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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身免疫性视网膜病变">Î#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免疫性视网膜病$以视力下降+视物暗点+视野
缺损+光感受器功能障碍为主要特点) >Î 分为副肿瘤性 >Î"4>Î#和非肿瘤性 >Î" /4>Î#$其中 4>Î 又

分为癌相关性视网膜病变"E>̂ #+黑色素瘤相关性视网膜病变"9>̂ #和双眼弥漫性葡萄膜黑色素细胞增生
症"ZHq9\#) 各 >Î 分类患者外周血往往存在循环性抗视网膜抗体$并伴有视网膜电图异常$但眼底检查
无显著异常"ZHq9\除外#) 在 >Î 患者血清中已鉴定出抗恢复蛋白抗体和抗 %烯醇化酶抗体等多种抗视
网膜抗体$但部分 >Î 患者血清抗视网膜抗体亦可呈阴性反应) 目前 >Î 诊断标准及实验室检查的标准尚

不统一$同时患者个体间的临床检查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容易导致误诊和漏诊) 因此$在做出推测性诊断之
前$需要行全面的检查以排除其他可能的原因) 目前 >Î 各型的治疗方案不统一$多数临床医生采用的治疗
方法为各种免疫调节组合治疗$包含全身或局部使用皮质类固醇+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和使用抗代
谢药物或 EH#& 单克隆抗体) 本文就 >Î 各分型的临床特点+血清视网膜自身抗体检测+鉴别诊断及治疗预
后进行综述$以期提高临床医师和研究工作者对 >Î 的认识$实现 >Î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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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视网膜病变"+1.8,**1/;Q;.,/84+.MV$>Î#是一

类较为罕见的炎症介导的免疫性视网膜病变$以视力下降+视

物暗点+视野缺损+光感受器功能障碍和外周血存在循环性抗

视网膜抗体为主要特点$发病率低+起病隐匿) >Î 分为副肿

瘤性 >Î " 4+Q+/;84-+6.,7+1.8,**1/;Q;.,/84+.MV$4>Î#和非肿

瘤性 >Î " /8//;84-+6.,7+1.8,**1/;Q;.,/84+.MV$/4>Î#) 由于

缺乏公认的诊断标准$并与其他视网膜变性疾病有许多共同的

临床特征$加之患者个体间的差异性较大$使 >Î 患者在临床

上容易被误诊和漏诊) 本文对国内外近年来的相关文献进行

整理$归纳出 >Î 各分型的临床特点+实验室检查特点+鉴别诊

断及治疗预后$希望能增加国内临床医师对此疾病的重视程

度$帮助临床工作者更好地掌握此疾病的诊断方法)

>1/I7概述

多数 >Î 患者发病前并无视力问题或夜盲$而是突发闪光

感和快速的视力下降$继之出现其他症状$如夜盲+暗点和视野

缺损) 部分患者还出现中央视力和对比敏感度下降$双眼程度

可不对称
,!$#- ) 但 >Î 患者很少或几乎没有眼内炎症的

表现
,B$'- )

在临床检查方面$动态视野检查能更好地检测周边视野或

中心视野的缺损或暗点+生理盲点扩大$但也有部分患者通过

静态视野检查可以早期发现视野缺损
,%- %检眼镜检查眼底的表

现通常不明显$有一部分患者可表现出视网膜血管变细$蜡样

视盘$ 或 较 晚 期 出 现 视 网 膜 色 素 上 皮 " Q;.,/+-4,0*;/.

