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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近视相关因素总结

相关因素 证据F因果关系 混杂因素

主要因素

%教育 强F因果关系 户外活动时间

%户外活动时间 强F因果关系 光的作用)强度+持续时间+光谱*

%屏幕使用时间 尚不明确 近距离工作

基本出生参数

%性别 弱 社会因素

%民族 不一致 文化态度或遗传

%父母患有近视 强 遗传或诱发近视的环境

%出生顺序 弱 受教育年限

%出生季节 弱 受教育年限

其他个人因素

%身高 弱 社会因素

%智力 中等 教育+户外活动时间

%体育锻炼 中等 户外活动时间

%睡眠 弱 教育压力

家庭情况

%社会经济地位 中等 教育

%吸烟 弱 教育+社会经济地位

%饮食 弱 教育+社会经济地位

环境

%城市F农村 中等 教育+社会经济地位+户外活动时间

%污染 弱 社会经济地位

%住房 弱 教育+社会经济地位

%昼夜节律 弱 多巴胺

%开灯睡觉 负相关

%光谱 弱 资料有限

其他因素

%变应性结膜炎+枯草热+川崎病+发热性疾病 弱 资料有限+户外活动时间

%受孕治疗 弱 资料有限

普遍观点

%在昏暗光线下+在被窝里及乘交通工具时阅读 弱 资料有限

%阅读F写字和握笔姿势"书的字体大小 弱 资料有限

远端社会因素"如父母和社会对教育的态度+提供的受
教育机会和学校系统的组织"并可能由儿童受到的教

育压力和户外活动时间介导' 到目前
为止"还没有几项被转化为在对照试验
中得到验证的预防性干预措施"尽管有
几项具有明显的潜力'

未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更加

严谨' 睫状肌麻痹验光需要遵循规定
的标准' 对潜在混杂因素的统计调整
和中介分析需要更加系统化"并且需要
对潜在的因果途径进行更多的思考'
需要更加准确地测量主要的+已确定的
危险因素"即教育或近距离工作"以及
户外活动时间' 因此"新的研究应该收
集有关教育+近距离工作和户外活动时
间的数据"理想情况下可利用客观传感
器'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采用孟德尔随
机化和断点回归分析等有力方法' 如
果对危险因素的研究要为今后的预防

性干预措施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就
需要在这些方面做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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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患者"男"#B 岁"&!#B 年 ) 月 & 日因双眼近视 ) 年"要

求手术矫正近视于河南省立眼科医院就诊' 术前检查$裸眼视

力右眼 !"!&"左眼 !"'"综合验光右眼 =("!! >:F=!") >Gl

#9!A!"B"左眼=#"&) >:F=#")! >Gl'! A!"8' 裂隙灯显微镜

联合前置镜检查可见右眼角膜透明"前房深"瞳孔圆"对光反应

灵敏"眼底未见明显异常#左眼角膜透明"虹膜下方缺损"瞳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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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晶状体透明"下方脉络膜缺损' 角膜曲率右眼 (&"3)F

(#"3! >"左眼 (#")&F'3"3! >#中央角膜厚度右眼 )(8 !+"左

眼 )B8 !+#眼轴长度右眼 &)"#) ++"左眼 &'")9 ++#角膜地形

图检查双眼未见明显异常#眼压右眼 &! ++̂ _) # ++̂ _A

!"#'' ch,*"左眼 #3 ++̂ _#眼底光相干断层扫描检查"右眼未

见明显异常"左眼黄斑区视网膜正常"视盘下方脉络膜缺损"相

应部位视网膜发育不良' 诊断$双眼屈光不正#左眼先天性局

限性虹膜缺损+脉络膜缺损' 于 &!#B 年 ) 月 #) 日行双眼飞秒

激光小切口透镜取出术 )/Q+T7PQ172V P+,..-21-P-72 .Q2T-10.Q

QZTR,1T-72":gL@**' 术前利用 ?T,.,P角膜地形图 GJ: 软件"确

定视轴所在角膜反光点位置"术中以此为中心定位"顺利完成

手术' 术后 # V"裸眼视力右眼 #"!"左眼 !"B"电脑验光右眼
;!") >:"左眼;#"!! >:F=!"&) >Gl&!' 术后 ' 个月复查"裸

眼视力右眼 #"!"左眼 !"B"角膜地形图显示手术区域均匀+无

偏心)图 #*'

例 &"患者"男"#B 岁"&!&# 年 9 月 #& 日因双眼近视 #! 年"

