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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结合校标法和分布法以计算中文版视功能指数量表' àN"";N@Y(用于日常低视力白内

障人群围手术期的最小临床意义差异 'B@ML("基于 B@ML值比较不同特点人群术后视觉相关生活质量
' ;̀n9,(的改善率)#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纳入 $'"E 年 & 月至 $'"= 年 5 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

光医院收治的术前日常低视力白内障患者 =E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分

别于术前和术后 "c6 个月行 àN"";N@Y量表调查"且术后调查时增加校标条目) 通过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

应*术前术后的得分差异和效应值来评估 àN"";N@Y量表的适用性) 分布法测定 B@ML值时采用 'h& 个标准

差'<L(和 "h=5 个测量标准误'<(B(进行估算"校标法测定 B@ML值时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进行估算) 在应

答者分析中计算 B@ML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对不同特点人群基于 B@ML值的 ;̀n9,提高率进行比较)#结果#

共 E& 例受试者完成随访) 受试者围手术期 àN"";N@Y量表得分变化为 ' 6==h&"s$6Kh=$(分"视力变化为
''h5&s'h65() 量表术前的天花板和地板效应均为 "h"Ed"术后地板效应为 $$h6&d) 受试者术前 àN"";N

@Y量表总分高于术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o"&h5E"/q'h''"(" àN"";N@Y量表的效应值为 "h56) 基于 'h&

个 <L和 "h=5 个 <(B的 B@ML估值分别为 "$$h$6 分和 "$6h"' 分#校标条目的得分增加 " 分"围手术期得分

变化下降 "'5h"% 分) 平均化分布法和回归分析法得到的 B@ML值为 ""%h"% 分) 受试者中术后得分超过
B@ML值者 %5 例"占 E=hK"d"B@ML值的灵敏度为 =5h5%d"特异性为 K5h5%d) 不同性别间*单种眼病与多种

眼病间及手术前视力 '以 :9UB?;"h6 为界(间术后 ;̀n9,提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o'h%6*'hEE*

'h$%()#结论# àN"";N@Y量表适用于中国日常低视力白内障手术人群术后生活质量的客观评估"手术的
B@ML估值为 ""%h"% 分"B@ML估值敏感性高"特异性偏低)#

%关键词&#白内障H手术# 中文版视功能指数量表# 低视力# 视觉相关生活质量# 最小临床意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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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视力受损人群较多"且以白内障为主
要原因者较多

+ "b$, "其中低视力属于中重度视觉损害"
影响患者的视觉相关生活质量'\+P+92NQ1,*S1O ]X*,+SV9T
,+T1" ;̀n9,( + 6, "正确评估这些低视力患者可为我国的
视觉卫生健康评价和防控提供重要依据"有效降低社
会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 K, ) 对 ;̀n9,进行评估的主要
工具是视觉功能量表

+ &, "其主要评价指标是最小临床
意 义 差 异 ' )+2+)*,8,+2+8*,,V +)I9QS*2SO+TT1Q1281"
B@ML() B@ML是视觉功能量表评估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且在临床层面上有意义的最小差异值"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a99O *2O LQXU?O)+2+PSQ*S+92"
aL?(将 B@ML确定为临床试验的终点指标之一 + 5, )
随着研究方法学的不断发展

+ %, "B@ML已逐渐用于临
床和相关的临床试验

+ Eb=, ) 视功能指数量表 "K' +̀PX*,
aX28S+92 M2O1ZN"K" àN"K(是美国国立眼科研究所开发
的眼科生存质量评估工具

+ "', "在国内外已经得到较多
应用

+ "", "经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研究人员结
合我国的人群特点进行修订"通过 ;*P8. 分析形成了
"' 条目中文版视功能指数量表' àN"";N@Y( + "$, ) 本
研究验证 àN"";N@Y量表在低视力白内障围手术期
的应用价值"并结合校标法和分布法建立 B@ML值"为
日常低视力白内障眼治疗前后 ;̀n9,提供量化评估
方法)