;4,.M;-,1*$ \̂)# 的异常 ,#$B- %视网膜电图 " ;-;7.Q8Q;.,/80Q+*$

)̂ F#多有异常$有助于区分受影响的不同细胞类型及不同视

网膜层次$但现有的病例报告和小规模研究中患眼的 )̂ F表

现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性$因此不具有特征性 ,?- ) 光相干断层扫

描"84.,7+-78M;Q;/7;.8*80Q+4MV$DE:#可以观察到多数 >Î 患

者光感受器层细胞丢失+椭圆体带中断和J或黄斑中心视网膜

厚度变薄$有时可显示黄斑囊样水肿 "7V6.8,U *+71-+Q;U;*+$

E9)# ,($@- %患眼眼底自发荧光"T1/U16+1.8T-18Q;67;/7;$=>=#异

常$主要表现为黄斑区边界不清的高自发荧光环$与频域 DE:

"64;7.Q+-U8*+,/ 84.,7+-78M;Q;/7;.8*80Q+4MV$GHLDE:#上视网

膜外层结构的丢失部位相对应
,<$!&- %而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

"T-18Q;67;,/ T1/U16+/0,80Q+4MV$==>#则很少表现出异常 ,!!$!#- )

在实验室检查方面$由于各种检验抗视网膜自身抗体血清

的技术都有其限制$且其临床应用仍然有限$仍缺乏标准) 在

>Î 患者中$迄今已鉴定出大约 !% 种不同的视网膜抗原$一些

自身抗体似乎与 >Î 不同的临床类型有关$但是并非所有的

>Î 患者均能检测出抗视网膜自身抗体$一些正常人或合并免

疫系统疾病但不具备 >Î 眼部表现的患者血液中也能够检测

到抗视网膜自身抗体$因此抗视网膜自身抗体检测的敏感性以

及其针对 >Î 是否具有特异性仍有待确定)

?1=/I7

4>Î 分 为 癌 相 关 性 视 网 膜 病 变 " 7+/7;QL+6687,+.;U

Q;.,/84+.MV$E>̂ #+黑色素瘤相关性视网膜病变 "*;-+/8*+L

+6687,+.;U Q;.,/84+.MV$9>̂ #和双眼弥漫性葡萄膜黑色素细胞增

生" P,-+.;Q+-U,TT16;13;+-*;-+/87V.,74Q8-,T;Q+.,8/$ZHq9\#) 其

共同的临床表现为视力下降+闪光感+夜盲+暗点$且症状发展

速度较 /4>Î 更快)

?5>"E>̂

E>̂ 指非眼部原发肿瘤的占位压迫或肿瘤转移所致的一

种与肿瘤相关的视网膜变性疾病$为机体癌症的远部效应 ,!&- )

一项对 #&< 例视网膜病变合并癌症患者的回顾性研究发现$

E>̂ 患者发病年龄为 #' @̀% 岁$平均发病年龄为 ?% 岁$且女

性患者数量为男性的 # 倍$主要的相关癌症包括乳腺癌

"B!e#+肺癌 " !?e# "以小细胞肺癌最常见 #+黑 色 素 瘤

"!?e#+血液系统肿瘤"!%e#"包括淋巴瘤+白血病和骨髓瘤#+

妇科肿瘤"<e#+前列腺癌"(e#和结肠癌"?e# ,!B- ) 目前认为

E>̂ 的病理机制为肿瘤组织表达异常抗原$产生自身抗体与视

网膜的自身抗原发生交叉免疫反应$导致视网膜细胞受损 ,!&- )

E>̂ 确诊的时间多早于癌症的诊断
,B$?- $最终诊断为 E>̂

的患者从 E>̂ 发病到癌症诊断的潜伏期为数周到数月不等$

此外$若 E>̂ 患者的视力快速下降提示 E>̂ 发病和癌症诊断

之间的潜伏期会缩短
,!B- )

