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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MaPOV)术后角膜层间积液综合征(OcP)的临床特点进

行系统评价'"方法"采用电子文献数据库#检索 f5`k78*)*̀ +C7*N@91A+/7M,̀A+A.*?7̀ @GP9,7/97*中国知

网*万方数据库*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关于角膜 OcP 文献报道#检索年限为 !:::1#%#! 年' 文章筛选*数据提

取*质量评级及数据分析参照系统综述和 k74+分析优先报告条目的 fgOPka声明进行'"结果"共纳入 $%

篇文献#包括 '; 例 ;# 眼病例#其中男 $' 例 '( 眼#女 !# 例 !< 眼"年龄 !:K;: 岁#平均($;=<(>!$='%)岁"双眼
!; 例#单眼 $% 例' &<='&Q(<$L;#)的 OcP 是由于 MaPOV术后眼压升高引起' 纳入的 '; 例 ;# 眼均有视力下

降' 其中 #'=!:Q(!<L;#)患眼出现眼痛*眼红*畏光' '; 例患者裂隙灯显微镜下均可见不同程度的角膜水

肿*角膜层间积液#:=;&Q(;L;#)患眼可见角膜后沉着物*前房细胞#!;=!$Q(!%L;#)患眼出现视野损伤' 治

疗上 ((='#Q('&L;#)行降眼压药物治疗' 有预后描述的 $! 例 '% 眼患者中#(<=%%Q($%L'%)患眼经治疗视力

恢复##<=%%Q(!%L'%)视力无法恢复'"结论"角膜 OcP 作为 MaPOV术后少见的并发症#在 MaPOV术后角膜水

肿患者的诊断中应考虑此病#正确测量眼压#合理应用糖皮质激素及降眼压药物#避免不可恢复的视力下降'"

%关键词&"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 角膜层间积液综合征" 高眼压" 系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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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A+4@*,-75C,C(MaPOV)6":')-%1,"?7C7+A9178 f5`k78#)*̀ +C7#N@91A+/7M,̀A+A.#?7̀ @GP9,7/97#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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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L'%) A79@_7A78 417,A_,C,@/ b,41 4A7+4*7/4+/8 #<=%%Q (!%L'%) 8,8 /@46"<%(/40,.%(,"OcP ,C+A+A7

9@*\-,9+4,@/ +G47AMaPOV6O4C1@5-8 `79@/C,87A78 ,/ \+4,7/4Cb,41 9@A/7+-787*++G47AMaPOV6fA@\7A*7+C5A7*7/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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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层间积液综合征 ( ,/47AG+97G-5,8 C./8A@*7#OcP ) 的

报道主要见于准分子 激 光 角 膜 原 位 磨 镶 术 ( -+C7A,/ C,45

e7A+4@*,-75C,C#MaPOV)术后#是指在眼压升高和L或角膜内皮细

胞损伤后#房水渗入角膜瓣与基质床间形成水样间隙#导致视

力严重下降的一种角膜瓣相关的罕见术后并发症
+!, ' 由于疾

病发病率低#临床表现较隐匿#易被临床医生忽视或误诊#出现

不可逆的视力损伤' 目前#国内外对 OcP 的报道较少#本研究

拟通过系统评价的方法对现有证据进行总结#旨在深入探讨总

结分析 OcP 的临床特点#为临床工作者提供有力的循证医学

证据'

@7资料与方法

@6@"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确诊为 MaPOV术后的 OcP 个案报道及临床

研究#包括中英文病例' ( #)排除标准"病例叙述不清#非
MaPOV术后发生的 OcP#无完整病例内容*无法获得全文及重复

报道的文献'

