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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比较角膜地形图引导的个性化飞秒激光辅助的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H?Qg>?Nc'
与波前像差优化的 H?Qg>?Nc矫治近视或近视散光的临床效果及术后视觉质量(!方法!采用非随机临床对
照研究设计( 纳入 %$34 年 3$ 月至 %$3" 年 % 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拟行 H?Qg>?Nc治疗的近
视患者共 5J 例 "G 眼( 根据自愿的原则将患者分为角膜地形图引导组 %3 例 K% 眼和波前像差优化组 3G 例 54
眼"分别行角膜地形图引导的 H?Qg>?Nc和波前像差优化的 H?Qg>?Nc"组间患者人口基线特征匹配( 术后 4
个月"对 % 个组患者视力*屈光度*高阶像差引入量和对比敏感度&E?'进行比较(!结果!术后 4 个月"角膜
地形图引导组和波前像差优化组裸眼视力&_EI>'达到或超过术前最佳矫正视力& ÈI>'者分别占 J#L%M和
JKLKM+% 个组术后等效球镜度*球镜度及柱镜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f$L$#'( 术后 4 个月在
K ''瞳孔直径下 % 个组间各项高阶像差的引入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f$L$#'+术后 4 个月角膜地形图
引导组术眼 4 ''瞳孔直径下彗差平均为&$L$"s$L%%'%'"低于波前像差优化组的&$L%%s$L34'%'"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r$L$#'"其余 % 个组间 4 ''瞳孔直径下各项高阶像差的引入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f$L$#'( 术后 4 个月"角膜地形图引导组术眼暗视 3%L$ 7OB 空间频率下的 g8/E? 值较术前升高"波前像差
优化组暗视及暗视h眩光状态 3GL$ 7OB 空间频率下的 g8/E? 值较术前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r
$L$#'+角膜地形图引导组术眼暗视下中*高空间频率&4L$*3%L$ 和 3GL$ 7OB'以及暗视h眩光状态下高空间频
率&3GL$ 7OB'g8/E? 值均明显优于波前像差优化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r$L$#'(!结论!角膜地形图
引导的个性化 g>?Nc较波前像差优化的 g>?Nc术后引入的彗差更低"E? 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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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分 子 激 光 角 膜 原 位 磨 镶 术 & *(+-@). +)A1
\-@(A8')*-1+)+"g>?Nc'是角膜屈光手术领域主流的手
术方式"但对角膜不规则散光及初次手术后并发中央
岛*小光区和偏心切削等异常情况的患者矫正效果不
理想

, 3- ( 角膜地形图引导的个性化 H?Qg>?Nc的问世
为这些患者带来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 %<K- ( 随着飞秒激
光技术的引入以及准分子激光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安
全性及有效性大大提高

, #<4- "但部分 H?Qg>?Nc术后患
者尽管裸眼视力 & 1.78@@-7A-B Y)+1(*(71)AR"_EI>'达
到或超过了术前最佳矫正视力 & V-+A78@@-7A-B Y)+1(*
(71)AR" ÈI>'"却常出现眩光*光晕及视物星芒状改变
等不适

, "<G- ( 近年来"视觉质量问题在临床上备受关
注"飞秒 g>?Nc&T-'A8+-78.BQg>?Nc"H?Qg>?Nc'术后视
觉质量的改善程度成为反映角膜屈光手术效果的重要

指标
, J- ( 自角膜地形图引导的个性化手术应用于初

次手术矫治屈光不正以来"其安全性及有效性已经得
到了证实

, 3$- "但其在视觉质量改善方面与波前像差优
化的切削相比较是否存在优势尚不清楚( 本研究中对
% 种手术方式术后高阶像差*暗室及暗室h眩光状态下
对比敏感度&78.A@(+A+-.+)A)Y)AR"E?'的改变进行比较"
进一步验证角膜地形图引导的个性化手术的临床效果(

