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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和加强我国的眼科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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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年来#虽然我国的临床病例资源明显多于国际上的先进国家#但由于我国对临床研究的重视

程度和资金投入不足#我国的临床医学研究工作一直比较滞后#大大影响了我国临床规范化医疗的开展& 近

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对临床医学研究在医学科技创新中的作用认识的加深和对临床科研支持力度的加大#基

于临床的研究将面临新的机遇& 眼科医生既是疾病的诊治者#也是临床研究的实施者#应当注重在一线临床

工作中发现临床问题#通过开展临床研究工作来更新和完善新的知识体系#指导和规范医疗行为#提高眼病诊

疗水平#把握医学发展的客观趋势#开展高质量的临床试验研究& 目前#要在眼科领域开展临床研究#我们还

面临一些挑战#如临床研究项目立项困难'临床研究的伦理学审批困难'前瞻性研究方案设计需规范'多学科

合作的研究方式有待加强等& 希望有关管理部门和国内同道重视眼科的临床研究#期待更多有分量的临床研

究结果展现在世人面前&

$关键词%!眼科学( 临床研究( 伦理( 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注册( 前瞻性研究

!"#$%&'"( )"#*"+)",'"( $-+.+)/0$/$(',)/,/'"',)/%*&*)%,+'"1+'")!!" !"##$%&# '(#)%&#

*&+,-./&#.012+%.%,3/03045#$%,#4%,(6(-7.8&0+3&97:07+(.,3#$%,#4%,(;(,0.0#4 <#(=&-7(.5#$%,#4%,(>???@?#A%(#,

A0--&7+0#B(#4 ,".%0-"!" !"##C/,(3"B-D"D"#E7F."G&B"G)#

!23&.%),."4A)2BC-DB 2B4+4'+4.-&4+C-05'04+40C-+54#2B4+402())4,(02'+4)'2(E4)F)C.D*(02'.54(. 5)(.(5')

+404'+5B (. GB(.'(. 5C&H'+(0C. I(2B *4E4)CH(.D5C-.2+(40J45'-04CK(.'*4L-'24+45CD.(2(C. '.* K-.*(.D#IB(5B B'0

D+4'2)F'KK4524* 2B4*4E4)CH&4.2CK02'.*'+*(M'2(C. CK5)(.(5')&4*(5')(. GB(.'KC+2B4H'02K4I*45'*403N(2B 2B4

*44H4.(.DCK+45CD.(2(C. '.* (.5+4'0(.DCK0H45(')0-HHC+22C5)(.(5')&4*(5')+404'+5B (. GB(.'#2B4*4E4)CH&4.2

J'04* C. 5)(.(5+404'+5B I())K'54.4ICHHC+2-.(2(403A0'+40-)2#(2(0.45400'+FKC+CHB2B')&C)CD(0202C4,H)C+45)(.(5')

(00-40#)4E4+'D4K+C& 2B4&4D'2+4.* CK5)(.(5')+404'+5B '.* *4)(E4+B(DB@L-')(2F+40-)203OC'5B(4E42B(0DC')#

CHB2B')&C)CD(020I())B'E42C5C.02'.2)F-H*'242B4(+P.CI)4*D4J'04# 02'.*'+*(M45)(.(5')H+'52(54'.* (&H+CE4

*('D.C0(0&42BC*03QCK'+#5B'))4.D40H4+0(02(. 5)(.(5')+404'+5B (. CHB2B')&C)CDF'0KC))CI0"82(0*(KK(5-)22CD42

K-.*(.DKC+5)(.(5')+404'+5B H+C1452(82(0*(KK(5-)22CD4242B.(50'HH+CE')KC+5)(.(5')+404'+5B H+C1452(OB4+404'+5B

*40(D. KC+KC+I'+*@)CCP(.DH+C14520(0F422CJ402'.*'+*(M4*(G+C00@*(05(H)(.'+F5C))'JC+'2(C. .44*02CJ44.B'.54*3

OB(0+4E(4II'04,H4524* 2C(.0H(+4&C+4'224.2(C. K+C& 5)(.(5')+404'+5B 0H45(')(020'.* 5C.04L-4.2)F&C+4B(DB@

L-')(2F5)(.(5')02-*(403

!5*6 7$%#&"47HB2B')&C)CDF( G)(.(5')+404'+5B( %2B(5H+(.5(H)4( R-)2(54.24++'.*C&(M4* 5C.2+C))4* 5)(.(5')