@6C"文献检索策略

采用电子文献数据库进行检索' 电子文献数据库包括美

国 国 立 医 学 图 书 馆 ( f5`k78 数 据 库 )* )*̀ +C7* N@91A+/7

M,̀A+A.*?7̀ @GP9,7/97*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国科技期刊

数据库(维普期刊数据库)' 检索年限为 !:::1#%#! 年' 采用

自由词的检索方式进行检索#检索词为$/角膜层间积液综合

征0*/角膜层间积液 0* /层间积液综合征 0* /,/47AG+97G-5,8

C./8A@*70* / \A7CC5A7E,/85978 ,/47A-+*7--+AC4A@*+-e7A+4,4,C0*

/ ,/47A-+*7--+A C4A@*+-e7A+4,4,C0* / \A7CC5A7E,/85978 ,/47AG+97

e7A+4,4,C0* / ,/47AG+97 e7A+4,4,C0* / C47A@,8E,/85978 -+*7--+A

e7A+4@\+41.0*/-+*7--+Ae7A+4@\+41.0'

@6D"文献资料提取与证据等级

由 # 名研究者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分别独立筛选文献#并

进行数据提取#内容包括$文献发表时间*作者*病例一般特征
(包括年龄*性别*眼别)*术前屈光状态*发病时间*发病原因*

发病前后视力变化*眼压变化*眼部检查表现*治疗*预后' 若

数据提取不能达成统一意见则与第 $ 名研究者讨论决定' 本

文纳入的文献包括病例报告 #& 篇#临床研究 # 篇#文献证据等

级为 ' 级'

C7结果

C6@"文献检索情况

文献检索流程见图 !' 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共获得 $% 篇

文献
+!H$%,(表 !)#其中中文文献 ; 篇#英文文献 #' 篇"病例报告

#& 篇#临床研究 # 篇#共包括 '; 例病例'

初检获得文献（n=2347）

去除重复文献（n=63）

根据标题和摘要纳入符合文献

（n=2284）

去除非研究相关文献（n=2238）、

病例描述不详文献（n=16）

最终纳入文献（n=30）

图 @7文献检索流程

表 @7）6J!=术后角膜 !?J患者临床资料

例数
发病年

龄(岁) 性别 发病原因"""
屈光手术后

发病时间
眼别

治愈后

视力

治愈后眼压

(**T2) 治疗"" 作者"""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周 右眼 !6% !( 药物控制 M.-7等 +!,

左眼 !6% #%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周 左眼 光感 !# 药物控制 T+*,-4@/ 等 +#,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周 右眼 %=< !% 药物控制

左眼 %=' !%

' '' 女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周 左眼 %=& !( 药物控制

< !: 男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 术后 ! 周 右眼 %=%< !' 抗青光眼手术

左眼 %=%< !'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周 右眼 !=# !: 药物控制 B+_,8C@/ 等 +$,

( '! 男 角膜内皮失代偿 术后 ; 个月 右眼 %=%! ' 药物控制 ?,À7-+57A等 +',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年 右眼 H 正常 药物控制 k9M7@8 等 +<,

: <% 女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周 右眼 H 正常 药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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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例数
发病年

龄(岁)
性别 发病原因"""

屈光手术后

发病时间
眼别

治愈后

视力

治愈后眼压

(**T2)
治疗 作者"""

!% ;: 男 角膜内皮失代偿 术后 ' 年 左眼 H 正常 穿透角膜移植手术 V+/2等 +;,

!! '! 女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个月 左眼 #6% !' 药物控制 k,.+,等 +(,

!# ;< 女 角膜内皮失代偿 术后 $ 年 右眼 !6% H 角膜内皮移植术 T@GG*+/ 等 +&,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周 右眼 %=; #! 药物控制 g+*@C等 +:,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个月 左眼 %=< !$ 药物控制 ?177-8@/ 等 +!%,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周 双眼 H H 药物控制 k@.+等 +!!,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周 双眼 H H 药物控制

!( $& 女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周 左眼 H H 药物控制

!& #! 男 角膜内皮失代偿i糖皮质激素

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年 左眼 数指L

!=< *

!: 药物控制 P7/41,-等 +!#,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周 左眼 %=& H 药物控制 刘后仓
+!$,