?5资料与方法

?6?!一般资料
采用非随机临床对照研究方法( 将 %$34 年 J 月

至 %$3" 年 4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屈
光中心接受 H?Qg>?Nc的近视或近视散光患者 5J 例
"G 眼纳入研究( 纳入标准#年龄&3G 岁+屈光度数稳
定 % 年 以 上 者+ 中 央 角 膜 厚 度 & 7-.A@(*78@.-(*
A,)7\.-++"EEC'大于 #$$ %'"术后保留角膜基质床厚
度f%G$ %'"停戴软性角膜接触镜 % 周以上或硬性透
气性角膜接触镜 K 周以上+能配合 E? 及波前像差检
查"并能按时随访者( 排除标准#圆锥角膜*角膜营养
不良*角膜变性*青光眼等眼病以及有眼外伤或眼部手

术史者( 根据患者意愿将患者分成 % 个组"角膜地形
图引导组 %3 例 K% 眼"平均年龄& %"L$Js#L%$'岁"行
角膜地形图引导的个性化 H?Qg>?Nc+波前像差优化组
3G 例 54 眼"平均年龄&%4LJKs#L##'岁"行波前像差优
化的 H?Qg>?Nc( 所有患者对拟接受的手术均充分了
解"并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方案经北京同仁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批文号#C:&Eco%$3KQ
$%4'(
?6@!方法
?6@6?!术前检查!所有纳入患者进行常规的准分子
激光术前检查流程"包括视力*电脑验光仪 &日本
C8S78. 公司'验光*非接触性眼压计&日本 c8U(公司'
测量眼压*裂隙灯显微镜检查*显然及扩瞳验光*
](Y-*)/,AC8S8*R[-@角 膜 地 形 图 检 查* ](Y-*)/,A
F71*R[-@眼前节分析检查&美国 >*78. 公司'*眼前后
节 FEC&美国 FSA8Y1-公司'及扩瞳间接眼底镜检查(
?6@6@!角膜地形图数据的采集*选取及分析!手术前
后均应用 C8S8*R[-@I(@)8角膜地形图仪 &美国 >*78.
公司'采集角膜地形图数据( 检查需在自然瞳孔状态
下进行( 嘱被检者将下颌置于下颌托上"前额贴紧额
带"睁大双眼"被检眼注视固视光源"检查者使用操纵
杆按照屏幕提示进行瞄准和对焦( 所有被检眼均需测
量多次"选取重复性好的图像应用于数据分析( 角膜
地形图引导的个性化 H?Qg>?Nc术前需筛选 G 幅重复
性好*理想的角膜地形图导入准分子激光系统"其筛选
标准为 >>Mf"#M且支持 EC>&旋转补偿'功能( 所
有操作及数据的选取均由同一熟练技师完成"并保证
所有被检者的检查数据均在相同条件下采集(
?6@6A!波前像差检查!采用依据 9(@'(..Q?,(7\ 原
理设计的 ](Y-?7(.](Y-T@8.A波前像差仪 &美国 I)+0
公司'测定术眼波前像差( 检查在暗室环境待被检者
闭目休息 3$ '). 后进行"嘱患者瞬目后 5 +内采集图
像"注意虹膜外缘要充分暴露"每眼重复测量 5 次"选
取重复性好*原始摄图对焦最理想*中心偏位最少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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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术前 @ 个组患者基线特征比较&3+#"RBE'

组别
例数O

眼数
年龄&岁'(

性别构成比

&男O女"8b8' V

等效球镜

度&;'( 柱镜度&;'(
平均角膜

曲率&;'( EEC&%''(

角膜地形图引导组 %3OK% %"L$Js#L%$ JO3% <#LJKs3LJJ <$L"5s$L"K K5LG3s3LGG #5JL%Ks%4L$K

波前像差优化组 3GO54 %4LJKs#L## GO3$ <#LKJs3LJ3 <$L4Gs$L4J K5L$Js3L%K #5#L#Gs%4L%5

Db!% 值 $L$GG $L$3$ <$L53" 3LJ#$ $L4$3 $L434

%值 $LJ53 $LJ%3 $L"#% $LG%J $L$## $L#K$

!注#EEC#中央角膜厚度&(#独立样本D检验!V# !% 检验'