2+(')0( G)(.(5')2+'()+4D(02+'2(C.( S+C0H452(E402-*F

!!临床研究的目的在于在临床工作中采用新的或者
更好的方法治疗患者#它是由医师'患者和科研人员共
同参与的'以提高医疗水平为目的科研活动#是医学研
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评价疾病治疗方法安全性
和有效性的科学方法

)9* & 开展临床研究对于探索新
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具有重
要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平均寿命的延

长#人们对文化生活和物质文明的需求逐渐提高#对视
功能和视觉质量的要求也普遍提高& 眼科临床医生应
当注重发现临床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临床
研究来更新知识#规范医疗行为#提高眼病诊疗水平&

世界上发达国家对临床研究重视较早#已投入了
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促进临床研究的开展& "##T 年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启动加强临床研究的路线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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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到 "#9" 年建成了 <# 个临床研究中心#每年投入 ?
亿美元#积极开展以临床研究为核心的转化医学研
究

)"* & 近年来#我国也已经充分意识到开展临床研究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从政府层面提出了有关要求&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9< 年 9# 月#全国卫生与健康科
技创新工作会议召开#此次会议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
号!!!临床医学研究在医学科技创新中的地位将进一
步突出& 会议提出#充分利用丰富的临床医疗资源#把
临床医疗资源变成临床研究资源#通过临床研究提高
医疗服务能力是下一步卫生健康领域科技创新重点&
与此同时#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技部'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
部卫生局等相关部门共同制定并发布了+关于全面推
进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提出-全面加强
临床医学研究.#并指出今后将加大稳定支持临床研
究投入的力度#积极争取设立专门面向临床研究的科
研计划和项目#探索设立自主创新的临床研究项目&
这些信息对临床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风

向标!!!临床研究已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
开展临床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事实上受制

于我国医教研评价体系#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较为重视
基础研究#临床医生花费大量的精力做动物实验以研
究分子机制#并以发表 QG8论文作为科研的主要目标#
而不重视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探究问题#造成我国
目前临床研究能力相对薄弱#许多疾病的诊疗方案和
相关临床指南需要参照国外标准& 这样的现状使我们
深感困惑"医疗活动如何回归本原#倡导医学科研源自
于临床问题#通过开展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达到科研与
临床相互增益的目的/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亟待
我们做大量细致的临床研究工作来改变现状&

那么#在现有的条件下#要在眼科领域开展临床研
究#我们究竟还面临哪些难点和有待提高的地方/ 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84临床研究项目立项困难

临床研究项目立项困难来自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

素& 主观上#临床研究来源于病例积累#这个过程中影
响的因素多#研究的周期长#且需要长期随访#才能做
出有临床意义的研究结果& 有的人对临床研究存在偏
见#认为开展临床研究费时'费力'费钱#却难以写出高
质量的 QG8文章#因此在完成临床日常工作之余#不愿
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探索新问题'制定设计方案并实
施研究操作#对临床研究的积极性有限& 客观上#即使
是愿意投身临床医学研究的医生也无从申请针对临床

的科研项目#造成基金资助的缺乏而无法开展研究&
据估计#我国有关临床研究的经费投入不足 9# 亿元#
而有关基础研究的医学研究经费投入可能在 ># 亿元
以上

):* & 在中国现有的科研基金资助体系中#基础医
学研究有不少项目得到专门的基金支持#如支持医学
方面的基础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但临床医学研
究却缺少相关的研究专项基金支持#仅有极少量的国
家科学技术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的项目和临床学科重

点项目资助临床研究
)9* #普通临床一线的医生难以获

得此类项目资助& 相信随着+关于全面推进卫生与健
康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出台#一系列针对
临床研究的基金资助项目将逐渐设立#相关研究立项
困难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94临床研究的伦理学审批困难

