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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 SD-OCT 对白内障术后视
力预测的意义和应用价值
【 摘要 】 目的

探讨术前频域 -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技术（SD-OCT）定量测量黄斑部视网膜对白内障术后视力预测的意义和

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行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的 56 例老年性白内障患者（56 眼），术前采用 SD-OCT 测量

分析术前 CST、CV、CAT 与术后最佳矫正视力的相关性。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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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眼的黄斑部中心子区视网膜厚度（CST）、黄斑容积（CV）和黄斑容积平均厚度（CAT），术后记录其最佳矫正视力，采用 Pearson 相关
术前最佳矫正视力为 0.20±0.12，术后 1 周最佳矫正视力为 0.54±

0.19，术后视力较术前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白内障术后 1 周最佳矫正视力与术前 CV 和 CAT 呈正相关（r = 0.398
术前 SD-OCT 对黄斑部视网膜厚度的测量对白内障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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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0.399，均 P＜0.01），与术前 CST 无相关性（r = 0.074，P ＞0.05）。 结论

的最佳矫正视力有一定的预估作用，可作为白内障术前准确评估黄斑部视网膜功能以及术后视力的重要方法。
【 关键词 】 白内障

超声乳化

频域 -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技术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技术 （optical coherence tomog原

1 对象和方法

近应用于临床的频域-OCT （spectral-domain OCT，SD-

科诊断为老年性白内障并行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人工

平，能够精确测量黄斑部视网膜厚度。黄斑部为视觉最

址

raphy，
OCT）因其操作方便、无创等优点成为眼科医师在

临床疾病尤其是眼底病诊断中的重要辅助检查之一。最

对象

选择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本院眼

入组。有以下情况者予以剔除：既往眼部外伤史，内眼手

敏锐的部位，黄斑部视网膜厚度轻微的变化也将影响

术史；
角膜疾患如角膜白斑及角膜斑翳等、青光眼、高度

中心视力，传统的眼底检查如眼底镜、三面镜、眼底血

近视、
黄斑变性、
增殖性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玻璃体积

管荧光造影等很难准确定量分析黄斑部视网膜厚度，

血、视网膜脱离、葡萄膜炎、视神经疾病；晶体完全混浊

察黄斑活体结构，并能定向分析黄斑区厚度及容积，能

并发症或意外，如后囊膜破裂，晶状体、皮质及核落入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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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扫描速度更快，成像分辨率更高，达到了组织学水

1.1

》

尤其当病变不明显时。而 SD-OCT 可以清晰直观地观

更早期、更准确地了解黄斑部功能改变。随着白内障技

学

术的不断发展，如何在白内障术前客观地评价视网膜
黄斑功能的状态，预测术后视力的改善情况，选择合理

医

的手术方式及不同类型的人工晶状体，越来越引起眼
科医师的重视。因此笔者通过分析黄斑部中心子区视

网膜厚度 （central subfield thickness，CST）、黄斑容积

江

（cube volume，CV）和黄斑容积平均厚度（cube average
thickness，CAT）与白内障术后矫正视力的相关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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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OCT 定量测量黄斑部视网膜对白内障术后视力预
测中的临床价值。

晶状体植入术的患者，若为双眼行手术者，则仅取一眼

致无法获得清晰的 OCT 图像；手术过程中出现严重的

璃体腔，脉络膜暴发性出血等。入选 56 例 56 眼，其中男

23 例 23 眼，
女 33 例 33 眼；年龄 61~94（77.38依8.16）岁。
1.2

1.2.1

方法

术前及术后均进行眼部常规检查。

SD-OCT 扫描方法

应用德国 Carl Zeiss Meditec

公司生产的 SD-OCT（CirrusTM HD-OCT 4000）进 行 扫

描。患者取坐位，置下颌于下颌托，前额紧贴额带，被检
查眼注视镜头内绿色“米”字，由同一位检查者对白内障
患 者术眼 进行术 前扫 描 。以 黄 斑 中 心 凹 为 中 心 ，作

