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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珠单抗联合激光手术治疗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
继发黄斑水肿疗效观察

简飞龙，廖锐，段娜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广东 惠州 516000

【摘要】 目的 观察雷珠单抗联合激光手术治疗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继发黄斑水肿(BRVO-ME)的疗效及其

安全性。方法 选择2020年7月至2021年1月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接诊的80例BRVO-ME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0例。对照组患者给予激光手术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联

合雷珠单抗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6个月后的临床疗效，治疗前、治疗6个月后的最佳矫正视力(BCVA)、平均光

感器层厚度(PLT)、黄斑区视网膜厚度(CMT)、眼压的变化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临床

疗效总有效率为92.5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5.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BCVA、PLT分

别为(0.84±0.11) logMAR、(77.52±6.80) μm，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0.75±0.09) logMAR、(72.36±6.18) μm，CMT、眼压

分别为(247.20±36.38) μm、(10.56±1.58) mmHg，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29.51±41.52) μm、(13.02±1.33) mmHg，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分别为5.00%和7.5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雷珠单抗联合激光手术治疗BRVO-ME可有效改善患者的BCVA、PLT、CMT，促进病情恢复，临床应用效果

显著，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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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anibizumab combined with laser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of macular edema secondary to ret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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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anibizumab combined with laser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of macular edema secondary to branch retinal vein occlusion (BRVO-ME). Methods Eighty patients with
BRVO-ME treated in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Huizhou Third People's Hospital from July 2020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
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aser
surgery,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anibizumab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clinical efficacy at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changes of 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y (BCVA), mean photorecep-
tor layer thickness (PLT), and macular retinal thickness (CMT), and intraocular pressure before and at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ef-
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5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5.00%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after treatment, BCVA and PL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0.84±0.11) logMAR and (77.52±6.80) μm,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0.75±0.09) logMAR and (72.36±6.18) μm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MT and intraoc-
ular pressure were (247.20±36.38) μm and (10.56±1.58) mmHg,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329.51±41.52) μm
and (13.02±1.33) mmHg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5.00% and 7.50%, respec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Ranibizumab combined with laser surgery in treatment of BRVO-M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BCVA, PLT, and CMT of patients, 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the disease, with significant clin-
ical effect and high safety.

【Key words】 Branch retinal vein occlusion; Macular edema; 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y; Mean photorece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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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 (branch retinal vein occlu-
sion，BRVO)是眼科中常见的眼底血管疾病，主要是由

于静脉阻塞所致，BRVO继发黄斑水肿(BRVO-ME)是
患者好发的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视力降低的重要因
素[1-2]。激光手术是BRVO-ME患者的主要治疗方案，

对视网膜缺氧、缺血情况具有较好的改善效果，可促使
黄斑水肿、出血吸收，从而起到治疗效果。但也有研究发

现，单纯的激光手术治疗在促进视力恢复方面有一定局
限性，仍需配合其余手段提高疗效[3]。雷珠单抗近年来
在眼科疾病中的作用也备受学者重视，具有缓解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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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反应、抑制增生性视网膜病变、降低血管通透性

等效果，适用于各种原因所致的黄斑水肿[4-5]。本研究

旨在探讨雷珠单抗联合激光手术治疗BRVO-ME患者

的疗效，并观察其对最佳矫正视力(BCVA)、平均光感

器层厚度(PLT)、黄斑区视网膜厚度(CMT)的影响，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年 7月至 2021年 1月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接诊的 80例BRVO-ME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患者经过视力、眼

压、眼底照相、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术(FFA)、光学相

干断层成像(OCT)等检查确诊为 BRVO-ME [6]；(2)单
侧患病；(3)病程<3个月；(4)年龄≥18岁。排除标准：

(1)既往接受过内眼手术；(2)合并其余眼科疾病，例如

青光眼、白内障等；(3)伴有糖尿病；(4)伴有凝血功能

障碍；(5)伴有其余重要组织器官功能异常；(6)伴有其

余对眼部视力有影响的疾病；(7)精神异常，无法进行

正常沟通。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 40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情况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本研究经

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并签

署同意书。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x-±s，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t值
P值

例数

40

40

男

17 (42.50)

19 (47.50)

女

23 (57.50)

21 (52.50)

0.202

0.653

年龄(岁)

56.73±8.17

55.92±9.48

0.409

0.683

病程(月)

1.96±0.28

2.01±0.22

0.888

0.377

左眼

18 (45.00)

20 (50.00)

右边

22 (55.00)

20 (50.00)

0.201

0.654

颞上分支

15 (37.50)

17 (42.50)

颞下分支

25 (62.50)

23 (57.50)