在医学实践和医学研究中#大多数的预防'诊断'
治疗过程均存在一定的风险和负担& 由于临床研究所
涉及的研究对象是人#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伦理等复杂
问题& 按照国际认同的生命伦理原则#医学临床研究
必须在获得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或准许后才能实

施
)T* #一项临床研究可能因为难以通过伦理审批而不

能开展& 近年来随着医学的发展#我国临床研究的数
量不断增加#关于受试者保护的新问题不断挑战着研
究者和机构伦理委员会的伦理智慧& 在临床试验中有
申办方'研究机构'医院'研究者'受试者等各相关方的
参与#必定会有各自的诉求#因而难免存有不一致#甚
至冲突& 例如#申办方希望控制成本#严格按照方案执
行(研究者较为注重方案的科学意义#希望得到足够的
支持(伦理委员会则希望研究者提供尽可能详尽的信
息#为受试者提供保护& 可见#伦理审查是平衡各方诉
求的过程#需要兼顾研究的科学性和伦理合理性 )?* &
我国大多是机构伦理委员会#其负责人多为机构领导#
对评审的独立性有一定影响#如受过系统'规范伦理培
训的专家很少#各单位审查标准严宽不一致#在试验过
程中缺乏伦理检查和跟踪监督等#这些问题都可能成
为制约临床研究伦理审查的因素& 相信在临床研究日
益受到重视的趋势下#这样的情况将得到改观&

:4须规范研究方案设计#积极开展前瞻性研究

开展规范化的临床研究#核心问题就是既要考虑
到以人为对象的研究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又要保证试
验研究的科学性& 一项好的临床研究从设计到最后的
成果发表#可能要经历漫长的时间& 美国著名的
X+'&(.DB'&Y4'+2Q2-*F)<*

就是很好的例子#该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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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研究方案设计和严谨的团队协作#并经过多年
的随访#一定会获得优秀的研究成果& 规范的研究方
案是确保研究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石#国际编辑组织提
供的临床试验报告统一标准05C.0C)(*'24* 02'.*'+*0CK
+4HC+2(.D2+(')0#G7WQ7ZO1是临床研究者正确撰写研
究报告的指南#许多核心医学期刊和主要国际性编辑
组织均遵循 G7WQ7ZO声明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0+'.*C&(M4* 5C.2+C))4* 2+(')#ZGO1报告的发表质量进行
把关

);* & 然而#一项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我国一些眼
科医师对眼科临床指南认知程度不尽人意

)$* #而且一
些 ZGO报告质量并不理想#直接影响到临床证据的强
度& 有国内学者分析了 <# 篇我国大陆地区发表在
QG8期刊上的眼科 ZGO研究报告质量#发现仅 "#[的
文章在方法部分报告了计算样本量的方法#9#[的文
章提到了中期分析和中止原则#T#[的文章描述了随
机序列的产生#"#[的文章描述了分配隐藏机制#对盲
法进行描述的报告仅占 T"[ )>* #且仅一半的文章报告
了试验过程中是否出现了不良事件或并发症& 与此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等 )9#*

对 "##? 年发表在 T 个主要
临床眼科杂志的 <; 篇 ZGO报告进行质量评价#结果
显示 $?]9[的文章对盲法情况进行了说明#远高于我
国 ZGO对盲法情况报告的比例& 由此可见#大样本'
多中心'前瞻性的 ZGO研究是临床研究的-金标准.#
我国的临床医师应重视学习最新的理论和方法#参照
G7WQ7ZO声明撰写研究报告#并遵循随机化'盲法'对
照的试验原则进行科研设计#规范临床研究的方法学&

此外#临床试验注册也是我们忽视的一个重要环
节#有学者统计#截至 "#9? 年 T 月#在 NY7临床试验
注册平台和美国临床试验注册平台中#中国注册临床
试验总数为 < #9> 项#美国是 $T T:: 项#我国登记的临
床试验总数仅为美国的 ;[ ):* #折射出我国研究者对
临床试验项目注册等研究实施细节和项目管理的重视

