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Neuro-Ophthalmological Society (CNOS) 致力于宣传、
推广、普及神经眼科知识，为更多医务工作者提供认识、学习神经眼
科专业的工具和平台。公众号将及时发布神经眼科相关的前沿科研信
息、临床病例学习、英语专业教材学习、继续教育会议等丰富资讯，
全方面打造中国最权威、最实用的神经眼科专业学习沟通平台。期待
您的关注和支持！

扫码关注更多本次会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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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同仁 :

第八届全国神经眼科学术大会于 2019年 7月 17-21日在成都举

办。在此，我谨代表组委会诚挚欢迎大家来到成都参加此次盛会！

神经眼科的发展一直离不开大家的鼓励与支持！近年来，我们国

家的神经眼科基础和临床研究有了很大进步，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更

加紧密，多学科的交叉碰撞发现更多亮点。

今年大会特邀亚洲神经眼科协会主席 Satoshi Kashii教授主讲

“神经眼科学习班”，还邀请了国内外著名的神经眼科、眼科、神经

内科、神经外科以及交叉学科的大咖做精彩特邀讲座，讨论神经眼科

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汇，分享神经眼科临床诊疗新技术以及科研、教

学等方面的新进展，就神经眼科疾病在诊断学、影像学、遗传学等研

究领域作专题介绍疑难病例讨论。希望通过各位同仁研究成果的交流

分享，让我们对神经眼科疾病最新研究进展与动态、诊断与评估有一

个全方面的认识和了解，增进彼此的友谊，共同促进学科的繁荣发展。

衷心期望您尽情享受神经眼科学术盛宴，感受神经眼科的魅力 !

欢迎辞

大会组委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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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机构

荣誉顾问

大会主席
大会副主席

学术委员会

组织委员会

会议秘书组

（按姓名拼音顺序排列）

童 绎

魏世辉

陈长征  姜利斌   李朝辉  马林  马翔  孙世龙  王敏  吴文灿  张文芳  钟敬祥  钟勇  邹丽萍

赖梦莹  刘洪娟  钱海燕  宋宏鲁  孙明明  滕达  王锦翠  谢林丹  徐秀琴  杨佳婧  杨沫  

杨婷婷  周欢粉

岑令平  陈晓丽  樊宁 范珂 郝继龙 黄厚斌  江冰  李才锐  李莉 李强  李志清  梁紫岩  刘勤   

陆方  马嘉  孟凡超  邱怀雨   邱伟  宋鄂 孙传宾   王大江  王佳伟   王丽君   王瑞峰   王艳玲  

肖骏   徐雁  尹勇 游思维  张静  张秀兰  

白云娟  曾敏智  陈梦平  陈旭虹  程先华  崔世磊  董凯  董莹  董玉  付晶  高雪霞  宫媛媛  

郭佳  何剑峰  侯豹可 黄小勇  江汉秋  纪淑兴  雷涛  李红阳  李宏武  李洪恩  李玲琍  李梅李

宁东  李寿庆  李书剑  李双农  李晓明  梁战华  刘刚  刘桂琴  刘华  刘丽娟  刘婷婷  卢艳  

陆琳娜  陆培荣  陆肇曾  吕雅丽  律鹏  马瑾  毛俊峰  米雪松  穆学涛  潘雪梅  彭春霞  

彭静婷  祁艳华  其其格  钱海燕  钱露  秦秀虹  邱伟强  曲进锋  全超  施维  石璇  寿武林  

司艳芳  苏文如  孙莉  孙岩  孙艳红  孙一岚 谭少英  田国红  田瑾  田作龙  王斌  王春玉  

王富彬  王海燕  王敏（咸阳）  王青 王润生  王小堂  王晓蓉  王欣玲  王瑛  王影  王勇  

魏 兵  肖彩雯  徐梅  徐 雁  徐全刚  徐颖  许庆刚  严伟豪  杨晖  杨连静  杨霄鹏  杨亚军  

杨义  于金国  张海林  张丽琼  张绍英  张铁民  张向荣  张振昶  赵颖  周欢粉  周玮琰  

周星利  周雪美  朱丹

宋维贤 韦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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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信息

会议时间：2019 年 7 月 17 日 -21 日
注册地点：7 月 17 日成都市祥宇宾馆一层（成都市武侯区新南路 103 号）
会议地点：学习班（祥顺厅）、主会场（祥瑞厅）、VIP 休息室（祥华厅）、壁报区（祥和厅）

大会发言幻灯上传
时间：请至少在大会发言 3 小时前上传幻灯。
地点：7 月 17-18 日注册台，19-21 日祥瑞厅

大会主持人须知 :
1. 会议主持人须在 2019 年 7 月 18 日报到后，确认您所主持的会议时间。
2. 会议主持人必须提前到场，了解会议安排有无变动、演讲人有无缺席、幻灯设备及其他会议设备运行是否良好。
3. 会议时间短，安排紧凑，主持人必须严格控制时间，不能超时。

学分 :
所有参会正式代表将获得 I 类国家继续教育学分 2019-07-02-151（国）。
参会的学员在会议结束一个月后可登录“中国医师协会继教管理服务平台”查询学分。
查询网址 http://www.cmdacme.com

会议其他规定 :
1. 大会拥有会议所有学术报告内容的版权，未经允许严禁拍摄会议演讲幻灯、视频演示或展示图片。
2. 会议期间请参会代表佩戴本人胸卡出入会场，无胸卡者谢绝入内。

会务联系人 :
联系电话： 15210779086（王老师 - 会议注册）15811551458（徐老师 - 会议住宿）  
电子邮箱：379082789@qq.com  

会议演讲 / 论文报告者须知 :
1. 须在报到后再次确认您的报告时间并确认上传幻灯，且至少在议程开始前 15 分钟向主持人报到并在发言席就座。
2. 所有发言者必须严格遵守会议安排时间，到时 PPT 将停止播放。

壁报展示须知 :
壁报交流期间大会将组织专家进行壁报评奖活动，壁报展示安排在祥和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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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2019 年 7 月 18 日 星期四 
08:30-18:00 神经眼科学习班 Dr. Kashii's Challenge Neuro-Ophthalmology 

2019 年 7 月 19 日 星期五 
08:00-08:15 开幕式：神经眼科杰出贡献奖颁奖

08:15-10:00 Sino-Japanese Neuro-Ophthalmology Symposium 

10:00-12:00 Invited Symposiums

08:15-08:30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Optic Neuritis in Japan 
                      Hitoshi Ishikawa, Kitasato University, Japan
08:30-08:45   The Afferent Syste
                      Satoshi Kashii, Aichi Shukutoku University, Japan
08:45-09:00   Update of Neuro-Ophthalmology in China
                      Shihui Wei,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China
09:00-09:15   Congenital Optic Disc Abnormalities
                      Fang Lu, West China Hospital,China
09:15-09:30   The Afferent Syste
                      Satoshi Kashii, Aichi Shukutoku University, Japan
09:30-09:45   A challenge to NAION treatment
                      Hideki Chuman, Miyazaki University, Japan
09:45-09:52   Effectiveness of Plasma Exchange in Acute Neuromyelitis Optica 
                      Related Optic Neuritis 
                      Shaoying Tan, JSIEC, China
09:52-09:59   Optical coherent tomography and pediatric neuro-ophthalmology 
                      diseases
                      Chunxia Peng,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China

主持人：   李朝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张    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颁奖嘉宾：童    绎      福建东南眼科医院

Chairs： Satoshi Kashii     Aichi Shukutoku University
              Shihui Wei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Fang Lu               West China Hospital

Chairs： Lin-Chung Woung   Taipei City Hospital
              Yong Zhong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Rong-Kung Tsai      Buddhist Tzu-Chi Medic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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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13:15-15:05 特邀讲座 

12:00-12:30 紫竹药业卫星会：重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视神经损害

12:30-13:15 午餐 （一楼祥云厅）

13:15-13:30   瞳孔变化的临床提示 - 传入和传出异常 
                      钟勇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0-10:15   Nystagmus and ocular oscillations ophthalmologic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Jorge C. Kattah,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ollege Of Medicine at Peoria
10:15-10:30   Neuro-ophthalmology and eye movement abnormalities  in Wernicke’s 
                      Encephalopathy
                      Jorge C. Kattah,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ollege Of Medicine at Peoria
10:30-10:45   Vision Therapy after Brain Injuries In Norway
                      Rolf Lund, Norway's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10:45-11:00   Optic neuritis in Thailand
                      Linda Hansapinyo, Chiang Mai University
11:00-11:15   Establish a disease model of LHON by patient specific iPSC―
                      preliminary report
                      Lin-Chung Woung, Taipei City Hospital
11:15-11:30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ROCK inhibitor in experimental anterior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 
                      Rong-Kung Tsai,  Buddhist Tzu-Chi Medical Center
11:30-11:37   Idiopathic Hypertrophic Pachymeningitis
                      Tzu-Lun Huang, Far Eastern Memorial Hospital
11:37-11:44   Acquired Optic Neuropathy: Inflammatory or Ischemic?
                      Ko-Jo Lin, Taipei Municipal Wanfang Hospital
11:44-11:51   Optic Neuropathy In Cancer Patients
                      Chun-Hsiu Liu,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11:51-12:00   Q&A

主持人：陈长征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江   冰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张文芳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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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15:30-16:48 大会发言

15:05-15:30 茶歇及壁报时段

13:30-13:45   再谈综述 -- 临床医师的基本素质 
                      黄翊彬   《中华眼科杂志》编辑部
13:45-14:00   外伤性视神经疾病内窥镜下经蝶筛径路视神经管减压术关键手术操作技巧
                      吴文灿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14:00-14:15   眼科影像新技术在神经眼科的应用 
                      王敏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14:15-14:30   阿尔茨海默病及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视网膜微血管和神经退行性改变观察研究
                      马翔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30-14:45   视觉康复与获得性脑损伤的神经康复 
                      刘熙朴   北京圣康华眼科医院
14:45-15:05   线粒体病的诊治进展
                      王佳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5:30-15:36   低眼动脉灌注压与 ANAION 发病的相关性分析 
                      王小堂   西安市红会医院
15:36-15:42   有症状的视盘玻璃膜疣临床分析
                      王海燕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5:42-15:48   误诊为视神经病变的早期圆锥角膜患者 23 例
                      刘丽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5:48-15:54   视神经疾病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初步研究 
                      孙传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15:54-16:00   甲醇中毒性视神经病变临床特征分析
                      毛俊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00-16:06  中国人大脑假瘤综合征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单中心研究
                      田国红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16:06-16:12   神经眼科疾病的中医治疗体会与探索 
                      王影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16:12-16:18   血清 MOG 抗体阳性与 AQP-4 抗体阳性成人视神经炎的临床特点及预后                      
                      分析
                      邱怀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主持人：游思维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孙传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李志清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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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16:18-16:24   霍纳综合征临床病例分析及鉴别诊断
                      江汉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6:24-16:30   视盘遇上视网膜⸺�白血病性视神经病变？
                      石璇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6:30-16:36   TNF-ɑ 激活 MSCs 分泌的外泌体对视网膜节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
                      虞子钰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16:36-16:42   非典型隐匿性眼缺血综合征临床要点
                      李红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6:42-16:48   不明原因视神经萎缩临床分析 - 基因检测
                      周欢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6:48-16:54   双眼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临床特点和预后
                      廖良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16:54-17:00   非器质性病变视力下降 10 例
                      李寿庆   潍坊眼科医院
17:00-17:06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的流行病学分析
                      杨沫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7:06-17:12   伴视盘出血的埋藏性视盘玻璃疣患者的临床特点和眼底影像特征
                      陈秀丽   青岛眼科医院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17:12-17:18   酪蛋白激酶Ⅱ通路在视神经损伤后 RGC 存活和轴突再生中的作用
                      岑令平   汕头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科中心
17:18-17:24   以视力损害为首发的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复发预测评分模型的建立及研究
                      张伟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7:24-17:30   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黄斑血流灌注和结构变化的初步观察
                      陶枳言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30-17:36   不同年龄 MOG 抗体阳性视神经炎临床特征分析
                      宋宏鲁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7:36-17:42   CXCL12 过表达可通过 CXCL12/CXCR4 轴促进中枢神经系统髓鞘修复的
                      机制研究议
                      刘洪娟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7:42-17:48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中视网膜厚度变化的研究
                      肖以钦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眼科

16:48-18:00 大会发言
主持人：王   敏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徐全刚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邹燕红   北京华信医院 /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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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08:00-10:00 特邀讲座

10:00-10:30 大会合影及茶歇

18:00-19:00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神经眼科专业委员会常委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神经眼科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成立大会

主持人：宋维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韦企平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7:48-17:54   动眼神经麻痹 152 例病因分析 
                      李娜敏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7:54-18:00   OCT 检测 GCC 和 RNFL 在无症状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基因携带者   
                    中的变化
                      滕达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08:00-08:15   脑科学与人工智能 
                      戴琼海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
08:15-08:30   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黎晓新   厦门眼科中心                      
08:30-08:45   一组以异常神经支配为特征的眼球运动障碍疾病
                      赵堪兴   天津市眼科医院               
08:45-09:00   眼颅压力梯度相关眼病
                      王宁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同仁医院               
09:00-09:15   视力表 - 真伪辩？
                      瞿佳   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中心               
09:15-09:30   OCTA 在多灶性脉络膜炎中的应用
                      许迅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09:30-09:45   中国单中心 MOG-ON 和 AQP4-ON 临床及预后双向队列研究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09:45-10:00   Prevalence and Causes of Bilateral Visual Impairment in Tianjin
                      颜华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019 年 7 月 20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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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10:30-10:45   关注视觉传出系统障碍的神经眼科问题
                      张伟   天津市眼科医院
10:45-11:00  青光眼与视神经病变视野改变的鉴别
                      袁援生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00-11:15   视盘凹陷的思考
                      王雨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1:15-11:30   糖尿病视神经相关病变
                      陈有信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1:30-11:45   关注角膜神经
                      刘祖国   厦门眼科中心
11:45-12:00   眼底影像与神经眼科的“亲密关系”
                      张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3:15-13:30   青光眼性视神经病变的临床表现及相关脑机制
                      张秀兰   中山大学眼科中心
13:30-13:45  The molecular genetics of POAG
                      杨正林   四川省人民医院
13:45-14:00   眼相关神经肌肉疾病鉴别诊断
                      孙世龙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4:00-14:15   神经眼科疾病的 OCT 和 OCTA 分享 
                      陆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15-14:30   基于多模态影像导航的视放射和视皮层的术中显像和保护
                      陈晓雷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4:30-14:45   MOG-IgG 临床检测及致病机制研究
                      邱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0:30-12:00 特邀讲座

13:15-15:15 特邀讲座

12:00-12:30 卫材卫星会

12:30-13:15 午餐（一楼祥云厅）

主持人：姜利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宋   鄂    苏州大学附属理想眼科医院
             钟敬祥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持人：孙世龙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艳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黄小勇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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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15:00   眼部淋巴瘤临床诊治 
                      姜利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5:00-15:15   学术期刊综述文稿撰写表达的常见问题与改进建议
                      唐健   华西医院眼科编辑部                      

15:45-15:51   视路疾病的定位诊断 
                      范珂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15:51-15:57   常染色体显性视神经萎缩
                      孙艳红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15:57-16:03   Susac 综合征的诊疗进展 
                      徐全刚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6:03-16:09   双眼脉络膜缺损伴单侧视盘小凹继发视网膜浆液性神经上皮脱离一例
                      李晓明   吉林省人民医院                      
16:09-16:15   以视力下降首发的自生免疫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星形细胞病 
                      李才锐   云南省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15-16:21  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对复发性 AQP4 抗体阳性视神经脊髓炎相关性视神经
                      炎治疗效果分析
                      郭思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6:21-16:27   表现为半侧视野缺损并误诊为 NAION 的原发性视神经鞘脑膜瘤两例 
                      张夏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6:27-16:33   误诊为淋巴瘤视神经病变的结节病一例
                      孙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6:33-16:39   视神经周围炎合并共同性内斜一例 
                      肖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6:39-16:45   以视力下降症状首发的肥厚性硬脑膜炎及文献复习
                      姜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6:45-16:51   迷雾中的真相
                      梁俊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15:45-16:45 大会发言

15:15-15:45 茶歇及 Poster 时段

主持人：陈梅珠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 医院
             王欣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孟凡超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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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18:00  大会发言

08:00-08:45  特邀讲座

主持人：范   珂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马   嘉     昆明医科大学
             毛俊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主持人 :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6:51-16:57   急性眼肌麻痹型抗 GQlb 抗体综合征一例
                      何艳茹   陕西省西安市西京医院
16:57-17:03  发现 Usher 综合征 USH2A 新的基因突变
                      周怀蔚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17:03-17:09   双眼视盘玻璃膜疣合并膜性肾病 1 例
                      张曙光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7:09-17:15   一例伴有 NR2F1 基因突变的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邹文军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17:15-17:21   不明原因视力下降
                      王慧芳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7:21-17:27   正常眼压性青光眼误诊为 NAION 1 例
                      黄一鸿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7:27-17:33   以视野缩窄首诊于神经眼科的眼眶淋巴管瘤 1 例
                      赵颖   青岛市市立医院
17:33-17:39  首诊眼科石骨症 1 例
                      罗燕   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7:39-17:45   线粒体脑肌病临床分析与思考
                      苏玉婷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7:45-17:51   吉非替尼致中毒性视神经病变 1 例
                      汪婷丽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17:51-17:57   以多组颅神经损害为首发的症状的神经梅毒 1 例报告
                      王海波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17:57-18:00   Q&A

08:00-08:15   充分认识和合理应用视野检查
                      孙兴怀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2019 年 7 月 21 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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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5-11:45  Walsh-in-China 病例研讨

11:45-12:00  颁奖仪式及大会闭幕

主持专家：魏世辉、王安国
点评专家：李   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同仁医院 眼科
                 鲜军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同仁医院 影像中心

08:15-08:30   Functional visual loss 
                      王安国   台北荣民总医院
08:30-08:45   青光眼视感知觉功能损害与重塑
                      卢艳   首都医科大学世纪坛医院                      

08:45-09:05   树木森林还是……？
                      马嘉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05-09:25   细节决定成败
                      范珂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09:25-09:45   “潜滋暗长”的同侧偏盲 
                      施维   北京儿童医院
09:45-10:05   游走的鞍区恶魔：反复头痛伴双眼视力下降一例
                      张夏   北京协和医院                      
10:05-10:25   一波三折 悬而未决 
                      杨明明   北京同仁医院
10:25-10:45   非典型“蜜蜂”
                      刘磊   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内科                      
10:45-11:05   柳暗花明又一村 
                      王玲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11:05-11:25   都是炎症惹的祸
                      谢林丹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1:25-11:45   欺骗 “deception” 
                      陶枳言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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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眼科杰出贡献奖
——王润生

王润生教授、主任医师，西安市第四医院
陕西省眼科医院眼底病科主任、名誉副院
长，西安市眼底病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
激光医学杂志、中华临床医师等杂志编委，
中华眼底病杂志审稿专家；陕西中医学院
眼科硕士研究生临床导师；国家医学教育
发展中心眼科专业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
曾任中华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常委兼眼科
学组组长、第六届中国光学会激光医学分
会常委、陕西省激光医学会主任委员。从
事眼科及眼底病临床和研究 40 余年，在
中华系列杂志及核心期刊及 SCI 杂志发
表论文 120 余篇，以课题负责及第一作
者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6 项；市级科技
成果奖 9 余项。

上世纪七十年代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
院，在西安市灞桥区医院开始从医之路。
于 1976 年创立西安市灞桥区医院五官
科。由于工作出色，于 1982 年被调入西
安市第四医院眼科工作，1984 年创建西
安市第四医院眼底病门诊；1989 年在国
内较早成立了眼底病病区，1998 年成立
西安市眼底病研究所，先后担任副所长、
所长。

视网膜动脉阻塞是神经眼科致盲性眼病之
一。为探索有效治疗方法，上世纪九十年
代王教授开始了经犬眶下动脉逆行药物灌
注治疗视网膜动脉阻塞的动物试验，为国
内首创。在第四军医大学解剖教研室的支
持下，做了眶上动脉、滑车上动脉解剖观
察，为逆行眼动脉介入溶栓治疗视网膜动
脉阻塞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视网膜动
脉阻塞诊断、治疗技术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获得多项省级、市级科学技术奖励。建立
了诊疗技术精细、治疗手段多样的视网膜
动脉阻塞诊治团队，开展了视网膜动脉阻
塞的静脉溶栓、超选择性眼动脉顺行介入
溶栓、经滑车上动脉逆行眼动脉介入溶栓
等治疗手段。

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基础与临床诊疗研究
方面获得多项省、市科技奖励，成功完成
国内首例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动物模型制
作，为缺血性视神经病发病机制和诊治研
究创造了条件。

王润生教授是我国早期从事神经眼科的专
家之一。从医从教四十七年，治愈了无数
患者，培养了许许多多的眼底病医生和神
经眼科医生。1998 年被授予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2001 年获陕西省突出贡献专
家、2018 年西安市首届中国医师节“最
美医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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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ge 
Kattah

伊利诺伊大
学皮奥里亚
医学院   

Rolf Lund 

挪威国家视
听康复中心

Satoshi 
Kashii 

日本爱知淑
德大学

Jorge C Kattah 教授，现任美国伊利诺
伊大学医学院附属 OSF 医学中心以及伊
利诺伊神经病学研究所主任。早年完成
神经内科住院医师以及神经眼科专科医
师培训后， 作为最年轻杰出的神经科教
授聘任于美国乔治顿大学医学院神经科
并随之出任神经科副主任 。 他不仅专攻
于 神 经 内 科（Neurology） 和 神 经 眼 科
(Neuro-ophthalmology) 领 域， 还 在 神
经耳科 (Neuro-otology) 和前庭神经病学

(vestibular Neurology) 领域贡献卓著。 
多次获全美“最佳医生”荣誉；发表论文
和专著章节近 200 篇。其中他和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共同完成的“HITS“ 
研 究 成 为 当 前 眩 晕 与 卒 中 诊 断 的 里 程
碑。  任多个学术期刊编委； 培养国际临
床型和研究型专科医生 30 余名；著名美
国、欧洲、南美洲和亚洲国际学术会议邀
请讲者。目前主要研究方向：神经眼科学
和前庭神经病学。

Rolf Lund, Ed.D (edu.psych), M.Sc 
(optom)  is  a  sen ior  researcher 
a t  E i kho l t ,  No rway ' s  Na t i ona l 
Resource Center for people with 
dual sensory loss. He previously 
served a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Oslo with a focus 
on visual science and rehabilitation. 

He holds degrees as a Doctor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a Master 
in Optometry. He ha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over 40 years in vision 
science and has been involved in a 
number of innovation projects, among 
these establishing services in the field 
of vision rehabilitation.

Satoshi Kahii, M.D.,Ph.D.

Professor of Visual Sciences and 
Ophthalmology, Faculty of Health and 
Medical Sciences, Aichi Shukutoku 
University, Japan.

Received the degree in medicine at 
Gifu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1977), the doctorate of medicine 
degree at Kyoto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1986) and the 
Neuro-Ophthalmology fellowship at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1990).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concern 

cl inical research that addresses 
function, disease and response to 
therapy of optic nerve disorders and 
theoretical analyses on visual system 
on eye movements.

He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Asian 
Neuro-Ophtha lmo logy  Soc ie t y 
and a membe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Medical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MSAC) for the 
ICD-11. Also, Co-editor-in-chief of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 J JO ) ,  and  an  ed i t o r i a l  boa rd 
member of the Journal of Neuro-
Ophthalmology (JNO), and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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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oshi 
Ishikawa

日本
北里大学

Masato 
Hashimoto

日本札幌中
村纪念医院

Hitoshi Ishikawa, MD PhD
1983 – 1988   Kitasato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MD)

1990 – 1994   Kitasato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al Sciences 
(PhD)

1994 – 1996   College of Pharmacy, 
Div. of Pharmac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6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Ophthalmology Kitasato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05  Professor and Chairman    
Dept. of Orthoptics and Visual 
Science Kitasato University School of 

Allied Health Sciences 

2019  Professor and Chairman    
Dept. of Vision Science Kitasato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al 
Sciences

President: Japanese Neuro-
Ophthalmology Society  
Editorial Board and Secretary general: 
Asian Neuro-Ophthalmology Society
Associate Editor: Neuro 
Ophthalmology

Councilor: Japanese 
Ophthalmological Society、Japanese 
Society for Ocular Pharmacology、
Japan Society of Neurovegitative 
Research

Masato Hashimoto, MD   
1988   MD, Sapporo Medical 
University

1988   Ophthalmology, Sapporo 
Medical University　

1994　 Post Doctor Fellow UCSF 
Neuro-ophthalmology

2000   Assistant Professor, Sapporo 
Medical University

2006   Associate Professor, Sapporo 
Medical University

2015   General director of Neuro-
ophthalmology department, 
Nakamura Memori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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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eki 
Chuman

宫崎大学

Hideki Chum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Ophthalmology, University of Miyazaki

EDUCATION 
Miyazaki Medical College, Japan      
M.D.  May 1990 

Ophthalmology, University of Miyazaki, 
Japan 
Residency in Ophthalmology, June 
1990 - October 1995.

Miyazaki Medical College, Japan 
Ph.D. in Ophthalmology, February 
1998

Kellogg Eye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S.A.
Fellowship in Neuro-ophthalmology, 
July 2000 – August 2001.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6/1/90 -    Ophthalmologist
Present    Dept. of Ophthalmology, 
University of Miyazaki, Japan.

