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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拉萨地区藏族成年人群眼球生物测量值的分布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
研究设计"连续收集 9$#; 年 G0; 月就诊于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进行眼球生物测量的拉萨地区藏族成年白内
障患者 #$$ 例 #$$ 眼"其中男 "# 例"女 %F 例*平均年龄&:GHGJg#9HJ$'岁( 以 :$ 岁为年龄界限划分":$ 岁以
上 "; 例 "; 眼为老年组":$ 岁以下 %G 例 %G 眼为中青年组( 对所有患者进行角膜曲率)角膜散光)前房深度和
眼轴长度的测量"并对纳入人群与北京地区人群眼轴长度和不同年龄及性别人群眼球生物测量参数进行比
较分析(!结果!拉萨地区藏族成年人群的平均角膜曲率)角膜散光)前房深度和眼轴长度分别为&%GH:Jg
#H:9'P)$H;"$&$HG;""#H$$$'P)&GH$"g$H%#'''和&9GH$;g$HJ:'''( 与北京地区人群相比"藏族成年人群
眼轴长度明显偏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L9H:"""N$H$#'( 老年组人群的角膜散光值明显高于中青年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3L9H##""N$H$"'*不同年龄组间角膜曲率)前房深度和眼轴长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O$H$"'( 男性组前房深度)眼轴长度明显大于女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L9H;#)9H9""均 "N
$H$"'*不同性别组间角膜曲率和角膜散光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O$H$"'(!结论!藏族成年人群眼轴
长度偏短"前房偏深"老年人群角膜散光增加"眼轴长度和前房深度表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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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藏族成年人群不同年龄组眼球生物测量参数的比较
L%5&+@6='*2%-"#'1',+.+5%&&5"'*+(-")2%-%*+(+-#5+(/++1;",,+-+1(%3+3-'$2#

"1%1%;$&(L"5+(%12'2$&%("'1

组别 眼数
角膜曲率值

(

&'/(0gCP"P'
角膜散光值

Y

+F&G# "GG ' "P,
前房深度

(

&'/(0gCP"'''
眼轴长度

(

&'/(0gCP"'''

老年组 %G %GH%#g#H9% $HJ9"&$H"$$"#H;"$' GH#9g$H%# 9GH9Gg$HFG

中青年组 "; %GHJJg#HJ" $H:;"&$H9"$"#H"$$' 9HFFg$H%# 99HF:g$H;J

3Kp值 M#H%G 9H## #H": #H:#

"值 $H#: $H$% $H#9 $H##

!注#&(#独立样本 3检验*Y#A(00Rb.)T0/28检验'
!a1T/#&(#B0+/W/0+/0TRU('W*/U3T/UT*Y#A(00Rb.)T0/28T/UT'

!!藏族人群长期生活在高原"其生活)饮食习惯和平
原地区的民族有差异( 同时"高原地区日照强烈"空气
稀薄"对长期生活在此的人群的部分生理结构有可能
造成影响( 眼球位于体表"其形态易受到生活习惯和
自然环境的影响( 有研究显示"北京地区人群的平均
眼轴长度为&9GH9"g#H#%'''+ #, "但是我国国土辽阔"
藏族人群的生活环境与汉族有所不同"其眼球的生物
测量参数未见报道( 本研究对拉萨地区藏族成年人群
进行眼球生物测量"获取角膜曲率)角膜散光)前房深
度)眼轴长度参数"并分析年龄)性别对眼球参数的影
响"以了解当地成年藏族人群的眼球生物学参数特征(

@6资料与方法

@6@!一般资料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连续收集 9$#; 年 G0; 月

就诊于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且进行眼球生物测量的世

居高原的藏族成年白内障患者 #$$ 例 #$$ 眼"其中男
"# 例"女 %F 例"年龄 99 fF9 岁"平均&:GHGJg#9HJ$'
岁( 以 :$ 岁为年龄界限划分":$ 岁以上 "; 例 "; 眼
为老年组":$ 岁以下 %G 例 %G 眼为中青年组( 纳入标
准#&#'年龄O#J 岁*&9'拉萨地区的藏族人群*&G'理
解本研究并能完成检查( 排除标准#&#'患有可能影
响眼球形态的其他眼病者*&9'近期行眼部手术或有
眼部外伤者( 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经西藏自
治区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批文号#A&R
E<\8R9#R]ZR$$"'"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6A!方法