程度欠缺&

;4多学科合作有待加强#缺乏统计专家参与方案设计

现今的临床研究团队如果仅由临床医生组成#要
完成整个项目的实施'管理和质量控制有一定难度&
因此#研究团队的构成已逐渐从单一学科发展为以解
决临床问题为核心'有机整合的专业化多学科团队#包
括统计学'流行病学'卫生经济学等多方面的专业人
员

)"* & 以统计学为例#在临床研究过程中涉及许多统
计学理论与分析方法#例如抽样方法'样本量大小的估
计'试验方案的设计'试验资料收集和整理的质量控
制'数据的统计分析等& 一项临床研究如果在统计学

方面出现致命的错误#那么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就难以
保证& 一些新药临床研究和某些医学研究规定必需有
统计学家参与研究方案的设计和数据的统计处理#目
的在于保证设计方案的伦理性和科学性#保证统计理
论和方法的正确使用

)99* & 可以说#统计学方法贯穿于
临床研究过程的始终#仅在临床研究数据分析阶段请
统计学家把关是远不足以保证研究的正确性#应在更
早的研究方案设计阶段就由相关领域的优秀统计学家

加入团队#对抽样'样本量'统计方法等相关问题进行
设计和监督&

我们课题组在如何开展规范的前瞻性 ZGO研究
方面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摸索的过程#建立了较
为合理'可操作的受试者接待'检查'治疗'随访流程#
形成了最佳矫正视力检查'眼底影像学检查的标准操
作规程002'.*'+* CH4+'2(C. H+C54*-+40#Q7S1#对 %O6ZQ
视力检查'眼底影像学检查人员进行培训并建立梯队&
"#99 年#在我国原研!类新药康柏西普治疗 AR6的
"期0SY7%W8̂1临床试验中#我们作为总 S8#圆满完
成临床试验#推动了该药的成功上市& "#9< 年#我们
课题组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下启动了针对黄斑疾

病的精准医学研究项目#整合全国的相关临床诊疗信
息#聚焦于重大致盲眼部疾病的诊治#有望探索出眼底
疾病精准化研究思路和途径#提供安全'有效'价优的
黄斑下新生血管疾病治疗干预手段#将临床研究的效
益最大化&

眼科领域的临床研究在未来的几年中将蓬勃开

展#眼科医生应努力在临床研究方面做出成绩& 而要
把临床研究做好#就需打好临床和科研的基本功#通过
阅读专著和参加讲座掌握临床研究的方法学(并了解
国内外研究信息和热点#如将尚无定论的临床问题和
传统治疗方法不尽人意之处作为切入点#探索哪些新
的眼科影像学技术可作为辅助诊断手段等#最后在实
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我国眼病的临床资源丰富#临床工作中面临的挑
战众多#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起到引起
国内同道更重视眼科临床研究的作用#期待更多有分
量的临床研究结果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9* 范瑞泉#张莉恒#叶儒菲#等3加强临床研究的资助和管理#促进临
床研究发展222从中山大学临床研究 ?#9# 计划项目谈起)U*3科
技管理研究#"#99#:90""1 _>" >̀T3
X'. Za# bB'.D\Y# c4ZX# 42')3%.2+'.5(.D2B4'00(02'.54'.*
'*&(.(02+'2(C. CK5)(.(5')+404'+5B 2CH+C&C24(20*4E4)CH&4.2222'2')P
'JC-22B4?#9# S+C1452CKG)(.(5')Z404'+5B (. Q-. c'2@Q4. d.(E4+0(2F)U*3
Q5(O45B R'.'D4Z40#"#99#:90""1 _>" >̀T3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9; 年 9 月第 :? 卷第 9 期!GB(. U%,H 7HB2B')&C)#U'.-'+F"#9;#VC)3:?#WC39

Q2xvdWRWZXJzaW9uLQo?