E>̂ 的临床表现多为突发的双眼视力进行性下降$发展到

盲的时间可从数天到数年$双眼可不对称 ,#- ) 视力下降可进展

缓慢"如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和黑色素瘤患者#$也可进展

迅速"如肺癌和淋巴瘤患者# ,!'- ) E>̂ 患者的视杆细胞和视锥

细胞常同时受累$视锥细胞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视力下降+色

觉异常+对光敏感+眩光+闪烁感和中心暗点%而暗适应障碍+夜

盲+环状暗点和外周视野缺损则为视杆细胞功能障碍的表

现
,!%- ) 目前普遍认为$急性或亚急性进行性视力下降+视野缺

损及 )̂ F异常被称为诊断 E>̂ 的三联征
,!&- ) 根据受累的视

网膜部位和范围不同$视野可出现中心暗点+环状暗点或各种

其他类型的视野缺损$但双眼多呈对称改变) GHLDE:表现为

较广泛的椭圆体带中断和缺失$偶尔可出现黄斑囊样水肿表

现
,(- ) =>=可见与 GHLDE:上光感受器丢失对应区域的无明

显边界的弥漫性高荧光$多位于黄斑中心凹旁 ,!?- ) )̂ F表现

为严重的 ++P 波振幅下降)

E>̂ 与抗恢复蛋白抗体有关$但其表型差异性较大 ,#$!B- )

与抗恢复蛋白抗体相关的 E>̂ 常见的临床表现是侵袭性+严

重的视杆和视锥细胞功能障碍和显著的视力丧失$在一些病例

中患者甚至出现无光感表现
,!(- ) 另外$抗 %烯醇化酶抗体相

关的 E>̂ 常在发生肺+乳腺+膀胱+子宫+前列腺+唾液腺+胃肠

道癌和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数月至数年后被发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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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E>̂ 需排除遗传性视网膜营养不良或其他任何视网

膜病变$如视网膜色素变性"Q;.,/,.,64,0*;/.86+$ \̂#或药物毒

性视网膜病变) 在部分病例报告中$E>̂ 是可治愈的$因其表

现出较低水平的免疫抑制$这可能是因为多数患者同时在接受

化疗$也可能是 E>̂ 的自身免疫病理过程较典型的 /4>Î 更

不具有侵袭性
,!- )

?5?"9>̂

9>̂ 常与黑色素瘤相关$在诊断黑色素瘤后发病$平均潜

伏期为 BA? 年"# 个月 !̀< 年#%也经常发生于患有转移性疾病

的患者中$特别是转移性黑色素瘤$平均潜伏期为 !A< 年"! 个

月 !̀% 年# ,?- ) 在一组 9>̂ 病例中发现$?( 例 9>̂ 患者的发

病年龄为 B& (̀@ 岁$平均 %(A% 岁 ,!<- $并以男性多见) 临床及

电生理研究表明$9>̂ 患者视网膜双极细胞最早出现异常$内

核层变薄+双极神经元显著减少$而外核层的光感受器神经元

正常
,!%- )

9>̂ 与 /4>Î 在发病初期有相似的症状$但随后 9>̂ 以

中心和旁中心暗点为突出表现%有文献报告 ?# 例 9>̂ 患者

中$@#e患者的视力为 &AB 以上$且中心和旁中心暗点为常见

临床症状
,!<- ) 早期眼底并无异常改变$晚期可出现广泛的

\̂)紊乱及视网膜血管变细 ,!<- ) 9>̂ 的 ==>+DE:改变与

E>̂ 类似$但 9>̂ 患者的 )̂ F特点为 +波相对正常但 P 波下

降$图像呈负波形$有助于与其他 >Î 进行鉴别 ,!'$#&- )

9>̂ 患者血清中尚未发现抗恢复蛋白抗体
,!- ) 最初认为

9>̂ 患者皆具有抗双极细胞抗体且具有致病性
,#!- $但也有报

道指出部分患者抗双极细胞抗体为阴性
,##- ) 目前已发现 9>̂

患者体内有多种抗视网膜自身抗体表达$包括抗转导蛋白 $+

视紫红质+抑制蛋白+9g--;Q胶质细胞中的 B% [H+蛋白+神经元

抗原"## [H+#+线粒体内膜蛋白+肌联蛋白和环氧化酶 ,#B$#'- )

?5@"ZHq9\

ZHq9\由葡萄膜"主要在脉络膜#中的良性黑色素细胞弥

漫增生或隐匿性恶性肿瘤引起%ZHq9\与多种原发性内分泌

癌有关$其中女性最常见的是卵巢肿瘤$其次是子宫癌$男性中

最常见的是肺癌$但亦有极少数未发现原发性肿瘤的患者 ,!'- )