次结果进行分析( 分别获取瞳孔直径 K ''及 4 ''下高
阶像差的各项 n-@.)\-系数值( 为避免个体因素和可能
的镜像效应引起的测量误差"所有被检者仅取右眼数据
进行分析( 记录总高阶像差 & ,)/,-@8@B-@(V-@@(A)8.+"
9F>+'*彗差*三叶草像差及四叶草像差的均方根值&@88A
'-(.+Z1(@-8T,)/, 8@B-@":b?'和球差值(
?6@6G!E? 检查!采用 FSA-74#$$ 视功能测试仪&美
国 ?A-@-8FSA)7(*公 司 '" 选 用 夜 晚 模 式 &光 照 为
5 7BO'%'测定无眩光及眩光状态下的 E?( 每位被检
者在暗室环境下佩戴可获得 ÈI>的试戴镜按照先右
眼后左眼的顺序行 E? 检查"且在切换检测眼时嘱患
者闭目休息 3 '). 以上"空间频率分别为 3L#*5L$*
4L$*3%L$ 和 3GL$ 7OB"检查时由低空间频率向高空间
频率顺序进行"每个空间频率下要求患者自左向右
&对比度由高至低'观察并说出图像中的条纹方向"直
至无法辨认"由计算机分析软件记录该点数值( 每个
空间频率重复测量 % 次"取其平均值并转换为 g8/值
进行分析(
?6@6H!手术方法及术后处理!% 个组患者均采用
](Y-*)/,AH?%$$ 飞秒激光系统&美国 >*78. 公司'制作
角膜瓣和 ](Y-*)/,A&e#$$ 准分子激光系统 &美国
>*78. 公司'进行角膜基质的切削( 手术在表面麻醉
下进行"角膜瓣的厚度设为 33$ %'"直径 GL# ''( 飞
秒激光制瓣完成后"将手
术床旋转至 &e#$$ 准分
子激光机侧( 准备进行准
分子激光基质切削手术(

角膜地形图引导的

H?Qg>?Nc术#应用生理
盐水冲洗角膜"调整设备
光源的亮度以保证实时

测得的瞳孔直径与术前

检测的瞳孔直径趋于一致"进行虹膜注册补偿旋转移
位量"激光切削中心自动调整至角膜顶点( 应用虹膜
恢复器翻转角膜瓣"暴露角膜基质层"应用角膜地形图引
导的治疗模式进行准分子激光基质切削(

波前像差优化的 H?Qg>?Nc术#应用虹膜恢复器
翻转角膜瓣"暴露角膜基质层( 采用波前像差优化的
治疗程序进行准分子激光基质切削(

](Y-*)/,A&e#$$ 准分子激光系统频率为 #$$ 9["
切削光区直径设定为 4L$ l4L# ''"所有手术均由同
一经验丰富的医师顺利完成( 术后 % 周常规应用左氧
氟沙星*氟米龙和玻璃酸钠滴眼液点眼"其中氟米龙滴
眼液点眼每天 K 次"每 5 天递减 3 次"共使用 3% B(

?6A!统计学方法
采用 ?X?? 3"L$ 统 计 学 软 件 &软 件 序 列 号#

NFHNEg_ggF&aX%;c#=JI;;4D4c̀ &_;D5NgaJeaF
bc>b?#nXHK;K_Kg?Eb4o&D?FCCgFDKX>5DC̀H#g
bXn&e&X#GDo#Db̀ "美国 Ǹb公司'进行统计分析(
本研究中定量资料的数据资料经 c8*'8/8@8YQ?')'8Y
检验证实呈正态分布"以 '-(.s?;表达( 采用均衡分
组两水平和患者手术前后自身对照研究设计"术眼术
后视力改善的眼分布用百分数表示( 角膜地形图引导
组和波前像差优化组术眼术前人口基线特征的差异比

较*% 个组术眼手术前波前像差*术后波前像差引入量
差异的比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D检验"% 个组术眼在手术
前后不同时间点波前像差及 E?&g8/值'的差异比较
采用重复测量的两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8̀.T-@@8.)检验( %r$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结果

@6?!一般情况
所有纳入对象均完成了 4个月的随访"%个组患者术

前人口基线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f$L$#'
&表 3'( 全部患者手术顺利"术中及术后无感染*角膜
瓣移位*高眼压等并发症"术后角膜地形图无明显偏心
切削(