#% '% 男 角膜内皮失代偿i糖皮质激素

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年 右眼 %=; : 药物控制 T+/ 等 +!',

#! ;# 男
角膜内皮失代偿i糖皮质激素

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年 左眼 %=& : 药物控制

XA472+EqC@̀,+2+

等
+!<,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个月 右眼 !6% !! 药物控制 雷玉琳等
+!;,

#$ #& 女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周 双眼 H H 药物控制 庞辰久等
+!(,

#' $< 男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 术后 # 年 双眼 H H 滤过手术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个月 双眼 H H 药物控制

#; $# 男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 术后 # 年 双眼 H H 药物控制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年 右眼 H H 药物控制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个月 右眼 H H 药物控制

#: #( 男 青光眼睫状体炎综合征 术后 ! 年 右眼 H H 药物控制

$% #' 女 色素性青光眼 术后 ! 年 右眼 H H 滤过手术

$! $' 女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周 右眼 %=: 正常 药物控制 W+*+C1*5C等 +!&,

左眼 %=: 正常

$# ## 女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周 右眼 !6% 正常 药物控制

左眼 !6% 正常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周 右眼 H 正常 药物控制

左眼 H 正常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周 右眼 %=& 正常 药物控制

左眼 %=& 正常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个月 右眼 !=< !( 药物控制 F@4@等 +!:,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8 右眼 !6% !' 药物控制 蔡磊琳等
+#%,

左眼 !6% !<

$( $: 男 青光眼睫状体炎综合征 术后 ' 年 左眼 !=# 正常 药物控制 V@/2等 +#!,

$& #$ 男 开角型青光眼 术后 # 年 右眼 手动 ; 抗青光眼 P1@Y,等 +##,

手术

$: #! 男 开角型青光眼 术后 ! 年 右眼 %=& #! 药物控制 林可劼等
+#$,

左眼 !6% !;

'% <& 男 角膜内皮失代偿 术后 !% 年 左眼 %=& H 角膜内皮移植术 M597A,等 +#',

'! #! 男 开角型青光眼 术后 ; 个月 右眼 %=& #! 药物控制 林可劼等
+#<,

左眼 !6% !;

'# '; 男 青光眼睫状体炎综合征 术后 !; 年 右眼 %=& &=( 滤过手术 Z,+等 +#;,

'$ <# 女 角膜内皮失代偿 术后 #! 年 左眼 %=< !' 角膜内皮移植术 F+-_,C等 +#(,

'' '! 男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术后 #! 8 右眼 %=< 正常 滤过手术 D+Cd570Ef7A70等+#&,

'< <# 女 角膜内皮失代偿 术后 !& 年 右眼 !6% 正常 角膜内皮移植术 V+Cs*等 +#:,

'; $% 女 开角型青光眼 术后 !% 年 左眼 %=%# & 滤过手术 V,*等 +$%,

"注$MaPOV$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OcP$层间积液综合征"H$未提及(! **T2I%=!$$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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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C"文献发表时间

纳入文献发表的时间$f5`k78 数据库(!:::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C7( !:::1#%#! 年 )*N@91A+/7M,̀A+A.

(!:::1#%#! 年)*?7̀ @GP9,7/97( !:::1#%#! 年 )*中国知网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万方数据库 ( !:::1

#%#! 年)*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1#%#! 年)'

C6D"病例一般情况

纳入的 '; 例 ;# 眼患者中#男 $' 例 '( 眼#占 ($=:!Q#女
!# 例 !< 眼#占 #;=%:Q"年龄 !:K;: 岁#平均 ( $;=<(>!$='%)

岁#J#% 岁 $ 例#占 ;=<#Q##% K'% 岁 #' 例#占 <#=!(Q#h'%

岁 !: 例#占 '!=$!Q"双眼 !; 例#占 $'=(&Q#单眼 $% 例#占
;<=##Q'