要求手术矫正近视于河南省立眼科医院就诊' 患者 ) 年前右

眼有外伤史' 裂隙灯显微镜联合前置镜检查可见右眼角膜透

明"前房深"($!!<)$!! 位虹膜根部离断"瞳孔轻度向颞上方移

位+变形"扩瞳检查可见晶状体颞下方局限性混浊"眼底未见明

显 异 常' 双 眼 裸 眼 视 力 !"!)" 综 合 验 光 右 眼 =)"! >:F

='"!! >Gl#9!A#"!"左眼=B"!! >:F='"!! >Gl)A#"!#角膜曲

率右 眼 ()"9F(&"#! >" 左 眼 ()"(F(&"B ># 角 膜 厚 度 右 眼

))9 !+" 左 眼 ))B !+# 眼 轴 长 度 右 眼 &9"#3 ++" 左 眼

&8")B ++#角膜地形图检查双眼未见明显异常' &!&# 年 9 月

#9 日行右眼 :gL@*"左眼飞秒激光辅助的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

磨镶术' 术前右眼利用 ?T,.,P角膜地形图 GJ: 软件"检测视轴

在角膜反光点"确定相对位置"术中满意定位"手术顺利完成"

术后恢复良好' 术后 # 年复诊"双眼裸眼视力均为 #"!"眼压正

常)图 &*'

例 '"患者"男"#B 岁"&!#B 年 ' 月 #) 日因双眼近视 ) 年"

要求手术矫正近视于河南省立眼科医院就诊' ' 年前右眼曾受

外伤' 裂隙灯显微镜联合前置镜检查可见右眼角膜透明"前房

深"#!$!! 位虹膜根部离断"瞳孔变形"呈斜椭圆形向鼻下方移

位"晶 状 体 透 明" 眼 底 未 见 明 显 异 常' 综 合 验 光 右 眼
='")! >:A#"!"左眼=("!! >: A#"!"角膜曲率右眼 (&"&BF

'3"83 >"左眼 (!"B#F(!"!9 >#中央角膜厚度右眼 (3& !+"左

眼 (3) !+#眼轴长度右眼 &9"3) ++"左眼 &8"!! ++#角膜地形

图检查双眼未见明显异常' &!#B 年 ' 月 &! 日行双眼 :gL@*手

术"术前利用 ?T,.,P角膜地形图 GJ: 软件确定视轴在角膜反光

点位置"术中以此点为中心定位"手术顺利"术后恢复良好"术

后随访 & 年"双眼裸眼视力 #"&"眼压正常)图 '*'

例 ("患者"男"#B 岁"&!#B 年 #& 月 &! 日因双眼近视要求

手术矫正近视于河南省立眼科医院就诊' 患者 ) 年前有右眼

外伤史' 裂隙灯显微镜联合前置镜检查可见右眼角膜透明"前

房深"8$!!<B$!! 位虹膜根部离断"瞳孔轻度向鼻上方移位"瞳

孔尚圆"扩瞳后可见晶状体颞下方局限性混浊"眼底未见明显

异常' 双眼裸眼视力 !"!)"综合验光右眼=)"! >:A#"!"左眼

=("!! >:A#"!#角膜曲率右眼 (("#!F('"#! >"左眼 (!"B#F

(!"!9 >#角膜厚度右眼 )#' !+"左眼 (3) !+#眼轴长度右眼
&9"3) ++"左眼 &8"!! ++#角膜地形图检查双眼均未见明显异

常' &!#B 年 #& 月 &) 日行双眼 :gL@*手术"术前利用 ?T,.,P角

膜地形图 GJ: 软件"检测视轴在角膜反光点"作为手术中心的

位置"术中满意定位"右眼术中深层扫描+边切顺利"浅层扫描

进行约 #!$"患者因紧张眼动"负压丢失"根据软件提示"重新

负压吸引"继续完成扫描"成功取出透镜"左眼手术顺利' 术后

恢复良好' 随访 # 年"双眼裸眼视力均为 #"&"眼压正常"角膜

地形图未见明显异常)图 (*'

讨论$:gL@*以微创+精准性高+视力恢复快+生物力学稳

定+干眼发生率低而受到好评 ,#='- "近年来发展迅速' 相对于准

分子激光手术的自动跟踪定位":gL@*术中需要手动定位"其

对散光矫正的准确性尚存在争论
,(=9- ' 角膜屈光手术中心定位

至关重要"准分子激光治疗仪能够自动识别瞳孔)或虹膜*精确

定位"手术中能够自动跟踪"保证激光精确切削' 但对于瞳孔+

虹膜异常者"准分子激光常无法自动识别跟踪"不能进行手术"