ZHq9\的诊断常在发现潜在系统性恶性肿瘤之前的数月至数

年) ZHq9\患者女性多于男性$约 B h#$发病年龄 B' @̀<

岁
,#%- ) 绝大多数为双眼发病$仅有 ! 例单眼发病的报告 ,#?- )

到目前为止$发现 ZHq9\患者血清中存在的视网膜自身

抗体有抗恢复蛋白抗体和抗热休克蛋白 (& 抗体 ,#(- ) 有研究

者猜测 ZHq9\的发病机制是体液因素引起葡萄膜黑色素细胞

增生
,!'- $F+66等 ,#@-

认为自然发育成熟的黑色素细胞并不具备

增生能力$ZHq9\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存在先天性播散性黑色

素痣$这些黑色素痣对肿瘤因子产生反应并增生$肿瘤体液作

用的毒性效应引起视网膜损伤%该研究还描述了 ZHq9\的 %

个基本特征&"!#眼底后极部 \̂)可见多个细小的圆形或椭圆

形红色斑块%"##与这些斑块对应的病灶区域 ==>显示早期高

荧光%"B#发现轻度隆起的多发色素性和J或非色素性葡萄膜黑

色素细胞肿瘤及葡萄膜弥漫性增厚的证据%" '#出现渗出性视

网膜脱离%"%#白内障快速进展) 有研究发现在 ZHq9\进展

期间$)̂ F显示视锥+视杆细胞反应均降低$GHLDE:表现为后

极部斑片状的 \̂)上方显著的色素沉着$沉着的色素斑块之

间有 \̂)萎缩区域$光感受器弥漫丢失$视网膜外界膜及椭圆

体带结构紊乱或消失$有时合并有少量视网膜下液体$脉络膜

明显增厚$脉络膜内部血管结构难以分辨 ,#<- ) #&!' 年中国
! 例病例报道指出$对于难以明确眼底改变的患者$葡萄膜增

厚+痣样增生病变和多发性虹膜睫状体囊肿的三联征对于诊断
ZHq9\具有重要意义 ,!&- )

有研究报告指出 ZHq9\患者首次出现症状后的总体平均

生存时间为 !( 个月 ,B&- %3+/ S88Q.等 ,B!-
报道的 ! 例 ?' 岁男性

患者诊断 ZHq9\后存活 <A% 年且一直保持良好视力)

@1+=/I7

/4>Î 的病因尚不明确$多数患者有其他免疫系统疾病的

病史$如哮喘+药物特殊反应或已知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甲状

腺功能减退%部分患者有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家族史$因此

推测 /4>Î 患者遗传了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易感性 ,!- )

/4>Î 典型临床表现为亚急性起病$视力下降+暗点+闪光

感+夜盲+畏光+色觉障碍) 患者早期阶段视力正常$易漏诊)

在一项包含 !'! 例 /4>Î 患者的病例系列报告中$/4>Î 发病

年龄平均为 %? 岁$小于 9>̂ 和 E>̂ 患者$以女性更多见 ,B#- )

一项回顾性病例分析结果显示$/4>Î 患者的眼底影像主要异

常表现为色素改变$其次为视网膜血管变细和视神经苍白%=>=

主要表现为黄斑周围和视神经周围的高荧光%@Be患眼表现为

外周视野收缩%全视野 )̂ F显示所有患眼的暗适应和明适应

振幅均降低%%?e的患眼 GHLDE:表现为旁中心凹或广泛的外

核层变薄及椭圆体带缺失%此外$所有 /4>Î 患者血清中抗 E>

"抗体均为阳性 ,BB- ) >/U8等 ,B'-
的研究中指出$患有 /4>Î 且

血清抗 %L烯醇化酶抗体为阳性的 #% 例患者中$!# 例"'@e#患

者眼底镜检查可见玻璃疣$以往研究较少报道)