B8资料与方法

B7B#一般资料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选择 $'"E 年 & 月至 $'"=

年 5 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就诊的日常低视
力白内障术前患者 =E 例) 纳入标准$'"(年龄 "EcE'
周岁#'$(视力下降 6 个月以上#'6(白内障伴或不伴
其他眼病#'K(拟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术联合人工晶状
体植入术# ' & ( 双 眼 中 较 好 眼 的 日 常 生 活 视 力
'IQ1P12S+2U\+PX*,*8X+SV" >̀ ?( q'h6 ':9UB?;视力F
'h&(#'5(认知能力正常#'%(5 个月内无眼科手术史)
排除标准$'"(伴有其他非眼部疾病"无法判断眼部情
况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者#'$(无法与调查者直接交流
者) 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所有受试者均了解本
研究的方法和目的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经温州
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温医
附眼视光伦理 gJg'$'"6($6 号,)
B7C#方法
B7C7B# àN"";N@Y量表和校标条目的研制和确立#
本课题组前期研制 àN"";N@Y量表包含 "' 个条目"
选项包括.没有困难/*.轻度困难/*.中度困难/*.重
度困难/和.无法完成/ & 个"并采用原来的计分方法"
分别计为 ' 分*$& 分*&' 分*%& 分和 "'' 分) 量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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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所有条目得分总和) 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的生活
质量越低) 围手术期的量表总分变化为术前量表总分
减去术后量表总分)

校标条目是患者对围手术期生活质量变化的总体

评价"在术后计划时间内进行调查) 条目内容是 .眼
科手术带来的眼部状况变化对生活质量造成多大影

响2/"& 个选项分别是.明显提高/*.部分提高/*.没
有区别/*.部分下降/和.明显下降/"分别赋整数值为
p$*p"*'*b" 和b$) .明显提高/和.部分提高/归类
为生活质量提高组".没有区别/*.部分下降/和.明显
下降/归类为生活质量无提高组)
B7C7C#调查方法#采用盲法进行调查以减少偏倚"即
调查者对患者的眼病情况"如 >̀ ?和诊断均不知晓)
受试者的研究步骤如下$病史采集*术前眼科检查*受
试者筛选*知情同意书签署和术前 ;̀n9,调查*随访*
术后 ;̀n9,调查) 术前采集的数据包括年龄*性别*
手术眼别*眼病种类和视力"其中视力采用标准对数视
力表测量 >̀ ?) 术前有独立阅读能力者自行完成 àN
"";N@Y量表问卷"否则由受过统一培训的调查者面对
面交流现场代为填写) 分别于眼部手术后 " c6 个月
内进行 " 次院内随访"接受眼科常规检查并测量术后
>̀ ?"进行术后 àN"";N@Y量表调查和校标条目调
查) 如果门诊时没有充分条件完成调查"在门诊结束
当天由同一位调查者通过电话进行随访"随访时要求
患者本人接听和报告生活质量变化) 如果受试者出现
以下情况则予以剔除$取消手术*拒绝来院随访*随访
期间出现角膜内皮失代偿等严重眼部并发症或者外伤

等其他疾病"有可能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评估标准者)
B7D#统计学方法

采用 <><< "=7'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不适
用的选项得分缺失通过极大似然的参数估计中的期望

值最大化法'1ZI18S*S+92 )*Z+)+-*S+92"(B(计算出代替
值) >̀ ?转换成 :9UB?;记录法进行统计 + "6, ) 符合
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的计量资料如 >̀ ?*年龄*量表
得分等以 )1*2s<L进行表达#分类计数资料以例数和
百分比表示) 量表的适用性通过天花板和地板效应*
患者术前术后的得分差异和标准化效应值进行评估"
效应值&" 表示量表的反应度较理想) 患者术前与术
后得分的差异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B检验"/q'h'&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通过围手术期得分变化与术前得分
标准差的比值计算(<) 对量表中全部条目得分都是 '
或 "'' 的比例进行计算"分析量表的天花板和地板效
应"效应的显著性判断界限为 "&d)