所有测量均由同一位经验丰富的技术员完成( 每

例患者任意选取 # 眼纳入研究(
采用全自动电脑验光仪&]7JF$$"
日本 E1W-10 公司'测量角膜曲率
值和角膜散光值"测量重复 G 次"
取平均值( 使用盐酸奥布卡因滴
眼液&日本参天制药公司'进行表
面麻醉后"采用眼科 ?型超声仪
&=1'W(-TE13-."法国光太公司'
测量前房深度及眼轴长度"每眼
测量 #$ 次"取平均值(

@6B!统计学方法
采用 C8CC #;6$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的数据以偏度绝对值N# 为符合正态分布"角膜曲
率)前房深度和眼轴长度符合正态分布"以 '/(0gCP
表示"中青年组与老年组)男性组与女性组以上测量指
标的数据差异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3检验*角膜散光值
不符合正态分布"以 F&G#"GG'表示"中青年组与老年
组)男性组与女性组角膜散光值的比较采用 A(00R
b.)T0/28检验( "N$H$"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6结果

A6@!纳入人群生物参数测量
纳入人群平均角膜曲率值为&%GH:Jg#H:9'P"平均

角膜散光值为 $H;"$&$HG;""#H$$$'P"平均前房深度为
&GH$"g$H%#'''"平均眼轴长度为&9GH$;g$HJ:'''(
A6A!纳入人群平均眼轴长度

以北京地区汉族人群的眼轴长度平均值&9GH9"g
#H#%'''为总体均数 + #,

进行比较"世居高原拉萨地区
藏族人群的平均眼轴长度明显偏短"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3L9H:"""N$H$#'(
A6B!不同年龄和性别组间眼球生物参数的比较

老年组和中青年组人群角膜曲率)前房深度和眼
轴长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O$H$"'"老年
组角膜散光值明显高于中青年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L9H##""N$H$"'&表 #'( 男性组和女性组角膜曲率
和角膜散光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O$H$"'"男
性组前房深度和眼轴长度明显大于女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 "N$H$"'&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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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藏族成年人群不同性别间眼球生物测量参数的比较
L%5&+@6='*2%-"#'1',+.+5%&&5"'*+(-")2%-%*+(+-#5+(/++1;",,+-+1(3+1;+-#

"1%1%;$&(L"5+(%12'2$&%("'1

性别 眼数
角膜曲率值

(

&'/(0gCP"P'
角膜散光值

Y

+F&G# "GG ' "P,
前房深度

(

&'/(0gCP"'''
眼轴长度

(

&'/(0gCP"'''

男性 "# %GH%"g#HGG $H;"$&$H9"$"#H9"$' GH#:g$HGF 9GH9:g$HJF

女性 %F %GHF9g#HJ; $H;"$&$H9"$"#H9"$' 9HF%g$H%# 99HJJg$H;;

3̂!值 M#H%" M$H%$ 9H;# 9H9"

"值 $H#" $H:F $H$# $H$9

!注#&(#独立样本 3检验*Y#A(00Rb.)T0/28检验'
!a1T/#&(#B0+/W/0+/0TRU('W*/U3T/UT*Y#A(00Rb.)T0/28T/UT'

B6讨论

受遗传和环境的双重影响"不同的种族)民族"甚
至同一种族不同地区之间的组织器官可存在一定的生

理差异( 现代化的自动验光仪)超声眼球测量仪为我
们精确测量眼球形态"评估其形态差异提供了可能(

全球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人群的眼轴长度并不一
致( 亚洲印度不同地区成年人群的眼轴长度为 99H:f
99HJ ''+ 9MG, "蒙古农村地区成年人群平均眼轴长度为
9GH# ''+ %, "非洲肯尼亚基苏木地区成年人群的眼轴
长度仅为 99HJ# ''+ ", "英国成年人群的平均眼轴长度
为 9GHJ$ ''+ :, ( 美国纽约地区成年人群的平均眼轴
长度约为 9GH:; ''+ ;, "洛杉矶地区成年人群的平均眼
轴长度约为 9GH% ''+ J, "威斯康辛地区成年人群的平
均眼轴长度约为 9GH:F ''+ F, ( 可见欧美地区人群眼
轴长度明显大于亚非地区( 本研究中测得拉萨地区藏
族成年人群的平均眼轴长度约为 9GH$; ''"与亚非地
区成年人群接近"而较欧美成年人群明显偏短"提示其
可能与种族差异有关(