C6E"病例临床特点

患者发病时间在 MaPOV术后 ! 周 K#! 年#! 个月之内的

有 #! 例 $# 眼# ! 个月以上发病的有 #< 例 $% 眼' ((='#Q

('&L;#)患眼行降眼压药物治疗#!;=!$Q( !%L;#)行抗青光

眼手术治疗#'=&'Q($L;#)行角膜内皮移植术#!=;!Q( !L;#)

行穿透角膜移植术' 有预后描述的 $! 例 '% 眼患者中#

(<=%%Q($%L'%)患眼经治疗视力恢复##<=%%Q( !%L'%)视力

无法恢复(表 #) '

表 C7纳入病例的临床特征分析

一般情况 眼数 构成比(Q)

发病时间(BI;#)

"! 周H! 个月 $# <!=;!

"! 个月H! 年 !$ #%=:(

"!H< 年 !% !;=!$

"< 年以上 ( !!=#:

诊断情况(BI;#)

"首次确诊 !< #'=!:

"首次未确诊 '( (<=&!

治疗方法(BI;#)

"降眼压药物 '& ((='#

"抗青光眼手术 !% !;=!$

"角膜内皮移植 $ '=&'

"穿透角膜移植 ! !=;!

预后(BI'%)

"视力恢复至发病前 $% (<=%%

"视力下降 !% #<=%%

C6F"发病原因

在发病原因的描述中#&<='&Q(<$L;#)患眼是由于 MaPOV

术后眼压升高引起#其中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占 <:=;&Q

($(L;#)#原发性青光眼占 !:=$<Q( !#L;#)#色素性青光眼占
!=;!Q( !L;#)#青光眼睫状体炎综合征占 '=&'Q ( $L;# )#

:=;&Q(;L;#)由于角膜内皮失代偿引起#'=&'Q( $L;#)是由 #

种因素共同作用(表 $)'

表 D7!?J发病原因分析

发病原因(BI;#) 眼数 构成比(Q)

高眼压

"糖皮质激素性眼压升高 $( <:=;&
"原发性青光眼 !# !:=$<
"色素性青光眼 ! !=;!
"青光眼睫状体炎综合征 $ '=&'

角膜内皮失代偿 ; :=;&

角膜内皮失代偿i高眼压 $ '=&'

"注$OcP$角膜层间积液综合征

C6N"临床表现

纳入的 '; 例 ;# 眼病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 其

中 #'=!:Q(!<L;#)患眼出现眼痛*眼红*畏光' 所有患者裂隙

灯显微镜下均可见不同程度的角膜水肿*角膜层间积液#

:=;&Q(;L;#) 患眼可见角膜后沉着物 ( e7A+4,9\A79,\,4+47C#

Vf)*前房细胞#!;=!$Q(!%L;#)患眼出现视野损伤'

C6O"辅助检查
!'=<#Q(:L;#) 患眼行眼前节光相干断层扫描 (@\4,9+-

9@17A7/974@*@2A+\1.#XN̂ )检查#可发现角膜瓣与残余基质床

之间的液性暗区(图 #)' &=%;Q(<L;#)行角膜地形图检查#由

于角膜水肿以及层间积液的出现#中央部角膜变陡#随着眼压

下降#层间积液消失#角膜曲率 V值逐渐恢复正常' ;='<Q

('L;#)行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角膜瓣和角膜基质水肿增厚#

角膜基质细胞减少#角膜瓣处有低反射区#低反射区内显示有

液体聚集#并且无炎性细胞浸润' !(=('Q(!!L;#)角膜内皮计

数检查显示角膜内皮细胞计数正常或降低'

图 C7）6J!=术后 !?J患者眼前节 8<A图 +CN, "患者#男#'; 岁#双
眼 MaPOV术后 !; 年#右眼青光眼睫状体炎综合征反复发作#此次右
眼视力由 !=% 下降至 %=<#眼压 '< **T2#可见角膜层间低反射信
号#为角膜层间积液(! **T2I%=!$$ ef+)