4/1/99 -     Assistant professor
3/31/01     Dept. of Ophthalmology, 
University of Miyazaki, Japan.

4/1/04 -     Associate professor 

Present     Dept. of Ophthalmology, 
University of Miyazaki, Japan.

12/1/12-     Hospital professor 
Present     Dept. of Ophthalmology, 
University of Miyazaki Hospital, Japan.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Membership in:
Japanese Neuro-ophthalmology 
Sciety
North-American Neuro-
Ophthalmology Society (NANOS)
Asian Neuro-Ophthalmology Society 
Japanese Ophthalmological Society 
(JOS)
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AAO)

AWARDS OF HONORS
JOS Council Award (2012)

FUNDING  
Grant-in-Aid for Young Scientist (A) 
(1994-1996, 1998-2000)
Grant-in-Aid for Young Scientist (B) 
(2002-2004, 2005-2007)
Grant-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KAKENHI) (C) (2014-2017)
Grant-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KAKENHI) (C) (20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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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 
Hansapinyo 

泰国
清迈大学

戴琼海
 

清华大学
生命科学院

黎晓新
 

厦门
眼科中心

Masato Hashimoto, MD   
1988   MD, Sapporo Medical 
University

1988   Ophthalmology, Sapporo 
Medical University　

1994　 Post Doctor Fellow UCSF 
Neuro-ophthalmology

2000   Assistant Professor, Sapporo 
Medical University
2006   Associate Professor, Sapporo 

Medical University

2015   General director of Neuro-
ophthalmology department, 
Nakamura Memorial Hospital

1964 年生，清华大学教授。近年来主要
从事信息交叉科学的研究⸺�计算摄像
学。目前承担国家重大仪器项目：多维多
尺度计算摄像仪器，旨在提供从亚细胞、
组织到器官的多尺度动态观测数据，希望

突破百万级脑神经连接的观测，揭示神经
系统结构和功能等脑科学规律，为创建新
一代神经计算方法（表达、转换和规则）
提供支撑。

北京大学眼科教授，现任厦门大学厦门眼
科中心总院长。自 1986 年获德国医学博
士回国至一直致力于视网膜玻璃体手术和
眼底疾病的研究与治疗，先后承担了国家
“十五”、“十一五”、“十三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WHO 等
多项课题，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
划（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黎晓新教
授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中文论文
320 篇 ，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
Ophthalmology（6 篇 ）、FASEB J、
IOVS 等英文 SCI 发表 140 篇。主编专
著 7 本，主译《RETINA》。曾 30 余次
被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做大会特约发言和命

名讲座。黎晓新教授先后获得国家教委科
技进步一等奖二项、二等奖三项，2007
年获世界眼科学会亚太区“最佳临床教师
金苹果奖”，2008 年获得中华眼科杰出
成就奖，2009 年获宋庆龄儿科医学奖，
2015 年获北京大学光华奖，2016 年获
北京大学医学部 “桃李奖”，2016 年获
亚太玻璃体视网膜学会 APVRS 的 Tano
讲座奖，2016 年获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
终身成就奖，2017 年获眼科学会最佳科
研贡献金钥匙奖， 2018 年获年度十大医
学贡献专家，2019 年获中国眼科医师协
会特殊贡献专家奖，是享有很高声誉和知
名度的眼科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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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堪兴
 

天津市眼科
医院

王宁利
 

北京
同仁医院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际眼科学科学
院（AOI）院士，亚太地区斜视与小儿眼
科学会副主席，亚太眼科学会 (APAO) 理
事会理事，国际眼科联盟（ICO）前理事
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前任斜视
小儿眼科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
会前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
会名誉会长，中华眼科杂志前任主编。

49 年来，赵堪兴教授一直活跃在眼科临
床、教学、科研、防盲工作一线。在斜视
与小儿眼科领域有深刻造诣，特别是在复
杂斜视、眼球震颤、垂直斜视诊治和儿童
弱视预防与规范化诊疗、学龄前儿童正常
视力研究及近视防控等方面有丰富的临床
经验，做出了重要贡献。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人事部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天津市政府授衔专家。被美国斜

视与小儿眼科学会誉为：“国际斜视与小
儿眼科界的思想领袖”。曾主持完成多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面上课题，教育
部、卫生部、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国际合作大型课题多项。共发表 430 余
篇学术论文，其中 SCI 收录 60 余篇，卫
生部规范化教材《眼科学》（第七版、第
八版）主编，《斜视弱视学》（第一版、
第二版）主编。培养博士生、硕士生 108
人，为全国培养学科带头人及学术骨干
1000 余人。曾荣获亚太眼科学会（APAO）
杰出服务贡献奖，亚太眼科学会（APAO）
防盲杰出贡献奖，中华眼科学会杰出成就
奖，中美眼科学会金钥匙奖，中美眼科学
会金苹果奖，世界眼科联盟（ICO）与亚
太地区眼科学会（APAO）颁发的教育成
就金苹果奖，2016 年获首批中华眼科学
会终身成就奖。2018 年获中华斜视与小
儿眼科终身成就奖。

教授（主任医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
同仁眼科中心主任，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
组长，国家眼科诊断与治疗设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眼科学院院
长，国际眼科学院院士，亚太眼科学会主
席，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会长，中
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学分会主任委
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眼科分
会主任委员，世界青光眼协会理事会成员，
国际眼科理事会董事会成员，亚太青光眼
协会董事会成员，空间站工程航天医学实
验领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失重生理
与防护专家组专家，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理
事会常务理事。

从事眼科临床与科研工作 35 年，完成手

术约 2 万例，是中央保健会诊专家。主
要工作领域：青少年眼健康及近视眼防控、
青光眼发病机制与临床诊治研究。是眼科
学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卫计委临床重点
专科的学科带头人。主持 863 计划、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科技部重大重点项目等 12 项，共同主持
国家重大防盲工程 2 项。培养博士后 11
名，博士 53 名。王宁利教授主编及参编
专著 30 余部，主编《眼科学》五年制、
研究生及留学生教材共 7 本。目前担任
《中华眼科杂志》名誉总编辑、《眼科》
主 编、International Glaucoma Review
的学会编委 。五次入选 Elsevier 高引学
者榜；两次被英国眼科医师杂志评为全球
最具影响力百名眼科医生；2014 年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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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怀
 

复旦大学附
属眼耳鼻喉
医院

瞿佳
 

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眼视
光医院

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在国际上荣获亚太
眼科学会高级成就奖，亚太青光眼学会亚
太奖，中美眼科学会金苹果奖、世界青光
眼学会高级临床科学家奖。亚太眼科学会
Auther Lim 奖等。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 项，省部级一

等奖 4 项。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何梁
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医师奖，
周光召“临床医师奖”、谈家桢临床医学
奖、吴阶平 - 杨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
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北京市突出贡献
专家，2013 年首批入选“北京学者”计划。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眼科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现任国家卫健委 / 中国医科院近
视眼重点实验室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眼科学与视觉科学系主任。是中华医学
会眼科学分会候任主委，中国研究型医院
学会眼科学与视觉科学专委会主委，以及
亚太眼科学院院士，世界青光眼协会理

事等。发表专业论文 300 余篇包括 Nat 
Genet, Prog Retin Eye Res, Curr Biol, 
Ophthalmology 等杂志 , 荣获上海市科
技精英，中华眼科杰出成就奖，中美眼科
学会金苹果奖，亚太眼科协会（APAO）
杰出贡献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温州医
科 大 学 附 属 眼 视 光 学 院 院 长， 医 院 院
长，北京大学医学部眼视光学院院长，
国 务 院 学 位 办 临 床 医 学 学 科 评 议 组 专
家，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眼视光医学
委员会主任委员。原温州医科大学校长
（2002.5 ～ 2015.10），浙江省首批特
级专家，国家万人计划，国家教学名师。

长期从事眼科和视觉科学医教研工作，倡
导并领导国内建立了眼视光学学科和专
业，并在全国成功推广。现任眼视光学和
视觉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眼视
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近视诊
疗与防控工程技术中心主任，中国眼视光
学专委会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
副主委、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眼科学分会
主任委员等；主持 973 项目（首席科学
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
发表 SCI 论文 205 篇（第一和通讯作者
101 篇，眼科和视觉科学影响因子最高

杂志《IOVS》（基础）和《Ophthalmology》
（临床） 22 篇）；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两项（均排名第一），国家教学成果二
等奖三项（排名两项第一、一项第二），
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排名第一）。获得
何梁何利奖（2018 年）和谈家桢奖（2018
年）。连续 3 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
引学者（临床医学）榜单。H 因子 28，
多年列全国眼科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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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迅
 

上海市第一
人民医院

颜华
 

天津医科大
学总医院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
院第一医学
中心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中心主任，上海
市眼病防治中心执行主任。任国家卫生计
生委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和上海市卫生
计生委重中之重医学中心主任；上海市眼
底病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市眼科研究所
和上海交通大学眼科研究所所长，上海交
通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系主任；中华医学

会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兼全国眼底病学组
组长。主持国家重点重大、精准医学项目
和国家自然基金重点课题等。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共 4
项。

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
导师，国务院特贴专家，国家卫计委中青
年突出贡献专家。现任天津医科大学党委
副书记、校长、眼科学科带头人。现任教
育部 2018-2022 年教学指导委员会临床
医学类眼视光医学专业副主任委员、亚太
地区眼外伤学会副主席、中华医学会眼科

学分会眼外伤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眼科
学分会专家会员、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
委员、中国医师协和眼科学分会委员和眼
外伤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残疾人协和视
力残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现任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眼科主任
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国内著名神
经眼科专家，中国神经眼科专业开创人之
一。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神经眼科学
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神经
眼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军眼科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眼科学分
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
交流协会眼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亚洲神经眼科协会理事、中国研究型医院
学会神经眼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开
大学博士生导师，及吉林大学、南开大学、
中山眼科中心客座教授，天津医科大学眼
科中心、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
客座教授。任《中华眼科杂志》、《中华
眼底病杂志》等多家核心期刊编委。
率先于 2006 年在国内开设首个神经眼科
专科门诊及病房，是目前为止亚洲最大的
神经眼科专科治疗中心，在国内外有相当
的影响和知名度。魏教授长期从事神经眼

科临床和基础研究，先后承担和参与国家
科技支撑课题 2 项，国家 863 计划课题
2 项，国自然 2 项，主持 8 项院部级课题。
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军队医疗
成果二等奖 2 项。2012 年获解放军总医
院院级教学二等奖，2015 年获亚太地区
眼科协会 APAO 杰出贡献奖，2016 年获
优秀博士生导师。2017 年获个人三等功。
主编神经眼科专著 4 部，神经眼科译著 3
部。已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已公示国
家发明专利 5 项。发表论文 243 篇，其
中 SCI5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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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辉
 

解放军总医
院第一医学
中心

孙世龙
 

郑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

陈有信
 

北京协和医
院

李朝辉，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全
军眼科中心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科室
党支部书记，解放军医学院眼科教研室主
任。

从事眼科工作近 30 年，目前主要从事复
杂白内障及其相关眼病的研究，率先在国
内开展多项相关新技术，是国内知名的白
内障专家。多次在国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
学术演讲和手术表演并获奖。具有丰富的
基层医疗服务经历，多次参加“健康快
车”、“防盲医疗队”及“复明工程”等
活动，先后三次获国家卫计委颁发的光明
使者荣誉称号。目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科技部临床特色应用研究课题、军队
重大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
科委课题等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近
5 年发表学术文章 30 余篇，SCI 收录论
文 20 余篇。

现任中央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中央军委
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中华医学会专家会
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白内障学术工作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显微手术
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眼
科学与视觉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医学会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华医学
会眼科学分会委员；北京眼科学会副会
长；全军眼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
市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眼科
杂志、中华实验眼科杂志、眼科杂志编委
等。曾三次荣立三等功； 2018 年获“中
华眼科学会奖”及“全国优秀眼科医师”
奖；2012-2018 年连续获中国百强名医
白内障专业 Top10；北京市“五四”奖
章获得者。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硕
士生导师 , 河南省学科技术带头人。现为
亚太潜水与高气压医学会常任理事、中华
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常委、中国研究型
医院学会神经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

省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河南
省医学科普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等，在推动学科整合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实
践工作。

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常务副主任，中国医学
科学院眼底病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常委兼
主委助理，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眼科分会会
长，中国老年医学会常委兼秘书长，北京
医师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会长兼眼科人工
智能分委会主委 ,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
协会理事兼眼科分委会副主委、黄斑学组

组长，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眼科分会副
会长兼眼科影像信息学组组长；兼任《中
华眼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中
华实验眼科杂志》、《中华眼视光杂志》
编委、《BMC Ophthalmology》副主编
等。1986 及 1989 年分别或第三军医大
学医疗专业学士学位和眼科硕士学位，
1996 年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眼科博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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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援生
 

昆明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
医院

王雨生
 

第四军医大
学西京医院

医学博士，二级教授，普瑞眼科医院总院
长，昆明医科大学附一院前眼科主任，博
士生导师，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
术人才、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学分会常务委
员、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眼科疾病防
治分会常委、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眼科分会
常委。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全国委员、云
南省医学会眼科分会前主任委员、中华医
学会眼科分会青光眼学组委员、中华医学

会眼科分会防盲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
眼科分会常委、中国微循环学会眼微循环
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眼科杂志编委、中
华眼底病杂志编委、中华实验眼科学杂志
编委、眼科杂志编委、国际眼科纵览编委、
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编委、中国
眼耳鼻喉科杂志编委、国际眼科杂志常务
编委。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第四
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眼科主任、全军眼科研
究所所长，国家临床重点学科（军队建设
项目）带头人。

目前担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常务委员
及专家会员、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底
病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学分会
眼底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
会儿科学分会眼科学组副组长。任《中华

眼底病杂志》、《国际眼科杂志》、《眼
科新进展》和《国际眼科纵览》等杂志副
主编，《中华眼科杂志》、《中华眼视光
学和视觉科学杂志》、《中华实验眼科杂
志》、《中华眼外伤与职业眼病杂志》、
《眼科》、《临床眼科杂志》和《中华神
经外科疾病研究杂志》等 10 余种专业杂
志的编委。2010 年被中国医师协会评为
首届“中国眼科医师奖”，2013 年起享
受陕西省政府“三秦人才”特殊津贴。

位。1999 年 -2001 年 在 美 国 南 加 州 大
学 Doheny 眼科研究所做视网膜博士后
研究。作为合作研究者完成的“泪液学临
床及实验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肝细胞生长因子对 RPE 细胞的调节” 
获全国中青年眼科学术会议优秀论文金
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首都
发展基金 1 项和医科院创新基金 1 项。
近年来致力于黄斑变性及息肉状脉络膜血
管病变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成立了有
45 家医院共同成立的 PCV 研究联盟。
主导进行了“雷珠单抗治疗病理性近视的
国 际 多 中 心 研 究，Brilliance study”、
“阿柏西普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的国际多
中心研究 -VIVID-EAST”。参与《眼底

病学》、《Retina，第五版》等 10 几专
著的写作，共同主编了《视网膜色素上皮
的基础与临床》、《眼底荧光素血管造
影》、《常用眼底病检查技术 - 光盘》。
翻译出版了《白内障诊治》、《Retinal 
Vascular disease》》、《Retina，4th 
edition》第一卷。发表各类眼科学术文
章 70 多篇。2004 年被授予中华眼科学
会奖，2008 年授予亚太眼科学会“杰出
服务奖”，2015 年获得“中国优秀医师
奖”，2016 及 2018 年分别获得亚太眼
科学会“成就奖”，2018 年获得海外华
人视觉与眼科研究协会颁发的“杰出领导
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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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林仲
 

台北
市立医院

Education Background:
PhD. Kitasato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Japan.
M.D. School of medicin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Current position: 
Prime Deputy Superintendent, Taipei 
City Hospital.
Associate Professor of 
Ophthalm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Medical Management,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President, Taiwan Value-based 
Healthcare Society
Councilor at Large, The Asia-Pacific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Chief Director, The Ophthalmology 
Society of Taiwan.

Past Appointments:
President, The Ophthalmology Society 
of Taiwan.
President, Taiw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President, Asia Pacific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Congress 2016.
Superintendent, Taipei City Hospital , 
Renai Branch.
Superintendent, Taipei Municipal 
Zhongxing Hospital.

Awards:
Special Achievement Award (Chinese 
Ophthalmological Society)
Achievement Award  (The Asia-Pacific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Vision to Teach Mark Tso Golden 
Apple Award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Ophthalmology)
Outstanding Service in Prevention of 
Blindness Award (The Asia-Pacific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s 
(The Asia-Pacific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Kwei-San Scientific Paper Award（The 
Ophthalmic Society of Taiwan）
Tokyo Contact Lens Scientific Award 

（The Ophthalmic Society of Taiwan）
Scientic Paper Award（Department of 
Health, Taipei City Government）

以第一完成人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主持国家 973 课题 1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8 项，国际
合作以及省部级和军队课题 10 余项；在
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480 余篇；主
编专著 8 部，出版《脉络膜新生血管性

疾病》是国内外该领域首部专著，主译的
《小儿视网膜》和主编的《图说小儿眼底
病》为国内儿童眼底病的开创性工作；参
编多部国家级研究生、本科生和规范化培
训《眼科学》教材的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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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国
 

台北荣民总
医院

蔡荣坤
 

花莲慈济医
院

Doctor Wang graduated from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and completed 
his ophthalmic residency training at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He has been trained as a Neuro-
ophthalmology & Strabismus fellow for 
2 years. He graduated from 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ine of National Yang-
Ming University and became a PhD 
in the field of neurobiology. He had 
been visiting and working as research 
scientist in Prof Ronald Meyer’s 
Laboratory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Now he is the director of Neuro-
ophthalmology & Strabismus section,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He has been on faculty at the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since 
1999. He is currently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in both the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school of medicine 
and in the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school of life science. 

Currently, he is the council member 
of the Ophthalmological Society of 
Taiwan (TOS), Asia Pacific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APAO), Asia 
Pacific Strabismus an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Society (APSPOS), 
and Asian Neuro-ophthalmology 
Society (ASNOS). He also serves a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ASNOS.

Professor and Director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 Tzu-Chi 
University
Director and Founder
Institute of Eye Research, Buddhist 
Tzu Chi Hualien Medical Center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Medicin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1982, BS &MD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PhD, 
2008

Current Positions:
Professor of Ophthalmology (2010/ 
8---)
Professor and Director,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 Tzu Chi University, 
Hualien, Taiwan (2014/ 2 ---)
Founder and Director, Institute of Eye 
Research, Buddhist Tzu Chi Medical 
Center, Hualien, Taiwan (2014/ 2----)
Visiting Staff, Neuro-ophthalmological 
Service,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Buddhist Tzu Chi 
Medical Center, Hualien, Taiwan 
(2003/ 8----)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Scientific 
Report
Editorial Board of Neuro-
ophthalmology Journal
Section Editor of Taiwan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Council Member of Asia Neuro-
ophthalmology Society (Sinc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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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勇
 

北京
协和医院

姜利斌
 

北京
同仁医院

张伟
 

天津市
眼科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学系主任，主任医师，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为中华医学会
眼科学分会神经眼科学组副组长，中国医
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北京市医
学会眼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欧美同学会
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北京眼
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评审专家，国家科技部科技进步奖评
审专家成员等。“中华眼科杂志”、“中
华眼底病杂志”和“眼科”杂志编委，“中
华医学杂志”专家，亚太眼科杂志（APJO）
编委，美国白内障及角膜屈光手术协会
（ASCRS）会员。

北京同仁医院同仁眼科中心主任医师，教
授，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为
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神经眼科学组委员、
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神经
眼科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曾中华医
学会眼科分会视觉生理学与视觉科学学组
委员，北京市亦麒麟新创工程领军人才，
北京市卫生系统高层次卫生技术人才（学
科骨干），北京市科技新星，北京市东城
区优秀人才。临床研究领域：神经眼科学，
基础研究方向：视神经功能保护及检测。

1992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
系，获医学学士学位    
1992 年～ 1996 年于辽宁省鞍山市中心
医院从事临床眼科工作
1996 年～ 1999 年青岛大学医学院眼科
攻读硕士学位 导师：王守境教授

1999 年～ 2002 年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
心攻读博士学位 导师：吴乐正教授
2002 年至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
医院眼科 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硕士
生导师
2003 年录入为北京市科技新星
2009 年 5 月 -10 月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
内科、神经外科进修学习。
2009 年 11 月 -12 月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
究所 卫生部神经内镜培训基地深造学习。
2010 年 1 月 首都医科大学 副教授
2010 年 5 月录入为北京市卫生系统高层
次卫生技术人才（学科骨干）
2012 年 11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
仁医院眼科 主任医师
2016 年 美 国 UCHealth Eye Cente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访问学者
2016 年 12 月首都医科大学 教授

医学博士 , 主任医师，教授，中华眼科学
学会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组长，中国眼科
医师协会斜视与小儿眼病专委会主任委
员，天津市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科主
任，《中华眼科杂志》等多种国内学术期
刊编委，J AAPOS（美国斜视与小儿眼
科学会杂志）特邀审稿专家

以第一和 / 或通信作者发表包括 SCI 在
内学术论文 60 余篇，参编《中华眼科学》
等多部学术著作，入选天津市“131”创
新型人才工程，荣获中华眼科学会奖。承
担多项科研课题并获奖。每年完成斜视手
术 1000 例以上 , 已累计完成斜视手术 2
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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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林
 

四川省
人民医院

张秀兰
 

中山大学中
山眼科中心

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致盲眼
病分子机制与临床防治”的分子诊断和临
床科研工作，取得了从基础到临床转化一
系列原创性成果。带领四川省人民医院人
类疾病基因研究实验室先后成为四川省重
点实验室、四川省青年科技创新团队、国
家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在视网膜疾
病研究领域的成果曾被 Science 杂志评
为“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以第一完成人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四川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承担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和重大项目等；是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保罗·杨
森医学药学奖和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
入选了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人事部百千万工程国家级人才、国之
名医·优秀风范称号、卫生部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
省杰出创新人才等；获国家发明专利授
权 7 项。共发表 SCI 论文 110 篇（总影
响因子 752，SCI 他引 3663 余次）；作
为第一和通讯作者在 Science、NEJM、
Nat Genet、JCI 等 杂 志 发 表 SCI 论 文
59 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 50.02、他引
415 次）；连续五年（2014-2018）入
选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现任四川省人民医院副院长、电子科技大
学医学院院长；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医学部咨询专家和十三五规划眼科学科战
略研究调研组组长；目前是中国生物物理
学会临床分子诊断分会会长、中华医学会
医学遗传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
医学遗传分会副会长。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山眼科
中心临床研究中心主任，眼科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杰出 PI。亚太眼科学院院士、亚
太眼科学大会青光眼学术委员会主席、亚
太青光眼学会理事、亚洲闭角型青光眼学
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全国神经
眼科学组委员、全国青光眼学组秘书。获
得亚太眼科成就奖、亚非眼科学会荣誉奖、
2014 年度世界最有影响力眼科医生 100
强（第 50 名）。所在团队获 2009 年度
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0 年度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7 年广东省科技
进步二等奖等。APJO 杂志副主编。香港
中文大学眼科微创手术技术培训顾问委员
会委员。

从 事 眼 科 学 临 床、 教 学、 科 研 工 作 30
年。以第一主持人先后承担了 26 项科研
课题，其中 1 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子课
题、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发表论著 200 余篇，其中包括 Lancet、
Ophthalmology、IOVS、BJO 等 SCI
论文 112 篇；；出版两本专著《图解青
光眼手术操作与技巧》、《图解临床青光
眼诊治》以及两本译著《儿童青光眼共识》、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的诊断》；两本专
著均获得人民卫生出版社“人卫好书奖”
最高荣誉奖。唯一连续十年被评为中山眼
科中心教学优秀教师并获得奖励，培养硕
士、博士研究生 30 名。迄今在全国、世
界各地学术演讲 415 场 /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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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

马翔
 

大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
医院

刘祖国
 

厦门
眼科中心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眼科主任。现任中华医学会
眼科分会眼底病学组委员 ，四川省医学
会眼科专委会候任主任委员，四川省卫生
计生首席专家；四川省卫生计生委员会学
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
专家，四川省干部保健专家，中国老年医
学学会眼科分会常务委员兼眼底病学术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海峡两岸医药卫

生交流协会眼科专委会黄斑病学组、玻璃
体视网膜学、视网膜血管病组委员；中国
医药教育协会眼科专委会常委；四川省康
复医学会眼科分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医师
协会眼科医师分会眼底病专委会委员；四
川省医师协会日间手术医师专委会常务委
员；《中华眼底病杂志》编委，《华西医
学》编委等学术任职。

大连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眼科主任，教研室
主任，医院综合外科总支书记。全美眼科
排名第一的 BPEI 眼科所等博士后 5 年；
国际眼科研究学会（ISER）委员；中华
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学会眼科
分会委员；中华眼科学会眼底病学组委
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眼科学组副组
长；中国老年保健医学会眼科分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眼科分会转化医学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
神经眼科与视觉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眼科专家顾问委

员会委员；辽宁省眼科学会候任主任委员；
辽宁省眼科重点专科主任；大连市眼科学
会主任委员；大连市眼科质控中心主任；
获评辽宁省名医，辽宁省特聘教授。

主持国家科技部重大专项 1 项，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5 项等课题 20 余项，
发表论文 80 余篇，其中 SCI 全文及摘要
收录 32 篇，获国际眼科研究学会（ISER）
颁发的“研究奖”，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 2 项等多项奖项，参编国家规划教材
及十一五、十二五统编及第九版眼科学高