6mm伊6mm 范围内的 512伊128 线扫描 （即 Macular cube
的扫描模式）。检查者通过监视屏观察患者的注视状态

《

和扫描情况，调整操纵杆及屈光状态，保证 OCT 探测光
源对准视网膜，使用眼底窗格布置扫描，结合相应的扫

doi：10.12056/j.issn.1006-2785.2018.40.2.2017-1207

描彩色眼底照片确定黄斑中心凹位置，获得满意图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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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SD-OCT 数据采集

采用机器自动识别中心凹，
窑171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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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描绘测量黄斑部视网膜厚度。选用 CST、
CV 和 CAT

术前对所有患者术眼进行 SD-OCT 扫描检查，所有术眼

作为评估黄斑部视网膜的指标。CST：以黄斑中心凹为

未见明显黄斑部视网膜形态异常，视网膜内层结构清

6mm伊6mm 扫描区的视网膜总体平均容积，在三维角度

（7.61依2.53）滋m3，CAT 为（211.48依70.20）滋m。白内障术

6mm 扫描区的视网膜总体平均厚度，表示所扫描黄斑

0.398 和 0.399，均 P＜0.01），而与术前 CST 无相关性（r=

1.2.3

手术过程

术前 1~2d 以 0.5%左氧氟沙星滴眼

.c
o

部的平均厚度。

后 1 周最佳矫正视力与术前 CV 和 CAT 呈正相关 （r=
0.074，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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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反映了黄斑部视网膜厚度[1]。CAT：完整的 6mm伊

m

圆心，直径为 1mm 的圆形区域的平均视网膜厚度。CV： 晰，
无黄斑水肿。术前 CST 为（193.52依98.55）滋m，CV 为

液（可乐必妥滴眼液，5ml颐24.4mg，
J20070046，日本参天

3 讨论

方托吡卡胺滴眼液（美多丽滴眼液，10ml颐50mg 托吡卡

发展，患者对于白内障术后的视力要求越来越高。众所

随着白内障手术的日趋成熟及人工晶状体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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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株式会社）滴术眼预防感染，4 次/d。术前 30min 复
胺：5mg 盐酸去氧肾上腺素，H20020245，日本参天制药

周知，随着微切口超声乳化手术的开展，大大减少了手

溶液，5ml颐0.1mg，
H31021072，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要取决于眼底。白内障术前对眼底准确地评价，进而正

术源性散光，降低了术后炎症反应，患者术后的视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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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充分散瞳。术中 2%利多卡因（盐酸利多卡因

0.75%布比卡因（盐酸布比卡因注射液，5ml颐37.5mg， 确客观地预估术后最佳矫正视力，可以减少医患之间不
也为选择合理的手术方式及不同类型的人
H31022839，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1颐1 混合后，取 2ml 必要的麻烦，
球后麻醉，开睑器开睑。常规消毒铺巾后，2颐30 角膜缘作

工晶状体提供了有力的依据。OCT 在准确客观地分析

护下，作直径为 5.5mm 的连续环形撕囊，水分离及水分

的应用价值。

1mm 侧切口，11颐30 角膜缘作隧道切口，在粘弹剂的保

址

层白内障后，将晶体用超声乳化后吸除，清除残余皮质，

术眼眼底功能改变以及评估术后视功能显示出其极大
白内障手术虽然成功，但术后仍有一部分患者视力

地

囊袋内植入后房型可折叠型人工晶体，水密角膜切口。 不理想，主要原因是眼底病变 [2-3]，尤其是术前已经存在
术后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液（典必殊滴眼液，5ml：妥布 的黄斑病变所致。虽然眼底血管荧光造影是许多眼底疾
霉素 15mg：地塞米松 5mg，H20130742，
S.A. Alcon Cou原

站

vreur N.V. 比利时）4 次/d，
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膏（典必殊

病诊断的金标准，但因其检查费用昂贵、操作复杂、有

创、对于过敏患者及肝肾功能异常者危害极大，大大降

网

眼膏，
3.5g:10.5mg 妥布霉素：
3.5mg 地塞米松，
H20130743， 低了其实用性，无法成为白内障术前的常规术前检查。
而 OCT 可进行活体眼组织显微镜结构的非接触式、非
S.A. Alcon Couvreur N.V. 比利时）1 次/晚，联合普拉洛
芬滴眼液（普南扑灵滴眼液，
5ml:5mg，H20080279，日本