D7讨论

角膜 OcP 早在 !::: 年由 M.-7等 +!,
首先报道#他们认为这

是一种局限在角膜瓣中央和旁中央的弥散性*泥沙样*非颗粒
样的雾状混浊#可能与角膜上皮植入有关' 随后#相似病例相

继报道#OcP 常继发于 MaPOV术后' MaPOV是目前常见的屈光
手术之一#MaPOV术后角膜组织病理学和超显微结构研究证

明#角膜基质板层交界面间伤口修复不完善#黏结性降低#尤其
是中央和旁中央角膜区域#易出现与 MaPOV角膜瓣相关的并发

症' 若出现眼压升高和L或角膜内皮受损#房水容易在压力的
作用下渗入到此间隙#导致角膜层间积液的形成'

!%;<!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N1,/ Z)[\ X\141+-*@-#Z5/7#%#!#D@-6$:#]@6;



表 E7!?J的鉴别诊断

项目 OcP BMV 感染性角膜病

病史 长期糖皮质激素点眼 无 外伤后或角膜异物剔除后

病因 高眼压*角膜内皮损伤 外伤#角膜损伤 真菌性*细菌性*病毒性角
膜炎等

炎症 无 有 有

发病时间 晚($ 周) 早(#H; 8) 早(#H< 8)

症状 视力下降#无痛 视力下降#眼痛 视力轻度下降#以眼部刺
激症状为主

屈光度 回退 无变化 无变化

角膜曲率 回退 无变化 无变化

裂隙灯显微镜 层间积液#上皮水肿 层间颗粒状混浊 球结膜水肿#睫状充血或
混合充血#角膜可见云翳*
斑翳等

角膜地形图 陡峭 无变化 无变化

眼压 升高*正常或下降 降低 无明显变化

治疗 停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
应用降眼压药物

局部糖皮质激素治疗 敏感抗生素*抗真菌药物*
抗病毒药物*局部糖皮质
激素类药物

预后 视力恢复迅速 可变的视力#可能留有后
遗症

不同程度的角膜炎症反

应#视力恢复也不同

"注$OcP$角膜层间积液综合征"BMV$弥漫性板层角膜炎

D6@"OcP 的发病原因
OcP 可发生在任何年龄段#发病原因主要包括高眼压和L或

角膜内皮失代偿' 高眼压为主要原因#且多为应用糖皮质激素

所致' 这是由于一部分患者不遵医嘱#未在术后规定时间内停

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造成眼压升高"另一部分患者表现为对

糖皮质激素敏感性较强#MaPOV术后使用 ! 周即出现眼压升

高' 角膜内皮层是由一层六角形内皮细胞所形成#角膜内皮细

胞的屏障和主动液泵功能对于角膜保持正常厚度和透明性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内皮细胞的密度随年龄增大而减低#同样#损

伤*炎症*眼部手术可引起细胞丢失' 角膜内皮失代偿的患者

发生 OcP 多为 MaPOV术后又行其他内眼手术#损伤了角膜内

皮#导致角膜泵功能受损#房水进入角膜层间#发生 OcP' 因此#

在临床工作中#对于 MaPOV术后的患者#由于其角膜解剖结构

发生改变#在高眼压和L或角膜内皮受损时#要警惕 OcP 的发

生#行眼前节 XN̂ 等相关检查以明确诊断#避免出现不可挽回

的视力损伤'

D6C"OcP 的临床表现
OcP 的临床表现除了视力下降和角膜水肿*层间积液之外#

其他多为导致 OcP 原发病的表现' 若 MaPOV术后患者发生葡

萄膜炎#可出现眼痛*眼红*畏光等眼部刺激症状#Vf*前房细胞

等体征"若术前或术后存在青光眼患者#未及时控制眼压的进

展#导致杯盘比增大#可出现视野损伤'