厦门大学眼科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长期从事眼表与角膜病的临床与研
究工作，具有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是我
国眼表疾病及干眼领域的开拓者。主要研
究领域为：干眼、角膜新生血管、角膜干
细胞与组织工程、眼科医疗仪器与智慧医
疗。2002 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2003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

亚洲干眼学会候任主席及中国区主席，亚
洲角膜学会理事，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

协会（海医会）眼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及眼表与泪液疾病学组组长，中国中药
协会眼保健中医药技术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学分会常务委员及角膜
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眼
科学分会常务委员及角膜病学组副组长，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组织工程与再生医
学分会理事会常务委员，医疗器械工作委
员会委员，《Cornea》中文版主编，《中
华眼科杂志》，《中华实验眼科杂志》、《中
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中华细
胞与干细胞杂志（电子版）》副总编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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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灿
 

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眼视
光医院

黄翊彬
 

中华眼科杂
志编辑部

王敏
 

复旦大学附
属眼耳鼻喉
医院

医 学 博 士， 美 国 Bascom Palmer Eye 
Institute 的 Fellow 与 澳 大 利 亚 Royal 
Adelaide Hospital 高级访问学者，现温
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教授、主任医
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眼鼻相关微创
外科创始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
科学家，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神经眼科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医会眼科专委会
眼科内镜手术学组组长，中华眼科学会眼
整形眼眶学组委员等。承担“国家十三五

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浙江省重大研发计划等课题 18 项，以第
一作者 / 通讯作者发表论著 80 篇，其中
SCI 收录 42 篇，入选“温州市杰出人才”、
“浙江省卫生高层次创新人才”、“浙江
省 151 人才”等，《中国内镜杂志》副
主编，《中华眼科杂志》、《中华眼视光
学暨视觉科学杂志》、《中华实验眼科杂
志》等编委。

中华医学会中华眼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委
员、编辑部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
分会委员；中国女医师协会视光学专业
委员会常委，眼科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1992 ～ 1999 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友谊医院眼科做临床医生。1999 年开

始在中华眼科杂志编辑部做医学编辑至
今，曾获得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颁发的
期刊编辑骏马奖。目前担任中华眼科杂志
编辑部主任，全面负责杂志的编辑出版和
整体运营工作。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主任医
师，玻璃体视网膜病学组副主任，硕士
研究生导师。1989 年毕业于原华西医科
大学医学系医学专业。曾先后在美国迈
阿 密 大 学 Bascom Palmer 眼 科 医 院、
美 国 旧 金 山 Smith-Kettlewell 眼 科 研 究
所、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Beckman
眼科中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眼科学习
和工作。擅长利用频域 OCT、En Face 
OCT、OCT 血管成像、眼底自发荧光、

视觉电生理、眼底荧光血管造影、脉络膜
ICG 血管造影、微视野和激光等多种手
段对疑难眼底病、遗传性视网膜疾病和神
经眼科疾病进行诊治和研究。在国内率先
开展 OCT 血管成像技术，是首位在全国
眼底病年会（2014 年）上做 OCT 血管
成像学术报告的专家，也是首位在第一届
（2013 年）国际 En Face OCT 大会上
发言的中国专家，还是首位在美国视觉科
学与眼科研究协会（ARVO）年会（2014

等院校教材等多部，《中华眼科杂志》《中
华眼底病杂志》等 10 本杂志编委或通讯
编委，是 BJO 等 8 本国际著名眼科杂志
审稿人，美国路易士安娜州立大学眼科中
心客座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重大项，杰青等 9 项基金的二审专家，
大连市医学会常务理事，大连市十大青年
科技标兵，大连市十大杰出青年，辽宁省
及大连市高校优秀共产党员，第三届大连
海外留学回国创业精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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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陆方
 

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

黄子伦
 

新北市亚东
纪念医院

邱伟
 

中山大学附
属第三医院

年 ）En Face OCT 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 Meeting 上 发 言 的 中 国 专
家，研究成果受到国际上这一领域权威专
家包括 OCT 发明人 David Huang 教授
的一致好评。他主编了国内第一部《OCT
血管成像和 en face OCT 图谱》，参与
编写了国际上第一部 En Face OCT 英文
专著《Clinical En Face OCT Atlas》 和

两部 OCT 血管成像专著。现任中华医学
会眼科学分会神经眼科学组委员，上海医
学会眼科分会神经眼科学组副组长，《中
华眼科杂志》和《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
编委，《中华眼底病杂志》审稿人，国际
临床视觉电生理协会（ISCEV）会员，美
国视觉科学和眼科学会（ARVO）会员，
美国眼科学会（AAO）会员。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眼科副主任，眼科主任
医师，教授。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从事神经眼科，儿童眼底病专业；现任中
华医学会眼科分会神经眼科学组委员，中
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眼科学组委员，中华医
师协会眼科分会眼底病学组委员，四川省

医学会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康复
医学会眼科临床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
老年医学会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女
医师学会眼科专委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
院学会神经眼科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眼
底病杂志编辑部主任

新北市亚东纪念医院眼科部眼神经科主任
元智大学电机系助理教授
长庚大学医学系 MD (1993-2000)
林 口 长 庚 医 院 眼 科 住 院 医 师 (2000-
2004)
林口长庚医院研究员医师 (2004-2005)
花 莲 慈 济 医 院 眼 神 经 学 科 训 练 (2006-
2007)
花 莲 慈 济 医 院 眼 科 主 治 医 师 (2007-
2014)

慈济大学医学科学博士 PhD ( 2017)
新北市亚东纪念医院主治医师 (2014-)
新北市亚东纪念医院眼科部眼神经科主任 
(2015-)
元智大学电机系助理教授 (2015-)
美 国 加 州 洛 杉 矶 分 校 Neuro-
o p h t h a l m o l o g y,  D o h e n y  E y e 
Institution, UCLA (201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
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神
经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
病学分会神经免疫学组委员；中国免疫
学会神经免疫学组委员兼秘书；中国卒
中学会免疫分会委员兼秘书长；广东省
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委 , 神经免疫学

组组长；广东省卒中学会理事，免疫学
组 组 长 等。《Current Neurology and 
Neuroscience Reports》编委 (IF 3.4 )、

《中国神经免疫和神经病学杂志》编委（第
五届）。

主 持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3 项， 广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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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唐健
 

华西医院眼
科编辑部

刘熙朴
 

北京圣康华
眼科医院

省 科 技 计 划 及 省 自 然 5 项， 广 州 市
科 技 计 划 1 项， 校 级 2 项， 院 级 1 
项。 第 一 / 通 讯 作 者 在《JNNP》、
《Multiple Sclerosis》、《Frontiers 
i n  Immunoogy 》 、  《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Journal of 
Neuroimunology》等专业期刊发表 SCI
论文 50 篇。副主编《多发性硬化》（人

民卫生）、《神经免疫学新进展》（中山
大学）等专著 4 本。获 2014“教育部科
技进步二等奖”，2014“广东省科学技
术奖二等奖”（排名第三）。获中山三院
杰出青年后备人才 (2010)、广东省杰出
青年医学人才（2018）、中山三院“十
个五工程”人才项目 (2019) 等。

前中华眼底病杂志编辑部主任及华西期刊
社负责人。在科技论文撰写评审、学术期
刊经营管理以及眼底疾病影像诊断治疗方

面具一定经验与见解；为推动眼底病学术
发展做出了一定成绩。

北京圣康华眼科医院院长、北京视觉科
学研究所所长。1984 年毕业于青岛医学
院， 获 医 学 学 士 学 位；1990 年 毕 业 于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院，获医学博
士学位。历任北京协和医院主治医师、
美国 Hahnemann 大学访问学者、美国
Allegheny 大学襄教授、中国协和医科大
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北京
协和医院眼科青光眼组组长、眼科副主任，
挪威特拉姆瑟大学兼职教授、北京中医医
院眼科特聘专家、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眼科主任等职，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眼科
分会青年委员、中华眼科杂志》编委、《眼
科》编委、中国医学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委
员、北京市残疾人康复协会常务理事、北
京市残疾人康复协会视觉康复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等职；其工作先后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会、卫生部、教育部、人事部、
美国防盲协会、美国老年病研究基金会、
挪威科学议会、挪威 FK 基金会（南南合
作、南北合作项目）等国内外学术组织和
政府组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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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陈晓雷
 

解放军总医
院第一医学
中心

李彬
 

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同仁
医院 眼科

现为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神经外科
主任医师，副教授。从事神经外科临床工
作 18 年，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术中
磁共振和功能神经导航下的脑重要功能区
手术和神经内窥镜手术。2009 年在国内
率先开展高场强术中磁共振和功能神经导
航的临床工作，是该方面国内手术数量最
多，经验最丰富的小组。在国内外杂志发
表论文多篇，其中 11 篇以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身份被 SCI 著名国际期刊收录，
单篇最高影响因子 6.357，总被引频次超
过 200 次。此外，还以共同第一作者身
份发表 SCI 收录论文 4 篇，以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Medline 收录论文 3
篇，获得国内外同行的积极评价。副主编
专著一本，参编英文国际专著一本，中文
专著一本。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国家自然基

金课题 3 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 1 项，
省部级基金 1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
实用新型专利 1 项。2014 年以第二完成
人身份获军队医疗成果奖二等奖一项（精
准神经外科技术平台的建立和规范化临床
应用）。

现任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工作秘
书，青年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会神经外
科学分会第六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专业英
语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
内镜分会神经内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
中青年神经外科学会常务委员等。兼任美
国 Johns-Hopkins 大学医学院，吉林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药学院附属医院客
座教授。

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同仁眼科中心 北京市
眼科研究所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担 任 亚 太 地 区 眼 肿 瘤 眼 病 理 委 员 会
(APSOOP) 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
会眼科病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
医学会眼科分会专家会员；前任中华眼科
学会眼病理学组副组长；北京医师协会眼
科分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
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国医疗保健国
际交流促进会眼科分会委员；中国医疗保
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中老年医疗保健分会常
委，眼科学组组长；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
究会眼科疾病防治分会常委；世界中医药
联合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理事；“一带一路”
眼科医生联盟常委；北京国际医药促进会
第七届委员会理事；北京市卫生局婚前保
健服务技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家卫

计委高级职称评审专家；北京市卫计委高
级职称评审专家；北京同仁医院“头颈部
分子病理诊断”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

任《中华眼科杂志》编委，《中华实验眼
科杂志》编委，《中华眼底病杂志》编委，
《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编委；中华医学
杂志、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中华病理学
杂志、中华老年医学杂志等专业杂志审稿
专家。

北京市人民政府特约工作人员―教育督导
员，北京市东城区人大代表；

农工民主党北京同仁医院支部主委，农工
党中央医委会委员，农工党市委妇委会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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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鲜军舫
 

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同仁
医院 
影像中心

医学影像中心主任   放射科主任

首都医科大学眼部肿瘤临床诊疗和研究中
心主任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常委

中华放射学会头颈学组组长

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人社部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国家卫生计生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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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发言

神经眼科疾病的中医治疗体会与探索

低眼动脉灌注压与 ANAION 发病的相关性分析

王影 , 赵子德 , 李满 , 魏彬彬 , 王军杰 , 梁俊 , 柏梅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王小堂 1, 王润生 2

1. 西安市红会医院    2. 西安市第四医院

目的：探讨中医药疗法在神经眼科疾病中的应用现状与未来发
展前景。方法：回顾性分析近十年针灸、中药等中医疗法在神
经眼科疾病中的应用范围、疗效，对比中医疗法在视神经疾病、
获得性麻痹性斜视不同病因下的干预作用及应用机制。结果：
针刺对缺血、外伤、炎症、肿瘤压迫、中毒等视神经性损害具
有治疗作用，机制上具有改善组织血液循环、抗凋亡、抑制炎
症因子的释放、提高神经节细胞存活率等多靶点干预效应。中

药枸杞子、黄芪、侯氏黑散、紫参方等对神经损伤具有促进修
复作用，其机制性研究较多。目前，尚缺乏中医疗法在神经眼
科疾病中的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性临床研究。结论：中医疗
法在视神经病变、获得性麻痹性斜视具有治疗作用，干预机制
具有多靶点干预效应，未来规范化的临床验证性研究亟待进行。
 
关键字 神经眼科；针刺；中药；中医药疗法

目的：探讨低眼动脉灌注压（OPP）与急性非动脉炎性前部缺
血性视神经病变（ANAION）发病时间的临床相关性。

方法：对我院 2010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46 例（46
眼）ANAION 的 OPP 及发病时间进行回顾性分析。这些病例
均经盘周神经纤维厚度分析、视野、视觉电生理及眼底血管造
影检查后确诊并按标准纳入研究对象。通过非接触式眼压计测
量了 46 例 ANAION 患者坐位时的 24-h 眼压，同步以心电监护
仪测量肱动脉收缩压（SBP）及舒张压（DBP）；依据测量的
血压及眼压数值计算 24-h OPP（OPP= 45%DBP － IOP）。
OPP ＜ 10mmHg 为低 OPP；出现视力下降或视野缺损的时间
为发病时间。将 24h 划分为 A（1-6Am）、B（6-12Am）、C
（12 Pm-18Pm）及 D（18 Pm-24Pm）四个时段。统计分析

低 OPP 时段与 ANAION 发病时段的相关性。

结果：低 OPP 的发生率及 ANAION 的发病率在四个时段有显
著性差异（P ＜ 0.05）。最易发生低 OPP 时段为 A 时段（1-
6Am），发生率高达 58.3%；最易发生 ANAION 时段也为 A
时段，发病率高达 46.3%。Person 相关性分析，低 OPP 时段
与 ANAION 发病时段具有相关性（r=0.934，P =0.046）。

结论： A 时段（1 Am ～ 6Am）是发生低 OPP 及 ANAION 的
高危时段，低 OPP 与 ANAION 的发病显著相关。
 
关键字 ANAION OPP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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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发言

急性眼肌麻痹型抗 GQlb 抗体综合征一例

正常眼压性青光眼误诊为 NAION 1 例

何艳茹 , 王嫱 , 郭长梅 , 游思维
陕西省西安市西京医院

黄一鸿 , 吴瑜瑜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报道一例急性眼肌麻痹型抗 GQlb 抗体综合征。方法 患者
13 岁男性，因双眼视物重影 1 月、眼睑下垂 2 周于 2018 年
11 月就诊。病前曾食当地“奶制品”，病前 5 天有头痛、流涕
等“感冒”症状，发病后视物重影程度无变化。入院时双眼视力、
眼压、视野正常；双眼瞳孔等大（直径约 4mm），直接及间接
对光反应迟钝；双眼上睑下垂遮盖 1/3 瞳孔，双眼球向各个方
向运动明显受限并伴复视。神经系统检查颜面部浅感觉无减退，
颞肌咬肌无萎缩；双侧额纹及鼻唇沟对称；克氏征及布氏征 (-)。
化验检查血常规、甲状腺功能、血糖、血沉、CRP、病毒系列、
免疫球蛋白系列、补体系列及自身抗核抗体谱正常；眼眶及脑干
MR 平扫及增强无异常；新斯旳明试验 (-)，双侧面神经、尺神
经、副神经、腋神经重复频率电刺激反应未见异常，胸腺 CT 无
异常；血清抗 GQ1b 抗体 (+)，抗 GD1a 抗体 IgG 和 IgM(+)；

抗 AChR、MuSK 及 TiTin 抗体 (-)。结果 诊断：急性眼肌麻痹
型抗 GQlb 抗体综合征。给予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后，复视减轻
但未完全消失。结论 抗 GQlb 抗体综合征多有前驱空肠弯曲菌
及流感嗜血杆菌等感染病史，感染诱发产生的抗 GQ1b 抗体可
与动眼神经、滑车神经、展神经和脑干的 GQ1b 抗原相结合，
进而造成神经系统损害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表现复杂多样，
但以眼外肌麻痹、感觉性共济失调和意识障碍为主要特征。本
例患者无感觉性共济失调和意识障碍，仅表现为双侧动眼神经、
滑车神经和展神经同时受累导致的眼球固定，在眼科临床实践
中极易与重症肌无力、痛性眼肌麻痹和海绵窦综合征相混淆。
因此，眼科医生遇到双眼眼球固定的患者，应高度警惕急性眼
肌麻痹型抗 GQ1b 抗体综合征的可能。

患者 ***，女，45 岁，因“左眼晨起突发眼前黑影遮挡 2 天”
主 诉 入 院， 眼 科 情 况：Vod：0.3，-2.25DS → 1.0；Vos：
0.4，-2.50DS → 1.0。Tod：13.7mmHg；Tos:13.0mmHg。
双眼结膜无充血、水肿，角膜透明，前房中深，清，虹膜纹理清，
瞳孔圆，直径约 2.5mm，对光反应灵敏，双眼晶体透明，玻璃
体轻度混浊。左眼底见视乳头色淡红，边界尚清，下方可见小
片状出血灶，C/D=0.2，A/V=1:3, 视网膜平伏，黄斑中心凹反
光存在。右眼眼底未见明显异常；

（眼底照相、视野、OCT 等检查如下）

既往史：10 年前右眼有眼前黑影遮挡史；

辅助检查：眼眶 MRI 未见明显异常；全身情况无特殊；

诊断：正常眼压性青光眼；

讨论：当看到一个视野表现如经典的 NAION 视野缺损的描述：
与生理盲点相连的绕过中心注视点的象限性视野缺损，很难不
去考虑 NAION，事实上，经典的青光眼视野改变：弓形缺损，
只是同一视野表现的不同描述，因此遇到典型的上述视野需要
去具体分析病因。
 
关键字 正常眼压性青光眼 视野 NA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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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大脑假瘤综合征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单中心研究

有症状的视盘玻璃膜疣临床分析

田国红 1, 陈倩 1, 赵桂宪 1,2, 陈伟民 13, 冯超逸 1, 王敏 1, 孙兴怀 1, 沙炎 14

1.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科   3. 上海德济医院    4.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科医院放射科

王海燕 , 孙丽娟 , 王春艳 , 宋晓瑾 , 孙董洁 , 王雨生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研究背景： 大脑假瘤综合征在国内未有系统性研究报道，亚洲
人与其他种族之间的差异亦未有报道。

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自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
连续入组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神经眼科中心诊断为大
脑假瘤的患者。收集患者的人口学资料、相关疾病背景，眼部
临床特征，包括视乳头水肿分级、视力、视野检查。眼部高频
B 超用于预测颅高压的诊断；OCT 用于评估视乳头水肿及预后。
患者经过 1 年治疗后复查上述指标并与基线对比。

结果：本研究入组 55 大脑假瘤综合征患者，其平年龄中位
数 37 岁 ( 14-62 岁 ),  44 例 (80%) 为女性。其中仅 9 例女性 
(16.4%) 诊断为无明确病因的特发性颅高压，而 46 例 (83.6%) 
患者为各种继发因素导致：包括多囊卵巢、贫血、睡眠呼吸
暂停及高血压。视乳头水肿 Frisén 分级中超过 81.8% 的为 3
级；23.6% 的患者首诊时视野已经呈现向心性缩小的晚期表

现。治疗前高频 B 超测量筛板后 3mm 平均视神经鞘膜宽度为 
1.12±0.17 mm，治疗后减小到 0.86±0.11 mm。OCT 检查
发现 92.9% 首诊时黄斑 GCIPL 完整眼治疗后预后较好。

结论： 继发性颅高压在国人中更为多见。多囊卵巢相对于单纯
肥胖是国人女性患者最常见的病因；男性患者中睡眠呼吸暂停
是最为常见。多囊卵巢导致的内分泌失调，继而月经紊乱导致
的贫血可加重视乳头水肿。首诊时视功能差伴发视神经萎缩的
患者比率在国人中较高，与该疾病不为眼科及神经科医师认识
有关。眼部高频 B 超及 OCT 可用于颅高压患者的早期诊断及
预后视功能恢复的评估及预测。
 
关键字 大脑假瘤 ; 大脑假瘤综合征；特发性颅高压 ; 视乳头水肿； 
Frisén 分级标准 ; 体重指数 ; 视野 ; 高频眼部 B 超 ; 光线相干断
层扫描

目的  视盘玻璃膜疣人群发病率 0.3%-2.4%，大多数患者为埋
藏性，并无症状，可因体检时发现，或者出现并发症或合并症
时就诊。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观察这些有并发症或合并症的视盘
玻璃膜疣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2019年本院就诊的视盘玻璃膜疣患者，
经自发荧光，B超，造影，光学相干断层成像 (OCT)等检查确诊后，
纳入本研究。观察其临床特点和伴发疾病。

结果  纳入患者中合并玻璃体积血 7 例，合并视盘旁视网膜下出

血 2 例，合并脉络膜新生血管 1 例，合并血管样条纹 1 例，压
迫视神经造成视野缺损 2 例，伴发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1 例。表
浅玻璃膜疣在自发荧光像上表现为强荧光，OCT 可以显示视乳
头隆起，凹凸不平，B 超可以探测埋藏性玻璃膜疣，降低增益
时可见视乳头部位强回声光团，FFA 可显示视盘玻璃膜疣呈强
荧光团，有荧光素渗漏。

结论 视乳头玻璃膜疣临床上并不少见，但容易误诊为视神经炎
( 特别是青少年患者 )，合并其他表现时视力下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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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中视网膜厚度变化的研究

以视力下降首发的自生免疫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星形细胞
病

肖以钦 1, 陶锐 1, 汪茜 1, 赵倩华 2, 陆肇曾 1

1.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眼科    2.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

李才锐 , 李娟
云南省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 的 用 频 域 光 学 相 干 断 层 扫 描（spectraldomain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SD-OCT） 研究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患者视网膜各层厚度的改变。

方法 共纳入符合入组标准的 MCI 组 51 例（71.67±8.04 岁），
正常对照（normal control,NC）组 67 例（68.91±5.88 岁）。
用 Avanti，RTVue XR（Optovue Inc.,Fremont,CA,USA） 设
备中的 cross line,ONH,3D Disc,GCC,retina map 程序进行扫
描。用 IBM SPSS 22.0 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MCI 组 的 视 乳 头 旁 神 经 纤 维 层（peripapillary 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p-RNFL）和节细胞复合体（ganglion cell 

complex，GCC） 均 较 NC 组 变 薄 ( MCI vs NC, p<0.01)。
MCI 组内层视网膜厚度较 NC 组变薄（p<0.01）、外层视网膜
厚度较 NC 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内层视网膜厚度与海
马和大脑皮层的体积呈正相关（r: 0.427-0.644, p<0.01）。

结论 MCI 患者的 RNFL、GCC 和内层视网膜厚度较 NC 组明
显变薄，其中内层视网膜厚度与神经影像学有较好的相关性，
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观察指标。
 
关键字 关键词：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OCT 神经纤维层厚度 节细
胞复合体 (GCC)

目的 探讨一例 GFAP 抗体阳性女性患者发病及检查特点，以提
高临床对该疾病认识。方法 对一例以视力严重下降并 GFAP 抗
体阳性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复习文献。结果 患
者因发病前感冒、发热病史，当地医院给予抗病毒等治疗，后
出现视力急剧下降，入院查眼眶 MRI 平扫 + 增强示视神经眶内
段、管内段及视交叉均出现长 T2 及 T1 强化改变；头颅 MRI 平
扫 + 增强可见包块样改变，长 T2 及 T1 强化改变，血清 GFAP

抗体 1:100。结论 GFAP 星形细胞病目前认识尚不足，但其首
发可表现为视力下降为主，MRI 可有长节段视神经异常，对于
诊断为视神经炎患者应积极行该类抗体方面检查，为进一步临
床研究积累资料。
 
关键字 GFAP 抗体， GFAP 星形细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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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视盘出血的埋藏性视盘玻璃疣患者的临床特点和眼底影像特征

视神经周围炎合并共同性内斜一例

表现为半侧视野缺损并误诊为 NAION 的原发性 视神经鞘脑膜瘤
两例

陈秀丽
青岛眼科医院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肖庆 , 孙传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张夏 , 马瑾 , 王旭倩 , 钟勇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分析伴视盘出血的埋藏性视盘玻璃疣患者的临床特点和
眼底影像特征。方法 临床检查确诊患者 14 例纳入研究。回顾
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和眼底表现、频域光相干断层扫描（SD-
OCT）、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眼部 B 型超声、视野
等眼科检查特点。结果 14 例患者中男性 2 例，女性 12 例，年
龄 11 ～ 34 岁，平均 19.2 岁。均为近视、小视盘，14 眼视盘
表面及其鼻侧视网膜下出血，7 眼伴玻璃体出血。OCT 检查见
所有患眼视盘鼻侧神经上皮层浅脱离，视网膜神经纤维层（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 ，RNFL) 与 RPE 层之间见中高反射光团，其
内散在点状高信号。B 超检查提示视盘隆起，降低增益，仍可

见视盘内高回声。FFA 检查早期视盘表面遮蔽荧光，晚期呈高
荧光。视野检查 3 眼生理盲点扩大，对侧眼视野正常。患者因
眼前黑影遮挡或视力下降就诊，最佳矫正远视力 0.8 ～ 1.0，随
访 10m ～ 5 年 , 视盘出血完全吸收，未复发。结论 埋藏性视盘
玻璃疣可并发多种类型视盘出血，该病多见于青年女性伴近视
及小视盘者。OCT、眼部 B 超等检查有特征性表现。