采用分布法根据样本信息以及量表的测量特性从

统计学结果基础上的临床最小差值确定 B@ML"采用
'h& 个标准差 'PS*2O*QO O1\+*S+92"<L(和 "h=5 标准误
'PS*2O*QO 1QQ9Q9T)1*PXQ1)12S" <(B(估算 B@ML) 采
用 @Q92R*8. P̂?,I.*系数作为信度系数) 计算公式为

<(Bo""u "b槡 @"其中 "" 表示术前得分标准差"@表示
量表的信度系数) 校标法通过检验量表得分与相关且
可靠校标的关系评估 B@ML"用回归分析法估算
B@ML) 先采用 <I1*Q)*2 等级相关分析法检验围手术
期得分变化和校标条目得分之间的相关性"相关系数
大于 'h6 表示校标符合分析要求"采用 O检验判断两
者是否存在线性关系"/q'h'&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以校标条目得分为自变量"围手术期得分变化为因变
量"建立线性回归方程"以斜率估算 B@ML值)

在应答者分析中"患者根据术后校标条目选项分
为提高组和无提高组"分析术后得分变化高于 B@ML
值的情况"围手术期得分变化超过 B@ML估值的比例
定义为 ;̀n9,提高率) 运用诊断试验的评价方法计
算 B@ML值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进一步通过 !$

检验比

较性别*眼病种类*术前 >̀ ?等不同基线特点人群基
于 B@ML值是否存在 ;̀n9,提高率的差异)

C8结果

C7B#受试者基线资料
本研究中接受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状体植

入术并完成随访者共 E& 例"年龄' 5&h"6s"'h5K(岁"
其中男 K" 例"女 KK 例) 受试者中 &' 例患有 $ 种及以
上眼病"包括白内障合并角膜疾病 6 例*白内障合并视
神经疾病'含青光眼( K 例*白内障合并黄斑前膜或劈
裂等黄斑疾病 "K 例*白内障合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
例*白内障合并病理性近视 $& 例*白内障合并葡萄膜
炎等其他疾病 "& 例) 受试者围手术期量表总分变化
为'6==h&"s$6Kh=$(分">̀ ?变化为 'h5&s'h65)
C7C#手术前后 àN"";N@Y评分和 >̀ ?变化

术前各有 " 例受试者所有条目得分均为 ' 或
"''"天花板和地板效应均为 "h"Ed) 术后有 "= 例受
试者所有条目得分均为 '"地板效应为 $$h6&d"术后
天花板效应为 ') 受试者术前 àN"";N@Y量表总分为
' &'5h%5 s$KKhK5 ( 分"明显高于术后的 ' "'%h$& s
"$5h'$(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o"&h5E"/q'h''"(#
受试者术前 >̀ ?为 'h=$s'h6$"高于术后的 'h$%s
'h$K"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o"5h%'"/q'h''"() àN
"";N@Y量表的效应值为 "h56)
C7D#B@ML值
C7D7B # B@ML 计 算 结 果 # àN"";N@Y 量 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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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2R*8. P̂?,I.*系数为 'h=6"基于 'h& 个 <L的量表
B@ML估值为 "$$h$6 分"基于 "h=5 个 <(B的量表
B@ML估值为 "$6h"' 分'表 "() 受试者的围手术期得
分变化和校标条目选项呈中等正相关'@Ao'hKK"Oo
$&h5$"/q'h''"( '图 "() 线性回归模型显示校标条
目得分增加 " 分"围手术期得分降低 "'5h"% 分"回归
方程为 Jo$%6h6& p' b"'5h"%( !) B@ML的估值为
"'5h"%)

表 B8基于校标条目选项的 \A)BB=)>̂ 得分

G670$B8\A)BB=)>̂ U,$+'1&%%613$76+$-&%6%4#&31'$5

项目 例数'd( 术前总分 术后总分 得分变化

明显提高 K6'&'h&=( &K=h=Es$K6hK' 5Kh'Es %5hK% KE&h='s$$5hK%

部分提高 $%'6"h%5( &''h"$s$$5hK6 "$5h"%s""&h6" 6%6h=&s$'Kh&5

没有区别 5' %h'&( K55h66s$K&h'' "E6h5&s"K$h5" $E$h5Es""5h5E

部分下降 5' %h'&( 666h"=s$E%h=" ""&h$&s""Eh%6 $"%h=Ks"=Eh'K

明显下降 6' 6h&6( 6%&h''s$E6h=& 6E5h=&s6$Kh&5 b""h=Ks K"h%$

#注$ àN"";N@Y$中文版视功能指数量表
#Y9S1$ àN"";N@Y$@.+21P1P.9QS1Q\1QP+92P9TS.1\+PX*,TX28S+92 +2O1Z
P8*,1