@6@!% 个组术后视力和屈光度比较
术后 4 个月"角膜地形图引导组和波前像差优化

组 _EI>达到或超过术前 ÈI>者分别占 J#L%M和
JKLKM+% 个组所有患者术后均未出现 _EI>下降(

术后 4 个月"角膜地形图引导组和波前像差优化组残
余等效球镜度在 s$L# ;以内者分别占 J%LGM和
J3L4M+% 个组术后残余等效球镜度在s3L$ ;以内者
均占 3$$M( 角膜地形图引导组和波前像差优化组术
后平均等效球镜度分别为&$L$4s$L5J';和&<$L3%s
$LK4';"平均球镜度分别为&$L3Ks$L5"';和&<$L$3s
$LK"';"平均柱镜度分别为&<$L34s$L%"';和&<$L%5s
$L53';"% 个组术后平均等效球镜度*平均球镜度*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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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镜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Dj3LJ%""%j
$L$#G+Dj3L#"4"%j$L33J+Dj$LJG3"%j$L55$'(
@6A!% 个组术眼术前及术后引入的高阶像差比较

术前 % 个组 KL$ ''及 4L$ ''瞳孔直径下 9F>+
及各项高阶像差&全眼像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 %f$L$#'&表 %"5'(

术后 4 个月"K ''瞳孔直径下 % 个组间 9F>+及
各项高阶像差引入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 %f
$L$#'+4L$ ''瞳孔直径下角膜地形图引导组术眼彗
差的引入量平均为&$L$"s$L%%'%'"低于波前像差优
化组的 & $L%% s$L34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L$#'"其余 % 个组间 9F>+及各项高阶像差的引入量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f$L$#'&表 K"#'(

表 @5@ 个组术眼术前 G 33瞳孔直径下高阶像差的比较&3+#"RBE"!3'

组别 眼数 9F>+ 总体彗差 总三叶草像差 球差 总四叶草像差

角膜地形图引导组 K% $LK3s$L%4 $L$"s$L$4 $L$"s$L$K $L$3s$L$5 $L$%s$L$%

波前像差优化组 54 $LK5s$L3G $L$4s$L$K $L$"s$L$5 $L$$s$L$5 $L$%s$L$3
D值 <$L%G4 $L#45 $L34K $LJ$$ $L3KK
%值 $L""4 $L#"" $LG"$ $L5"K $LGG4

!注#9F>+#总高阶像差&独立样本 D检验'

表 A5@ 个组术眼术前 K 33瞳孔直径下高阶像差的比较&3+#"RBE"!3'

组别 眼数 9F>+ 总体彗差 总三叶草像差 球差 总四叶草像差

角膜地形图引导组 K% $LK#s$L%3 $L3Js$L3K $L3Gs$L33 $L$Gs$L3$ $L$"s$L$#

波前像差优化组 54 $LKKs$L3K $L3Gs$L$" $L3Gs$L$J $L$5s$L35 $L$"s$L$K

D值 $L%K% $LK5K <$L$#G 3L#"# <$L35K

%值 $LG3$ $L44" $LJ#K $L3%K $LGJ#

!注#9F>+#总高阶像差&独立样本 D检验'

表 G5@个组术眼术后 K个月 G 33瞳孔直径下高阶像差与术前差值的比较&3+#"RBE"!3'

组别 眼数
各高阶像差术后 4 个月与术前值的差值

9F>+ 总体彗差 总三叶草像差 球差 总四叶草像差

角膜地形图引导组 K% $L3"s$L5" $L$Ks$L$J <$L$%s$L$# <$L$5s$L$4 $L$$s$L$%

波前像差优化组 54 $L3Gs$L5" $L$Gs$L33 <$L$3s$L$# <$L$%s$L$K $L$$s$L3%

D值 <$L$4" <3L%"# <$L"G$ <$L4%G <$L5K$

%值 $LJK" $L%3$ $LKK3 $L#5K $L"54

!注#9F>+#总高阶像差&独立样本 D检验'

表 H5@ 个组术眼术后 K 个月 K 33瞳孔直径下
高阶像差与术前差值的比较&3+#"RBE"!3'

组别 眼数
各高阶像差术后 4 个月与术前值的差值

9F>+ 总体彗差 总三叶草像差 球差 总四叶草像差

角膜地形图引导组 K% $L%$s$L5$ $L$"s$L%% <$L$#s$L3# $L3"s$L%# $L$$s$L$#

波前像差优化组 54 $L%"s$L%4 $L%%s$L34 $L$$s$L3$ $L34s$L%3 <$L$3s$L$#

D值 <$L"J5 <%L%"J <3L$KK $L$G5 $L%3G

%值 $LK55 $L$%J $L5$5 $LJ5K $LG%G

!注#9F>+#总高阶像差&独立样本 D检验'