关键字 并发症；出血；视盘玻璃疣；临床特征；光学相干断层
扫描

目的：报道一例视神经周围炎合并急性共同性内斜病例。方法：
病例报告。结果： 5 岁男孩，因“右眼突然内斜伴复视 7 天”就诊，
右眼角膜映光 +15 度，矫正视力右眼 0.4，左眼 1.0；眼球运
动、瞳孔及眼底无异常。实验室检查及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抗
体：AQP4-Ab，MOG-Ab 阴性均无异常；眼眶 MRI 提示右眼
眶内段视神经鞘膜长 T2 信号。入院后予以甲强龙 40mg*5 天；
右眼视力好转；内斜时好时坏。8 个月复诊时患儿视力恢复为双

眼 1.0，眼位正。结论：视神经周围炎合并共同性内斜非常罕见，
需要仔细的问诊及详细的辅助检查排除颅神经病变等，该病激
素敏感，预后较好。

关键字 视神经周围炎，共同性内斜

目的：
原发性视神经鞘脑膜瘤是一种累及前视路的良性肿瘤，早期治

疗可获得良好视力预后，若治疗不及时可致盲。原发性视神经
鞘脑膜瘤眼底及视野表现多样，部分表现为半侧或束状视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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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隐匿性眼缺血综合征临床要点
李红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通过不典型眼缺血综合征临床案例分析，总结此类眼缺
血综合临床诊断及预防的要点。

研究方法：早期误诊为其它眼血管病的 5 例患者，总结误诊疾
病的类型，鉴别要点。

研究结果：5 例患者分别误诊为视神经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和视网膜动脉硬
化。患者视力从光感到 1.0，视野损伤多样，增强眼眶 MRI 未

见明显异常，头颈 CTA 可见颈内动脉闭塞，大脑中动脉闭塞，
眼动脉闭塞，6 个月 -12 月的随诊发现，颈内动脉手术对视功
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上述 5 种疾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经常
误诊为眼缺血综合征。

结论：眼缺血综合征发病隐匿，常伴有全身疾病，建议高龄伴
有其它眼血管病患者进行眼部血管筛查。

损者易被误诊为非动脉炎性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方法及结果：
病例一
石某某，男，59 岁，主诉右眼视力无痛性渐进性下降 1 月。外
院 VF 示右眼下方半侧视野缺损；外院 FFA 示右眼下半血管充
盈相对迟缓，提示右眼 NAION。扩血管、改善微循环治疗 2 周，
视力下降加重后就诊于我院。我院查体 BCVA 右 HM/30cm，
左 1.0；右 RAPD 阳性，双眼视乳头边界清、色红，右眼血管迂曲，
颞上方动脉附近见棉絮斑。我院复查 VF 提示右眼中心偏上方小
片透亮区，头颅 MRI 提示右眼视神经上方条状长 T2 占位侵入
视神经，伴不均匀强化，诊断为原发性视神经鞘脑膜瘤。
病例二
曹某某，女，52 岁，1 年前出现右眼阵发性视物模糊，每次持
续数十秒。当地 VF 示右眼下方弓形暗点，查体示右眼视乳头水
肿，诊断为右眼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予扩血管、营养神经治疗
后症状加重。我院查体双眼 BCVA1.2，右 RAPD 阳性，右眼

视乳头边界欠清，见可疑睫状引流静脉。我院两次复查 VF 均提
示右眼下方弓形暗点，PPD 检查呈弱阳性。补充眶增强 MRI 示
右眼视神经鞘增厚伴强化呈双轨征，诊断原发性视神经鞘脑膜
瘤，后行伽马刀治疗，治疗3月后复测VF右眼弓形暗点完全消失。

结论：
视神经鞘脑膜瘤经典三联征为视盘苍白、侧枝循环及视力丧失，
但临床中经典三联征并不多见 [1]。大规模回顾性研究表明多于
50% 患者视野可表现为束状缺损 [2]，此类患者极易被误诊为原
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或 NAION[3]。鉴别诊断要点包括患者视力下
降呈渐进性、视盘特征性睫状引流静脉及眶增强 MRI[4]。视神
经鞘脑膜瘤造成视力下降原因为视神经压迫，成功解除压迫可
显著改善视力及视野缺损 [5]。因此尽早诊断、治疗至关重要。
 
关键字 原发性视神经鞘脑膜瘤，非动脉炎性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束状视野缺损，误诊



56

大会发言

一例伴有 NR2F1 基因突变的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酪蛋白激酶Ⅱ通路在视神经损伤后 RGC 存活和轴突再生中的作
用

邹文军 , 程立波 , 陆水 , 武志峰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岑令平 , 留玉芬 , 伍子建 , 梁嘉健 , 崔岐
汕头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科中心

目的：报道一例伴有 NR2F1 基因突变的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方法：个案报道。

结果：患者女，6 岁，因“偶然发现双眼视力下降 3 年”于
2019 年 02 月在我院门诊就诊。患儿足月顺产，生长发育正常
范围，智力正常范围。父母非近亲结婚，否认家族眼病遗传史。
眼部检查：矫正视力：右眼 0.25（+1.0DS/+0.5DC*65°），
左 眼 0.2（+0.5DS/+0.5DC*100 °）。 眼 位： 双 眼 内 斜 8 °，
眼 球 运 动 正 常。 色 觉（Ishihara）： 双 眼：3/8。 眼 压 右 眼：
13.6mmHg，左眼：13.9mmHg，双眼角膜透明，前房中深，
瞳孔圆，直径 3mm，光反射灵敏，RAPD(-)，晶状体透明，玻
璃体未见异常，眼底双眼视盘色淡，C/D=0.3，黄斑区光反射
灵敏。辅助检查：VEP：双眼 P100 振幅较正常人降低，潜伏
期无延长。OCT: 双眼平均 RNFL 厚度变薄：od：73um，os：
75um，双眼平均 GCC 厚度变薄：od：74um, os：69um。
颅脑 MRI 检查 : 未见异常。初步诊断：1、双眼视神经萎缩病因

待查 2、双眼调节性内斜视 3、双眼屈光不正。采用全外显子捕
获芯片 + 全基因组文库构建 + 二代测序基因检测，结果显示：
患者 NR2F1 基因杂合突变，为新型突变位点（C.602C>A，
p.S201X) ，遗传方式：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一代测序家系分析：
患者 NR2F1 基因杂合变异，而患者父亲、母亲及弟弟均无变异，
提示该位点为新发变异，提示与 Bosch-Boonstra-Schaaf 视
神经萎缩综合征可能相关，因此，患者最终确诊为伴 NR2F1 基
因突变的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结论：对于儿童视神经萎缩患者，除了常见 Leber 遗传性视神
经病变、常染色体显性视神经萎缩（OPA1 基因突变）等外，
需要考虑伴 NR2F1 基因突变引起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视神经
萎缩可能。

关键字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NR2F1 基因，视神经萎缩

目的：探讨酪蛋白激酶Ⅱ（CK2）通路在视神经（ON）损伤后
RGC 存活和轴突再生中的作用。
方法：成年大鼠视神经被横断和周围神经（PN）移植物连接
于视神经断端，为轴突再生提供有利的环境。神经嫁接手术后
分别于第 3、9、15 天进行玻璃体腔注射 CK2 抑制剂 TBB 或
DMAT。动物存活了 3 周。动物处死之前三天，将荧光金注射
到 PN 移植体远端，逆行标记轴突再生 RGC。动物处死后取视
网膜做铺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并计算荧光金标记的 RGC 数量，
用 TUJ1 抗体对视网膜进行双重免疫染色，以识别活的 RGC 和

ED1 抗体显示的巨噬细胞。采用 CK2 活性测定法对 2 种抑制
剂的 CK2 信号转导进行阻断。
结果：TBB 或 DMAT 导致眼内巨噬细胞活化，增强了 RGC 存
活和轴突再生。使用氯膦酸脂质体去除眼内巨噬细胞可完全消
除 CK2 抑制剂诱导的 RGC 存活，并显著降低轴突再生。CK2
检测证实了 TBB 或 DAMT 抑制 CK2 信号转导的有效性。
结论：我们的数据表明，尽管 CK2 通路本身不参与导致受伤后
RGC 死亡的过程，但抑制该通路会激活眼睛中的巨噬细胞，以
促进 RGC 存活和轴突再生。



57

大会发言

霍纳综合征临床病例分析及鉴别诊断

以视力下降症状首发的肥厚性硬脑膜炎及文献复习

江汉秋 , 崔世磊 , 彭静婷 , 刘雪菲 , 赵娟 , 赵娟 , 李文文 , 王佳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姜波 1,2, 周欢粉 2, 徐全刚 2, 魏世辉 2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明确各部位损伤造成霍纳综合征特点，精准其诊断。

材料与方法：通过收集 4 例临床霍纳综合征患者临床资料，首
先从临床表现分析霍纳综合征定位诊断；通过伴随的非霍纳综
合征表现，为病因诊断提供依据。

结果：4 例霍纳综合征中，1 例延髓背外侧综合征、1 例视神经
脊髓炎、1 例肺尖占位性病变、1 例鼻咽癌侵袭海绵窦。其中除
肺尖占位病例外，均为急性起病。视神经脊髓炎、鼻咽癌侵袭

海绵窦患者均伴有较明显感觉异常。延髓背外侧综合征患者霍
纳综合征仅为其中表现之一且病情较轻。肺尖占位病变起病隐
袭，霍纳综合征为其唯一临床表现，易被误诊。

结论：霍纳综合征病因较为复杂。神经系统伴随症状有助于明
确病因诊断。

关键字 霍纳综合征，定位，鉴别诊断

目的：观察数例以视力下降症状首发的肥厚性硬脑膜炎患者的
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特点 , 探讨其发病机制。
 
方法：收集并总结数例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
影像学检查资料，并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汇报并总结患者临床资料，总结发病机制为肥厚性硬脑
膜炎引起的压迫性视神经病变导致视力下降。复习文献其病因
包括 ANCA 相关脉管炎、Wegener’s 肉芽肿、多灶性纤维硬
化病等或特发性。临床表现为头痛、多发颅神经损害，少见症
状包括小脑性共济失调、精神异常、瘫痪、癫痫、静脉窦血栓、
垂体柄损害等。影像学检查可见好发于颅顶、颅底区、小脑幕、
大脑镰等部位硬脑膜 , 呈条带状或斑块状增厚呈等 T1、长 T2

信号，增强后明显强化，病理检查是诊断金标准。鉴别诊断包
括自发性低颅压、脑膜瘤、脑膜炎、淋巴瘤转移癌等。治疗包括：
病因治疗；特发性包括短期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随后长期小
剂量口服激素治疗；预防复发加用免疫抑制剂。随访时参考临
床症状和 MRI 表现指导用药。
 
结论：该病的发病率低 , 如患者出现视力下降伴或不伴头痛、多
颅神经损害等其他神经系统症状 , 又有影像学的硬脑膜肥厚，应
考虑有肥厚性硬脑膜炎的可能。
 
关键字 肥厚性硬脑膜炎；压迫性视神经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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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F-ɑ 激活 MSCs 分泌的外泌体对视网膜节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

不明原因视神经萎缩

虞子钰 , 卓业鸿 , 苏文如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王慧芳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外泌体是一种由细胞分泌的微小囊泡，在细胞间起到传递生物
效能的重要作用，不同种细胞在不同状态下分泌的外泌体存在
差异。有研究表明，间充质干细胞（MSCs）对炎症有抑制作用 [1]。
本研究旨在阐明 TNF-ɑ 激活 MSCs 分泌的外泌体对于视网膜节
细胞的保护作用及关键因子。

方法
1. 将 未 经 处 理 的 MSCs（ 实 验 组 0）、TNF-α 处 理 48h 的
MSCs（实验组 1）培养液收集，进行超速离心法提取外泌体 [2]，
并进行透射电镜（TEM）、粒径分析（NTA）、Western Blot（WB）、
流式细胞术（Fc）鉴定。
2. rtPCR 对 比 两 组 MSCs 中 TNF-R1、TNF-R2、TSG-6、
PGE-2 的表达。
3. 将 2 组外泌体对 I/R 模型小鼠进行玻璃体腔注射（实验组
0/1），空白组进行 PBS 注射，利用荧光金标记检测视网膜
RGC 存活数目。
4. 同上处理两周后，进行视网膜 Brn3a（红色）、Tuj1（绿色）
染色铺片观察。
5. 将 2 组外泌体进行基因芯片分析 miRNA 的表达情况。

结果
1. 电 镜 下 可 观 察 到 清 晰 的 茶 托 状 双 层 膜 结 构、 直 径 在 90-
210nm。NTA 粒径显示为单峰且峰值落于 120nm 附近，实验
组 1 的数量都高于实验组 0。WB 显示两组 CD63 为皆阳性，
两组之间有明显差异。
2.rtPCR 显 示 实 验 组 1 的 TNF-R1、TNF-R2、TSG-6、
PGE-2 的表达较实验组 0 有升高。
3.I/R 模型小鼠视网膜铺片置于荧光显微镜观察，空白组和实验
组 0 的 RGC 存活数目明显少于实验组 1。
4. 模型小鼠视网膜染色铺片置于荧光显微镜观察，空白组和实
验组 0 的 RGC 存活数目明显少于实验组 1。
5. 基因芯片结果显示，外泌体中 miR-21 高表达，且 TNF-ɑ 激
活 MSCs 后 miR-21 的表达增多。

结论
TNF-ɑ 激活 MSCs 分泌的外泌体数量增多，并对急性高眼压损
伤的视网膜 RGC 具有显著保护作用。miR-21 的表达升高提示
它可能为此过程中的关键分子。
 
关键字 外泌体，间充质干细胞，炎症，视网膜节细胞

目的 通过 4 例男性患者单眼或双眼先后视力下降，后经基因检
查明确为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的病例，总结该病的临床表
现、影像学特和诊疗思路。

方法 分析 2018 年 8 月至 9 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就诊的
4 例男性单眼或双眼先后视力下降，后经基因检查明确为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患者发病年龄，既往

病史，血清 AQP4、MOG 抗体，眼科检查（视力，视野，视
觉 诱 发 电 位（VEP）， 视 网 膜 电 流 图（ERG），mfERG， 光
学相干断层扫描技术（OCT），眼底自发荧光（FFA），眼眶
MRI）、外周血线粒体 DNA 突变检测、治疗等相关资料。总结
本类患者的发病特点及不同位点与临床表现的不同。

结果 该病大多在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发病，中老年少见。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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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器质性病变视力下降 10 例

常染色体显性视神经萎缩

李寿庆
潍坊眼科医院

孙艳红 1, 韦企平 1, 王慧博 2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2. 北京宣武中医院眼科

目的：分析探讨总结 10 例非器质性病变视力下降发病规律及诊
治经验

方法：回顾性分析临床中 10 例患者，有明显的视力障碍，但是
经过验光、眼底、眼压、视野、VEP、OCT 检查及颅脑 MRI 或
CT 等系列检查，6 例排除器质性病变，4 例有器质性病变，但
是与病变程度不符，诊断为癔症性视力障碍，10 例患者中 6 例
在初诊诊断视神经病变，屈光不正或颅脑病变，经过激素冲击
治疗和其他药物治疗。10 例患者经过药物暗示治疗、心理疏导、
或者针灸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结果：10 例患者，外伤 4 例，视力恢复至 BCVA=1.0 者 8 例，
暗示治疗、心理疏导是主要的治疗方式，药物为辅助治疗。

结论：初诊视力障碍患者，应注重心理性障碍引起的视力下降，
以免误诊误治，在治疗时，心理疏导是主要的治疗方式，药物
和其他治疗可作为辅助。
 
关键字 非器质性病变，视力障碍，癔症

三个原发性突变位点包括 11778、3460 和 14484。临床症状
主要表现为双眼先后急性或亚急性无痛性视力下降；视野缺损
通常表现为中心暗点或盲中心暗点，发病初期可见视盘充血、
边界模糊。单眼发病患者常因临床表现不典型易被误诊为视神
经炎。

结 论 少 见 原 发 性 突 变 位 点 包 括 11696、14502、13513、
3373、3736 等，其和常见位点临床表现不同。少见原发位点
突变单眼发病的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需进一步和视神经炎
疾病鉴别。

常染色体显性视神经萎缩 (autosomal dominant optic atrophy, 
ADOA)，又称 Kjer 型视神经萎缩或少年型视神经萎缩。是常
染色体遗传性视神经疾病中较多见的一种。该病发生可能和地
区相关，如丹麦约 1 ︰ 10，000，其他国家统计发病率 1 ︰
12,000-50，000，我国既往罕见报告，近年随分子生物学基因
检测的开展，本病的发现率已明显提高。

（1）临床表现：典型表现为儿童期慢性进展的、两眼大致对称
的视力下降，一般于 10 岁以前，大部分在 4 ～ 6 岁发病，少
数发病可早于 1 岁。常隐匿发病，在常规视力检查中偶然发现。

病情进展多样，轻症患者到青春期视力趋于稳定，部分患者慢
性但持续的进展，亦见突然进行性视力下降者。眼底可见视盘
颞侧苍白，若萎缩较严重，可向视盘上方及下方发展，最终累
及鼻侧象限。视野典型表现为中心、旁中心或盲中心暗点，除
特有的周边有色视野颠倒，即蓝色盲的蓝色视野较红色视野小
之外，周边视野一般正常。

（2）病因：ADOA 被认为是一种由 RGC 原发变性导致的疾病。
其大多数病例为染色体 3q28qter 上的 OPA1 突变所致，目前
已发现 117 个相关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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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眼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临床特点和预后

误诊为淋巴瘤视神经病变的结节病一例

廖良 , 韦企平 , 孙艳红 , 郝美玲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孙姣 , 李红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我科对 2014 年 4 月至 2006 年 1 月在本院门诊和病房住院的
61 例双眼 NAION 的临床资料和随访情况进行了回顾性总结和
分析。同期收治的 NAION 患者共 130 例，其中单眼发病者 49
例，双眼发病者 61 例（122 只眼），占 55.5%。  61 例双眼
NAION 患 者 中 男 39 例， 女 22 例； 年 龄 39~90 岁， 平 均 年
龄（58.0±11.0） 岁， 其 中 ≦ 40 岁 5 例，41~50 岁 9 例，
51~60 岁 25 例，61~70 岁 15 例，71~80 岁 4 例，≧ 80 岁 3 例。

病 程 和 发 病 情 况：61 例 按 先 发 病 眼 计 算 病 程， 平 均 病 程 为
29.6±49.7 个 月（0.5 天 至 28 年， 中 位 数 10 个 月）； 其 中
44 例患者表现为急性发病（1 天以内），54 例表现为双眼先后
发病，7 例自觉是双眼同时发病。两只眼发病平均间隔时间为
20.81±48.94 个月（3 天―26 年，中位数为 10 个月）。 
临床表现（略）

全身情况：30 例患者既往无伴随疾病，31 患者伴随或既往有
全身疾病，包括：高血压病 22 例，高脂血症 20 例，糖尿病 12
例，脑梗塞 11 例，动脉粥样硬化 11 例，冠心病 5 例，脂肪肝
4 例，低血压 2 例，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 2 例，风湿性关节炎、
胃溃疡、高尿酸血症各 1 例。同期收治的 49 例单眼 NAION 患
者中，糖尿病 16 例，高血压 21 例，高血脂 13 例，脑梗塞 6 例，
行卡方检验结果单眼 NAION 患者伴上述疾病的比例与双眼患者
NAION 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 不伴心脑血管疾病的双眼 NAION 患者视力 改善幅度优于
患心脑血管疾病者 , 且首发眼视力预后可能优于后发病眼。 但
目前尚缺乏足够证据 , 仍需进一步研究。 

结节病是指非干酪样坏死性肉芽肿为病理特征的肉芽肿性炎性
病变，可发生全身多个系统，眼部表现为葡萄膜炎和视神经病变。
本例为老年女性，右眼视物模糊 1 个月，左眼失明半年。外院
诊断左眼“淋巴瘤”，行视神经活检术，但仅行视神经鞘减压术，
未见活检病理结果（不明原因）。入院后查体可见双眼视乳头
水肿，左眼可见出血及渗出病灶。右眼向心性视野缺损。眼眶
核磁示右眼视神经鞘强化，左眼视神经节段性增粗强化。血清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白介素 -2 受体及血沉增高。胸部 CT 及活
检病理结果为结节病。该病例提示我们眼部表现应从眼表到视
神经中枢综合检查，视神鞘减压术应谨慎，视神经炎症不仅仅
只有视神经炎，视神经鞘膜强化的鉴别应引起重视。
 
关键字 结节病；淋巴瘤视神经病变

（3）组织病理学：ADOA 仅有少量发病多年后萎缩晚期的组织
病理学资料，提示选择性黄斑区 RGC 损害，而视网膜其余部分
正常。视神经见轴突肿胀、损伤、脱髓鞘及颞侧胶原组织增生，
与 LHON 一样，ADOA 中未见视神经或视网膜炎症反应；超微
结构见线粒体病理性聚集。有证据表明外侧膝状体处存在跨突
触变性，但这种变性未延伸到距状裂皮质纹状区。

（4）生物化学：OPA1 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是酵母蛋白 Mgm1/
Msp1⸺� 负 责 线 粒 体 维 护 和 遗 传 的 发 动 蛋 白 家 族 的 GTP
酶⸺�的人类同源物。

关键字 常染色体 显性 视神经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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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MOG 抗体阳性与 AQP-4 抗体阳性成人视神经炎的临床特点
及预后分析

视路疾病的定位诊断

邱怀雨 1, 周欢粉 1,2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2.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范珂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 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目的：在成人群体中，分析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抗体阳
性视神经炎（MOG-ON）与水通道蛋白 4 抗体阳性视神经炎
（AQP4-ON）患者的临床特点及预后转归。

方法：收集 2015 年 12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北京朝阳医院眼科诊断为视神经炎患者的病例资料，根
据抗体血清学状态分为 MOG-ON 与 AQP4-ON，并随访至少
一年。比较两组患者在男女比例、视力预后、复发、激素依赖
及核磁等方面的特征。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32 例患者，AQP4-ON 中女性比例为
（81/90, 90%）， 明 显 多 于 MOG-ON （27/42, 64.3%）
（卡方值 =12.729，p = 0.001）。两组年龄无明显差异。与
AQP4-ON 相 比， MOG-ON 组 合 并 较 高 比 例 的 视 盘 水 肿 和
较低比例的自身免疫性抗体；MOG-ON 的年复发次数高于为
AQP4-ON ( 分别为 1.15±0.72 和 0.63±0.29)，两者存在明

显 统 计 学 差 异（P=0.005）。35.7%（15/42） 的 MOG-ON
存在激素依赖现象，而 AQP4-ON 组仅有 3.3%（3/90），两
组统计学差异显著（P<0.001）。MOG-ON 组的最终随访视力
大于 0.5 明显多于 AQP4-ON 组（P<0.001）。两组眼眶核磁
的共同表现是累及视路病变部位比较长，但 MOG-ON 组更容
易累及前段，后段受累以 AQP4-ON 为主。在随访时间内，两
组无一例发展为多发性硬化，但 AQP4-ON 发生脊髓炎的比例
明显高于 MOG-ON（P=0.046）。

结论：MOG-ON 在成人中并不少见，其临床特点包括较高的视
盘水肿发生率和复发率，合并自身免疫性抗体比例较低；MOG-
ON 更易表现为激素依赖，但视力预后较好。AQP4-ON 易累及
视交叉和视束，其发生脊髓炎的比例较高。
 
关键字 视神经炎；MOG 抗体 ;　AQP4 抗体

目的：总结视路疾病定位诊断的方法，强调其重要性。
方法：视路疾病导致不同类型的视功能损害。本文总结了评价
视功能损害程度及特点的方法，以此确定引起视功能损害的部
位。其中，着重介绍了视神经、视交叉及以后视路病变引起的
视功能受损的表现和特点。
结果：对视功能受损的评价期望达到以下四个目标，分别为视
功能损害是否存在；损害的程度；损害的特点；导致视功能损
害发生的部位。必须详细收集年龄、性别、单或双眼、发病过程、
伴随症状、既往治疗经过等病史资料，选择性地进行相关的检查，

包括矫正视力、色觉、对比敏感度、亮度、屈光间质、瞳孔、眼底、
视野、电生理、FFA、OCT、MRI、CT 等。同时对以上资料的
相关性和合理性进行科学分析。其中，病史、RAPD、视野检查
对视路疾病的定位诊断至关重要。
结论：定位诊断是神经眼科疾病诊断过程的最重要的一步。应
该有意识地对神经眼科医生进行诊断思路及技巧的培养。
 
关键字 视路疾病 定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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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 MOG 抗体阳性视神经炎临床特征分析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的流行病学分析

宋宏鲁 ,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杨沫 , 徐全刚 ,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 观察不同发病年龄 MOG 抗体阳性视神经炎的临床特点、
影像学特征和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解放军总医院眼科确诊为 MOG-ON 的住院患者。三个亚
组：儿童组（<18 岁）、青年组（18~46 岁）和中年组（>46
岁）。 结 果 共 纳 入 110 例（188 眼）MOG-ON 患 者， 其 中
儿 童 58 例（52.7%）， 青 年 34 例（30.9%）， 中 年 18 例
（16.4%）。在儿童组患者中，93.9% 的患者视力恢复良好
（≥0.5）， 而 青 年 组 患 者 为 79.7%， 中 年 组 患 者 为 66.7%
（P<0.001）。儿童组的年复发率低于青年、中年组（分别为
0.32±0.50、0.73±0.87 和 0.49±1.08，P=0.036）。6 例
儿童患者（10.3%）被诊断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7 例青年

