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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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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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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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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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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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高度近视的人群不断增加，且发生率

也趋于年轻化，由于患者的眼轴有过度伸长表现，可

导致眼底结构异常，增加较多并发症的发生风险[1-2]。

孔源性视网膜脱离(RRD)是其中常见的并发症类型，

且是一种致盲性眼病，若不能及时进行治疗，极易影

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3-4]。手术治疗是高度近视RRD
患者的首选方案，而目前选择较多的术式为玻璃体切

除联合晶状体摘除手术(VCLE)，该术式可将液化的玻

璃体切除，并封闭视网膜裂孔，帮助视网膜解剖结构

恢复，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5]。此外，人工晶状体(IOL)
植入术可明显改善高度近视RRD患者的晶状体浑浊

现象，降低白内障发生风险[6]。但是在VCLE术后何时

开展 IOL植入术能起到最好的效果，临床上仍未有明

确定论。因此，本研究在高度近视RRD患者中使用

VCLE联合 IOL植入术治疗，旨在探讨 IOL植入术的

不同开展时机的临床疗效及其安全性，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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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1)符合高度近视RRD
诊断标准，屈光度≥-6.00 D [7]；(2)单眼发病；(3)均顺利

完成手术，获得随访，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伴
有其余眼部疾病，例如青光眼、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等；(2)既往发生过眼外伤；(3)既往接受过其余眼

部手术；(4)复发性视网膜脱离；(5)伴有血液系统、免

疫系统、肝肾功能等异常；(6)伴有严重心脑血管疾

病；(7)精神系统异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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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的一般资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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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x-±s，例(%)]

组别

A组

B组

χ2/t值
P值

例数

34

26

男

20 (58.82)

15 (57.69)

女

14 (41.18)

11 (42.31)

0.008

0.930

年龄(岁)

49.75±8.16

50.34±7.62

0.286
0.776

病程(月)

5.72±1.16

5.40±1.39

0.972
0.335

左眼

15 (44.12)

13 (50.00)

右眼

19 (55.88)

13 (50.00)

0.205

0.651

性别 手术部位

1.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术前均完善各项检查，

包括肝肾功能、凝血五项、心电图等，并进行详细的眼

部检查，包括眼压、屈光度等。两组患者均接受VCLE
治疗，选择 23G玻璃体切割系统，标准三切口，使用睫

状体平坦部闭合式方法，切除中轴和周边玻璃体，根

据不同患者情况进行增殖膜切除、眼内电凝止血、激

光光凝封闭裂孔、气-液交换置换重水等操作。A组患

者在VCLE后同期实施 IOL植入术：玻璃体切除后灌

注平衡盐溶液，扩大切口，将黏弹剂注入前房中，再在

囊袋内置入一枚人工折叠晶体，封闭切口，完成手

术。B组患者在VCLE后3个月再实施 IOL植入术，步

骤如下：玻璃体切除后将裂孔封闭，采用硅油 4.5 mL
填充顶压脱离的视网膜部位；3个月后，实施巩膜23 G
穿刺，于鼻下方同样切口大小的部位灌注平衡盐溶

液，保证眼压平衡，吸除之前填充的硅油，再黏弹剂注

入前房中，针对晶状体后囊膜完整的患者，可直接在

囊袋内置入一枚人工折叠晶体，针对晶状体后囊膜支

撑力较弱的患者，实施睫状沟 IOL缝线固定术。两组

tember 2017 to September 2020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time of IOL implantation, they were di-
vided into group A (34 cases) and 26 cases (group B). Based on VCLE, the patients in group A received IOL implanta-
tion simultaneously after VCLE, and patients in group B received IOL implantation 3 months after VCLE. The best cor-
rected visual acuity (BCVA) at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the changes of the standardized LogMAR logarithmic visual
acuity chart (LogMAR), axial length, intraocular pressure before operation, at 1 month, 3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op-
era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t 6 months after opera-
tion, BCVA of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operation (P<0.05),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CVA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B (P>0.05). At 1 month after operation, the
LogMAR visual acuity in group A was (0.69±0.11) LogMAR,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0.78±0.13) LogMAR
of group B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xial length and intraocular pressu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operation, at 1 month, 3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group Awas 38.24%,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1.54% in group B (P<0.05). Conclusion VCLE plus IOL im-
plan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high myopia RRD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and simultaneous implantation of
IOL implantation after VCLE can promote vision recovery in the early stage, but IOL implantation at 3 months after
VCLE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Key words】 High myopia; Rhegmatogenous retinal detachment; Vitrectomy; Lensectomy; Intraocular lens im-
plantation; Curative effect; Co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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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LogMAR视力比较 术

前，两组患者的LogMAR视力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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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患者术后 1个月时

的 LogMAR视力明显低于 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术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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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3。

2.3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眼轴长度比较 两组

患者术前、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时的眼轴长度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4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眼压比较 两组患者

术前、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时的眼压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2.5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A组患者视网

膜脱离、脉络膜脱离、角膜水肿、前房出血、虹膜后黏

连的总发生率为 38.24%，明显高于B组的 11.54%，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370，P=0.020<0.05)，见表6。

表2 两组患者的BCVA比较[例(%)]

组别

A组

B组

A组

B组

例数

34

26

34

26

时间

术前

术前

Z值

P值

术后6个月

术后6个月

Z值

P值

光感~眼前指数

15 (44.12)

12 (46.15)

4 (11.76)a

3 (11.54)b

0.20~0.30

5 (14.71)

3 (11.54)

10 (29.41)a

7 (26.92)b

>0.30

2 (5.88)

1 (3.85)