@6G!% 个组术眼手术前后 E? 的比较
% 个组患者术眼手术前后暗视状态 4L$*3%L$ 和

3GL$ 7OB 空间频率下的 g8/E? 值总体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L分组 j#LJ$#"%j$L$3"+L时间 j$LK$#"%j
$L#%46L分组 j#L#$5" %j$L$%%+ L时间 jKL#4J" %j
$L$5%6L分组 j"L"4$" %j$L$$"+ L时间 j KL$3%" %j
$L$K#'+% 个组患眼手术前后暗视h眩光状态 3GL$ 7OB
空间频率下 g8/E? 值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L分组 jKL3%5"%j$L$K"+L时间 j#L3G""%j$L$%4'( 其
他各空间频率下 g8/E? 值总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 %f$L$#'&表 4""'(

术前 % 个组暗视及暗视h眩光状态下各空间频率
的 g8/E? 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f$L$#'(

术后 4 个月"角膜地形图引导组术
眼暗视 3%L$ 7OB 空间频率下的
g8/E? 值较术前升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均 %r$L$#'+术后 4 个
月"波前像差优化组暗视及暗视h

眩光状态 3GL$ 7OB 高空间频率下
g8/E? 值均较术前值下降"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 %r$L$#'+角膜
地形图引导组术眼暗视 4*3%L$ 和
3GL$ 7OB 空间频率下以及暗视h

眩光状态 3GL$ 7OB 空间频率下
g8/E? 值均明显优于波前像差优
化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r$L$#'"其余各空间频率下 % 个
组间 g8/E? 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 %f$L$#'&表 4""'(

A5讨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角膜屈
光手术已经实现了从 .有刀 / 到
.无刀/技术的飞跃"其安全性和
有效性得到了充分保证"视觉质量
问题也越来越受到角膜屈光手术

医生的关注( 传统的角膜屈光手
术针对人眼的低阶像差"仅矫正离
焦和散光的成分"而术后高阶像差
的增加是导致视觉质量下降的主

要原因
, 33- ( 在临床中我们常常会

发现"部分.正常/ &排除了圆锥角
膜及角膜变性等异常'的角膜也会
存在不对称散光等不规则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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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5@ 个组术眼手术前后暗视不同空间频率下
Q(*<B值的比较&3+#"RBE'