患者（20.6%）被诊断为 AQP4-Ab 阴性的视神经脊髓炎谱系
疾病。三组患者的平均 pRNFL 和 mGCIPL 厚度比较无统计学
差 异（P=0.996，P=0.608）。 视 神 经 MRI 显 示，52.0% 的
患者视神经周围强化，87.7% 视神经长节段病灶，儿童组颅内
段视神经受累比例高于其他两个亚组（分别为 45.4%、21.2%
和 36.7%，P=0.014）。 结论 MOG-ON 患者临床特征多样，
儿童患者多见，部分患者伴有脑部脱髓鞘病变；发病年龄可能
是决定 MOG-ON 预后的潜在预测因素。

关键字 视神经炎；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抗体；急性播散性
脑脊髓炎；儿童

目的：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euromy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s, NMOSD）， 包 括 视 神 经 脊 髓 炎（neuromylitis 
optica, NMO），是一种罕见的严重的主要累及视神经和脊髓
的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性疾病，该病发病急、损伤重，预后差，
易复发，在世界受到广泛的关注。2018 年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公布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中，NMO 位列其中，但是目
前该疾病在中国的流行病学研究仍少有报道。本研究旨在综述
世界不同时间，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人群 NMOSD 的流行病学
现况，为中国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数据参考。

方 法： 在 pubmed 上 检 索 2007 年 以 后 发 表 的 有 关 NMO/
NMOSD 流行病学特征的文献，综述其研究时间、地域、人种、
流行病学特征、计算发病率和患病率的方式及其标准化方式。

结果：在世界范围内，NMOSD 的发病率（incidence rates）
约 为 0.03/100,000-0.1/100,000， 患 病 率（prevalence 

rates） 约 为 0.52/100,000-4.2/100,000。 其 中 非 高 加 索 人
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是高加索人的 2-2.5 倍，以亚裔人口为主
要人群构成的国家 NMOSD 患病率更高。以高加索人为主要
研 究 对 象 的 国 家 和 地 区 NMOSD 的 患 病 率 在 0.7/100,000-
1.9/100,000；以亚裔人种为主的日本报道该病的患病率为
3.42/100,000-4.1/100,000。NMOSD 女性更容易罹患，其患
病率是男性的 2.27-7.5 倍，首次发病年龄中位数为 32.6-45.7
岁，复发时间约为首次发病后 8-12 个月。

结论：NMOSD 是一种好发于亚裔人口中年女性的一种罕见的
严重的致残性脱髓鞘性疾病，其不同时间、地域和人种的流行
病学研究结果有助于全面了解该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并进一
步推动我国对该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的进展。

关键字 视神经脊髓炎，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发病率，患病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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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CL12 过表达可通过 CXCL12/CXCR4 轴促进中枢神经系统髓
鞘修复的机制研究

发现 Usher 综合征 USH2A 新的基因突变

刘洪娟 , 林大河 , 周欢粉 , 徐全刚 ,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周怀蔚 , 邢东军 , 李志清 , 李筱荣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背景及目的：有研究表明趋化因子 12（CXCL12）在 CNS 髓
鞘修复过程可能有重要功能，但其在视神经脊髓炎中发挥的作
用和具体调控机制仍尚未明确。本研究旨在通过体内和体外试
验证明 CXCL12 在视神经炎髓鞘修复过程中的相关生物学作用。

方 法： 对 Lewis 大 鼠 行 脊 髓 鞘 内 置 管 术， 沿 管 向 大 鼠 脊 髓
内 注 射 AAV9/CXCL12-GFP 或 CXCR4 拮 抗 剂 AMD3100
并 诱 导 构 建 EAE 模 型， 分 为 对 照 组、CXCL12 组 及
CXCL12+AMD3100 组，观察三组 EAE 模型症状发作的严重
程度及频率，并行为学评分，同时通过对不同时期脊髓切片进
行 IF，确定各时期各组 EAE 模型内髓鞘细胞变化。同时在体外
试验中，分离培养大鼠少突胶质前体细胞（OPCs）并添加不同
浓度的 CXCL12 及 AMD3100 进行诱导，分为同样三组，进一
步确定 CXCL12 浓度与 OPCs 分化的相关性，明确 CXCL12
对 OPCs 的功能。

结果：动物试验表明 CXCL12 过表达可显著减轻 EAE 模型临

床症状并减少发作频率。在起始期，CXCL12 组和对照组之
间的少突胶质细胞的标志蛋白 MBP 和星形胶质细胞的标志蛋
白 GFAP 的表达水平没有显着差异，在高峰期，对照组 GFAP
和 MBP 信 号 相 比 于 CXCL12 组 显 著 减 弱。 添 加 AMD3100
及 CXCL12 受 体（CXCR4） 拮 抗 剂 进 行 诱 导 可 明 显 减 弱
CXCL12 对 CNS 的保护功能。在体外试验中，相比于对照组，
10ng/ml CXCL12 可显著促进 OPCs 分化为少突胶质细胞。
CXCL12+AMD3100 组 MBP 信号明显减弱，表明 AMD3100
可竞争性结合 CXCL12 使 CXCL12 功能减弱，从而强烈抑制
OPCs 的分化。

结论：CXCL12 可通过 CXCL12/CXCR4 轴显著促进 OPCs 的
成熟并分化为少突胶质细胞，从而有效保护 CNS 并减轻 EAE
动物模型的症状和体征，促进髓鞘修复。
 
关键字 趋化因子 12；EAE 模型；视神经脊髓炎

目的：阐明一个中国 Usher 综合征家系的基因突变，并描述其
临床特征。

材料与方法：一名 23 岁男性就诊时抱怨先天耳聋，偶伴头晕，
夜盲 10 余年，双眼视力下降近 3 年。其父母有近亲结婚史。其
父母和妹妹均无夜盲主诉，视力正常。为明确诊断，对患者进行
了综合眼科检查。患者眼底表现典型 Usher 综合征“三联征”⸺�
视乳头蜡黄色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和视网膜血管狭窄。眼底

相干光层析血管成像术显示双眼椭圆体带丢失以及中心凹旁血
管密度降低。根据其临床表型，重点研究 381 个与遗传性视网
膜疾病相关的基因。通过新一代测序 (NGS) 筛选出可能的致病
突变位点，发现 USH2A 基因有一个新的突变点 (c.8483_8486 
del)。对其父母外周血进行 Sanger 测序，符合家系基因共分离。

结果：遗传分析证实 USH2A 存在新的纯合子 C.8483_8486 
del，该突变方式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USH2A 是 Usher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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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征 2 型 的 致 病 基 因 (OMIM：276901)。 这 一 新 的 突 变 在
USH2A 中导致翻译过早终止，有 19 个纤维连接蛋白 3 型结构
域 (FN3) 缺失，FN3 在蛋白结合中起着重要作用。根据临床表
现及综合眼科检查，确诊为 2 型 Usher 综合征。

结 论： 通 过 对 381 个 基 因 的 新 一 代 基 因 测 序 技 术， 我 们 在
USH2A 中发现了一个新的纯合突变 C.8483_8486 del。它拓

宽了 Usher 综合征疾病的突变谱，为该疾病的基因治疗提供了
一个新的位点。

关键字 Usher 综合征，USH2A，视网膜色素变性，纤维连接蛋
白 3 结构域（FN3）

OCT 检测 GCC 和 RNFL 在无症状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基因
携带者中的变化

滕达 , 杨沫 ,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 探讨无症状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突变基因携带者视网
膜 GCC 和 RNFL 的变化特点。

方法 纳入 2017 年 6 月至 12 月于我院就诊 LHON 患者的未出
现 LHON 临床表现的母系亲属 31 人 62 眼，行全线粒体基因检
测、视敏度（visual acuity VA）、BCVA 及眼压检查，经 OCT
检测 RNFL、GCC 及黄斑全层厚度变化。

结 果 无 症 状 Leber 遗 传 性 视 神 经 病 变 基 因 携 带 者 GCC
层 平 均 厚 度 为 78.67±13.41μm，RNFL 层 平 均 厚 度 为

103.77±14.59μm。平均 RNFL、鼻侧 RNFL 及下方 RNFLp
＜ 0.05。三组 GCC 平均厚度与正常值相近，不同突变位点组
GCC 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其中 44% 存在视网膜病理改变
的突变基因携带者 GCC 层厚度明显变薄 p ＜ 0.01。

结论 无症状 LHON 突变基因携带者虽然没有视功能下降，但约
44% 的携带者已出现 GCC 或 RNFL 的病理性改变，主要位于
RNFL 层的颞侧和下方，GCC 全层及黄斑部的中心及内环，无
症状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突变基因携带者视网膜神经纤维层
随年龄增大而更薄。

误诊为视神经病变的早期圆锥角膜患者 23 例
刘丽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市眼科研究所

目的 报告 23 例被误诊视神经病变的早期圆锥角膜患者的临床
特征，以引起神经眼科医师注意。
方法 总结 2010-2019 年误诊为视神经病变的 23 例早期圆锥角
膜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最佳矫正视力、屈光度数，主诉及眼
科常规检查等，发现其规律和特点。
结果 因“视神经病变”转诊到神经眼科的患者中，最后诊断为
圆锥角膜者共 23 例（28 眼）。其中双眼 5 例，右眼 11 例，

左眼 7 例。男性 17 例（73.9%）；年龄 6~41 岁，平均（26.4±9.7）
岁。 中 位 数 26.4 岁。 患 眼 最 佳 矫 正 视 力：0.02~1.0， 平 均

（0.41±0.28），中位数 0.3。患眼等效屈光度：-2.00~-16.50 
D，平均（-8.79±3.58）D，中位数 -8.50D；健眼等效球镜屈
光度 -11.75~+9.59 D，平均（-3.46±4.67）D，中位数 -3.25 D。
两眼等效球镜差值：0~15.88 D，平均（-1.47±4.99）D。患
眼柱镜 0~7.00 D，平均（2.58±1.53）D；健眼柱镜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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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诊眼科石骨症 1 例

吉非替尼致中毒性视神经病变 1 例

罗燕 , 李玲婧
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汪婷丽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首诊眼科石骨症患者病例罕见，临床报道较少，该病全身症状
明显，预后不良，眼部症状是石骨症患者临床表现的一部分，
是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反应，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如何挽救
患者视功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现将笔者收治 1 例首诊眼科表
现为双眼先天性视神经萎缩的石骨症患者病例报道如下，并分

析石骨症合并眼部症状患者发病的眼部表现，治疗及预后。

关键字 先天性视神经萎缩，石骨症，个案报道

患者，女，58 岁， 因自觉左眼视力下降 2 周，首先出现在视野
下方，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到当地某医院就诊，未予正规治疗 
其后左眼视力明显进行性下降于 2019 年 1 月 13 日到我院眼科
就诊，该患者因肺癌于 2017 年起在当地医院接受靶向治疗 , 口
服易瑞沙 250mg，QD。否认既往其他全身及眼部其他疾病史。 
否认青光眼家族史。

视力 右 0.l5 左 0.02，验光右眼可矫正至 1.0，左眼矫正视力不
提高。眼压 右眼 14.5mmHg 左眼 16.9mmHg。 双眼角膜透
明 前房正常 瞳孔大小正常， 晶状体轻混，玻璃体透明 ，左眼
RAPD(+), 左眼眼底视盘色淡边界欠请 中央动静脉及全视网膜 
未见异常改变 ，右眼视盘 中央动静脉及全视网膜未见明显异常。
眼底照相示：左眼视盘色淡，边界不清。OCT 示：左眼视盘颞
侧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变薄。诊断 左眼视神经萎缩，不排除药物
毒性。患者，女，58 岁， 因自觉左眼视力下降 2 周，首先出现
在视野下方，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到当地某医院就诊，未予正

规治疗 其后左眼视力明显进行性下降于 2019 年 1 月 13 日到
我院眼科就诊，该患者因肺癌于 2017 年起在当地医院接受靶
向治疗 , 口服易瑞沙 250mg，QD。否认既往其他全身及眼部
其他疾病史。 否认青光眼家族史。

视力 右 0.l5 左 0.02，验光右眼可矫正至 1.0，左眼矫正视力不
提高。眼压 右眼 14.5mmHg 左眼 16.9mmHg。 双眼角膜透
明 前房正常 瞳孔大小正常， 晶状体轻混，玻璃体透明 ，左眼
RAPD(+), 左眼眼底视盘色淡边界欠请 中央动静脉及全视网膜 
未见异常改变 ，右眼视盘 中央动静脉及全视网膜未见明显异常。
眼底照相示：左眼视盘色淡，边界不清。OCT 示：左眼视盘颞
侧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变薄。诊断 左眼视神经萎缩，不排除药物
毒性。

关键字 吉非替尼 视神经病变

D，平均（2.23±1.77）D。主诉均为视力下降，不可矫正，平
均视力下降时间（8.54±11.65）个月。患眼外眼、前节检查无
异常，瞳孔 RAPD（-）。眼底除近视性改变外，未见异常。视野、
VEP、ERG 均在正常范围。角膜地形图显示，患眼圆锥角膜。

结论 对短期内无法矫正的视力下降，近视度数增高，眼前节及
眼底无异常，电生理检查正常的青年患者，考虑到早期圆锥角
膜的可能，建议检查角膜地形图。
 
关键字 视神经病变；圆锥角膜；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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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脑肌病临床分析与思考

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对复发性 AQP4 抗体阳性视神经脊髓炎相关
性视神经炎治疗效果分析

苏玉婷 , 孟凡超 , 孙世龙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郭思彤 , 姜利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 探讨线粒体脑肌病的临床及基因检测的特点。方法 回顾性
分析 1 例线粒体脑肌病患儿的临床资料 , 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
复习。结果 患儿 4 年前出现双眼视物外斜伴上睑遮盖角膜。生
化检查示测全血乳酸示：0.81mmol/L（运动前）；0.83mmol/
L（运动后）。头颅磁共振检查示脱髓鞘改变。心电图示完全性
右束支传导阻滞。双眼 B 超：玻璃体轻度混浊，VEP、ERG 提
示视功能敏感度下降，眼底荧光造影示：广泛视网膜 RPE 损害
原因待查 ou 盘周视网膜脉络膜萎缩 ou。线粒体基因组检测（慢
性进行性眼外肌瘫痪、KEARNS-SAYRE 综合征）示受检者中

未检出与临床表型相关的疑似致病或已知致病突变。建议肌肉
病理检测患儿家属拒绝。结论 本例患儿结合现有的临床表现及
检测考虑为线粒体脑肌病的可能性较大。基因检测具有诊断准
确率高，但有一定的局限性，且费用较高、肌肉病理为有创性
检测患者及家属不易接受，但为现有诊断的金标准。诊断此类
疾病应临床表现、体征、生化检测、病理检测及基因检测结果
与相结合的综合性诊断。

关键字  线粒体脑肌病 基因检测 

目的：观察静脉注射甲泼尼龙冲击（IVMP）治疗对水通道蛋
白 4（AQP4）抗体阳性的复发性视神经脊髓炎相关视神经炎
（NMO-ON）患者的视力恢复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方 法： 回 顾 性 系 列 病 例 研 究。 选 取 2012 年 9 月 至 2018 年
4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眼科门诊确诊为
NMO ON 的 36 例 (49 只眼 ) 发病患者。所有患者 AQP4 抗体
检测均为阳性，具有急性视神经炎的临床表现 , 既往有视神经
炎发病史且经糖皮质激素治疗有效，排除其他诊断。均予 3d 
500mg/d 或 1000mg/d 的 IVMP 治疗 , 口服糖皮质激素序贯
减量。治疗后 1~2 周视力较治疗前提高 4 行以上为显效；提高
2~3 行为有效；变化在 1 行内或无变化或下降为无效。分析发
病时年龄、治疗前的视力以及糖皮质激素冲击剂量对 NMO ON
急性发作期治疗效果的影响。采用 Mann Whitney U 检验、
Kruskal Wallis 等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 果： 在 36 例 患 者 中， 男 性 2 例， 女 性 34 例； 发 病 年

龄 15~73 岁， 中 位 年 龄 32 岁。 在 49 只 眼 中， 治 疗 显 效 占
42.9%，有效占 20.4%，无效占 36.7%。复发 1 次与复发 2
次及以上的患眼 IVMP 治疗效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393，
P=0.017）。 治 疗 前 视 力 ＜ 0.05 与 ≥0.05 患 眼 比 较，IVMP
治疗效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37，P=0.033）。发病年
龄对 IVMP 治疗复发性 NMO-ON 效果影响不具有统计学差异
（X2=3.090，P=0.213）。IVMP 剂量采用 500mg/d 的患眼
与采用 1000mg/d 的患眼比较，治疗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944，P=0.052）。

结论：IVMP 治疗对复发性 NMO-ON 患者治疗有效，治疗效
果随着复发次数的增加而下降，治疗前视力在 0.5 以上的患眼
IVMP 的治疗效果优于 0.5 以下的患眼。采用剂量为 500mg/d
与 1000mg/d 的 IVMP 治疗效果相近

关键字  视神经脊髓炎 视神经炎 复发 甲泼尼龙 水通道蛋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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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黄斑血流灌注和结构变化的初
步观察

以多组颅神经损害为首发的症状的神经梅毒 1 例报告

陶枳言 1, 丑玉宇 2, 马瑾 2, 陶枳言 2, 丑玉宇 1, 马瑾 1, 钟勇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3.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4.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王海波 1,2, 魏世辉 2

1.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临床医院

目的 探究不同病程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NAION）
黄斑区血管密度变化及其与视盘结构和视功能的相关性。

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纳入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5 月就诊
于北京协和医院眼科门诊临床确诊的 NAION 患者 25 例（28
只眼）及性别、年龄匹配的健康对照者 25 名（25 只眼）。行
常规眼科检查、视野检查和相干光层析血管成像术（OCTA）检查，
获取黄斑图像以及神经节细胞层复合体（GCC）、整体丢失体
积（GLV）、局部丢失体积（FLV）等结构信息。所有 NAION
患者按病程分为急性期亚组（病程 ≤3 周）、亚急性期亚组（病
程 4~12 周）、慢性期亚组（病程 >12 周）。采用独立 t 检验
比较 NAION 患者与健康对照之间以及协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病程
分组之间黄斑区血管密度的差异，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及其与
结构指标及视野的相关性。结果 NAION 组 25 例（28 只眼）
患者中男性 16 例，女性 9 例，年龄（55±9）岁，急性期亚组
8 例（8 只眼），亚急性期亚组 10 例（10 只眼），慢性期亚

组 7 例（10 只眼）。NAION 组患眼整体黄斑浅层血管密度低
于健康对照组（42.03%±5.70% 与 49.01%±3.34% 比较，
t=-5.546，P<0.01），局部不同区域黄斑浅层血管密度亦均低
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而整体及
局部深层血管密度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急性期亚组、亚急性期亚组与慢性期亚组整体黄斑浅层血管密
度逐渐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AION 组患眼 GCC 厚度低
于健康对照组、GLV 和 FLV 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 P<0.05）。NAION 组患眼黄斑浅层血管密度与黄斑
GCC 厚度、GLV 以及视野平均光敏感度变化均有相关性。

结论 NAION 患眼黄斑血管密度比健康人显著降低，且随病程进
展降低，同时血流变化与结构和视功能变化均存在相关性。
 
关键字 视神经病变，缺血性； 黄斑； 血流速度； 体层摄影术，
光学相干； 血管造影术

目的：通过介绍一例以多组颅神经损害为首发的症状的神经梅
毒患者疾病情况，深刻对该类疾病的认识，总结神经梅毒的眼
部表现，并掌握多颅神经损害常见病因，掌握此类疾病的处理
原则。

方法：报告一例以多组颅神经损害为首发的症状的神经梅毒病
例，结合文献进行分析讨论。

结果：患者青年女性。双眼复视伴有右眼视力下降 2 个月。当

地医院诊断：右眼 Adie 瞳孔。对症给予营养神经药物治疗。10
天后出现右眼睑上抬困难，外院考虑动眼神经麻痹，为行进一
步诊治来我科。既往：否认其他全身病史。入院查体：左侧面
部感觉渐弱。眼科查体：OD：0.1( 矫正 0.2,)，OS：0.2（矫正 0.8）。
右眼上睑缘遮挡角膜缘 4mm，睑裂高度 8mm，左眼上睑退缩
2mm，睑裂高度 12mm，右眼球各方向运动受限，左眼球活动
自如。右眼瞳孔 5mm，直接对光反射迟钝，余双眼前节均未见
明显异常。双眼眼底：视乳头色可界清，C/D=0.3，血管走形可，
黄斑区未见出血渗出。眼压：双眼 Tn。术前八项：梅毒特异抗



68

大会发言

体测定阳性（＞ 70.0），快速血清反应素试验阳性（1:128），
余均未见异常。MRI：视神经未见异常信号。腰椎穿刺脑脊液检
测梅毒特异抗体测定阳性（46.66）。视野：右眼相对中心暗点。
FVEP：右眼 P2 波峰时值相对左眼延迟，双眼波幅可。FA：左
眼周边色素上皮着染，周边小血管轻度渗漏，晚期左眼视盘高
荧光伴有渗漏。视盘 OCT 示：右眼节细胞层萎缩，右眼视盘神
经纤维层薄变。入院诊断：神经梅毒（多颅神经炎），左眼视
神经视网膜炎，双眼屈光不正。患者回当地系统驱梅治疗及改
善循环营养视神经药物治疗，门诊随诊。

结论：以多组颅神经损害为首发症状的神经梅毒。临床少见，
本例患者，梅毒阳性，表现右眼外展神经及动眼神经麻痹，左
侧三叉神经麻痹及双眼视神经病变等，临床发现，应警惕神经
梅毒的可能。尽早系统驱梅治疗。临床上应 Tolosa-Hunt、眶
上裂综合征等鉴别。

关键字 多颅神经损害 ，神经梅毒

双眼视盘玻璃膜疣合并膜性肾病 1 例

迷雾中的真相

张曙光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梁俊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患者王某，男，35 岁，因右眼视力渐进性下降 10 余天，于
2019 年 04 月 24 日来我院就诊，既往有“高尿酸血症”及
“肝内胆管结石”病史，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及其他
病史，无手术及外伤史，无吸烟饮酒史，入院时发现双下肢水
肿，眼科查体：双眼视力 0.8 双眼前节未见明显异常，瞳孔直
径约 3mm,RAPD(-)，玻璃体轻度浑浊，双眼眼底视乳头色淡，
边界欠清，未见明显视杯，视盘及盘周可见点片状出血，视网
膜静脉走形稍迂曲，动静脉比约 2/3, 黄斑区反光欠清晰；眼底
照相见（图一），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右眼视盘边界
不清，造影晚期荧光渗漏，静脉迂曲，荧光充盈延迟，造影晚
期视盘旁静脉管壁荧光渗漏，黄斑区晚期可见少量荧光渗漏，
左眼造影同右眼相似（图二）；外院视野提示：右眼向心性缩小，
左眼周边敏感度下降（图三）；外院眼电生理提示：P100 波：
右眼低中高空间频率振幅较左侧中度下降；视盘 OCT 提示：双

眼神经纤维层增厚，头颅及眼眶增强 MRI；头颅 MRI 提示 : 颅
脑 MRI 双侧额叶见点状 FLAIR 高信号，双眼眶及视神经未见明
显强化，提示双额叶考虑缺血灶；眼眶 CT: 双眼后眼环处点状
稍高密度影（图四）；头颅 MRV 检查：左侧横窦，乙状窦，颈
内静脉显示纤细；眼 B 超提示：双眼玻璃体浑浊，视盘部病变，
局部球壁强回声（视盘埋藏型玻璃膜疣？）（图五），眼底自
发荧光可见双眼视盘自发荧光（图六），脑脊液穿刺：颅压：
170mmH20 正常 , 脑脊液常规及生化（-）, 抽血检查详见报告，
肾病科行肾脏穿刺后诊断：Ⅱ型膜性肾病（图七），最后诊断：
1. 双眼视盘玻璃膜疣，2. Ⅱ型膜性肾病 3. 高血脂症 4. 肝胆管
结石 5. 高尿酸血症

关键字 视盘玻璃膜疣 膜性肾病

病例介绍
杨某，男，49 岁

主诉：双眼视物不见 2 天余。

2018 年 1 月 23 日晨起，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胸闷、咳嗽，于
朝阳医院就诊，诊断：上呼吸道感染，慢性肾功能不全，高钾血症，
高尿酸血症，予以消炎药物治疗后，觉咳嗽、胸闷症状稍有好转，
24 日晨起发现双眼视物不清，伴眼球转动痛，于朝阳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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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视力损害为首发的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复发预测评分模型的
建立及研究

张伟娇 , 王佳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研究目的 NMOSD 是一种免疫介导的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
主要累及视神经、脊髓、脑干、大脑，具有高复发性及高致残性。
本研究通过收集分析总结已确诊的首发症状为视力损害的初次
发病患者资料，开展横断面研究，探究疾病复发的危险因素。
建立以视力损害为首发症状 NMOSD 复发预测评分模型，指导
个体化治疗。

研究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07 年 3 月 -2018 年 6 月与北京同仁医
院神经内科已确诊的首发症状为视力损害的 NNOSD 初发患者
临床资料，共 105 例。对上述患者进行随访，将患者编入复发
组与无复发组，通过卡方检验比较两组患者之间的临床症状及
实验室检查结果。将卡方检验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多
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删选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根据
其 OR 值赋予该项指标分值。采用 ROC 曲线及曲线下面积分析
此复发预测模型的准确性，计算约登指数反映出最佳的临界值。
同时绘制 EDSS 评分、VFSS 评分预测疾病复发的 ROC 曲线

