

三级
U

&有:无"
%:%'

术前较好

近立体视
Q

&是:否"
%:%'

成功组 9% =$J<"P%CJ#% C=J<CP%3J9" == :%3 C$ :"? "= :C3 $C :$9
失败组 %3 9#J<CP%=J3C 3#J3$P%3J"% %# :3 ? :? " :%C 3 :%#
! #J### #J##" #J"" #J=? #J%$ #J=?

!&(#独立样本 -检验+Q#卡方检验+5#H(-->OS)G-F+检验+U#\);SFI精
确检验'

@4@6手术前后外转力变化
@4@4?6各组手术前后外转幅度变化6数码照相显示"

!"?$!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3 卷第 = 期!AS)- c&/Y 7YSGS(*',*"H(+"#%?"d,*4$3"Z,4=

Q2xvdWRWZXJzaW9uLQo?



术前对照组*DM组*小量 M>M组*中量 M>M组和大量
M>M组平均外转幅度分别为&%%J?3P%J%%'*&%"J#CP
#J3?'* & %%J=? P%J#3 '* & %%J?3 P#J<$ ' 和 & %"J"" P
#J3#'''"术后各组外转幅度分别为&%%J?%P%J#$'*
&%%J?% P#J9# '* & %#J9? P%J#= '* & %#J=C P%J#9 ' 和
&<J<#P#J?"'''"手术前后外转幅度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时间 NCC$J3$"!N#J##'"不同手术量组外转
幅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组别 N%##J3#"!N#J##'( 进
一步多变量方差分析显示"术前各组外转幅度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N%J?="!N#J%"'"术后各组外转幅度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J#C"!N#J##'"对照组和 DM
组术后外转幅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J<<'"
对照组和 DM组手术前后外转幅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N#JC%*#J9C'"其余各手术组术后外转幅度
均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N#J##'&图 %'(

术后术前

外
转
幅
度（

m
m）

对照组 小量
R-R组

中量
R-R组

大量
R-R组

LR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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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0

术后术前

外
转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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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对照组 小量
R-R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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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组

大量
R-R组

LR组

15

10

5

0

图 ?6数码照相各组术前术
后外转幅度变化!?组别 N

%##J3#" !N#J##0 ?时间 N

CC$J3$"!N#J##4术前各组
外转幅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J?="!N#J%"'"术后各
组外转幅度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N"?J#C"!N#J##' 0对
照组和 DM组手术前后外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N#JC%*#J9C' "
其余各手术组术后外转幅度均有不同程度减低&均 !N#J##' &重复
测量两因素方差分析"多变量方差分析"对照组*DM组*小量 M>M
组*中量 M>M组*大量 M>M组 % 分别为 3%*"9*"C*"< 和 $$'!DM#外
直肌后退0M>M#外直肌后徙:内直肌缩短

对照组*DM组*小量 M>M组*中量 M>M组和大量
M>M组术后外转力减少率分别为 #J?%&e%J"$"%J9<'*
%J3C & #J?C" $J$3 '* CJ<" & $J%9" ?J$# '* <J3" & 3J<#"
%CJC%'和 %<J$=&%CJ3$""$JC<'"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N#J##'( 两两比较显示"对照组与 DM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JC?'#所有 M>M组外转减
少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N
#J##'( DM组*小量 M>M组*中量 M>M组和大量 M>M

组外转减少率依次升高"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 !N#J##'&图 "'(
@4@4@6各组术后单眼外转注视野变化6弓形视野计
测得对照组*DM组*小量 M>M组*中量 M>M组和大量
M>M组术前平均单眼外转注视野分别为 & =#J?" P
$J$#'a*& =%JC? P"J$< 'a* & =#J%$ P$J=% 'a* & =%J#3 P
"J<#'a和&="J#<P"J3%'a"术后各组单眼外转注视野
分别 & =#J=" P$J=% 'a* & =#J%% P"J$3 'a* & C3J$? P
$J39'a*&CCJ##P$J##'a和&C%J?CP"JC3'a"手术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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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各组外转减少率比较
!对照组与 DM组外转减少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JC? ' "其余各组两两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N#J##'!DM组*小量
M>M组*中量 M>M组和大量
M>M组外转减少率依次升高
&_IT;̂(*>O(**);检验"H(-->

OS)G-F+检验"对照组*DM组*小量 M>M组*中量 M>M组*大量 M>M组
% 分别为 3%*"9*"C*"< 和 $$'!DM#外直肌后退0M>M#外直肌后徙:
内直肌缩短