-3 -2 -1 0 1 2 3
校标条目选项

1000.00

750.00

500.00

250.00

0.00

-250.00

手
术

前
后

得
分

变
化

图 B8围手术期得分变化与校标条目得分相关分析散点图#@Ao

'hKK"/q'h''"' <I1*Q)*2 等级相关分析",oE&(
A1*,3$B8F46''$34#63'&.4&33$06'1&%7$'@$$%+4&3$-1..$3$%4$;60,$
6%-6%4#&31'$5 &"'1&%+# @Ao'hKK" /q'h''" ' <I1*Q)*2 Q*2W

89QQ1,*S+92 *2*,VP+P",oE&(
#

C7D7C#应答者分析#结合分布法和校标法求出的
B@ML平均值为 ""%h"% 分) 受试者中超过 B@ML值者
%5 例"占 E=hK"d) 按照校标条目得分分为提高组或
者无提高组后"B@ML值的灵敏度为 =5h5%d"特异性
为 K5h5%d)

确定 B@ML取值后"不同性别*不同眼病种类间
;̀n9,提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F'h'&( '表

$c6(#手术前以 "h6' 为界 >̀ ?患者中术后得分超过
""%h"% 者为 ;̀n9,提高"术前F"h6' 与'"h6' 组间术
后 ;̀n9,提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F'h'&('表 K()

表 C8不同性别间 \=̀ &0提高率比较+$'_(,
G670$C8\=̀ &015"3&;$5$%'36'$7$'@$$%560$

6%-.$560$+$'_(,

性别 总例数 ;̀n9,提高率

男 K" 65'E%hE'(

女 KK K''='h='(

/值 'h%6

#注$'a+P.1Q精确概率法(# ;̀n9,$视觉相关生活质量
#Y9S1$'a+P.1Q1Z*8SS1PS(# ;̀n9,$ +̀P+92NQ1,*S1O ]X*,+SV9T,+T1

表 D8不同病种间 \=̀ &0提高率比较+$'_(,
G670$D8\=̀ &015"3&;$5$%'36'$7$'@$$%+1%*0$

6%-5,0'1"0$+$'_(,

眼病种类 总例数 ;̀n9,提高率

单种 6& 6$'="hK6(

多种 &' KK'EEh''(

!$ 值 'h'$

/值 'hEE

#注$'!$ 检验(# ;̀n9,$视觉相关生活质量
#Y9S1$'!$ S1PS(# ;̀n9,$ +̀P+92NQ1,*S1O ]X*,+SV9T,+T1

表 98手术前不同程度 R\!组术后 \=̀ &0提高率比较+$'_(,
G670$98\=̀ &015"3&;$5$%'36'$&.-1..$3$%'

"3$&"$36'1&%R\!*3&,"++$'_(,

术前 >̀ ? 总例数 ;̀n9,提高率

F"h6' "6 "''%5h=$(

'"h6' %$ 55'="h5%(

!$ 值 "h$"

/值 'h$%

#注$'!$ 检验(# ;̀n9,$视觉相关生活质量#>̀ ?$日常生活视力
#Y9S1$'!$ S1PS( # ;̀n9,$ +̀P+92NQ1,*S1O ]X*,+SV9T,+T1# >̀ ?$ IQ1P12S+2U
\+PX*,*8X+SV