虽然 /4>Î 较难诊断$但近期一项专家共识确立了 /4>Î

诊断所需的基本要素包含&无明显原因的视觉功能异常%眼底

表现轻微或出现弥漫性视网膜萎缩+色素紊乱%GHLDE:表现为

视网膜外层中较为广泛的椭圆体带缺失%=>=出现与 DE:上

感光细胞丢失对应区域的高荧光$多位于黄斑中心凹旁%)̂ F

异常伴或不伴视野异常%经全面检查后仍无患恶性肿瘤的证

据%没有患退行性眼病的证据$如 \̂+视网膜营养不良%血清抗

视网膜抗体检查阳性%无明显眼内炎症 ,B%- ) 此外$研究表明

E9)可作为 /4>Î 病情进展的可靠指标$而其中 E9)与患者

的 )̂ F振幅降低和 DE:上椭圆体带丢失的速度加快有关 ,@- )

A1视网膜自身抗体检测

视网膜自身抗体可以攻击任何视网膜细胞类型$如光感受

器细胞+神经节细胞和双极细胞 ,!!$B?- ) 但并非所有符合 >Î

临床诊断的患者血清中都具有可识别的视网膜自身抗体) 一

项包括 #&< 例 E>̂ 和 9>̂ 患者的研究中$?%e的患者血清中

抗视网膜自身抗体呈阳性
,!B- %一项包括 !'! 例 /4>Î 的研究

中$%@"'!e#例患者血清中检测到抗视网膜自身抗体 ,B(- %另一

!#@@!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EM,/ N)O4 D4M.M+-*8-$G;4.;*P;Q#&##$R8-5'&$S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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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包括 @( 例 /4>Î 的研究中$B(" 'Be#例患者血清中检测到

抗视网膜自身抗体
,#- )

同一类型的 >Î 患者血清中可存在多种抗视网膜抗体$同

一抗视网膜抗体也可以出现在不同类型的 >Î 患者中) 除抗

恢复蛋白抗体和抗 %烯醇化酶抗体特异性地出现于 E>̂ 患者

血清中外$其他多数抗视网膜抗体蛋白在 >Î 的各类型中仍无

明显特异性) 目前认为与 >Î 相关的主要视网膜抗原见表 !

和表 #)

表 >1常见与 /I7相关的蛋白及其分子质量 ,?L$@A-

>Î 相关蛋白 英文名称 相对分子质量"[H+#

恢复蛋白 Q;783;Q,/ #B

%烯醇化酶 %L;/8-+6; '?

人源全长重组蛋白 ! :q]\! ?%

热休克蛋白 (& M;+.6M87[ 4Q8.;,/ (& (&

视紫红质抑制蛋白 +QQ;6.,/ '@

转导蛋白 $ .Q+/6U17,/ $ B%

人"型碳酸酐酶 E>" B&

碳酸酐酶" 7+QP8/,7+/MVUQ+6; B&

光感受器结合蛋白 ,/.;Q4M8.8Q;7;4.8QP,/U,/04Q8.;,/ !'!

肌联蛋白 .,.,/ B #&&

光感受细胞特异性核受体 4M8.8Q;7;4.8Q7;--L64;7,T,7/17-;+Q
Q;7;4.8Q

'!