组别 眼数
不同时间点 3L# 7OB 空间频率下 g8/E? 值

术前 术后 4 个月

角膜地形图引导组 K% 3LGGs$L33 3LG#s$L3K

波前像差优化组 54 3LGKs$L35 3LG$s$L3J

组别 眼数
不同时间点 5L$ 7OB 空间频率下 g8/E? 值

术前 术后 4 个月

角膜地形图引导组 K% 3LJ5s$L34 3LJ"s$L3G

波前像差优化组 54 3LJ%s$L3G 3LG4s$L%G

组别 眼数
不同时间点 4L$ 7OB 空间频率下 g8/E? 值

术前 术后 4 个月

角膜地形图引导组 K% 3LG%s$L%K 3LGJs$L%K

波前像差优化组 54 3L"5s$L%% 3L"3s$LKJV

组别 眼数
不同时间点 3%L$ 7OB 空间频率下 g8/E? 值

术前 术后 4 个月

角膜地形图引导组 K% 3L%"s$LK3 3LK5s$LK4(

波前像差优化组 54 3L3Gs$L%" 3L3Gs$L#KV

组别 眼数
不同时间点 3GL$ 7OB 空间频率下 g8/E? 值

术前 术后 4 个月

角膜地形图引导组 K% $L"$s$LK4 $L4Js$L4$

波前像差优化组 54 $L#$s$LK# $L5Js$L#$(V

!注#3L# 7OB 空间频率#L组别 j5L5KK"%j$L$"3+L时间 j%L%J$"%j$L35K6

5L$ 7OB 空间频率#L组别 j5L%4""%j$L$"#+L时间 j$L3"5"%j$L4"G6

4L$ 7OB 空间频率#L分组 j #LJ$#"%j$L$3"+L时间 j$LK$#"%j$L#%46

3%L$ 7OB 空间频率#L分组 j#L#$5"%j$L$%%+L时间 jKL#4J"%j$L$5%6

3GL$ 7OB 空间频率#L分组 j"L"4$"%j$L$$"+L时间 jKL$3%"%j$L$K#6与

各自组内术前值比较"(%r$L$#+与同时间点角膜地形图引导组比较"V%r

$L$#&重复测量的两因素方差分析" 8̀.T-@@8.)检验'!E?#对比敏感度

采用常规 g>?Nc对其进行等量切削"术后角膜的这
种不规则的形态仍然存在"将可能导致更加复杂的
高阶像差

, 3%- ( 角膜地形图引导的个性化切削不仅针
对低阶像差"其术中将角膜地形图讯息与治疗眼相
结合"通过个体化的切削来降低角膜的不规则散光
及高阶像差(

%$$$ 年"b@87,-. 等 , 35-
提出了个性化的角膜屈光

手术治疗方案( 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的个性化手术方
式包括波前像差引导的个性化切削及角膜地形图引导

的个性化切削
, 3K<3#- ( 波前像差引导的个性化切削基

于全眼像差"而角膜地形图引导的个性化切削基于角
膜像差( 由于人眼的高阶像差主要来源于角膜"且角
膜地形图数据更易获得*重复性更好( 与波前像差检
查相比较"角膜地形图检测的范围更大"可以记录到角
膜周边的数据"而高阶像差主要来源于周边角膜( 此
外"角膜地形图检测结果不会受到调节*瞳孔直径及晶
状体的影响"因此结果更加稳定 , 34- (

表 N5@ 个组术眼手术前后暗视Y眩光不同空间
频率下 Q(*<B值的比较&3+#"RBE'

组别 眼数
不同时间点 3L# 7OB 空间频率下 g8/E? 值

术前 术后 4 个月

角膜地形图引导组 K% 3LG5s$L3G 3L"Js$L3J

波前像差优化组 54 3L"4s$L%3 3L"#s$L%K

组别 眼数
不同时间点 5L$ 7OB 空间频率下 g8/E? 值

术前 术后 4 个月

角膜地形图引导组 K% 3LGGs$L3" 3LGJs$L%#

波前像差优化组 54 3LG%s$L%# 3L"%s$LK%

组别 眼数
不同时间点 4L$ 7OB 空间频率下 g8/E? 值

术前 术后 4 个月

角膜地形图引导组 K% 3L"Ks$LK4 3L"3s$LKJ

波前像差优化组 54 3L4%s$LK$ 3L#Ks$L#4

组别 眼数
不同时间点 3%L$ 7OB 空间频率下 g8/E? 值

术前 术后 4 个月

角膜地形图引导组 K% 3L$Gs$L#% 3L3"s$L44

波前像差优化组 54 3L3$s$L5$ 3L$#s$L45

组别 眼数
不同时间点 3GL$ 7OB 空间频率下 g8/E? 值

术前 术后 4 个月

角膜地形图引导组 K% $L#Ks$LKK $L#Js$L4K

波前像差优化组 54 $L#3s$LK% $L5%s$L#$(V

!注# 3L# 7OB 空间频率#L组别 j%L5K$"%j$L35$+L时间 j$L4"4"%j

$LK3K65L$ 7OB 空间频率#L组别 j$L""K"%j$L5G%+L时间 j3L#GJ"%j

$L%3364L$ 7OB 空间频率#L组别 j5LK%4"%j$L$4G+L时间 j$LK%#"%j

$L#3"63%L$ 7OB 空间频率#L组别 j$L55""%j$L#4K+L时间 j$L$5""%j

$LGK"63GL$ 7OB 空间频率#L分组 jKL3%5"%j$L$K"+L时间 j#L3G""%j

$L$%4&重复测量的两因素方差分析" 8̀.T-@@8.)检验'!E?#对比敏感度

!!波前像差优化的切削是一种基于非球面设计的常
规激光切削模式"有利于降低术后的球差 , 3"- ( 本研究
中不仅对比了角膜地形图引导与波前像差优化的切削

% 种术式术后视力和残余屈光度"还同时比较了术后 4
个月波前像差及 E? 的差异( 结果显示"% 种手术方式
术后均获得了良好的安全性*有效性及可预测性"与以
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 3"<3J- (