0.208

0.648

性别 患眼部位 阻塞部位

1.2 治疗方法

1.2.1 对照组 该组患者给予激光手术治疗。

具体方法：(1)选择532 nm绿光固体激光治疗仪进行治

疗，首选散瞳处理，常规消毒铺巾、表面麻醉，在三面

镜下对黄斑水肿区进行格栅样光凝治疗；(2)光斑直径

设置为100 μm，能量设置为200~400 mW，曝光时间设

置为 0.2~0.25 s，以照射部位有Ⅱ~Ⅲ级灰白色光斑作

为标准，每个光斑之间的间隔距离约为1个光斑直径，

对于黄斑拱环之外的部位，可根据无灌注区、新生血管

等情况适当加大光斑直径、能量、曝光时间等设置。

1.2.2 观察组 该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

雷珠单抗(规格 10 mg/mL，厂家：瑞士Novartis Pharma
Stein AG，注册证号：S20110085)治疗，方法如下：(1)术
前连续 3 d使用左氧氟沙星滴术眼，4次/d；(2)患者常

规散瞳处理、消毒铺巾、表面麻醉，使用 5%聚维酮碘

冲洗结膜囊，吸取0.05 mL雷珠单抗，由颞上方角膜缘

后3.5 mm的部位，垂直于巩膜面进针，将雷珠单抗缓慢

注入玻璃体腔中，湿棉签按压处理，时间 1 min左右；

(3)测量患者眼压，若患者眼压过高，则进行前房穿刺

放液处理，涂抹红霉素眼膏，并包扎患眼；(4)术后1周
进行激光手术治疗，方法和对照组相同，术中光斑直径、

能量、曝光时间等参数根据不同患者情况适当调整。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检测)方法 (1)临床疗效：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6个月后的临床疗效。疗效评价方

法[6]：显效，视力明显增加，经检查视网膜出血吸收情

况满意，FFA检查显示没有无灌注区、视网膜新生血

管、荧光素渗漏等情况；有效，视力轻度增加，视网膜

出血情况部分吸收，FFA检查显示无灌注区、视网膜新

生血管、荧光素渗漏等情况部分改善；无效，未满足以

上标准，甚至病情有恶化趋势；总有效率=(显效+有

效)/总例数×100%。(2) BCVA、PLT及CMT：治疗前、

治疗 6个月后对两组患者进行检测，其中BCVA使用

标准对数视力表检查，PLT、CMT采用德国蔡司Cirrus
HD-OCT扫描仪检测，选择512×128模式，以黄斑中心

凹为中心点，进行水平和垂直方向的线性扫描，计算

PLT、CMT结果。(3)眼压：采用眼压仪记录两组患者

治疗前、治疗6个月后的眼压结果。(4)安全性：记录两

组患者治疗期间的并发症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92.5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5.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01，P=0.034<0.05)，
见表2。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BCVA、PLT及CMT比

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BCVA、PLT明显高于治疗前，

CMT明显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患者BCVA、PLT明显

高于对照组，CMT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3。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眼压比较 治疗后，两

组患者眼压明显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患者眼压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2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40

40

显效

20

14

有效

17

16

无效

3

10

总有效率(%)

92.50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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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BCVA、PLT及CMT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0

40

治疗前

0.58±0.07

0.56±0.10

1.036

0.303

治疗后

0.84±0.11a

0.75±0.09a

4.005

0.001

治疗前

63.94±8.11

65.02±7.43

0.621

0.536

治疗后

77.52±6.80a

72.36±6.18a

3.552

0.001

治疗前

412.58±64.07

409.62±71.33

0.195

0.846

治疗后

247.20±36.38a

329.51±41.52a

9.430

0.00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BCVA (logMAR) PLT (μm) CMT (μm)

2.4 两组患者的治疗安全性比较 治疗期间，观

察组患者一过性眼压升高1例，结膜出血 1例，不良反

应总发生率为 5.00%，对照组一过性眼压升高 2例，结

膜出1例血，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分别为7.50%，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χ2=0.213，P=0.644)。
3 讨论