"注&>Î&自身免疫性视网膜病变

表 ?1常见 /I7相关的抗视网膜自身抗体靶向蛋白 ,@B-

>Î 抗视网膜自身抗体靶向蛋白

E>̂ 恢复蛋白+%烯醇化酶+转导蛋白 $+人"型碳酸酐
酶+人源全长重组蛋白 !+热休克蛋白 (&

9>̂ 转导蛋白 $+视紫红质抑制蛋白

/4>Î 恢复蛋白+人"型碳酸酐酶+%L烯醇化酶+光感受器
结合蛋白

"注&>Î&自身免疫性视网膜病变%E>̂ &癌相关性视网膜病变%9>̂ &
黑色素瘤相关性视网膜病变%/4>Î&非肿瘤性自身免疫性视网膜病变

A5>"恢复蛋白

恢复蛋白是一种在感光细胞中表达的钙结合蛋白$在暗适

应和明适应过程中参与调节视紫红质磷酸化
,B@- ) 在人体中$

抗恢复蛋白抗体与视锥+视杆细胞和非双极细胞结合 ,B@- ) 抗

恢复蛋白抗体的靶细胞是光感受器细胞$GM,Q+0+等 ,B<-
发现抗

恢复蛋白抗体和 =+P 片段可进入光感受器细胞$导致 P7-LO+P+O

蛋白表达增加以及 P7-LO]蛋白表达下降$线粒体释放细胞色素

E后相继激活 7+64+6;L< 和 7+64+6;LB 信号通路$最终导致 HS>

断裂和细胞死亡) 许多肿瘤$包括小细胞肺癌+宫颈癌+子宫内

膜癌+子宫肉瘤和卵巢恶性苗勒管混合瘤也可表达恢复

蛋白
,'&$'!- )

A5?"%烯醇化酶

%烯醇化酶是一种普遍表达的糖酵解酶蛋白$尤其在肿瘤

细胞中高度表达$并可能在肿瘤细胞周转或切除期间逃逸 ,!B- )

%烯醇化酶位于视网膜神经节细胞+9g--;Q细胞+视锥及视杆细

胞的细胞膜和细胞质中$主要造成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凋

亡
,'#- ) 与抗 %烯醇化酶抗体相关视网膜疾病的临床表现主要

是锥体功能障碍$多表现为双眼亚急性或慢性视力下降和色觉

异常$但视力很少低于 #&JB&&,#- )

A5@"杆细胞转导蛋白 %

杆细胞转导蛋白 %是 BL亚基鸟嘌呤核苷酸结合蛋白$其作

用是刺激环磷酸鸟苷 "7V7-,701+/86,/;*8/84M864M+.;$7F9\#

的磷酸二酯酶与视紫红质偶联$使光感受器发生超极化和光传

导级联反应
,B&- ) 抗杆细胞转导蛋白 %抗体存在于 E>̂ +9>̂

和 /4>Î 患者血清中$主要症状包括视疲劳+畏光+视物模糊$

其中有中央暗点的患者$在发病后的数周到数月间常发生急进

性的双侧视力恶化和视野丧失
,B&- )

A5A"热休克蛋白 (&

热休克蛋白 (& 作为分子伴侣协助各种细胞反应过程$包

括细胞转位到细胞器+蛋白质的折叠和重新排列+蛋白质降解

和蛋白质聚集体溶解
,'B- ) 抗热休克蛋白 (& 抗体主要存在于

E>̂ 及 ZHq9\患者的血清中)

A5B"人"型碳酸酐酶

人"型碳酸酐酶在癌变过程中表达增加$抗人"型碳酸酐

酶抗体在 E>̂ 及 /4>Î 患者血清中有表达)

A5期"线粒体内膜蛋白

线粒体内膜蛋白是锚定在线粒体内层的膜蛋白$推测其可

以影响线粒体形态结构和功能
,#'- ) 抗线粒体内膜蛋白抗体存

在于 9>̂ 患者血清中)

A5U"细胞色素 E氧化酶

细胞色素 E氧化酶是线粒体呼吸链中一种重要的酶$仅由

线粒体 HS>编码$抗细胞色素 E氧化酶的抗体在伴或不伴黑

色素瘤的 9>̂ 患者血清中均有表达
,#'- )

有文献报道$上述抗视网膜自身抗体可见于部分正常人$

亦可见于炎性肠病+盘尾丝虫病+白塞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多

发性硬化等疾病患者) 此外$干性和渗出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

性+ \̂+感染性和非感染性葡萄膜炎+小柳$原田综合征+交感

性眼炎+眼弓形体病等患者的血清中也存在视网膜自身抗

体
,B$!!$BB$'%$%B- ) 抗恢复蛋白抗体曾被认为对 E>̂ 具有敏感性

及特异性$但 X;7[;/-,3;-V等 ,%&-
在 %#! 例 \̂患者中发现了

% 例血清抗恢复蛋白抗体阳性患者$因此抗恢复蛋白抗体对

E>̂ 的特异性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蛋白免疫印迹杂交为检测血清抗视网膜抗体常用的技术$