并计算 AUC。将此模型与 EDSS 评分、VFSS 评分模型对比。

研究结果复发组与无复发组之间起病年龄 ≤55 岁，单眼起病、
脑干症状在两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起病年龄 ≤55
岁的患者比年龄＞ 55 岁的患者增加了 15 倍（0R=15.181）
的复发风险。单眼起病的患者比双眼起病的患者增加了 5 倍
（0R=5.054）的复发风险。脑干症状的患者比未受累的患者增
加了22倍（OR=22.566）的复发风险。ROC曲线下面积为0.805
提示中等强度的诊断准确性。其最佳临界值为 3.5。EDSS 评分
及 VFSS 评分对疾病复发有反向预测价值，纳入患者 EDSS 分
值 AUC=0.585，VFSS 分值 AUC=0.576 具有相反的预测趋势。

研究结论 起病年龄、单眼起病、脑干症状是 NMOSD 疾病复发
的危险因素，疾病复发预测模型具有更好的预测复发价值。

关键字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 复发 评分模型

时双眼视力：0.03，诊断：双眼视神经炎，予以药物治疗。25
日晨起自觉视力持续下降，时双眼视力：光感，光定位不准确。
根据患者病情描述及回顾病史，患者既往曾有清除沼气池的经
历，考虑沼气中毒性视神经病变 ( 可能性大 )，予以患者高压氧、
抗自由基等治疗，患者双眼视力好转：光感 - 指数 -0.01，再次
治疗时患者视力下降，
复查胸部 X 线，考虑支原体感染。

讨论：
1. 肺炎支原体感染后主要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鼻咽炎、支气

管炎、肺炎及严重的肺外并发症，如免疫性溶血性贫血、脑膜
脑炎、心肌炎、心包炎、肾炎，严重感染者甚至可导致死亡。
2.Wei-Yu Chiang 等报道一 8 岁小男孩肺炎感染后单一的视力
下降的病例。实验室分析显示他的血液中有高支原体 IgM 滴度。
3.Ricardo 等曾报道有一老年男性在入院两周前有发热和喉咙
痛，未予治疗，一周后症状好转，入院两天前患者视力下降伴
头痛，入院后查支原体 IgM 呈阳性。
 
关键字 视神经炎 肺炎支原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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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原因视神经萎缩临床分析 - 基因检测

以视野缩窄首诊于神经眼科的眼眶淋巴管瘤 1 例

周欢粉 , 孙明明 , 曹珊珊 , 徐全刚 ,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赵颖
青岛市市立医院

目的 研究总结经基因检测明确为罕见位点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
病变和其他遗传性视神经病变的病例临床特点及预后。

方法 分析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5 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经基因检查明确为罕见位点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和其他罕
见类型遗传性视神经病变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临床表现和预
后。总结本类患者的发病特点及与其他视神经疾病临床表现的
不同。

结果 共收集 24 例患者，罕见位点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21
例，其中男性患者占 72.3%，包括 11696、14502、13513、
3373、3736 等；OPA1 和 OPA3 基因突变各 1 例，线粒体脑
病 1 例；罕见位点 Leber 临床表现常规不典型，30% 的患者表
现为单眼视力下降，3 例患者首发症状为水平性视野缺损，其余

患者均视野缺损表现为中心暗点或盲中心暗点，发病早期 RNFL
正常，35.6% 的患者表现为 RNFL 局部增厚；黄斑区 OCT 可
表现为内环萎缩；罕见位点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可表现为
不同程度视力下降，35% 的患眼视力大于 0.5。单眼发病患者
常因临床表现不典型易被误诊为视神经炎。在随访时间内，此
类患者视力无进一步下降，经治疗后可基本维持原视力水平。

结论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常常易被误诊为视神经炎，最常见的是
罕见位点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提示基因检测有助于为不
典型视神经病变患者查找病因，明确诊断。
 
关键字 视神经炎，遗传性视神经病变，基因

目的：报告1例以视野缩窄首诊于神经眼科的眼眶淋巴管瘤病例。

方法：病例报告。

结果：患者男性，29 岁，因“右眼视力下降 10 余年，加重 2 年”
就诊。患者 10 余年来右眼无痛性渐进性视力下降，近 2 年加重，
自觉视野缩窄，无视物变色或变暗，无眼红眼痛，无眼眶痛及
眼球转动痛，无眼球突出，无视物成双。既往病史：双眼近视
史 15 年。入院检查：右眼矫正视力 0.5+，左眼矫正视力 1.0，
眼球突出度：右眼 18mm，左眼 14mm，双眼球结膜无充血，
角膜透明，前房深度适中，房水清，瞳孔圆，对光反射存在，
右眼直径约 3mm，左眼直径约 2mm，右 RAPD（++），晶状
体透明。眼底检查：右眼视盘较左眼小，边界清晰，右眼颞侧
色稍淡。视盘 OCT 显示双眼 RNFL 不对称，右眼视神经萎缩。
视野检查见右眼近似管状视野的弥漫性视野缺损，左眼颞侧视

野部分缺损。PVEP 检查右眼 P100 波幅重度降低。全身检查
以及实验室检查：未见异常。影像学检查：眼眶核磁平扫加增
强：轴位见右眼视神经扭曲，边界毛糙，冠状位见右眼视神经
细，视神经鞘膜增宽。T1、T2 以及 Gd 增强扫描均可见右侧近
眶尖部视神经旁串珠样低信号病灶向内延伸至海绵窦。诊断为

“右眼压迫性视神经病变、右眼视神经萎缩、右眼眶淋巴管瘤”，
建议眼眶手术治疗，患者拒绝手术，予改善循环治疗，无好转。
讨论：眼眶淋巴管瘤较为罕见，好发于青少年时期，往往因瘤
内自发出血、瘤体增大导致眼突、复视、视力下降就诊。本例
患者瘤体位置偏眶尖，且与海绵窦相连，临床表现为逐渐视力
下降，视野缩窄，符合慢性压迫性视神经病变。眼眶核磁是此
类病例检查的最佳手段。
 
关键字 压迫性视神经病变；眼眶；淋巴管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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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眼神经麻痹 152 例病因分析

视神经疾病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初步研究

李娜敏 , 游思维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孙传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目的  分析动眼神经麻痹的病因及特点 

方法  搜集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眼科、神经内外科、内分泌科
等相关科室 200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6 月动眼神经麻痹的患者，
排除拒绝检查及身体其他原因未行检查者，共 152 例住院患者
的临床资料，其中，年龄为 2 岁至 83 岁，男性 90 人，女性
62 人 所有病例选择性行头颅 CT、MRI，MRA、DSA、脑脊液
化验，血液化验，甲状腺功能检查、重症肌无力相关检查等。 

结果  152 例中瞳孔受累者 79 例，其中以动脉瘤占首位，其次
为占位性病变及外伤，糖尿病患者有 2 例。瞳孔未受累者 73 例，
以糖尿病占首位，其次为颅内感染或炎症、脑缺血占第三位，

动脉瘤患者瞳孔未受累者为 3 例。

结论  动眼神经麻痹病因复杂多样，本组样本中瞳孔受累患者，
以压迫性疾病多见，且最早出现瞳孔受累，考虑与支配瞳孔缩
小的神经纤维位于动眼神经背层，包绕在神经外层，压迫后最
易损失支配瞳孔的纤维；瞳孔未受累患者中，以糖尿病多见，
多为血管性疾病，瞳孔受累出现最晚，考虑与滋养动眼神经的
血管位于动眼神经中央有关。那么，观察有无瞳孔受累，可以
指导完善检查的项目，但是，并不能作为鉴别诊断的依据，临
床中，仍需仔细鉴别，避免漏诊误诊。同时，加强多学科合作，
有利于更早诊治，以免延误病情。

目的：报告人工智能辅助视神经疾病诊断的初步研究结果；

方法：本研究共纳入视神经疾病 1660 例，其中视乳头炎 730 例，
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60 例，视乳头水肿 60 例，视盘血管炎
90 例，视神经萎缩 720 例。通过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
模型提取患者眼底图特征 ，然后通过全连接操作诊断模型进行
疾病诊断，并与患者最终临床诊断相验证。

结果：视神经疾病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的敏感性：视乳头炎

79.5%，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80.4%，视乳头水肿 50%，
视盘血管炎 100%，视神经萎缩 82.7%； 特异性：视乳头炎
86.4%，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98.9%，视乳头水肿 97.5%，
视盘血管炎 97.1%，视神经萎缩 87.3%。

结论：人工智能辅助视神经疾病诊断的初步研究显示出较好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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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眼脉络膜缺损伴单侧视盘小凹继发视网膜浆液性神经上皮脱离
一例

李晓明 1, 杨波 2, 魏世辉 3

1. 吉林省人民医院  2.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眼底内科  3. 解放军总医院眼科

目的：报道一例双眼先天性脉络膜缺血伴单侧视盘小凹继发视
网膜浆液性神经上皮脱离一例。

方法： 29 岁男性，因右眼视力逐渐下降 3 个月于吉林省人民医
院眼科神经眼科门诊就诊。既往幼时行眼科检查时偶尔发现双眼
先天性脉络膜缺损，余无特殊。查体：视力：OD:0.4, OS:1.0,
眼压：右 11mmHg, 左 13mmHg，双眼前节未见异常。右眼
视盘形态欠规则，直径为左侧视盘直径 1.5 倍，视盘颞下方呈
灰白色，视盘下方约 1/4PD 处见直径约 2.5PD 圆形脉络膜缺损，
紧邻脉络膜缺损区下方见直径约 3PD 椭圆形脉络膜缺损，内部
可见脉络膜大血管。左眼视盘界清色正，视盘下方距离视盘约
2.5PD 处见直径约 4PD 圆形脉络膜缺损，脉络膜缺损区周边见
色素沉着。右眼黄斑 OCT 可见乳斑束区浆液性神经上皮脱离伴
囊腔样改变，可见神经上皮层部分断裂，视盘鼻侧可见视网膜
劈裂，视盘颞侧见陡峭凹陷。左眼黄斑 OCT 未见明显异常。眼

底荧光血管造影见视盘下方两处脉络膜缺损区呈低荧光。造影
晚期紧邻视盘脉络膜缺损区鼻侧高荧光。左眼脉络膜缺损区呈
低荧光。

结果：根据患者病史、临床表现临床诊断：双眼先天性脉络膜
缺损，右眼视盘小凹继发黄斑区浆液性神经上皮脱离，左眼视
盘鼻侧视网膜劈裂。

结论：先天性脉络膜缺损并发先天性视盘小凹是罕见的先天性
视盘和脉络膜异常，视盘小凹可继发视网膜浆液性脱离和视网
膜劈裂。早期确诊有可能避免病情进展。
 
关键字 脉络膜缺损 视盘小凹 视网膜劈裂 浆液性神经上皮脱离 
先天性视盘异常

视盘遇上视网膜⸺�白血病性视神经病变？
石璇 , 才艺 , 孙遥遥 , 黄旅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患者 27 岁，左眼间断性视物模糊就诊，双眼矫正视力仍可至 1.0，
2 年前曾诊为急性髓性白血病 M4，1 年前行异体骨髓移植术，
现为全身缓解期。眼部检查可见左眼视盘边界模糊，隆起高，
视网膜中周部数个点状出血，右眼基本正常。首先考虑是否视
神经浸润，请患者血液科就诊，排除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复发，
同时行前房水检测。但血液科检查骨穿外周血无异常发现，脑
脊液显示生化结果正常，流式未见残留白血病细胞，建议眼科
就诊。房水检测结果回报（-），MRI 显示视神经增粗。一周后
患者视力突然下降至光感，门诊医生给予甲强龙 1g 冲击三天，
视力无改善，停用激素。脑脊液复查仍未见异常，但血液科给

予鞘内化疗预防 CNS 白血病复发。回顾阅片可见在视力骤降时
出现樱桃红点，OCT 可见视神经纤维层明显增厚，反射性增强，
实为继发 CRAO。而此患者后来的脑脊液检查流式细胞仍阴性，
但 AML-eto 基因定量值显著升高，确认脑白，进一步行放射治
疗。由此病例提示，白血病眼部表现中，视神经浸润非常少见，
但是是脑白的重要临床表现。特别是孤立的视神经浸润更为少
见，但此时可以颅内影像学，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均为阴性。视
乳头水肿合并 CRAO,CRVO 时高度提示视神经的恶性病变浸
润，应高度怀疑脑白，深入进行检查，并给予局部放疗。随着
对白血病治疗水平的提高，患者生存率明显提高，CNS 复发率



73

大会发言

也增加，特别是视神经作为白血病细胞的“避难所”，可以作
为脑白的首发甚至单发症状，眼科医生尽早的认识白血病视神
经浸润，仔细读片视网膜血管异常，不仅有助于早期治疗挽救

视力，更对延长患者生命有重要意义。
 
关键字 视神经病变，CRAO，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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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sh-in-China

树木森林还是……？

细节决定成败

马嘉 1，黄汐 1，管家忠 2，袁金 1，吴云超 1

1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2 云南省建水县人民医院眼科

范珂  崔红培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

病史和检查

病史：
54 岁中年女性，因“左侧额部和眼后疼痛 3 月余，左眼视力下
降1月”就诊，曾予局部和全身止痛治疗未见明显缓解，外院以“视
神经炎”转诊我院。既往高血压史 2 月余，否认其他病史。

查体：
1、生命体征平稳，全身检查（-）。
2、眼科检查：左眼：VOS:LP，矫正不提高，上睑下垂，遮
盖瞳孔 3mm, 向内、上、下活动受限，向外运动不能，眼突
15mm。角膜透明，角膜反射消失，瞳孔圆，直径 5mm，固定，
直接、间接对光反射均迟钝，左侧 RAPD（+），眼底见视盘边
界模糊隆起，色稍淡 , 血管迂曲不明显，A:V=2:3，C/D=0.3，
黄斑区未见异常。左侧额面部触觉减退，除唇角稍向左偏外面
部未见面瘫表现，听力正常。右眼：VOD:0.4，COD:1.0，前段、
后段及外眼均无异常。

辅查与诊治过程：
1、眼科辅查：OCT 示左眼 RNFL 增厚，上方 RNFL 约 220 微
米，右眼无异常；视野左眼测不出，右眼正常；FFA 荧光素皮
试阳性未做。
2、外院影像学：眼眶 CT：左侧眶尖骨质破坏；头颅 MRI：第
三脑室周围、顶叶、颞叶白质散在多发脱髓鞘病灶。

3、血检：血常规、生化、自免谱、肿标、CRP、血沉（-）。
4、进一步检查：
（1）血检：抗 ANCA 抗体、抗心磷脂抗体（-），IgG4（-），
HLA-27（-）；血培养（-）
（2）外院 CT：左侧眶尖骨质破坏。
（3）头颅 MRV/MRA：（-）。
（4）三叉神经、眼眶、头颅 MRI：斜坡、蝶鞍、双侧海绵窦增
厚强化，伴邻近中颅窝颞部硬脑膜及小脑幕增厚强化，病灶包
绕双侧眶尖，以左侧明显，左侧视神经受累，双侧颈内动脉受
包绕，左侧三叉神经未见与病灶关联。
（5）颈部血管超声：双侧颈内动脉血流通畅，未见明显狭窄及
闭塞；双侧颈内、外静脉血流通畅，未见明显血栓形成。
5、予抗炎、改善循环和营养神经治疗后左眼上睑下垂稍减轻，
左眼眼突 14mm，上转、下转好转，视力提升至 0.01，额面部
疼痛减轻。
6、进一步影像学检查：
（1）鼻口腔 CT：鼻咽部及颅底骨质改变。
（2）鼻咽 MRI：海绵窦增厚并强化，双侧颈淋巴结强化。
7、鼻内镜及活检：双侧鼻腔通畅，鼻咽部稍隆起表面可见少
许 血 性 物， 活 检 HE 及 免 疫 组 化 报 CK(+)，CK5/6 (+)，P40 
(+)，P63 (+)，CK8 (-)，KI-67 (+) 约 70%，Syn (-)，CgA (-)，
CD56 (-)，NSE (-)。

病史和检查

患者，女，62 岁。以“左眼视物不清 10 天”为主诉就诊。

高 血 压 病 3 年，2 型 糖 尿 病 3 年， 药 物 控 制 可。 查 体： 右
眼 1.0， 左 眼：CF/ 眼 前。 眼 压： 右 眼 15.2mmHg， 左 眼
13.9mmHg。左眼 RAPD（+），双眼底未见明显异常。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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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滋暗长”的同侧偏盲

游走的鞍区恶魔：反复头痛伴双眼视力下降一例

施维 彭春霞  李莉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眼科

张夏 1 马瑾 1 幸兵 2 有慧 3 吴焕文 4 钟勇 1

1 北京协和医院 眼科   2 北京协和医院 神经外科   3 北京协和医院 放射科   4 北京协和医院 病理科

病史和检查

10 岁女孩，患红斑狼疮 1 年药物控制病情稳定。双眼发作性视
物模糊 2-3 天，伴头痛及肢体疼痛。无恶心、呕吐，无眼痛、
眼红等症状。2-3 天前患者因红斑狼疮返院调整药物治疗时，出
现双眼视物模糊，及阵发性头痛、四肢痛，1 天后视物模糊自行
缓解，第 3 天时再次出现。眼部检查：双眼矫正视力 1.0，双眼
瞳孔光反射正常，余眼前节检查正常，眼底：视盘边清色淡红，
视网膜血管走行及管径正常，视网膜在位，黄斑正常。10 天前
头颅 MRI,MRA 及 MRV 未见明显异常。考虑为脑血管痉挛所致
视物模糊，给予扩血管药物治疗，病情未缓解。视野检查：双

眼右下象限视野缺损。10 天后头颅 MRI 增强扫描见左侧顶枕
叶侧脑室后三角区见强化病灶，沿血管不走行分布。腰穿 CSF
监测未见明显异常。考虑为红斑狼疮脑病，给予激素冲击联合
丙种球蛋白治疗，同时扩血管等治疗，病情进行性加重。视物
模糊加重，1 个月后复查眼底：视盘水肿；血压波动于 140-
110/80-100mmHg; 视野检查出现双眼右半侧偏盲；颅脑 MRI
检查见病灶较前扩大。患儿抽搐频繁发作伴意识模糊。随行全
麻下神经导航下脑组织活检（左枕叶），病理检查提示血管周
围的炎性病变。患儿转至 PICU 继续激素维持，加用美罗华治疗 ,
患儿病情好转。随诊 1 年，病情稳定，但仍有一过性视物模糊，
随之视野右侧偏盲周围相对性视野缺损区发生相应的变化。

病史和检查

20 岁中国男性， 2012 年 7 月突发阵发性头痛加重 3 月，伴反
复发热、恶心呕吐及双侧视力下降、复视。体格检查示患者体
温最高达 39.7℃，双眼 BCVA0.5，双侧上睑下垂，右眼外展受限。
视野检查示双颞侧视野偏盲。血液检查示血尿常规正常。内分泌
检查显示甲状腺功能低下，TSH0.04uUL/ml，ACTH1.70pg/
ml， 睾 酮 ＜ 20.0pg/ml， 清 晨 皮 质 醇、 血 ACTH、 泌 乳 素、
随机血糖正常及糖化血红蛋白均正常。垂体增强 MRI 显示垂
体窝扩大，增强后病灶明显不均匀强化，凸向鞍上，视交叉受

压上抬，颈内动脉海绵窦被病灶包绕，胸腹部 CT 未见异常。
CRP、ASO 及 RF 水平正常，免疫检查示 ANCA 阴性，ANA
谱，ENA 谱阴性，考虑患者免疫相关性性垂体炎可能性大。脑
脊液检查示白细胞 13*106/L，脑脊液 IgG4.63mg/dl，血清及
脑脊液 IgG 寡克隆区带阴性，脑脊液未见细菌、新生隐球菌及
结核杆菌，病理涂片可见大量淋巴 - 单核细胞及吞噬细胞。根据
上述检查结果患者被诊为“淋巴细胞性垂体炎”，予地塞米松
20mg 静滴序贯口服强的松 60mg 逐渐减量。口服激素 2 月后
患者视力视野眼球转动正常，头痛及复视症状完全消失，内分
泌指标正常，增强垂体 MRI 显示垂体病灶较前缩小。

Walsh-in-China

左眼残留鼻侧视岛。VEP：左眼 P2 波潜伏期延长，振幅下降。
OCT：左眼黄斑神经上皮结构正常。胸片：双下肺野多发点状
高密度影。追问病史：有干咳、白痰、活动后气促，未系统检
查治疗。胸部 CT：双肺病变，考虑：1. 右肺小细胞肺癌伴双肺
转移，纵隔左锁骨下淋巴结肿大；2. 结节病；胃小弯侧淋巴结

肿大。肿瘤标记物：阴性。病理检查：肉芽肿性炎症伴坏死，
TB-DNA 阴性，金胺 0 阴性，抗酸染色未发现明确阳性杆菌，
不支持结核菌感染。支气管镜检查：气管、支气管粘膜可见弥
漫性小结节样增生，粘膜肿胀。灌洗液细胞学检查：少量退变
上皮细胞，未见恶性肿瘤细胞，考虑肉芽肿性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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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一年内未出现症状，其间监测 MRI，病灶未见明显改变。

2014 年 9 月患者阵发性头痛复发，伴呕吐，双侧视力及视野正
常。当时复测内分泌指标：甲状腺功能减低，泌乳素稍高，余
正常，复测免疫相关检查示：ANA 谱阴性，复测 MPO 抗体及
PR3抗体均为阴性，复测MRI示垂体腺体积较前增大，诊断为“淋
巴细胞垂体炎复发”，予口服强的松 60mg 治疗，1 月后患者
BCVA 降至右眼 0.8，左眼 HM，左眼上睑下垂，左眼 RAPD 阳性。
眼底检查见双眼视乳头苍白，视野检查示右眼颞侧偏盲，左眼
全盲。OCT 检查示双眼 RNFL 层显著变薄。全身检查体重较 2
月前下降 6kg。复测 MRI 示垂体病灶无减轻，且出现新发病灶：
鞍上区偏右侧结节状异常强化信号影，包绕境内动脉交通段，
右侧视神经，右额叶底直回后部，前穿质。补充检侧：新生隐

球菌抗原阴性，G-test 阴性，淋巴细胞培养及 T.SPOT-TB 阴性。
查鼻窦、鼻骨 CT 平扫 + 增强扫描示鼻窦未见异常，双侧筛窦
及左侧蝶窦炎症，胸部 X 线及全身各脏器 B 超均无阳性发现。
在无证据显示结缔组织病情况下，因无法除外结核，未予大剂
量激素冲击，患者继续口服泼尼松龙 35mg 治疗。6 日后患者
右眼视力降至 NLP。2014 年 11 月患者头疼症状加重，伴恶心、
呕吐，及突发左侧视力下降：右眼 NLP，左眼 FC，右眼上睑下垂，
双眼瞳孔等大，直径约 5mm，复测视野右眼全盲，左眼颞侧及
鼻上四分之三象限盲。复测 MRI 出现病灶周围脑膜线样强化。
2 周后患者双眼视力 NLP，双侧瞳孔散大至 8mm，对光反射消
失，头痛症状加剧，无全身症状。

一波三折 悬而未决
杨明明 姜利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病史和检查

患者为一名 57 岁女性，2015 年 4 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同仁医院就诊，诉“左眼进行性视力下降 4 月余”，就诊时矫
正视力右眼 1.0，左眼手动 / 眼前（不能矫正），左眼 RAPD（+），
眼底检查可见左眼视盘充血水肿。外院头颅 MRI 可见空蝶鞍，
双侧视神经增粗，左眼上方残存视岛；曾在当地医院使用激素
治疗，但治疗后症状无改善。患者否认高血压糖尿病以乙肝梅
毒等病史，30年前曾有结核病史，但是药物治疗后已转为静止期。
检查结果示血沉、CRP、血红蛋白轻度增高，γ- 干扰素释放试
验 428.3 ↑ pg/ml （正常值 0-14），PPD 试验 72h（++），
眼眶增强 MRI 见左侧视神经眼内段后部、管内段增粗强化伴周
围鞘膜增厚，行 CT 检查未见骨质明显改变。2017 年病人再次

回我院就诊，述“右眼充血半月余，左眼视物不见并有反复胀
痛感”，就诊当日右眼矫正视力 0.5，左眼无光感，右眼角膜
KP（+）、房水闪辉（+），眼底检查见左眼视网膜脱离，未
见裂孔。追问病史，得知患者因肝功能异常，两年来未正规进
行抗结核治疗。复查 γ- 干扰素释放试验示 352.5 ↑ pg/ml，予
CDI 检查示左眼玻璃体内异常回声、视网膜脱离，FFA 检查可
见右眼黄斑区片状透见荧光，晚期未见视盘染色；左眼网膜隆起，
血管迂曲爬行其上，后期荧光渗漏染。嘱患者前往结核病专科
行抗结核治疗，3 月后患者复查，自觉右眼稍好转，左眼无改善，
复查抗 TB 抗体阴性，右眼角膜 KP（-），房水闪辉（-），眼
底检查见左眼视网膜脱离，予眼眶 MRI 检查示左眼视神经眶内
段后部、管内段较对侧明显增粗，可见“双轨征”。 

Walsh-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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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暗花明又一村

非典型“蜜蜂”
Atypical  Brain,  Eye,  Ear （BEE）Syndrome 

杨晖  王玲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刘磊 1， 刘建国 2，马秋英 1， 朴月善 3， 王佳伟 1,4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内科   2.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神经内科   3.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病理科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中心实验室