单眼外转注视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时间 N
3C%J"="!N#J##'"不同手术量组单眼外转注视野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组别 N%"?J"C"!N#J##'( 进
一步多变量方差分析显示"术前各组单眼外转注视野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J9="!N#J%C'"术后各组单
眼外转注视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J9="!N
#J##'"组间比较对照组和 DM组术后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N#J=9'( 对照组和 DM组手术前后外转注视野
无明显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N#J$C*#J3='0
与术前比较"所有 M>M组术后单眼外转注视野均有减
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J#='&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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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6手术前后各组单眼外
转注视野变化图!?组别 N

%"?J"C"!N#J##0 ?时间 N

3C%J"="!N#J##4术前各组
单眼外转注视野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N%J9=" !N
#J%C' "术后各组单眼外转
注视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J9="!N#J## ' 0对
照组和 DM组手术前后外转注视野无明显变化"与术前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N#J$C*#J3=' "所有 M>M组术后单眼外转注视野均
有减小"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J#=' &重复测量两
因素方差分析"多变量方差分析"对照组*DM组*小量 M>M组*中量
M>M组*大量 M>M组 % 分别为 3%*"9*"C*"< 和 $$'!DM#外直肌后
退0M>M#外直肌后徙:内直肌缩短

对照组*DM组*小量 M>M组*中量 M>M组和大量
M>M组外转注视野减少率分别为 #J# &e%J<3""J#3'*
$J9#&#J#"=JC='*3J$? &$J"="%#J%$ '*%CJ"< &%#J3C"
%9J9#'和 "%J#=&%9J$%""$J=$'"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N#J##'"对照组与 DM组外转注视野减少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J%%'0所有 M>M组外转
减少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N
#J##'0DM组*小量M>M组*中量M>M组和大量M>M组
外转减少率依次升高"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N#J##'&图 C'(

组$?$组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3 卷第 = 期!AS)- c&/Y 7YSGS(*',*"H(+"#%?"d,*4$3"Z,4=

Q2xvdWRWZXJzaW9uL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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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岁6各组单眼外转注视
野减少率比较!对照组与
DM组外转注视野减少率比
较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
#J%% ' + DM 组* 小 量 M>M
组*中量 M>M组*大量 M>M
组外转减少率依次升高组两
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 !N#J## ' &_IT;̂(*>
O(**);检验组H(-->OS)G-F+检验组对照组*DM组*小量 M>M组*中量 M>
M组*大量 M>M组 % 分别为 3%*"9*"C*"< 和 $$'!DM#外直肌后退+
M>M#外直肌后徙:内直肌缩短

@4A6数码照相与弓形视野计测量外转变化率的一致
性分析

j*(-U>B*G'(- 一致性分析显示组数码照相法与弓
形视野计测量结果之间有 9JC9K & %$:%9C '的点在
<=K一致性界限之外组在一致性界限范围内组" 种测量
结果差值的绝对值最大为 3J"K&图 ='( O)*5,/,- 符
号秩和检验结果显示组" 种测量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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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6数码照相与弓形视野计
测量外转变化率的一致性分

析!j*(-U>B*G'(- 一致性分析
显示组有 9JC9K & %$ :%9C ' 的
点在 <=K一致性界限之外组在
一致性界限范围内组" 种测量
结果差值的绝对值最大为

3J"K

A6讨论

共同性外斜视是常见的斜视类型组包括间歇性外
斜视和恒定性外斜视两大类组其中间歇性外斜视又分
为集合不足型*基本型*分开过强型和类似分开过强
型

8<- ( 由于影响外观和立体视功能组多采取斜视矫正
手术和功能训练治疗( 对于集合不足型手术以加强内
直肌功能&内直肌缩短术'为主组分开过强型首选减弱
外直肌功能&外直肌后徙术'组而对于基本型组两类术
式均可以选择( 对于共同性外斜视手术效果的评估由
于不同研究的术前斜视度*随访时间*手术方式和评价
标准不全相同组报道正位率为 ==K E?$K 8?组%#e%"- 组差异
很大( 本研究与戴鸿斌等 8?-

研究的手术方式和随访

时间一样组术后正位率也接近( 在对可能影响手术效
果的因素分析发现组只有术前斜视度与手术效果相关组
斜视度大的患者正位率较低组这与之前研究对于行单
眼 " 条肌肉外斜视手术的大角度斜视患者术后回退率
更高组正位率明显较小角度斜视低的结果一致 8%$e%=- (