如果关闭跟踪手术"则存在偏中心切削的风险' :gL@*手术需

要人工手动定位"手术医生要有丰富的经验"从理论上讲"中心

定位精确性不如准分子激光"这也是 :gL@*手术的不足之一'

但正是因为 :gL@*手术需要手动定位"则可不受瞳孔形态影

响"术中可根据需要调整手术中心位置' 通常情况下"术前确

定视轴在角膜反光点的位置"术中尽量以该位置为中心进行定

位' 我们利用 ?T,.,P角膜地形图 GJ: 软件"术前确定视轴在角

膜的位置":gL@*术中以瞳孔为参考"以术前确定好的视轴中

心为中心进行定位"均取得了良好的手术效果"为屈光不正合

并瞳孔异常的患者行角膜屈光手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例 # 患者先天性虹膜+脉络膜缺损"瞳孔不规则"虹膜下方

缺如"准分子激光无法自动识别跟踪"术前利用 GJ: 软件"检测

视轴在角膜反光点"确定相对位置"术中满意定位"需要注意的

是该患者下方虹膜缺损"视轴中心相对下移"角膜相对较小"吸

附部分结膜"容易造成负压丢失"术中应特别注意' 例 &<( 患

者均为右眼外伤性虹膜根部离断"瞳孔移位+变形"准分子激光

无法自动识别定位":gL@*术前利用角膜地形图中的 GJ: 软

件"检测视轴在角膜反光点"确定手术中心位置":gL@*术中根

据术前确定的位置"以该点为中心进行定位"有效避免了偏中

心切削"取得了良好的手术效果' 例 & 和例 ' 患者术中均准确

定位"顺利完成手术' 例 ( 患者由于紧张"上层扫描时发生失

负压"再次吸引后顺利完成手术' 因此"术前应有预案"与患者

充分沟通"术中不断安慰患者"消除其紧张情绪"避免术中眼球

移动造成负压丢失' 手术病例瞳孔移位相对较轻"对于瞳孔严

重移位的患者"应谨慎手术'

本文报道 ( 眼屈光不正合并瞳孔异常行 :gL@*手术"取得

了良好效果"为屈光不正合并瞳孔异常患者的手术治疗提供借

鉴'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瞳孔异常的患者均适合行 :gL@*

手术"如果由于瞳孔严重偏心造成了偏中心注视"则不建议手

术"以避免手术后发生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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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XM!矫正近视合并先天性虹膜缺损眼部检查%?A裂隙灯显微镜检查显示下方虹膜缺损%jA彩色眼底照相显示下方脉络膜缺损%
GA?T,.,P角膜地形图 GJ: 软件显示视轴位置%>A术中实际定位位置%*A术前角膜地形图% À术后角膜地形图%图 G=J@XM!矫正外伤性虹膜
根部离断伴有近视患者眼部检查%?A裂隙灯显微镜检查显示颞下方 (A!!<9A!! 位虹膜根部离断"瞳孔变形%jA?T,.,P角膜地形图 GJ: 软件显
示术中需要正确定位点)绿色十字*%GA?T,.,P角膜地形图 GJ: 软件显示术中定位%图 H=J@XM!矫正外伤性虹膜根部离断伴近视患者眼部检
查%?A裂隙灯显微镜检查显示 #!A!! 位虹膜根部离断"瞳孔变形%jA?T,.,P角膜地形图 GJ: 软件显示术中需要正确定位点 )绿色十字*%
GA?T,.,P角膜地形图 GJ: 软件显示术中定位%图 N=J@XM!矫正外伤性虹膜根部离断伴近视患者眼部检查%?A裂隙灯显微镜检查显示颞下方
8A!!<BA!! 位虹膜根部离断"瞳孔变形"晶状体混浊%jA?T,.,P角膜地形图 GJ: 软件显示术中需要正确定位点)绿色十字*%GA?T,.,P角膜地形
图 GJ: 软件显示术中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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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实验研究中动物使用方面的要求

%%为了提高实验研究论文中实验动物这个基础环节在国际上的认可度"本刊要求作者投稿时提供以下相应信息A)#*实验动物的

种属+来源+一般信息及饲养条件#)&*实验动物的等级#)'*实验所遵循的相关实验动物保护条例或法规的具体名称以及颁布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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