侵入性断层成像，尤其是分辨率更高的 SD-OCT，可对

液预防感染，3 次/d。手术均由同一位医师完成。

病变甚至发现隐匿性黄斑病变 [4]。刘担等 [5]比较了不同

》

千寿制药株式会社）4 次/d 消炎；
0.5%左氧氟沙星滴眼
记录术后 1 周复查时术眼的最佳矫

检查方法在白内障术前眼底病检查的价值，发现 SD-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

（11.5%）和眼部 B 超（6.5%）两种方法。另一方面，对于

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术前 CST、CV、CAT 与白内障术后

CST、CV 等评估黄斑部视网膜功能 [6]。周娜磊等 [7]报道

术后检查

学

1.2.4

正视力，以小数视力表示。
以

统计学处理

表示，手术前后视力变化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采

医

1.3

OCT 眼底病阳性检出率为 18.3%，明显高于常规检眼镜

无 明 显 眼 底 病 变 的 眼 底 ，SD -OCT 也 可 以 通 过 测 量

江

最佳矫正视力的相关性。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D-OCT 可以准确测量 CST、CV，为临床黄斑部疾病的
诊断、治疗及随访提供可靠依据。该研究采用 SD-OCT
2 结果
测得 CST 为（215.68依15.73）滋m，稍大于本研究测得的

浙

《

黄斑部视网膜多个层面呈现高清晰三维图像，发现眼底

2.1

手术前后视力变化情况

术前最佳矫正视力为

0.20依0.12，术后 1 周最佳矫正视力为 0.54依0.19，术后视

（193.52依98.55）滋m。而 CAT 能更精确地反映视网膜神
经上皮层的立体结构，它对黄斑部视网膜神经上皮容积

力较术前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中

进行三维立体测量，不仅可以早期诊断、治疗和监测眼

和术后所有术眼均未发生明显并发症。术后出现不同程

底病，同时可以评估黄斑部视网膜功能，该功能显著影

度角膜水肿及后弹力层皱褶，均于 3d 内完全改善。

2.2

术后矫正视力与术前 SD-OCT 检查结果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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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白内障术后视力。视网膜厚度在不同年龄组之间是
有差异的。Schuman 等[8]报道老年人视网膜神经上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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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较年轻人薄。刘菊等[9]也报道黄斑部视网膜各区域

[2] 孙志海. 浅谈老年性白内障患者术后出现低视力的原因[J]. 当代医药

CV 在 60 岁以下各年龄组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论丛, 2014, 10(10):221-223. doi:10. 3969/j. issn. 2095-7629. 2014.

均有统计学意义，60 岁以上正常人 CV 变小。这一结果

[3] 付伟. 老年性白内障患者术后低视力的原因分析[J]. 基层医学论坛,

变，推测其原因可能是生理性退变或视网膜色素上皮层

床价值[J]. 国际眼科杂志, 2011, 11(1):123-125. doi:10. 3969/j. issn.

的改变影响神经上皮营养的供应，进而导致神经上皮薄

m

提示 60 岁以后正常人黄斑部视网膜组织结构发生改

10. 194.
2015, 7(14):1915-1916.

.c
o

义，
而 60 岁以上年龄组与 60 岁以下各年龄组比较差异

[4] 张晓元, 陈婷妍. 老年性白内障行超声乳化吸除术前 OCT 检查的临
1672-5123. 2011. 01. 042.

本研究发现排除明显的眼底疾病对视网膜厚度的

[6] Iwama D, Tsujikawa A, Ojima Y,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inal

值评估[J]. 国际眼科杂志, 2015, 15(10):1817-1819. doi:10. 3980/j.

有与年龄呈负相关性的特点。

issn. 1672-5123. 2015. 10. 41.

sensitivity and morphologic changes in eyes with confluent soft

得更好的视力，而 CST 因其变异程度较高，误差较大，
笔者认为包括年龄在内的各种因素将影响黄斑部视网
膜神经纤维的厚度，即影响黄斑部视网膜厚度，从而进
一步影响黄斑部视网膜功能，最终影响中心矫正视力。
该细微的变化往往无法被肉眼或者其他检查所发现。因

此 SD-OCT 术前对黄斑部视网膜厚度的测量，包括 CV

和 CST 的测量可以在术前对白内障术后的最佳矫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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