研究证实单眼外直肌后退联合内直肌缩短手术会

影响术眼外转功能组导致术后侧方注视的非共同
性

8Ce?- ( 张晓蕾等 8%-
研究了共同性外斜视术后单眼注

视野变化组结果显示常规手术量施行单条水平直肌后
退和外直肌后退及缩短术单眼注视野均无变化(
OF(̂*F+等 8%3-

对单眼外直肌后退术的研究发现组外直
肌后徙g?J= ''易出现外转不足( 但杨丽坤等 8%9-

在

对外直肌超常量后徙术的研究中发现组单纯超长量外
直肌后徙 ? E%= ''组 术后眼球外转不受影响(
OF(̂*F+等 8%3-

和杨丽坤等
8%9-
的研究都是通过观察术

后外转时颞侧角膜缘能否到达外眦来判断眼球运动是

否受到影响( 但在一些睑裂较短的患者组如果内外眦
距离较小组术前外转时外眦往往能覆盖一部分角膜外
缘组即使术后外转功能有明显减少组从外观上看外转仍
然是到位的( OF(̂*F+等 8%3-

的研究对象主要为高加索

人种组睑裂长组而杨丽坤等 8%9-
的研究对象是蒙古人种组

睑裂较短( 可见单纯采用外展时角膜缘能否到达外眦
角来评估眼球外转功能组容易产生研究偏倚组应该对眼
球运动做术前术后的量化对比( 本研究结果显示组单
眼外直肌后徙 9 E? ''组术后患者外转力减少率和单
眼外转注视野减少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组而所有行单眼外直肌后退及缩短术患者术后外转
功能均有减少组可见单眼外直肌后徙"? ''不会影响
眼球外转功能组而单眼外直肌后退联合内直肌缩短术
&其中外直肌后退!C ''组内直肌缩短!C '''对眼球
运动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虽然本研究发现组即使是常
规量的外直肌后退联合内直肌缩短术&外直肌后退"
9 ''组内直肌缩短"= '''也会对眼球外转功能造成
影响组但从研究结果来看组常规量的手术设计对眼球外
转幅度的减少 %̀#K组患者很少出现术后侧方复视的
临床症状( 但是超常量的手术设计眼球外转幅度的减
少可达到 ""J=?K组在双眼视功能好的患者则可能出
现侧方复视组因此应尽量避免( 另外行单眼手术时组应
该术前常规测量侧方外斜度组若有侧方非共同性组应选
择侧方外斜度大的同侧眼为术眼 &若右侧斜视度大组
则术眼为右眼'(

数码照片是数字化的摄影作品组可以直接在计算
机上进行后期处理( D)'等 8%?-

曾采用 < 方位眼位数
码照相组结合 @S,G,;S,Y 图形处理软件组对正常人群的
眼球运动幅度进行研究组研究结果证实采用数码照相
结合 @S,G,;S,Y 的边界识别自动划定角膜缘边界来测
量眼球运动幅度是客观*重复性很好的研究方法( 本
研究中采用 D)'等 8%?-

的方法界定术前术后角膜缘组通
过比较眼球最大外展位时鼻侧角膜缘的运动幅度从而

!C?$!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3 卷第 = 期!AS)- c&/Y 7YSGS(*',*组H(+"#%?组d,*4$3组Z,4=

Q2xvdWRWZXJzaW9uLQo?



判定外转力的变化( 本研究采取数码照相分析法和注
视野变化 " 种方法来观察术后外转的变化"其中前者
是直观的运动幅度的变化"后者是测量的单眼功能视
野"间接反映眼球运动的变化( 从两者测量术后外转
减少率结果的一致性分析来看"在一致性界限范围内"
" 种测量结果差值的绝对值最大为 3J"K"结果一致性
好"可见 " 种方法都能客观反映术后眼球运动的变化
情况"其中数码照相分析法不需要机构添置新的设备"
方便基层医院医生使用"值得在临床研究中推广( 需
要提出的是"为防止术前及术后由于拍照的位置不同
而导致的图形变形"拍照时要固定相机距离患者的距
离"相机的高度与视轴基本在同一水平(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共同性外斜视即使行常规
手术量单眼一退一缩手术对眼球外转功能仍然有影

响"会导致侧方注视非共同性"因此对于保留部分双眼
视功能的外斜视患者"不仅要考虑术后正前方视远及
视近的眼位"同时也应兼顾术后眼球运动的共同性(
本研究从单眼眼球外转运动和单眼功能注视野探讨了

术后眼球运动变化"未能对患者术后双眼单视野变化
做研究"同时由于手术医师计算手术量习惯"本研究手
术量也未能涵盖所有手术量组合"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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