D8讨论

G[C提出以 >̀ ?代替最佳矫正视力为指标对视
力损害的标准进行修订"以更符合日常生活中真实世
界视觉状态

+ "K, ) 低视力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带来显著
影响

+ "&, "视觉康复的工作异常迫切) 日常低视力白内
障的视力损害影响特别突出"是低视力研究的重要人
群

+ "5, "但其治疗前后的 ;̀n9,研究较匮乏) 目前已引
进国内的常用视觉功能评估量表包括 Y(MǸanN
$&+ "%, * àN"K+ "$,

和 [gn+ "E,
等"但是涉及 B@ML值的研

究不多且计算方法较单一
+ "=, "也缺乏准确数据 + $', )

我们的前期研究证明 àN"";N@Y量表适用于中
国白内障患者生活质量评估

+ "", ) 本研究中"该量表在
低视力白内障人群围手术期也表现出良好的测量特

性"表明术后的地板效应偏高"这一点与其他视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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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在白内障手术后的测量结果类似
+ $", "因此术后应

用时可增加高难度条目的内容)
本研究采用分布法和校标法相结合的方法来计算

B@ML"结果显示受试者术后 àN"";N@Y量表得分较
术前下降了 ""%h"% 分"提示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提高)
分布法的 <L和 <(B分别基于样本变异度和量表的精
确度"避免单一依赖样本量"是较常用的分布法参
数

+ $$, ) 在校标法中"校标的多样化和选项的设置是选
择的难点

+ $6, ) 本研究采用认可度较高的的总体变化
量表 'A,9R*,M)IQ1PP+92 9T@.*2U1"AM@(作为校标条
目"并且设置了最优的 & 个选项 + $K, ) B@ML的估值基
于校标回归法的斜率"也有研究通过校标选项的 .部
分提高/组平均得分变化'下文简称.平均法/(计算
B@ML+ $&, ) 在本研究中"基于平均法的 B@ML估值是
6E6h$' 分"与校标回归法及分布法得到的值差异较
大"可能与.部分提高/组样本量仅 $E 例有关"其准确
性有待商榷"因此本研究没有采用) f+,R*9等 + "=,

的研

究将 àN"K 量表用于白内障手术患者"基于平均法计
算 B@ML值"换算后为 6E=h$& 分) 因该研究采用
àN"K 量表包含 "K 个条目"故与本研究难以直接进行
比较)

对患者生活质量的量化评估有重要临床价值"可
为不同地域*不同语言文化和不同时间段人群的生活
质量的比较研究提供丰富信息) 本研究中日常低视力
白内障手术人群的 B@ML值为 ""%h"% 分"能为防盲治
盲工作效果的评价和比较提供更多*更细致的参考指
标) 为了使 B@ML值得到合理解释和应用"aL?指出
B@ML的研究需同时计算其准确性 + %, ) 本研究显示
B@ML值的灵敏度高而特异性偏低"而既往对其他疾
病测定的 B@ML值也存在敏感性或者特异性仅为约
&'d的情况 + $5b$%, "目前 B@ML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缺乏
统一标准"特异性低于 &'d的并非不可接受"但在应
用 B@ML值时须注意估算值产生的样本人群特征和采
用的统计方法) 在本研究中"敏感性高而特异性偏低
的 B@ML估值适用于白内障术后普查"不适用于年龄
相关性白内障和伴有其他眼病的白内障的分组分析)

本研究中对应答者分析发现"不同性别间*不同眼
病种类间和术前 >̀ ?水平者术后 ;̀n9,提高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但有研究指出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影响
术后生活质量提高率"比如患者手术目的) 如果术前
缺乏患者角度的手术期望分析"即使生活视力得到提
高"其他期望的视功能如术后脱镜生活或者近距离阅
读没有实现" 也会造成术后患者报告生活质量
下降

+ $Eb$=, )