4 (11.76)a

3 (11.54)b

注：aA组术后6个月与术前比较，Z=2.784，P=0.005；bB组术后6个月与术前比较，Z=2.767，P=0.006。

0.2~0.20

12 (35.29)

10 (38.46)

16 (47.06)a

13 (50.00)b

0.330

0.741

0.145

0.885

表6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例)

组别

A组

B组

例数

34

26

视网膜脱离

3

1

脉络膜脱离

1

0

角膜水肿

3

1

前房出血

1

0

虹膜后黏连

5

1

总发生率(%)

38.24

11.54

表3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LogMAR视力比较(x-±s，LogMAR)

组别

A组

B组

t值
P值

例数

34

26

术前

0.90±0.17

0.92±0.15

0.475

0.637

术后1个月

0.69±0.11a

0.78±0.13a

2.902

0.005

术后3个月

0.52±0.09a

0.54±0.10a

0.813

0.420

术后6个月

0.39±0.07a

0.37±0.08a

1.031

0.307

注：与本组术前比较，aP<0.05。

3 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进步、电子产品的普及，高

度近视人群在社会上的发生率也日益增加。由于高

度近视多为轴性近视，患者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眼

底改变，例如视网膜周边变性、黄斑萎缩、眼底新生血

管、弥漫性脉络膜视网膜萎缩等，不仅会加重视力损

表5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眼压比较(x-±s，mmHg)

组别

A组

B组

t值
P值

例数

34

26

术前

17.04±1.96

16.93±2.05

0.211
0.833

术后1个月

17.18±1.40

17.02±1.68

0.402
0.689

术后3个月

17.52±1.25

17.60±1.17

0.252
0.802

术后6个月

16.94±2.13

17.29±1.88

0.663
0.510

注：1 mmHg=0.133 kPa。

表4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眼轴长度比较(x-±s，mm)

组别

A组

B组

t值
P值

例数

34
26

术前

26.52±1.30
26.44±1.54

0.218

0.828

术后1个月

26.37±1.62
26.51±1.41

0.351

0.727

术后3个月

26.17±1.83
26.38±1.52

0.473

0.638

术后6个月

26.69±1.21
26.40±1.66

0.783

0.437

患者在 IOL植入术后均常规使用抗生素眼膏抗感染，

叮嘱患者保持卧位，定期复查手术效果。

1.3 观察指标 (1)视力：比较两组患者术前、

IOL植入术后6个月时的最佳矫正视力(BCVA)；(2)标
准化LogMAR对数视力表：比较两组患者术前、术后

1个月、3个月、6个月时的LogMAR的变化；(3)眼轴长

度：采用法国光太医疗公司生产的A型超声测量仪检

测两组患者术前、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术后6个月

时的眼轴长度；(4)眼压：采用芬兰爱凯眼压仪 ta01i
型检测两组患者术前、术后 1个月、术后 3个月、术后

6个月时的眼压；(5)并发症：比较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

症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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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P<0.05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BCVA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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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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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严重者甚至有驱逐性脉络膜大出血发生风险[8]。

RRD是高度近视患者十分常见的并发症，发病原

因主要是由于视网膜、玻璃体结构异常所致的视网膜

及色素上皮分离后所形成的一种视网膜脱离现象，若

不能及时采取手术治疗，患者可继发不同程度的增生

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影响预后[9-10]。玻璃体切除术已

成为目前治疗高度近视RRD患者的常用术式，有助于

促进视网膜的解剖复位。然而也有研究显示，单纯的

玻璃体切除术后易有白内障发生风险，而在VCLE后

联合 IOL植入术可有效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疗效及

安全性较好[11-12]。

本研究结果显示，同期实施 IOL植入术的患者术

后 1个月时LogMAR视力恢复情况更好，显示出该方

式能更早期的促进患者视力恢复。有报道也显示，

同期开展 IOL植入术在促进视力恢复的同时，还可

避免二次手术的痛苦，缓解患者的精神压力及经济

负担 [13]。术后 6个月两组患者的 BCVA、LogMAR视

力比较均无明显差异，也显示出无论是同期还是

VCLE后 3个月再开展 IOL植入术，均能保证患者术

后视力得到良好恢复。林国才等[14]试验中也得出了相

似结论。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在并发症的发生情况中，同

期实施 IOL植入术患者视网膜脱离、脉络膜脱离、角膜

水肿、前房出血、虹膜后黏连等并发症总发生率更

高。通过分析主要原因是由于，同期实施 IOL植入术

会延长手术时间，增加前房内的操作步骤，在一定程

度上也会增加角膜内皮损伤等发生风险；且在接受白

内障摘除术后，患者的后囊膜完整性会遭受到破坏，

后囊膜的支撑力被削弱，也会增加 IOL植入术的操作

难度，导致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相关报道也发现，外

伤性白内障患者中，在前房炎症稳定后，通过Ⅱ期实

施 IOL植入术可进一步减少角膜水肿、后囊浑浊、虹膜

睫状炎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安全性方面更好[15]。而本

研究也认为，VCLE后 3个月再实施 IOL植入术，此时

患者的前房炎症、视力等均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在开

展 IOL植入术可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

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后对高度近视RRD患者的

治疗过程中，可根据患者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手术，

对于希望早期恢复视力的患者可同期开展 IOL植入

术，但医师需警惕并发症发生风险。而条件允许的患

者可在VCLE后 3个月左右再实施 IOL植入术，可提

高手术安全性。但需注意的是，不同高度近视RRD
患者的眼球结构和功能均有差异，整体手术难度较

大，在具体手术过程中也需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以

选择最为个体化的手术方案。本研究也有不足，例如

仅观察了术后 6个月的恢复情况、总体的样本量较

少，今后也有待开展更大样本量、长时间的研究来深

入探讨。

综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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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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