人眼波前像差是评价角膜屈光手术后视觉质量的

可靠指标( 研究表明"屈光手术后总高阶像差*彗差*
球差和高阶散光均会升高

, 3K- ( 本研究中对比了 % 个
组术眼术后总高阶像差及各项高阶像差的增量"结果
显示术后 4 个月 K ''瞳孔直径下 % 个组间各项高阶
像差的引入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4 ''瞳孔直径下
角膜地形图引导组术眼彗差的引入量明显低于波前像

差优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在大瞳孔直径下"
角膜地形图引导的个性化手术在改善术后高阶像差

&主要是彗差'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W(). 等 , 34-
研究

发现"角膜地形图引导的切削术后引入的彗差及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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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低于波前像差优化的切削( &*>U(BR等 , 3"-
则发现"

角膜地形图引导的切削术后垂直彗差及高阶散光低于

波前像差优化的切削( 以上研究结果在角膜地形图引
导的切削对于术后彗差的改善方面"与本研究结果一
致( 分析其原因为#&3'% 种手术方式切削中心不同!
角膜地形图引导的个性化手术程序切削中心设在角膜

顶点"而波前像差优化的切削中心通常设在瞳孔中心(
成琼等

, %$-
研究证实"以角膜反光点&接近角膜顶点'为

切削中心优于以瞳孔中心为切削中心"前者可减少术
后角膜总高阶像差*彗差的增幅( &%'由于角膜屈光
手术后角膜形态的规则性与彗差相关

, %3- "角膜地形图
引导的个性化切削模式保证了术后角膜的规则性"因
而可以改善术后的彗差(

E? 的评估包含了散射*像差和离焦的成分"是评
价角膜屈光手术后视觉质量的敏感指标

, %%- ( 本研究
结果显示"术后 4 个月"角膜地形图引导组术眼暗视
3%L$ 7OB 空间频率下 g8/E? 值较术前升高"波前像差
优化组暗视及暗视h眩光状态下 3GL$ 7OB 的高空间频
率下 g8/E? 值较术前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不同的治疗模式对高空间频率 E? 影响较大( 研究表
明"E? 在低频区主要反映视觉对比度情况"中频区较
为集中地反映视觉对比度和中心视力的综合情况"高
频区主要反映视敏度情况

, %5- ( 因此"提示角膜地形图
引导的切削术后视敏度提高"而波前像差优化的切削
术后视敏度呈现下降的趋势( 本研究中角膜地形图引
导组术眼暗视下中*高空间频率以及暗视h眩光状态
下高空间频率 g8/E? 值均明显优于波前像差优化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W(). 等 , 34-

研究发现"术后 4 个
月"% 个组在暗视 3%L$ 7OB 和 3GL$ 7OB 空间频率下的
E? 均较术前下降"但角膜地形图引导术后 E? 下降的
幅度明显小于波前像差优化组(

在矫正到最佳视力的情况下"离焦*散光等低阶像
差已经被矫正"术后总高阶像差*彗差及球差是影响 E?
的主要因素

,%K- "其中彗差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眼 E?
的大小

,%#- ( 本研究中角膜地形图引导的切削术后引入
的彗差值&4 ''瞳孔直径'明显低于波前像差优化的切
削"且 E? 的评估是在暗视环境下"因此角膜地形图引导
的切削术后 E? 优于波前像差优化的切削(

综上所述"角膜地形图引导的个性化 H?Qg>?Nc
较波前像差优化的 H?Qg>?Nc术后引入的彗差更低"
对比敏感度更佳( 但角膜地形图引导的个性化 H?Q
g>?Nc由于只针对角膜而忽略了包括晶状体在内的眼
内情况"因而亦存在局限性+对于内眼像差较高的病
例"角膜地形图引导 H?Qg>?Nc的治疗效果可能会不

理想+此外"由于角膜地形图引导的个性化切削同时矫
正了人眼的低阶像差和角膜的高阶像差"在高阶像差
的矫正过程中势必会改变球镜和柱镜的矫正值"因而
可能导致最终屈光度矫正的误差"本研究未将此方面
因素纳入手术设计( 更深入的临床研究将促进角膜地
形图引导的个性化手术技术朝着更精准的方向发展"
患者术后视觉质量必将获得进一步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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