BRVO的发病涉及到多因素，主要与视网膜动脉供

血不足等相关，当视网膜动脉出现缺血后，视网膜血液

灌注量随之降低，可导致视网膜缺氧，玻璃体腔内的

血管生成因子(VEGF)明显增加，促使血管壁渗透性加

强，从而诱发黄斑水肿，形成BRVO-ME [7]。BRVO-ME
的发生可导致患者的视力急剧降低，若得不到及时的

治疗，在长期的黄斑水肿影响下对视力会产生不可逆

的影响，严重降低患者生活质量。

临床上对于BRVO-ME的治疗主要包括手术和药

物两种方案，其中手术治疗方案中，较为常用的则是

激光手术，激光手术主要是通过激光的热效应能力，促

使病变部位视网膜耗氧量降低，从而纠正阻塞区域的

缺氧、缺血现象，改善局部血液循环[8-9]。然而临床研究

也认为，激光手术治疗对视网膜功能存在一定不良影

响，一般黄斑区域仅能进行1次治疗，对于一些顽固性

黄斑水肿患者的效果不太理想，且其对视力的改善作

用较弱[10]。玻璃体腔内注射抗VEGF类药物也是该病

的常用方案之一，其中雷珠单抗是最具代表性的药物

之一，其可通过抑制血管生成、降低血管通透性等作

用，缓解黄斑水肿，起到改善视力的作用[11-12]。但一般

抗VEGF类药物的作用时间较短，通常需反复使用才

能起到较好的疗效，然而这也会增加治疗费用及患者

的痛苦。近年来，有研究发现通过对比单纯激光手术、

单纯雷珠单抗治疗、激光手术联合雷珠单抗治疗三种

方案，结果显示和两种单纯的治疗方式相比，联合治疗

的方式更有利于改善患者视力，效果更明显[13]。

本研究结果显示，使用雷珠单抗联合激光手术治

疗的患者 BCVA、PLT、CMT及眼压的改善情况更明

显，临床疗效总有效率高达 92.50%，不良反应的总发

生率也较低，总体疗效及安全性均令人满意。究其原

因有三：①雷珠单抗对新生血管具有抑制作用，有助

于调控血-视网膜屏障，同时降低血管通透性，促使视

网膜内渗液得到吸收，起到缓解黄斑水肿的作用；赵

娟等 [14]实验也显示，雷珠单抗对BRVO-ME患者的视

力恢复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②激光手术具有热效

应，可调节视网膜无灌注部位的缺氧、缺血现象，进一

步促使黄斑水肿消退，改善患者视力，且激光手术治

疗也可提高雷珠单抗的持久性和稳定性；③雷珠单

抗、激光手术这两种方式各取所长，即可弥补单独使

用激光手术的疗效不足，又可避免多次注射雷珠单抗

对患者的伤害，雷珠单抗、激光手术相互协同，进一步

促进患者恢复。陆妍等[15]报道中也显示，雷珠单抗和

激光手术联合治疗，不仅能改善患者的视力，且能降

低激光手术治疗过程时的光斑数量、激光能量等，减

少激光对视网膜的不必要损伤，提高治疗安全性。然

而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如未能持续观察患者长期

疗效的维持情况和远期复发率等，且总体样本量较

少、来源单一，今后仍有待于开展更高质量的临床研

究进一步分析加以证实。

综上所述，雷珠单抗联合激光手术治疗BRVO-ME
可有效改善患者的BCVA、PLT、CMT，促进病情恢复，

临床应用效果显著，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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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眼压比较(x-±s，mmHg)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0

40

治疗前

16.63±2.15

16.91±1.83

0.627

0.532

治疗后

10.56±1.58a

13.02±1.33a

7.533

0.00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1 mmHg=0.133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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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LE联合 IOL植入术治疗高度近视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的疗效与安全性研究

赵反宁 1，陈美玲 2

1.榆林市星元医院眼科，陕西 榆林 719000；
2.榆林市第一医院眼科，陕西 榆林 719000

【摘要】 目的 探讨高度近视孔源性视网膜脱离(RRD)应用璃体切除联合晶状体摘除(VCLE)联合人工晶状

体(IOL)植入术治疗的临床疗效及其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榆林市星元医院2017年9月至2020年9月接诊的

60例高度近视RRD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 IOL植入术时间的不同将患者分为A组34例和B组26例。两组患者均

接受VCLE治疗，A组患者在VCLE后同期实施 IOL植入术，B组患者在VCLE后3个月再实施 IOL植入术。比较两

组患者术后6个月的最佳矫正视力(BCVA)，以及术前、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时的标准化LogMAR对数视力表

(LogMAR)、眼轴长度、眼压的变化和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 术后6个月时，两组患者的BCVA较术前均有明显改

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患者术后6个月时的BCVA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两组患者的

LogMAR视力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时，两组患者的LogMAR视力均明显降

低，且术后1个月时A组患者的LogMAR视力为(0.69±0.11) LogMAR，明显低于B组的(0.78±0.13) LogMAR，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3个月、6个月时，两组患者的LogMAR视力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

术前、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时的眼轴长度和眼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患者的并发症总发生

率为 38.24%，明显高于B组的 11.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VCLE联合 IOL植入术治疗高度近视

RRD患者疗效显著，VCLE后同期实施 IOL植入术可促进患者早期视力恢复，但VCLE后3个月再实施 IOL植入术

可减少并发症发生率。

【关键词】 高度近视；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璃体切除术；晶状体摘除手术；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疗效；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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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d safety of vitrectomy combined with lensectomy plus intraocular lens implan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rhegmatogenous retinal detachment in high myopia. ZHAO Fan-ning 1, CHEN Mei-ling 2. 1. Depar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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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vitrectomy combined with lensectomy
(VCLE) plus intraocular lens (IOL) implan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rhegmatogenous retinal detachment (RRD) in high
myopia.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60 patients with high myopia RRD treated in Yulin Xingyuan Hospital from 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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