病史和检查

患者女，24 岁，“右眼被鞭炮炸伤后视力下降半年余”。
半年前患者右眼被鞭炮炸伤后右眼视物模糊，眼痛，眼部红肿，
钟山县人民医院急诊行眼部清洗等对症处理，眼痛明显好转。
辅助检查：眼部 B 超未见异常声像。眼部 OCT 视盘旁、黄斑
区视网膜结构正常，厚度正常。伤后 25 天于贺州市人民医院住
院治疗，入院检查：VOD 0.05 VOS 0.12,NCT：OD 53mHg 
OS 25mmHg ，诊断为“1、继发性青光眼 OD 2、左眼高眼压
症？”，辅助检查：双眼视野无缺损，视诱发电位正常。24 小
时眼压监测 OD 14-22mmHg OS 17-25mmHg。予以降眼压、
神经营养治疗，眼压控制良好，右侧额头部微痛，出院后派立明、

噻吗洛尔点眼 1 月后停用。
2018 年 8 月 20 日 诉“ 外 伤 后 右 眼 视 力 下 降 半 年 余” 于 我
院 就 诊。 既 往 史： 右 眼 被 鞭 炮 炸 伤 史， 双 眼 屈 光 不 正（OD 
-3.0DS → 1.0,OS -3.5DS → 1.0）。否认全身病史及过敏史，
否认家族遗传史。眼科检查：右眼：裸眼视力 0.02，矫正视
力 0.12，左眼：裸眼视力 0.12，矫正视力 1.0，NCT 眼压：
右眼 15.3mmHg 左眼 16mmHg。右眼结膜无充血，角膜透
明，前房深度正常，6 点方位见虹膜根部离断，瞳孔散大固定，
6mm*6mm，对光反射消失，晶体后囊下浑浊，眼底视盘边清，
色苍白，视网膜平伏。左眼结膜无充血，角膜透明，前房深度
正常，虹膜纹理清晰，瞳孔圆，3*3mm，对光反射灵敏，晶体
透明，眼底视盘边清，色淡红，视网膜未见明显异常。辅助检查：

病史和检查

41 岁女性，双耳听力下降 3 年，双眼视力下降 1 年。患者 3 年
前开始出现双耳听力下降，伴耳鸣。就诊当地医院诊断“神经
性耳聋”，未予特殊治疗。1 年前出现右眼视物模糊，无头痛、
眼痛，无发热，未重视。约半年前出现左眼视力下降，伴右眼
视力下降较前加重及双耳听力下降进行性加重。患者就诊我科
门诊。双眼 P-VEP 无波形。头 MRI 示双侧硬脑膜广泛强化，
累及双侧海绵窦、视神经鞘及内听道周围脑膜。既往史、个人
史及家族史无特殊。查体神清，语利。双瞳孔等大、等圆，D= 
3mm, 对光反射存在，右 RAPD（+）。右眼视力眼前手动，左
眼视力 30cm 数指。双视盘界清色淡，眼动充分，眼震阴性。

双侧面纹对称，双耳听力下降。余神经系统查体未见异常。入
院后完善血尿便常规，血生化、免疫四项、血沉、风湿三项、
ANA、dsDNA、ENA、 ACE、HLA-B27、ANCA 均正常。血  -
干扰素释放试验 273.9pg/ml（正常 0~14）。血 IgG 亚类 1~4
均正常。腰穿脑脊液压力 120mmH2O。脑脊液常规示白细胞
504×106/L，多核细胞 1%，单个核细胞 99%。脑脊液潘氏
试验阳性。脑脊液总蛋白 165.7mg/dl，糖及氯化物正常。脑脊
液 IgG 鞘内合成率 74mg /Day（正常 -30~-0.7）。脑脊液细
胞学可见大量淋巴细胞，并可见浆细胞。脑脊液免疫球蛋白 G 
261.00 mg/L（正常 10 ~40）。经营养神经、改善微循环治疗
后无明显好转。转入脑外科行硬脑膜活检。

Walsh-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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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M：右眼 6 点虹膜根部离断，其余房角劈裂，晶体不全脱位。
FFA 右眼：造影早期臂 - 视网膜循环时间正常，视盘边界清，视
盘表面小血管减少，黄斑拱环清晰，随造影时间时间延长，视
盘未见明显渗漏，晚期视盘弱荧光，边界清晰。左眼：造影期
间视盘及视网膜未见明显异常荧光。右眼视野 MD -17.03dB。
右眼微视野完全缺损 , 左眼微视野正常。双眼多焦视网膜电图
后极部视网膜反应分布正常。右眼视诱发电位反应异常，左
眼 PVEP 反 应 正 常。OCT： 右 眼 RNFL 平 均 值 93μm， 左 眼
RNFL 平均值 111μm，右眼 GCC 平均值 70μm，左眼 GCC
平均值 95μm。诊断“1、右眼并发性白内障 2、右眼瞳孔散大 3、
右眼虹膜根部离断 4、外伤性视神经病变”。治疗：甲强龙冲击
治疗 0.5g*3d → 0.25g*3d → 20 片 *7d → 15 片 *7d，脑肽节
苷脂 8ml*6d、维生素 B+ 胞磷胆碱。
我院复诊 1 月。眼部检查：视力：VOD 0.01 矫正视力 0.05, 
VOS 0.15 矫 正 视 力 1.0，NCT 眼 压：OD 18mmHg OS 
21.3mmHg 余同前。辅助检查：右眼视野 MD -21.11dB。治疗：
美卓乐 10 片 *7d → 8 片 *7d → 6 片 *7d → 4 片 *7d，余口服
药同前。
我院复诊 2 月。眼部检查：矫正视力：VOD HM/50cm VOS 
1.25。Goldman 眼压：OD 19mmHg OS 19mmHg。辅助检查：
右眼视野 MD -32.96dB。OCT：右眼 RNFL 平均值 83μm，
GCL+IPL 平均 57μm。治疗：美卓乐 20 片 *7d，脑肽节苷脂
8ml*7d，阿法根、噻吗心安降眼压。

我 院 复 诊 2.5 月。 眼 部 检 查： 矫 正 视 力：VOD FC/50cm  
VOS 1.0，NCT：OD 20.3mmHg,OS 24.3mmHg， 余 眼
部 体 征 同 前。 辅 助 检 查：AQP4(―) MOG （ ―）。 右 眼 视
野 MD -29.22dB。治疗上：阿法根、噻吗心安点眼，甲强龙
120mg*7d →美卓乐 20 片 *7d → 15 片 *7d → 10 片 *7d，脑
肽节苷脂 8ml*7d，余口服药同前。
我院复诊 4 月。眼部检查：视力：VOD FC/30cm ,VOS 0.2 矫
正视力 1.0。NCT:OD 23.3mmHg OS 21.3mmHg。右眼眼底
视盘颞侧苍白，余眼部体征同前。辅助检查：右眼 RNFL 平均
值 76μm，GCL+IPL 平均 56μm。治疗：美卓乐 6 片 *3d → 4
片 *3d → 3 片 *3d → 2 片 *3d → 1 片 *3d →停、派立明、阿法
根点眼。
我院复诊 4.5 月。眼部检查：视力：VOD FC/20cm  VOS 0.15 
矫正视力 1.2，NCT:OD 21mmHg OS 18.3mmHg。眼部体征
同前。
辅助检查：免疫全套（2018-12-11）：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 35.25U/mL，SLE 相关抗体（-），C 反应蛋白（-）。术前
四项（2018-12-11）：乙肝（-）丙肝（-）梅毒（-）HIV（-）。
肝肾功能（-）。MRI（2018-12-29）：右侧眶尖、视神经管、
海绵窦占位性病变；并右侧视神经受压；右眼内直肌、下直肌
增粗。

都是炎症惹的祸
谢林丹 1，2 周欢粉 1 徐全刚 1 魏世辉 1

1.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2. 南开大学医学院

病史和检查
患者，女性，39 岁，2018 年 5 月 2 日无明显诱因出现“双眼
视物重影伴头晕头疼、胸口憋闷、视物恶心，伴左侧面颊疼痛
及麻木感 6 月余”就诊。外院曾诊断“左眼外直肌不全麻痹”，
予球后注射曲安奈德 40mg*3d，上述症状持续存在无明显改
善。2018 年 11 月 12 日就诊我院，查：BCVA：OU 1.0，眼
位：sc 右眼注视 左 +10°；左眼外转不过中线，其余各个方位
眼球运动到位。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2.5mm，RAPD
（-），眼前节及眼底检查（-）。既往 20 年前曾行“左乳囊
肿切除术”（具体不详）。入院眼眶 MRI 平扫 + 增强示：左

眼眶外上象限长 T1、长 T2 病灶伴 T1 强化，累及左眼泪腺、
外直肌及上方肌群，延续至眶尖及同侧脑膜。血常规、生化
常 规、 甲 功 七 项、ESR、CRP、ANA、ANCA、ANA、RF、
感染四项、脑脊液检查、心电图及胸部 CT 未见异常。初步诊
断“炎性假瘤”，予规范激素冲击后口服序贯减量（甲强龙
1000mg*3d → 500mg*3d → 250mg*3d），辅以补钾、补钙
保护胃黏膜等对症处理。随后患者出院，并于 2019 年 3 月 5
日患者复诊，主诉症状无明显改善，查体：双侧瞳孔不等大，
右眼 2.5mm，左眼 4mm，余眼部查体（-）。遂拟进一步组织
病理学活检明确诊断。

Walsh-in-China



欺骗“Deception”
陶枳言，陆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眼科

病史和检查
患者 16 岁男性，因左眼视力下降 4 月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
就诊我科，当时视力右眼 0.4，左眼 0.02，查眼底示左眼黄斑
颞下陈旧性病灶，转诊至眼底病专业组。2 月 19 日左眼视力
降至数指，裂隙灯下见双眼玻璃体炎性细胞阳性，眼底彩照示
双侧视盘苍白，散在的色素脱失和沉着灶，自发荧光示点片状
低荧光区，造影示周边羽毛状毛细血管渗漏，微动脉瘤和周边
无灌注区，可见透见荧光，条索状遮蔽荧光以及孤立和融合病

灶。OCT 示双侧黄斑前膜，黄斑中心凹正常结构消失，内层
视网膜变薄，左侧尤甚，椭圆体带不连续，左眼鼻侧 RNFL 丢
失。视野结果示右眼颞侧视野缺损，左眼未测。因眼科医生发
现其面容改变，鼻翼增宽，嘴唇增厚等，建议查头颅增强核
磁并建议其内分泌科就诊，后发现其生长激素水平 >100 ng/
ml,IGF-1>600 ng/ml ，泌乳素 3793.00 ng/ml; 核磁示鞍内及
鞍上 5.2cm*4.6cm*3.2cm 肿块影。其余查肿瘤标记物 CA199
及 NSE 轻微升高，基因检测未检测到有意义的突变基因。

Walsh-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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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features of Chinese sporadic Leber hereditary optic 
neuropathy caused by rare primary mtDNA mutations
Shilei Cui,Ling Yang,Hanqiu Jiang,Jingting Peng ,Jun Shang,Jiawei Wang,Xiaojun Zhang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Beijing Tongren Hospital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cribe clinical 
features of Chinese sporadic Leber hereditary optic 
neuropathy (LHON) caused by rare primary mitochondrial 
DNA (mtDNA) mutations.

Method: We observed a Chinese patient cohort carrying 
certain rare primary mtDNA mutations at Beijing Tongren 
Hospital between 2015 and 2018.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these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recorded and analyzed.

Results: Sixteen LHON patients with the selected rare 
primary mutations, including  m.4171C>A (3 patients), 
m.10197G>A (1 patient), m.14459G>A (4 patients), and 
m.14502T>C (8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The mean age 
at disease onset was 15.2 years (standard deviation: 6.3 
years), and the male:female ratio was 15:1. Of 32 eyes 
of all patients, 75% (24/32) had a worst Snellen BCVA≤ 
0.1, and 66.7% (2/3) of patients who were carrying the 
m.4171C>A mutation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visual 
improvement. Separately, 40% (2/5) of LHON patients 

carrying only m.14502T>C mutation presented mild 
visual impairment, While 93.8% (15/16) of all patients 
demonstrated pure LHON, except for one patient with the 
m.14502T>C mutation who had LHON plus dystonia. Upon 
brain MRI T2 STIR, 62.5% (10/16) ofpatients demonstrated 
optic atrophy; additionally, an increased signal of the optic 
nerve was found in 37.5% (6/16) of patients, while optic 
atrophy and T2 high signal in basal ganglia were found in 
one patient with LHON plus dystonia.

Conclusion: LHON patients carrying rare primary 
mutations have diverse clinical phenotypes. Those with the 
m.4171C>A mut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a good visual 
prognosis, whereas the m.14502T>C mutation may play 
a synergistic role in disease onset. Increased signal of the 
optic nerve on MRI was not rare, which should be noted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optic neuropathy.
 
Keywords Leber hereditary optic neuropathy； Rare 
primary mutations

5 例特发性动眼神经炎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孙明明 1, 周欢粉 1, 徐全刚 1, 魏世辉 1

1.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2.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分析 5 例临床表现为动眼神经麻痹的患者特点和影像学
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8 年 8 月于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就诊的 5 例临床表现为动眼神经麻痹的
患者资料，分析其临床特点、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及人口
学特征，分析其发病的共同原因。结果：（1）5 例患者中 1 男

4 女，平均年龄（39.20+18.02）岁；（2）5 例患者均无前期
感染症状，均可排除其他疾病引起的动眼神经麻痹；（3）2 例
患者可见瞳孔散大，眼眶核磁排除交通动脉瘤；（4）1 例患者
合并视神经炎；（5）1 例患者头颅核磁 T2WI 序列可见多发长
T2 信号，不伴 T1 强化，考虑为陈旧病灶；（6）5 例患者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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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发其他疾病的 Leber’s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的影像学特点分析

NLRP3 新基因突变位点（D305N）所致慢性婴儿型神经皮肤关
节综合症并发视神经炎一例

孙明明 1, 周欢粉 1, 徐全刚 1, 魏世辉 1

1.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2.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彭春霞 1, 周欢粉 2, 施维 1, 魏世辉 2, 李莉 1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分析 9 例临床诊断为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LHON）
同时合并其他疾病的患者临床表现、人口学特点和影像学表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7 月至 2018 年 10 月于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医院眼科就诊的 9 例临床诊断为 LHON 并发其他疾病
的患者的患者资料，分析其临床特点、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
查及人口学特征。结果：（1）9 例患者中 8 男 1 女，平均年龄
（28.00±12.49）岁；（2）其中 5 例患者 11778 基因位点突
变，3 例患者 14502 位点突变，1 例患者 12811 位点突变，其
中 1 例患者包含 11778 和 11696 两个位点突变；（3）所有患
者均无家族遗传史；（4）4 例患者合并视神经炎，血清 AQP4
抗体均阴性，其中 2 例患者 MOG 抗体阳性，滴度分别为 1：
10 和 1：100；（5）1 例患者合并鞍区生殖细胞瘤；1 例患者

合并多发性硬化；1 例患者合并多颅神经炎；1 例患者合并线粒
体相关脑病；1 例患者行双眼玻璃体切除术联合硅油注入术。结
论：LHON 是神经眼科常见的遗传性视神经病变，mtDNA 突变
位点检测可明确诊断。LHON 可合并多种疾病，突变位点的检
测可先于或于其他疾病治疗后症状仍未缓解而发现。因此眼科
医师应熟识 LHON 的临床特点及影像学检查表现，避免临床漏
诊或误诊。
 
关键字 Leber's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视神经炎，MOG 抗体，
AQP4 抗体

目 的： 慢 性 婴 儿 型 神 经 皮 肤 关 节 综 合 症（chronic infantile 
neurological, cutaneous and articular syndrome ，CINCA）
是临床上罕见的疾病，是冷炎素相关性周期综合症最严重的类
型。CINCA是由于常染色体上NLRP3基因突变，导致白介素 -1β
过渡分泌所致。它常常引起眼部的结膜炎、葡萄膜炎、角膜浸

润性炎症及少见的视盘水肿或视神经炎。本患儿出生后 2 周就
发病，到 11 岁时相继出现了 CINCA 所有的临床症状。眼部表
现双眼视神经炎。基因检测为新的基因突变位点所致。希望对
该患儿的观察，为临床上正确的诊断及治疗 CINCA 提供指导。

核磁平扫 + 增强均可见不同节段长度的动眼神经增粗，T2WI 可
见动眼神经呈长 T2 信号；造影剂增强后可见 T1 强化。（7）5
例患者均给与激素静脉注射治疗，症状明显缓解。（8）5 例患
者随访时间均大于 6 月，未见复发。结论：动眼神经麻痹临床
多见，原因多样，排除其他疾病的前提下，核磁可见动眼神经
增粗，T2WI 呈长 T2 信号，造影剂增强后可见 T1 强化，临床

诊断特发性动眼神经炎。动眼神经炎可合并其他疾病，如视神
经炎或颅内脱髓鞘病变，其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特发性动眼
神经炎诊断依赖核磁检查，激素治疗效果良好。
 
关键字 动眼神经炎；视神经炎；眼眶核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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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患儿出生后 2 周发病，自 3 岁来北京儿童医院就诊随访
至 11 岁。对患儿临床表现和血、病理、基因、脑脊液及影像学
等检查进行分析。

结果：患儿面容特殊，双侧前额角突出及马鞍鼻。出生后 2 周
全身皮疹、6 个月出现周期性发热、7 岁时出现神经性耳聋、9
岁时出现视神经炎、脑膜炎及关节炎。血化验结果：白血细胞
计数及 C 反应蛋白升高，但是血清自身免疫指标正常。腰椎穿
刺测颅内压明显升高（300mmH2O）。脑 MRI 检查提示脑膜
增厚伴强化。外周血基因检查：NLRP3 基因的 c.913G>A 位
点核苷酸突变，支持 CINCA 的诊断。

结论：本病例的研究首次证实了 NLRP3 基因的 c.913G>A 位
点的突变，导致所编码的蛋白 305 位的氨基酸由 D 变为 N（p. 
D305N），引起了 CINCA 病的发生，本研究未进行基因功能
学的验证。丰富了 CINCA 基因突变类型。提示对于有相似临床
症状的多系统疾病要进行相应的基因检测。对于双侧视盘水肿
伴视力下急剧下降的患者，要注重病史回顾及分析。
 
关键字 视神经炎 慢性婴儿型神经皮肤关节综合症 基因突变 

以弱视为首诊的神经纤维瘤病 1 例
袁莉 1,2, 陈梦平 1, 刘焰 2

1.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患者男，9 岁，因双眼矫正视力不提高伴右侧爪形手 3 年门诊
就诊。以“双眼弱视”行双眼交替遮盖治疗两年。全身查体：
右上肢感觉减退，右侧肢体肌力 IV 级，右手呈爪形手。眼科专
科查体：右眼视力 0.3 矫正 0.4；左眼视力 0.1 矫正 0.25；眼压：
20/18mmHg；双眼外（-），结膜无明显充血，前节无明显异常，
晶状体透明，玻璃体清，眼底黄斑区视网膜反射增强，似玻璃
纸样，黄斑中心凹反光不可见。OCT 示：双眼黄斑中心凹结构
消失，神经上皮层增厚层前见模样反射信号。B 超示：双眼玻
璃体清。双眼 VEP 示：右眼视敏度中度降低，视觉传导功能中
度降低；左眼视敏度重度降低，视路传导功能重度降低。FFA 示：
双眼视盘边界不清，周边视网膜多处斑驳状强荧光，黄斑区视
网膜血管走形异常。右侧臂丛神经增强：1. 右侧 C6-7 臂丛神
经损伤，2. 右肩关节及肘关节少量积液，3. 右侧腋神经、正中
神经及尺神经异常信号考虑神经纤维瘤病（NF）。右上肢肌电
图结果显示：1. 右上肢呈广泛性神经源性损害。头颅核磁共振示：

1. 右侧鞍旁肿块向右侧桥小脑脚池内突入，右侧前庭蜗神经受
压，神经鞘瘤首先考虑，2. 右侧小脑半球异常信号。脑电图结
果显示：未见明显异常。患者听力筛查：双眼 30dBnHL ；III
波潜伏期延长。目前诊断为：1. 双眼黄斑前膜；2. 双眼屈光不正；
3. 右侧爪形手；4. 鞍区占位性病变，NF 可能性大。患者行基
因检测，结果显示：患者 NF II 型。讨论：神经纤维瘤病相关眼
科报道最早为儿童或青少年白内障，大多数 NF2 患者可存在眼
科异常，包括白内障，视网膜病变，斜视，弱视（12%），视
神经鞘脑膜瘤和其他视路肿瘤（10-27%），眼球运动异常 (10%)。
白内障常常是双侧的，经常发生后囊下或周围皮质晶状体混浊，
通常这种情况白内障可不处理，但可能会出现 10 ～ 20% 患者
的视力有所下降。视网膜异常包括色素上皮和视网膜错构瘤。
 
关键字 II 型神经纤维瘤病；黄斑前膜；儿童；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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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动眼神经麻痹的 15 例患者病因分析

首诊眼科的视路胶质瘤一例

刘超 , 王树真 , 张振华 , 孙清秀 , 耿燕 , 孙颖
青岛市中心医院

晏红改 , 彭春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分析表现为动眼神经麻痹的 15 例患者的临床表现和病因，
减少该类病人的误诊误治，提高诊断和鉴别诊断能力。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3 月就诊于青岛市中心医
院眼科、内分泌科和神经内科、脑外科的 15 例伴有动眼神经麻
痹的患者（经眼科医师进行复试像检查，并且确诊存在动眼神
经麻痹和复视），分析其临床表现、影像学资料和病因。结果：
15 例患者中糖尿病性动眼神经麻痹 5 例，痛性眼肌麻痹 3 例，

动脉瘤 2 例，外伤 2 例，肌无力 1 例，中脑梗死 1 例，鞍区占
位 1 例。6 例伴有上睑下垂，3 例伴有瞳孔散大，3 例伴有眼、
眶周围疼痛，8 例有糖尿病，2 例有外伤。结论：对于表现为动
眼神经麻痹的患者必须全面检查，充分收集临床资料，选择必要、
合适的检查，明确病因，准确治疗，减少误诊、漏诊。
 
关键字 动眼神经麻痹，糖尿病，动脉瘤，复视

目的 儿童视路胶质瘤是起源于视觉通路或下丘脑的低度恶性胶
质瘤。散发的儿童视路胶质瘤多累及视交叉及视交叉后部视束，
导致视路变形，肿瘤较大时可继发梗阻性脑积水。视路胶质瘤
多以视力下降或无痛性眼球突出为主要表现，可合并视盘苍白、
水肿、视野缺损、瞳孔对光反射障碍、视神经萎缩、颅内高压、
脑积水等症状。本文回顾一例以双眼视力下降就诊，经眼科及
神经科联合诊治，最后明确诊断为视路胶质瘤的患儿，为临床
提供诊断思路。

方法 患者 8 岁女孩，5 月前家长发现患儿视力下降，就诊于当
地医院，诊断“弱视”，给予口服药物治疗，具体不详。2 月前
患儿再次就诊，眼部检查：视力右眼 0.1，左眼 0.1，眼压右眼
20mmHg, 左眼 18.7mmHg。双眼角膜清，前房中深，瞳孔圆形，
晶状体透明，双眼视盘色可，颞侧略淡，黄斑区未见明显异常，
血管走形正常，OCT 提示双眼乳斑束变薄，VEP 提示双眼未见

明显波形。眼眶及头颅 MRI 提示：双侧视神经迂曲，颅内鞍区
及鞍上不规则占位性病变，双侧脑室扩张，脑积水伴室旁水肿。

结果 神经科会诊考虑为“鞍区肿瘤，视路胶质瘤？，梗阻性脑
积水”，于神经外科行肿瘤大部切除术，术后病理明确诊断为
视路毛细胞星形胶质瘤。患儿术后放疗科进一步放射治疗。
结论通过这一病例，提示眼科医生，患者出现双眼视盘病变，
应注意鉴别视神经炎、缺血性视神经病变、颅内病变等，要重
视头颅检查及全身病检查，追问既往病史等，借助影像学检查，
对于鞍区占位注意鉴别垂体瘤、血管瘤、脑膜瘤、前交通动脉
瘤等。尽早发现问题，明确诊治，避免贻误病情。

关键字 实盘病变 鞍区占位 视路胶质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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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诊眼科的视路胶质瘤一例

苯扎托品诱导髓鞘再生对 rNAION 模型神经保护作用初探

晏红改 , 彭春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干霖洋 1, 崔建涛 1,3, 丑玉宇 1, 汪宇涵 1, 杜虹 1, 李东辉 1, 戴威 1,2, 张宏 1, 张栋 1, 马瑾 1, 钟勇 1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2.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3.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 儿童视路胶质瘤是起源于视觉通路或下丘脑的低度恶性胶
质瘤。散发的儿童视路胶质瘤多累及视交叉及视交叉后部视束，
导致视路变形，肿瘤较大时可继发梗阻性脑积水。视路胶质瘤
多以视力下降或无痛性眼球突出为主要表现，可合并视盘苍白、
水肿、视野缺损、瞳孔对光反射障碍、视神经萎缩、颅内高压、
脑积水等症状。本文回顾一例以双眼视力下降就诊，经眼科及
神经科联合诊治，最后明确诊断为视路胶质瘤的患儿，为临床
提供诊断思路。