但由于该方法是基于蛋白质的相对分子质量确认抗体的类型$

因此缺乏特异性
,B($%&- ) 免疫组织化学的优势在于能够确定视

网膜自身抗体在视网膜内的特异性结合位点$但其缺点是只能

检测已知抗原)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是利用抗原$抗体结合的原

理$对蛋白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的方法 ,B(- $其优势在于敏感性

高$但缺点为只能检测已知的抗原) 由于各种抗视网膜抗体的

检测皆有限制$加之不同的实验室对视网膜蛋白提取物的种类

!B@@!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EM,/ N)O4 D4M.M+-*8-$G;4.;*P;Q#&##$R8-5'&$S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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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蛋白质提取方法及其阳性反应性的定义等方面均存在差

异$因此不能确定抗视网膜抗体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其阳

性和阴性预测值)

目前$临床上诊断 >Î 以临床表现+各项检查 "如 )̂ F+

DE:+=>=#和辅以血清中存在抗视网膜抗体确诊$单纯血清抗

视网膜抗体阳性结果并不足以确定 >Î 的诊断 ,B- )

B1鉴别诊断

B5>" \̂

\̂与 >Î 有相似的临床特点$患者发生黄斑水肿时也可

出现急性视力下降$且将近 !&e B̀(e的 \̂患者出现血清抗

视网膜自身抗体阳性
,%&- ) 但 \̂患者多具有较长的夜盲病史

及家族史$鉴别困难时可行基因诊断以帮助鉴别)

B5?"急性区域性隐匿性外层视网膜病变

急性区域性隐匿性外层视网膜病变 "+71.;Y8/+-8771-.

81.;QQ;.,/84+.MV$>kDD̂ #为多见于年轻健康女性的特发性炎

性病变$与 >Î 有相似的临床特点+视野改变及 )̂ F表现$双

眼间亦可存在不对称性) 但多数 >kDD̂ 患眼可表现出特征性

的三区域 =>=异常$即 \̂)+脉络膜毛细血管完全萎缩区及感

光细胞缺损区没有自发荧光$而呈现近全黑的低自发荧光区$

病灶边缘在进展期呈高自发荧光$病灶边缘以外为正常自发荧

光区$随着急性期病灶逐渐缓解$病灶边缘的高自发荧光消失)

而在 >Î 中未发现界限清楚的低自发荧光区域) 此外$>kDD̂

具有一定的自限性$多数患者的病情未经治疗可自行稳定或部

分恢复
,%'- )

B5@"多发性一过性白点综合征

多发性一过性白点综合征与 >Î 有相似的临床症状$但其

多为单眼急性发病$以健康青年人多见$可伴有瞳孔传入性障

碍或视盘水肿$急性期在 ==>+=>=和吲哚菁绿血管造影上均

可见特征性改变$且具有自愈倾向)

B5A"陈旧葡萄膜炎

葡萄膜炎晚期均可表现为轻微的 \̂)紊乱伴有 DE:上感

光细胞层结构紊乱及 )̂ F异常+视网膜自身抗体阳性等类似
>Î 表现) 但与 >Î 相比$陈旧葡萄膜炎患眼多遗留有眼前节

炎症反应的表现$眼底多伴有明显的视网膜血管炎表现$ \̂)

的萎缩和增生更为明显)

B5B"药物中毒性视网膜病变

药物中毒性视网膜病变的临床特点+视野改变及 )̂ F表

现与 >Î 相似$但其双眼症状对称$且患者有明确的用药史)