)"* 武阳丰3如何做好临床研究之我见 )U*3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
"#9##T"0<1 _<9> <̀"#3678"9#3:><>=13(00.39<;9@9<; 3̂"#9#3#<3##93

):* 瞿佳#梁远波3中心化眼科临床研究平台的建立"创新与实践)U*3
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9<#9$ 0<1 _:": :̀"?3678"9#3
:;<# =5&'313(00.39<;T@$T? 3̂"#9<3#<3##"3
a- U#\('.Dce3G4.2+')(M4* 5)(.(5')4F4+404'+5B H)'2KC+&"(..CE'2(C.
'.* H+'52(54)U*3"#9<#9$0<1 _:": :̀"?3678"9#3:;<# =5&'313(00.3
9<;T@$T? 3̂"#9<3#<3##"3

)T* 宁方芹#邹淑琼3医学临床研究伦理审查的实践与思考)U*3中国医
学伦理学#"#99#"T0:1 _:<: :̀<T3678"9#3:><> =13(00.39##9@$?<?3
"#993#:3#:$3
W(.DXa#bC- Qa3S+'52(54'.* 2B(.P(.DCK42B(50+4E(4ICK5)(.(5')
+404'+5B)U*3GB(. R4* %2B(50#"#99#"T 0 : 1 _:<: :̀<T3678" 9#3
:><> =13(00.39##9@$?<?3"#993#:3#:$3

)?* 胡庆澧#沈铭贤3努力提高多中心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查质量)U*3医
学与哲学#"#99#:"0>1 _" ?̀3
Y- a\# QB4. R̂ 3OC&'P44KKC+202+4.D2B4.(.D2B4L-')(2FCK42B(50
+4E(4I(. &-)2(54.24+5)(.(5')+404'+5B )U*3R4* f SB()C0CHBF#"#99#
:"0>1 _" ?̀3

)<* R'B&CC* QQ#\4EF6#V'0'. ZQ#42')3OB4X+'&(.DB'& Y4'+2Q2-*F
'.* 2B44H(*4&(C)CDFCK5'+*(CE'05-)'+*(04'04"'B(02C+(5')H4+0H452(E4)U*3
\'.542#"#9T# :$: 0 >>"9 1 _>>> 9̀##$3678" 9#39#9< =Q#9T#@<;:<
09:1<9;?"@:3

);* A)2&'. 6g3%.*C+04&4.2CK2B4G7WQ7ZO02'24&4.2JFB(DB (&H'52
&4*(5')1C-+.')0"0-+E4FCK(.02+-52(C.0KC+'-2BC+0) U*3eRU# "##?#

::# _9#?< 9̀#?;3
)$* 孟博#李仕明#康梦田#等3关于中国临床医师对眼科临床指南认知

程度的问卷调查分析 )U*3中华实验眼科杂志#"#9<#:T 0 9" 1 _
99"< 9̀9:#3678"9#3:;<# =5&'313(00.3"#>?@#9<#3"#9<39"3#9<3
R4.De#\(QR#h'.DRO#42')3A. '.')F0(0CK5CD.(2(C.02CH+4K4++4*
H+'52(54H'224+. K+C& GB(.404CHB2B')&C)CD(020JFL-402(C..'(+4)U*3
GB(. U%,H 7HB2B')&C)#"#9<#:T 09"1 _99"< 9̀9:#3678"9#3:;<# =
5&'313(00.3"#>?@#9<#3"#9<39"3#9<3

)>* 康梦田#李仕明#杨潇远#等3中国大陆地区发表在 QG8期刊上的眼
科随机对照试验报告质量评价 )U*3中华实验眼科杂志#"#9T#
:"09#1 _>"; >̀:93678"9#3:;<#=5&'313(00.3"#>?@#9<#3"#9T39#3#9T3
h'.DRO#\(QR#c'.D̂ c#42')3A00400&4.2CK2B4+4HC+2(.DL-')(2FCK
CHB2B')&(5*(04'040+4)'24* +'.*C&(M4* 5C.2+C))4* 2+(')0H-J)(0B4* (.
QG81C-+.')0K+C&&'(.)'.* GB(.')U*3GB(. U%,H 7HB2B')&C)#"#9T#
:"09#1 _>"; >̀:93678"9#3:;<#=5&'313(00.3"#>?@#9<#3"#9T39#3#9T3