本研究显示 àN"";N@Y量表适用于中国日常低
视力白内障手术人群生活质量的评估"敏感性高) 但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本研究纳入的白内障包
含单纯白内障和伴有其他眼病的白内障"各种白内障
的样本量不足以支持亚组分析) 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样
本量"进一步分析伴有不同疾病的低视力白内障人群
的生活质量变化特点) 另外"目前 B@ML的估算目前
尚缺乏金标准"分布法和校标法各自也有多种计算方
法) 一些对视觉功能量表进行评估的方法需要较大样
本量才能得到较可靠的结果"由于本研究样本量的限
制未采用平均法或者受试者工作曲线法等进行研究)
本研究得到了 àN"";N@Y量表 B@ML值的估值及其
敏感性和特异性"而以往视觉功能量表的 B@ML研究
不足) 随着 B@ML研究的重要性逐渐受到关注*认可
和相关研究的相继开展"以后需要更多的 B@ML研究
对本文结果进行验证)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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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PS+922*+Q1+_,7M2\1PSCI.S.*,)9,̀ +P<8+"$'"K"&&'%( iKK"6bKK$'7
LCM$"'7""5%H+9\P7"KN"K'"%7

+"6,王晨晓"瞿佳7视力表应用常见误解之分析+_,7中华眼视光学与视
觉科学杂志" $'"&" "% ' 6( i"$=b"6"7LCM$ "'76%5'H8)*737+PP27
"5%KNEK&!7$'"&7'67''"7
G*2U@!" nX _7D.1 *2*,VP+P9T89))92 )+PX2O1QPS*2O+2UP9T
Q189U2+S+92 *2O *II,+8*S+92 9T\+PX*,*8X+SV8.*QS+_,7@.+2 _CIS9)
CI.S.*,)9,̀ +P<8+"$'"&""% ' 6( i"$=b"6"7LCM$"'76%5'H8)*737
+PP27"5%KNEK&!7$'"&7'67''"7

+"K,Y*2U+*̀ "_92*P_f"A19QU1;"1S*,7>Q1\*,1281*2O 8*XP1P9TR,+2O21PP
*2O \+P+92 +)I*+Q)12S$)*U2+SXO1"S1)I9Q*,SQ12OP*2O IQ9318S+92P+2
<9XS. *2O @12SQ*,?P+*+_,7fQ_CI.S.*,)9,"$'"=""'6'%( iE%"bE%%7
LCM$"'7""65HR39I.S.*,)9,N$'"EN6"$$=$7

+"&, <SXQQ98W f?"!+1_"[9,,90*V(("1S*,7D.1+2T,X12819T89I+2U92 \+P+92N
Q1,*S1O ]X*,+SV9T,+T1+2 I*S+12SP0+S. ,90\+P+92$*IQ9PI18S+\1,92U+SXO+2*,
PSXOV+_,7M2\1PSCI.S.*,)9,̀ +P<8+"$'"&"&5'K( i$K"5b$K$$7LCM$"'7
""5%H+9\P7"KN"5$$67

+"5,@.+*2U>>"e.12UJ"G92UDJ"1S*,7̀ +P+92 +)I*+Q)12S*2O )*39Q
8*XP1P9T\+P+92 ,9PP+)I*8SP92 \+P+92NPI18+T+8TX28S+92+2U+2O1I12O12S
9TP98+918929)+8T*8S9QP+_,7CI.S.*,)9,9UV"$'"6""$''$( iK"&bK$$7
LCM$"'7"'"5H379I.S.*7$'"$7'%7'%%7

+"%,J*2U:"<.+!"D*2U!7?PP98+*S+92P9TPXR318S+\1*2O 9R318S+\18,+2+8*,
9XS89)1P9T\+PX*,TX28S+92P0+S. ]X*,+SV9T,+T1+2 @.+21P1U,*X89)*
I*S+12SP$*8Q9PPNP18S+92*,PSXOV+_,7fB@CI.S.*,)9,"$'"=""= ' "( i
"55b"%$7LCM$"'7""E5HP"$EE5N'"=N""%5N'7

+"E,g.*OW*_"A*9;"@.12 ["1S*,7;1N12U+211Q+2US.1[92Ug92UnX*,+SV
9T:+T1nX1PS+922*+Q1S9*PP1PP8*S*Q*8SPXQU1QV9XS89)1P+_,7_;1TQ*8S
<XQU"$'"E"6K '5( iK"6bK"E7LCM$"'76=$EH"'E"&=%!N$'"E'6$5N'"7

+"=,f+,R*9?"nX+2S*2*_B"(P89R*Q?"1S*,7;1PI92P+\121PP*2O 8,+2+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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