期1治疗及预后

>Î 的诊断尚无统一的标准$这对其治疗也产生了巨大的

挑战$目前尚无针对 E>̂ +9>̂ +ZHq9\或 /4>Î 的标准治疗

方案$只有少量的病例回顾性研究和病例报告作为依据) >Î

为系统性疾病$由于其自身免疫特性$许多医生将治疗目标设

定为调节免疫系统+减少不可逆损害) 常用的方法有全身或局

部使用糖皮质激素$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分离术$血浆置

换$口服抗代谢药物如麦考酚酸吗乙酯+硫唑嘌呤$环孢霉素$

或 EH#& 单克隆抗体"利妥昔单抗# ,%%$%?- ) 有研究报道 >Î 患

者接受上述各种免疫调节组合治疗后$视力+视野+黄斑水肿得

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体内的抗视网膜自身抗体水平也可有所下

降$而一旦出现广泛的视网膜变性$将无法逆转 ,%%- )

通常进行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需要至少 ' 个月才显示

视野缺损的改善$而整个疗程需要至少 ! 年) 有临床报道显

示$部分 E>̂ 和 /4>Î 患者大剂量口服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

和环孢素等免疫抑制类药物后视力仍逐渐下降
,#- ) 美国国家

眼科研究所的研究显示$是否使用免疫调节治疗对 /4>Î 患者

病情的进展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B%- ) 多数医生选择定期随访患

者视力+视野+)̂ F+DE:+荧光素血管造影结果作为评估治疗效

果的主要途径
,B%- )

4>Î 最好的治疗方法是通过手术+化学治疗及放射治疗

减少肿瘤对机体的负荷) 目前发现$E>̂ 患者对治疗的反应更

快$且对免疫抑制剂的需求剂量也更低%而对 9>̂ 患者而言$

只有少数可通过静脉注射糖皮质激素+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和

血浆置换改善视力
,!<- ) ZHq9\患者预后极差$有研究报道

ZHq9\患者行血浆置换是改善视力及浆液性视网膜脱离有效

的干预措施
,%(- )

尽管 4>Î 的受关注度更高$但因 /4>Î 缺乏临床表现特

异性及诊断标准$因此对于 /4>Î 的治疗尚无充足的证据及研

究结果) #&!( 年的一项对美国葡萄膜炎专家进行的关于

/4>Î 治疗意见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对于 /4>Î 的首选治疗

方法为全身或局部使用糖皮质激素$其次为传统的免疫调节治

疗和生物制剂
,B%- )

现今$各种治疗方法的有效性仍难以确定$其原因多由于

治疗的样本量太小$且 >Î 患者个体差异性较大) 另外$在经

过长时间的检查并排除其他可能的病因时$患者视觉功能常已

受损) 因此$我们希望借此文提高大家对 >Î 的认识和关注

度$为其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创造条件)

U1总结与展望

>Î 较罕见$临床上所能提供的研究数据较缺乏$需经彻

底的检查以排除其他可能的病因$因此常延误诊断) 同时各项

检查结果的差异性较大$在有限的临床数据中很难制定出检查

结果的诊断标准) 从实验室检测抗视网膜抗体得出的结果中$

部分抗视网膜抗体虽对不同的疾病类型有一定的特异性$但因

病例的样本量不足且例外的病例较多$所以不能推断抗视网膜

抗体与各类型 >Î 间确切的相关性)

目前$治疗 >Î 最大的困难在于尚未明确发病机制$若能

深入了解其病理生理学机制$便能使用精准的靶向药物阻止抗

原抗体的结合以达到治疗的效果) 目前研究显示$抗视网膜抗

体通过抗体内化+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通路和钙内流的凋

亡机制对视网膜细胞产生细胞毒性
,!B- ) 但该理论难以解释部

分 >Î 患者血清中抗视网膜抗体呈阴性$且体液免疫反应在

>Î 中的具体致病作用尚不明确$抗视网膜抗体是引起 >Î 发

病的原因$还是视网膜变性的结果也仍不清楚) 本文通过总结

>Î 的分类+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鉴别诊断及治疗进展$以

!'@@!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EM,/ N)O4 D4M.M+-*8-$G;4.;*P;Q#&##$R8-5'&$S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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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进一步提高临床医生对 >Î 的识别及诊断$从而有助于实现
>Î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达到较好的预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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