)9#*\'(Oc# NC.DVN# \'& ZX# 42')3a-')(2FCK+4HC+2(.DCKP4F
&42BC*C)CD(5')(24&0CK+'.*C&(M4* 5C.2+C))4* 2+(')0(. 5)(.(5')CHB2B')&(5
1C-+.')0)U*37HB2B')&(5%H(*4&(C)#"##;#9T0<1 _:># :̀>$3

)99*宋艳艳#苏炳华3重视临床科研中统计学方法的正确应用)U*3外科
理论与实践#"##T#>0:1 _"T: "̀T?3

0收稿日期""#9< 9̀" #̀:1

0本文编辑"尹卫靖1

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投稿方式

!!投稿请登陆中华医学会网站0B22H"==III35&'3C+D35.1#登录后点击-业务中心.#经中华医学会远程稿件处理系统0B22H"==III3

5&'3C+D35.=FIM,=(.*4,3B2&)1或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网站0 B22H"==III3&4*)(.43C+D35.=1#根据提示进行注册后投稿& 投稿时请使用
NC+* 格式03*C5文件类型1#投稿后请注意自留原稿#并保留论文相关的原始资料#以备稿件修改补充所用& 投稿后请从-业务中心.

下载-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论文投送介绍信及授权书0中文版1.#填写有关项目并请每位作者亲笔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寄 " 份至本

刊编辑部#其中作者签名顺序和作者单位著录名称应与投稿时文章中著录的相一致#如有变更应由每位作者同意并请通信作者告知编

辑部& 投稿请注意"091在非公开刊物发表的稿件'学术会议交流的文章'已用非中文文字期刊发表的文稿不属于一稿两投#但投稿时

应向编辑部说明#非中文文字期刊已发表的文稿须征得首次发表期刊的同意& 0"1作者须告知与该研究有关的利益冲突#如该研究被

某机构资金资助的声明或与审稿人的利益关系& 0:1如涉及保密问题#需附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发表的证明&

本刊稿件处理流程

!!本刊实行以同行审稿为基础的三级审理制度0编辑初审'专家外审'编委会终审1稿件评审& 编辑部在稿件审理过程中坚持客

观'公平'公正的原则#郑重承诺审稿过程中尊重和保护审稿专家'作者及稿件的私密权& 专家审理认为不宜刊用的稿件#编辑部将

告知作者专家的审理意见#对稿件处理有不同看法的作者有权向编辑部申请复议#但请写出申请理由和意见&

稿件审理过程中作者可通过-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远程稿件管理系统.查询稿件的审理结果& 作者如需要采用通知或退稿通知

可与编辑部联系& 编辑部发给作者修改再审的稿件#如 " 个月没有修回#视为作者自行撤稿& 编辑部的各种通知将通过 %&'()发

出#投稿后和稿件审理期间请作者留意自己的电子信箱& 作者自收到采用通知之日起#即视为双方建立合约关系#作者如撤稿必须

向编辑部申诉理由并征得编辑部同意& 一旦稿件进入编排阶段#作者不应提出自撤稿件#在此期间因一稿两投或强行撤稿而给本

刊造成不良影响和=或经济损失者#编辑部有权给以公开曝光'通报并实施经济赔偿#作者自行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版权法,的相关条文#本刊编辑可对待发表的来稿按照编辑规范和专业知识进行文字加工'修改和

删减#修改后的稿件作者须认真校对核实#修改涉及文章的核心内容时双方应进行沟通并征得作者同意& 除了编辑方面的技术加

工以外#作者对已经发表论文的全部内容文责自负& 稿件编辑流程中编辑退回作者修改的稿件逾期 " 个月不修回者#视作自行撤稿&
0本刊编辑部1

!T!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9; 年 9 月第 :? 卷第 9 期!GB(. U%,H 7HB2B')&C)#U'.-'+F"#9;#VC)3:?#WC39

Q2xvdWRWZXJzaW9uLQo?


	2016YK-fm
	2016YK-cy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2017年1期NW
	49_yk1ml_PS
	49_yk1a_PS
	49_yk1b_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