D6D"OcP 的早期诊断

本研究纳入的 '; 例 ;# 眼病例中#(<=&!Q('(L;#)在首次

就诊时未确诊#仅有 #'=!:Q(!<L;#)就诊时即确诊' 分析原因

有以下 # 点$(!)MaPOV术后患者眼压测量不准确' 近视患者
MaPOV术后中央角膜厚度变薄和层间积液的存在#均会导致中

央角膜处眼压测量值偏低#而周边角膜眼压值是真实眼压#因

此对于 F-@8*+/ 压平眼压计测量时#眼

压J: **T2(! **TI%=!$$ ef+)时可采用

@̂/@E\7/ 或者 ,N+A7测量周边眼压#以防误

诊' (#)OcP 早期积液量少#在裂隙灯显微

镜下仅表现为角膜水肿#层间积液难以发

现' #%%( 年#B+bC@/ 等 +$!,
依据裂隙灯显

微镜下层间积液量的多少对 OcP 进行了分

型$角膜瓣轻度至中度水肿#但无或有轻度

层间混浊为"级"角膜瓣中度至重度水肿#

并伴有弥散性*泥沙样*非颗粒样的层间混

浊以及较少量的层间积液为%级"角膜瓣

与残留基质床之间出现大量层间积液#并

伴有大面积弥散的角膜混浊为&级' 眼前

节 XN̂ 的应用可清晰地发现角膜瓣与残

余基质床之间的液性暗区#用于早期 OcP

的辅助诊断' 另外#角膜地形图的动态变

化可间接评估 OcP 的预后"OcP 是非炎症性

疾病#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可协助 OcP 与

感染性角膜病的鉴别"角膜内皮细胞计数

检查可评价 OcP 的发病原因#以恰当地选

择治疗方法'

D6E"OcP 的鉴别诊断

OcP 易与弥漫性板层角膜炎( 8,GG5C7-+*7--+e7A+4,4,C#BMV)

和感染性角膜病混淆' 在本研究的 '; 例病例中#仅 !# 例首次

就诊时确诊' T+*,-4@/ 等 +#,
报道许多早期 MaPOV术后 OcP 的

病例#大多被误诊为 BMV#继续应用糖皮质激素点眼#用药史多

数长达 # 周#导致眼压进一步升高#层间积液增多#OcP 继续加

重' 还有一部分 OcP 患者易与感染性角膜病相混淆#故在这里

将三者区分如下
+$#, #见表 ''

D6F"OcP 的治疗及预后

本研究的 '; 例病例中#视力无法恢复的患者多是因为未明

确诊断 OcP#糖皮质激素应用时间过长#眼压测量不准确#导致眼

底损伤#造成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

综上所述#OcP 作为 MaPOV术后少见并发症#目前认为主要

是由于高眼压和角膜内皮损伤所致' MaPOV术后 ! 周K! 个月

内患者出现角膜水肿时#若合并眼压升高#应警惕 OcP 的出现#

此外术前有角膜内皮营养不良*低角膜细胞计数及青光眼的患

者均不适宜行 MaPOV手术' OcP 的临床表现易与 BMV*感染性

角膜炎等疾病相混淆#并且由于术后眼压测量易出现误差#早

期裂隙灯显微镜表现缺乏特异性#必要时应行眼前节 XN̂ *激

光扫描共焦显微镜等检查以明确诊断' 在治疗方面原则是去

除病因#糖皮质激素以及降眼压药物剂量还需要根据患者眼压

升高的多少以及角膜水肿的程度进行调整' 此外#也有文献报

道#OcP 可继发于板层角膜移植术后 +$$, *全飞秒透镜取出术

后
+$',
等#由于国内外 OcP 的文献较少#且多为病例报告#文献证

据等级较低' 另外#本研究可能存在文献发表偏倚*选择性偏

倚等#所得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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