我国不同地区人群的眼轴长度也略有差别( 北京
地区汉族中老年人的眼轴长度为 #JHF: fG$HJJ ''"
平均 9GH9" ''+ #, ( 我国南方地区汉族成年人群的眼
轴长度为 9GH##f9GH:9 ''+ #$M##, ( 这些地区汉族成年
人群的眼轴长度均比藏族人群明显偏长( 藏族人群眼
轴长度为 9$H#"f9"H:9 ''"范围较小"这与藏族人群
整体屈光状态的特点呈正视)远视偏多"而近视较少是
相对应的(

眼轴长度和年龄的关系目前尚有争议( 本研究结
果显示"高龄组较中青年组眼轴长度更短"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该研究结果与新加坡)美国眼轴长度的研究
结果一致

+ JMF"#9, "但是与中国北方)蒙古)印度等地区
的人群研究结果不一致( 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
可能与不同研究的选择偏倚有一定关系( 本研究虽然

选择了北京地区成年人群的眼轴

长度数据作为代表"但眼球生物
测量本身还存在测量环境)测量
仪器和操作者因素的差异( 进一
步的研究中"我们将尽量做到统
一标准( 理想情况下的比较"应
该是在相同的测量条件下"即在
相同海拔"使用相同的测量设备"
由同一位测量者对久居高原的汉

族人群进行眼球生物参数测量"
从而得出更科学的结论(

李炜等
+ ",
对南方汉族成年人群进行的眼球生物

测量结果显示"平均角膜曲率为 %GH$Gf%GH;" P*孔祥
斌等

+ #$,
对广东地区 ;G$ 名汉族中老年人的眼球生物

测量数据显示"男性的角膜曲率为&%GH%#g#H""'P"女
性为 & %%H9# g#H%J ' P"男性的前房深度为 & 9H;J g
$HGJ'''"女性为&9H:Jg$HG"'''*罗保根等 + #G,

对华

东地区汉族中老年人眼球生物参数进行测量"其平均
角膜曲率为 %%H9" P( 本研究中测得的拉萨地区藏族
成年人群的平均角膜曲率为 %GH:J P"介于不同地区
国人角膜曲率之间"差别不大*前房深度为 & GH$" g
$H%#'''"呈现出前房较深的特点(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年龄变化方面"角膜散光程度
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在性别差异方面"9 个组的前房
深度和眼轴长度有明显差别"而角膜曲率和角膜散光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是男性因体格的原因"其眼球
比女性偏大"所以前房深度偏深)眼轴长度偏短(

通过对藏族成年人群进行眼球生物参数测量"并且
与文献中汉族成年人群参数进行比较"本研究发现藏族
成年人群的眼轴长度偏短"前房深度偏深"可以解释藏
族成年人群较汉族人群远视居多"而闭角型青光眼发病
较少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民族可能因为生活环
境不同"出现眼球生物测量值的显著差异( 比如"肯尼
亚地区黑人成年人群眼轴长度仅为 99HJ# ''+", "而北
美地区可达 9GH: ''+ ;, ( 本研究样本主要来自拉萨及
其周边的区县"西藏面积广阔"不同藏族群体的生活环
境可不相同"进一步的研究中要注意到这种地区间的
变化"收集更多)更全面的数据来反映藏族人群眼球生
物测量参数的全貌( 本研究采用 ?型超声测量眼轴
长度"其精确性受操作者的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结果的精确性( 相比之下"以 BD@A(UT/,为代表
的光学测量受操作者的影响较小

+ #%, ( 在进一步的研
究中"希望能够随着当地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的进步"
实现光学眼轴测量

+ #", "进一步探明藏族人群眼轴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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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本研究人群屈光度情况未明"且样本量较小"未来
仍需进一步进行较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明确相

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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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请客观描述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主要的形态学检查表现)相关的关键性或主要的量化资料以及相应的统计学比较结果"须写明

统计学量值及其概率值( 结论部分请提出与本研究论据直接相关的)必然的推论"避免得出过度推测性)评价性和扩大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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