方法 患者 8 岁女孩，5 月前家长发现患儿视力下降，就诊于当
地医院，诊断“弱视”，给予口服药物治疗，具体不详。2 月前
患儿再次就诊，眼部检查：视力右眼 0.1，左眼 0.1，眼压右眼
20mmHg, 左眼 18.7mmHg。双眼角膜清，前房中深，瞳孔圆形，
晶状体透明，双眼视盘色可，颞侧略淡，黄斑区未见明显异常，

血管走形正常，OCT 提示双眼乳斑束变薄，VEP 提示双眼未见
明显波形。眼眶及头颅 MRI 提示：双侧视神经迂曲，颅内鞍区
及鞍上不规则占位性病变，双侧脑室扩张，脑积水伴室旁水肿。

结果 神经科会诊考虑为“鞍区肿瘤，视路胶质瘤？，梗阻性脑
积水”，于神经外科行肿瘤大部切除术，术后病理明确诊断为
视路毛细胞星形胶质瘤。患儿术后放疗科进一步放射治疗。
结论通过这一病例，提示眼科医生，患者出现双眼视盘病变，
应注意鉴别视神经炎、缺血性视神经病变、颅内病变等，要重
视头颅检查及全身病检查，追问既往病史等，借助影像学检查，
对于鞍区占位注意鉴别垂体瘤、血管瘤、脑膜瘤、前交通动脉
瘤等。尽早发现问题，明确诊治，避免贻误病情。

关键字 实盘病变 鞍区占位 视路胶质瘤

目的  探讨苯扎托品促进髓鞘再生对于 SD 大鼠非动脉炎性前部
缺血性视神经病变（rNAION）模型视网膜神经节细胞（RGCs）
死亡及视神经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 应用孟加拉玫瑰红联合
激光光动力方法建立大鼠 rNAION 模型。将大鼠随机分为苯扎
托品治疗组及 PBS 对照组。干预方案为苯扎托品每日 10mg/
kg，连续腹腔注射 3 周。借助经上丘荧光金逆行标记及荧光
显微镜照相、视神经透射电镜检查，观察 4 周时 rNAION 大鼠
RGCs 死亡及视神经髓鞘、轴突损伤情况。结果 造模 4 周后，
PBS 组（n=8）大鼠 RGCs 密度为 308±194/mm2，存活率
为 13.7%。苯扎托品组（n=9）大鼠 RGCs 密度 1173±868/

mm2，较 PBS 组 RGCs 密度高（F=7.552，p=0.015），存
活率为 47.6%。PBS 腹腔注射组大鼠视神经切片可见髓鞘解体，
轴突消失，“洋葱样小体”及胶质增生；而苯扎托品治疗组轴
突和髓鞘结构破坏程度较 PBS 组明显减轻。结论 本研究初步探
索了苯扎托品对 rNAION 模型大鼠的视神经保护保护作用。苯
扎托品对于 NAION 具有潜在的治疗价值。
 
关键字 【关键词】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视神经；
髓鞘再生；神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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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视神经胶质瘤治疗的困惑

Neuroprotective effect of etomidate on injured retinal 
ganglion cells after optic nerve transection in adult rats

程勉征 , 熊士波 , 王军
湖北省武汉市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Siwei You,Xuan Zhao,Dan Hu,Yusheng Wang
Xijing Hospital， The Air Fourth Medical University

目的：探讨儿童视神经胶质瘤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对儿童视神
经胶质瘤手术治疗。以及幼儿视神经胶质瘤在心里干预下非麻
醉状态定位的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对治疗方案的适应症选择。
治疗优缺点。以及并发症。进行讨论。

方法：视神经胶质瘤是发生于视神经内胶质细胞的良性肿瘤。
又名儿童纤维星形胶质细胞瘤。视神经胶质瘤只占眶内肿瘤的
1%~6%，临床视神经胶质瘤治疗意见比较混乱，临床治疗根据
超声和 CT 肯定诊断，MRI 确定病变范围，一般推荐以下治疗
方案：①保留着有用的视力，眼球突出不明显，MRI（强化 T1
和脂肪抑制）发现肿瘤组织距视神经管较远，观察。②视力少
于指数，眼球突出明显，影响外观，瘤组织限于眶内或观察过
程肿瘤进展，外侧开眶，手术切除，切除断端仍有瘤细胞者钴
Co60 侧野照射 40Gy 或 γ 刀治疗。③ MRI 显示肿瘤已侵犯视

神经管，颅内视神经或（和）患侧视交叉，经颅开眶，切除视
交叉至眼球后极部的视神经和肿瘤，视交叉端有瘤细胞者，放
射治疗 40Gy 和 γ 马刀治疗。④广泛的视交叉部位侵犯或双侧
视神经胶质瘤，放射治疗。尽管治疗原则这么明确，但在实际
临床工作中仍感困惑。通过对 2 两例典型病例的讨论，对一例
合并一型神经纤维瘤病的患儿采取了手术切除。而对一例 3 岁
侵犯颅内的患者，在病理证实的情况下，采用心里干预下非麻
醉状态的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均取得满意疗效。

结果：两例患者中，年量较大的患儿，因病变局限在眶内，合
并一型神经纤维瘤病，采用外侧开眶视神经肿瘤切除术，术后
保留眼球，及良好外观。另一例 3 岁患者，因病变通过视神经
管侵犯颅内。所以经外侧开眶取病变组织进行病检。病理证实
为视神经胶质瘤。因患儿年龄小。不能主动配合立体放射治疗。

Object This investigation was undertaken to determine 
whether, by eliciting an anti-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 
etomidate (ET) promotes the survival of retinal ganglion 
cells (RGCs) after optic nerve (ON) transection in adult 
rats.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ON of adult male rats 
was transected 1 mm behind the left eyeball and ET (4 
mg/kg) or normal saline (2 mL/kg) was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once per day until the rats were executed. The 
RGC survival at 7th post-operative day was determined 
by counting RGCs that had been retrogradely labeled 
with Fluorogold and the levels of nitric oxide (NO), 

malonaldehyde (MDA) and glutathione (GSH) in the retina 
were measured at 6 h, 12 h, 24 h and 7 days after surgery. 
Results ET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RGC survival on the 
7th day. ET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levels of NO and 
MDA in the retina and promoted the level of GSH at 12 h 
after ON injury. Conclusion Thus, ET can protect RGCs 
after ON transection in adult rats through activating an anti-
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 
  
Keywords etomidate; retinal ganglion cells; optic nerve 
transection; anti-oxidative stress; nitric oxide; 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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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内所有的医院放疗中心无法对患儿麻醉实施立体定向放射
治疗。我们采用在心里干预下非麻醉状态的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取得较好效果。

结论：儿童视神经胶质瘤的治疗应根据不同病情采取个体化治

疗方案。才能取得更好的疗效。

关键字 儿童 视神经胶质瘤 手术治疗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心理干
预

光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比较不同病程非动脉前部缺血性视神经
病变视盘结构及血流密度

汪宇涵 , 马瑾 , 钟勇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比较不同时期非动脉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患者的视盘
参数，并采用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评估视盘周围血流变
化。

方法：纳入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9 月就诊于协和医院眼科
的 NAION 患者及同期的健康志愿者，其中急性期（病程 ≤3 个月）
的患者 17 人，慢性期（病程＞ 3 个月）的患者 17 人，对照组
15 人。所有受试者行最佳矫正视力、非接触性眼压、裂隙灯联
合前置镜检查、眼轴测量、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厚度、视网膜神
经节细胞复合体厚度、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NAION 患
者行视野检查。统计分析不同病程 NAION 患者及正常人之间的
视盘血流密度及其他测量值的差异及相关性。

结果：NAION 急性期及慢性期各象限血流密度与对侧眼及对照

组相比均有显著减少（P<0.05）。急性期对侧眼及慢性期患眼
的视盘颞侧平均血流密度均显著高于鼻侧（P<0.05）。NAION
急性期患眼 50% 可见毛细血管曲折及相对位置的片状血流密
度降低、视野缺损。NAION 整体血流密度及盘周血流密度均与
LogMAR 视力、MD、杯盘面积比、垂直径比、水平径比、FLV
和 GLV 呈负相关（P<0.05），与平均 GCC 厚度、RNFL 厚度
呈正相关（P<0.001）。慢性期患眼的 RNFL 厚度较急性期变
薄（P<0.01），GCC 厚度较急性期及对照组显著变薄（P<0.05）。

结论：NAION 急性期和慢性期的视盘周围血流密度均有显著的
减少，并且与 RNFL 和 GCC 厚度变化相关。

关键字 视神经病变，缺血性；局部血流；体层摄影术，光学相
干

正常眼压性青光眼合并垂体瘤一例
孙传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目的：报告一例正常眼压性青光眼合并垂体瘤患者的临床和影
像学表现。
方法：病例报道
结果：患者 , 男 ,53 岁 , 因“双眼视物遮挡感 10 月，左眼视物
不见 1 月”就诊。10 月前因“双眼视物遮挡感伴左眼视物模糊”

就诊，诊断为“正常眼压性青光眼”，予降眼压及营养神经治疗，
但左眼视力仍进行性下降至视物不见。双双眼高度近视 30 余年，
约 -8.0D。眼科检查：VOD -8.0DS= 0.9 ，VOS CF/ 眼前 ( 矫
正无助 ) ，双眼角膜透明前房深，右眼瞳孔 3mm，右眼直接对
光反射敏，晶体轻度混浊，眼底呈豹纹状改变，视盘颞侧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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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相关性视神经病变

双眼甲醇中毒性眼病一例

当眼科医生遇见单眼瞳孔散大

孙传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何璐 , 陈长征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耿燕 1, 孙清秀 2

1. 青岛新视界眼科医院   2. 青岛市中心医院眼科

目的：报告结核病相关性视神经病变。
方法：共纳入合并视神经病变的结核病患者 10 例，其中结核相
关性视神经炎患者 4 例，乙胺丁醇中毒性视神经病变 6 例。
结果：结核相关性视神经炎和乙胺丁醇中毒性视神经病变的临
床表现不同，结核相关性视神经炎表现单眼或双眼力急剧下降，
眼底表现为视盘充血水肿或正常（球后视神经炎），视野表现
为巨大的中心暗点、盲中心暗点或弥漫性光敏感度降低，FFA
表现为视盘弥漫性荧光素渗漏或正常。乙胺丁醇中毒性视神经

病变表现为双眼缓慢视力下降，眼底表现为视盘正常（球后视
神经炎）或轻度充血水肿，视野表现为中心暗点或盲中心暗点，
FFA 表现为视盘无荧光素渗漏。预后：结核相关性视神经炎视
力预后较好，乙胺丁醇中毒性视神经病变视力预后因患者而异，
部分患者视力恢复良好，部分患者视力恢复差。
结论：对于结核病患者合并的视神经病变，应该注意区分结核
相关性视神经炎和乙胺丁醇中毒性视神经病变，两者临床表现
和预后不同。

患者男，59 岁。因“突发双眼视力下降 5 天”来我院就诊。患
者于半月前开始先后误服工业酒精 4-5 两，服用后一天出现双
眼视力下降，于当地医院给与解毒处理，全身情况好转，但遗
留双眼视力丧失。既往无特殊。眼科专科体检：Vou NLP，双
眼瞳孔散大 6mm，对光反射迟钝；双眼球运动可，结膜无充血，

角膜透明，房水清，深度可，晶体透明；眼底可见视盘边界欠清，
上下方神经纤维肿胀，黄斑区反光消失，呈橘红色。眼科检查：
F-VEP 未引出波形，ERG 明、暗视反应振幅稍降低。盘周神经
纤维肿胀增厚，黄斑区 OCT 提示嵌合体带消失。该患者符合甲
醇中毒性眼病的诊断。

患者男，59 岁。因“突发双眼视力下降 5 天”来我院就诊。患
者于半月前开始先后误服工业酒精 4-5 两，服用后一天出现双
眼视力下降，于当地医院给与解毒处理，全身情况好转，但遗

留双眼视力丧失。既往无特殊。眼科专科体检：Vou NLP，双
眼瞳孔散大 6mm，对光反射迟钝；双眼球运动可，结膜无充血，
角膜透明，房水清，深度可，晶体透明；眼底可见视盘边界欠清，

C/D 约 0.95；左眼瞳孔散大，RAPD+，晶体轻度混浊伏，眼
底呈豹纹状改变，视盘颞侧苍白，C/D 约 0.95 。IOP: OD10.5 
mmHg，OS  11.3mmHg。视野：OD 鼻侧偏盲，OS 全盲。 
颅脑 MRI ：垂体瘤。转神经外科手术治疗，术后病理显示为垂

体腺瘤。术后双眼视野缺损明显缩小。
 
结论：正常眼压性青光眼患者经积极降眼压治疗后视力和视野
损害继续加重者，应行颅脑 MRI 检查以排除鞍区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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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方神经纤维肿胀，黄斑区反光消失，呈橘红色。眼科检查：
F-VEP 未引出波形，ERG 明、暗视反应振幅稍降低。盘周神经

纤维肿胀增厚，黄斑区 OCT 提示嵌合体带消失。该患者符合甲
醇中毒性眼病的诊断。

颈内动脉夹层致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一例及其视觉电生理变化特点
陈梅珠 , 郑祥榕 , 王云鹏 , 严伟明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 医院

目的：缺血性视神经病变（ION）是供应视神经前部或后部的动
脉血管缺血病变导致的疾病 [1]，而由颈内动脉夹层导致的 ION
较罕见 [2]，且治疗前后的视觉电生理变化情况也少见报道。我
们报道一例因颈内动脉夹层引起的 ION 导致单侧眼视力下降的
病例，并观察治疗前后视觉电生理变化特点，以期提高颈动脉
病变导致 ION 的诊断意识。
 
方法：病例讨论与文献回顾。
 
结果：一名 44 岁女性患者，主诉右眼视力下降、视野缺损 1 周
就诊。眼科检查其最佳矫正视力为右眼为 0.05，左眼 1.0；右
眼瞳孔对光无反应，且 RAPD(+)；视野提示右眼下方视野象限
性缺损与连接生理盲点相连；ERG 未见明显异常；图形视觉诱
发电位（PVEP）提示右眼未引出有效波形；1.0 Hz 闪光视觉

诱发电位（FVEP）提示 P2 波幅值降低；12 Hz FVEP 提示右
眼波幅值降低；颈椎三维重建及 CT 血管增强造影显示右侧颈动
脉狭窄，且右侧大脑中动脉远端节段闭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DSA）及颈动脉支架扩张确认颈动脉狭窄原因为动脉夹层。
术后半年复查最佳矫正视力为右眼为 0.6；PEVP 见右眼可引出
一定波形，P100 波较左眼峰值延迟、幅值降低。
 
结论：颈动脉内动脉夹层可能导致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引起视
功能下降，且可能早于其它神经系统症状。在诊断 ION 时应该
怀疑是否有颈动脉夹层问题存在，以尽早解除病因，避免后续
并发症 [3, 4]。
 
关键字 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 颈动脉内动脉夹层 ; 视觉诱发电位 ;
病例讨论。

Abducens Nerve Palsy as the Sole Initial Sign of a large 
Intracavernous Carotid Artery Aneurysm: a case report
Xuejiao Wang,Jin Ma,Yong Zhong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Intracavernous carotid artery aneurysms(ICCAA) represent 
approximately 3-5% of intracranial aneurysms and 15% 
of ICA aneurysms. ICCAAs increase gradually or rapidly 
and cause compressive neuropathy, mostly including more 
than one nerve. About 15.4% of patients with un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s (UIAs) present with cranial nerve 
deficits.3 As isolated abducens nerve palsy is rarely caused 
by aneurysm, ophthalmologists often ignore intracranial 
lesions when a patient presents with diplopia, headaches, 

and other symptoms. Here we report a rare case of 
abducens nerve palsy that was the sole initial sign of a 
large intracavernous carotid artery aneurysm. It is also the 
first case report of a abducens nerve palsy accompanied 
by homonymous quadrantanopia.

Keywords Intracavernous carotid aneurysm, isolated sixth 
nerve pal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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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神经炎合并瘤样炎性脱髓鞘病变的临床观察

夜间低血压引起的眼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一例

孙传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陈梅珠 , 马传勇 , 叶倩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 医院

目的：报告视神经炎合并瘤样炎性脱髓鞘病变的临床和影像学
特点；

方法：回顾性病例研究，所有患者均进行眼底、视野和颅脑
MRI 增强检查，并检测血 AQP-4 抗体和 MOG 抗体，以及血和
脑脊液寡克隆带。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视神经炎合并瘤样炎性脱髓鞘病变患者4例，
4 例患者中以视力下降就诊 3 例，其中 1 例合并头痛，另 1 例
以全身不适就诊，住院期间出现双眼视力下降。4 例患者中表现
为视乳头炎者 1 例，球后视神经炎 3 例，所有患者颅脑 MRI 示

球后段视神经与视交叉增粗伴强化，脑白质与灰质交界处见直
径 ≥2cm 的 T2 高信号病灶，伴形态不同的强化。4 例患者中血
AQP-4 抗体阳性 2 例，其中 1 例合并 SSA 和 SSB 抗体阳性，
血 MOG 抗体阳性 1 例，脑脊液寡克隆带阳性 1 例。所有患者
均接受激素冲击治疗，继之以口服激素逐渐减量。所有患者均
对激素治疗敏感，治疗后视力明显改善，颅内 T2 高信号病灶明
显消退。

结论：视神经炎合并瘤样炎性脱髓鞘病变的临床表现与脑胶质
瘤或淋巴瘤等中枢神经系统肿瘤非常相似，临床上应注意鉴别。
激素治疗反应佳是瘤样炎性脱髓鞘病变重要临床特征。

目的 : 病例报道夜间低血压引起的眼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一
例，提高血压问题在视神经病变诊断中的作用。

方法：回顾分析病例，进行相关文献回顾。

结果：患者女，54 岁，双眼视力下降半年，既往血压波动于
140-130/60-70mmHg。双眼视力最佳矫正视力 1.0，眼压正
常，右眼杯盘比 0.4，左眼杯盘比 0.7，中心凹反光不显。24
小时动态血压提示白天血压较高，而夜间偏低。视觉诱发电位：
右眼未见明显异常；左眼 P100 波峰潜伏期延迟，幅值下降。
眼视乳头偏颞上方神经纤维层厚度变薄，左眼视乳头偏颞侧神
经纤维层厚度变薄。诊断为双眼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调整

降压用药一周后，患者诉视物模糊较前好转，出院后三个月未
出现晨起视物模糊。

结论：夜间系统性低血压是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发生的因素之一。
正常人夜间均会发生血压相对下降，但可能会造成视盘血液循
环减少导致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发生。而降压药调整尤为重要，
降压药应用可加重夜间低血压的发生及程度，故建议白天服用
降压药物。
 
关键字 夜间低血压；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视觉诱发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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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患者临床特点分析：
单中心队列研究

孙明明 1,2, 周欢粉 1, 徐全刚 1, 魏世辉 1

1.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2.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分析中国女性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患者的
临床特点。方法：收集 2015 年 1 月 1 日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就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诊断为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
性视神经病变的女性患者 67 例，回顾性分析双眼发病时间、全
身疾病、既往史、用药史、视力、相对传入性瞳孔障碍（RAPD）、
眼底表现、视野、闪光视觉诱发电位（F-VEP）、闪光视网膜
电位（F-ERG）、视盘及黄斑光学相干断层（OCT）、眼眶核
磁共振（MRI）平扫 + 增强的特点。结果：（1）女性患者发

病率为 32.67 %（66：202），双眼发病比例 25.76%（17：
66），均低于男性，约占男性患者 1/2。（2）RAPD 阳性：
60.61%（40/66，双眼 RAPD 阳性 8/17；单眼：32/49）。（3）
发病初期视盘均有水肿，2 月内水肿消退，视盘呈苍白外观。结
论：女性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显著少于男性患者，
多与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全身疾
患相关。

他克莫司治疗炎性假瘤的疗效及安全性观察研究

如何利用 OCT 诊断和鉴别神经眼科疾病，青光眼和视网膜疾病

徐全刚 , 周欢粉 ,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王敏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目的：观察口服小剂量他克莫司胶囊对于不同类型炎性假瘤的
临床疗效及药物安全性。方法：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1 月期间就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的诊断为炎性假瘤
的患者 53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激素 + 他克莫司组）和观察组（激
素 + 其他免疫抑制剂组），随访时间 ≥6 个月，观察两组患者用
药期间的临床症状缓解情况，血常规及肝肾功，复发次数等指标，
评价他克莫司治疗炎性假瘤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结果：（1）他
克莫司药物治疗组 20 例，观察组 23 例，平均年龄（43.5±17.1）
岁（12-81 岁），两组患者在人口学无统计学差异。（2）其中

累及双眼 16 例，单眼 37 例。颅眶交通型炎性假瘤 3 例。（3）
随访时间（6-42）月。1 例患者使用利妥昔单抗，复发 2 次，
合并感染卡氏肺囊虫肺炎。1 例患者症状持续不缓解，病理诊断
腺样囊性癌。（4）随访期间，他克莫司治疗组血常规、肝肾功
能指标检查均未见异常。年复发率为 0。观察组年复发率 0.3。
结论：口服小剂量他克莫司预防炎性假瘤复发，临床安全有效。
由于观察时间尚短，且为单中心研究，仍需大样本随机对照试
验进行验证。

本发言通过详细讲解视盘 OCT 和视网膜 OCT 的扫描原理，视
盘 OCT 扫描解读和视盘周围神经纤维层的对应关系，视网膜

OCT 的解读，特别是黄斑区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 OCT 分层及
解读以及在神经眼科和青光眼疾病的诊断意义，配合丰富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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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的结局 ⸺�1 例双眼视乳头水肿伴鼻上方视野缺损

抗 VEGF 药物对机械性眼外伤进展作用及其机制的实验研究

于金国 , 颜华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韩寒 , 赵潇 , 颜华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患 者， 女，14 岁， 双 眼 视 物 模 糊 伴 眼 痛、 头 痛 4 月 于
2019.3.21 入院。
现病史：患者于 4 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视物模糊，伴阵发性眼痛、
头痛，不伴有视物变形，无复视。1 个月前就诊于当地医院，诊
断为双眼视乳头水肿，建议综合医院就诊。患者既往体健，否
认糖尿病、心脏病、肾病、传染病，否认家族遗传性病史。
体格检查：体温 36.3℃，脉搏 78 次 / 分，呼吸 17 次 / 分，血
压 132/77mmHg
入院检查视力：双眼矫正视力 1.0。双眼结膜无充血，角膜透
明，前房深度正常，房闪（-），瞳孔圆，直径 3mm，光反应
存在，晶状体透明。眼底：双眼视盘边界不清，隆起，血管走

形可，视网膜无出血、渗出，黄斑中心凹光反射未见。眼压：
OD 21mmHg，15 mmHg。
双眼 B 超 (2019.3.16)：双眼玻璃体浑浊，双眼视乳头水肿。
双眼 OCT 检查（2019.3.16）：双眼视乳头水肿增厚，高度隆起，
神经上皮层光反射增强，遮挡后方组织，生理凹陷消失。
双眼视野检查（2019.3.16）：右眼鼻上象限视野缺损，左眼鼻
上象限视野缺损。
考虑入院诊断是什么？患者眼痛、头痛的原因是什么？下一步
应该怎样进行检查？应该给予怎样的治疗？

关键字 视乳头水肿，视野缺损，头痛

目的：本研究通过机械性眼外伤后玻璃体腔注射抗 VEGF 药物，
评价药物对玻璃体腔 VEGF、PDGF、TGF-β、PAI-1 的抑制作
用及其变化规律，探讨其相关机制。

方法：取健康比利时兔随机分组，分为正常组、开放性眼外伤
组、闭合性眼外伤组、开放性眼外伤雷珠单抗注射组、开放性
眼外伤康柏西普注射组、闭合眼外伤雷珠单抗注射和闭合性眼
外伤康柏西普注射组，每组 5 只。开放性眼外伤模型制作方法
为用无菌 15 度穿刺刀于兔右眼颞上方角膜缘后 6.0 mm 刺入眼
球内部，并沿该穿刺口平行角膜缘用眼科剪延长球壁切口至 5.0 
mm，0.5h 后按照无菌原则缝合伤口，缝合后抗生素滴眼。闭
合性眼外伤模型制作方法为应用液压打击仪，设置打击锤角度

为 65°，正面击打于兔右眼角膜中心 1 次，伤后抗生素滴眼。
外伤组分别在外伤后 7d、10d、14d 抽取玻璃体 0.1mL。外伤
后药物注射组在外伤后 0.5h、3d 或 7d 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
0.25mg 或康柏西普 0.25mg，注药后 7d 抽取玻璃体 0.1mL。
ELISA 检测各组玻璃体内 VEGF、PDGF、TGF-β、PAI-1 因子
浓度。造模完成 28d 后取眼球固定切片，观察视网膜各层组织
病理变化。

结果：两种眼外伤后玻璃体内 VEGF、PDGF、TGF-β、PAI-1
均比空白对照组升高，且外伤 28d 后视网膜变薄，病理学观察
可见纤维组织增生。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 0.25mg 或康柏西
普 0.25mg 后，玻璃体内 VEGF、PDGF、TGF-β、PAI-1 比外

帮助神经眼科医生更好的了解和使用 OCT 在诊断和评估神经眼
科疾病，青光眼和视网膜疾病的价值，并提高神经眼科医生利
用 OCT 鉴别神经眼科疾病，青光眼和视网膜疾病的能力，把

OCT 技术更好地应用在神经眼科。

关键字 OCT, 神经眼科，青光眼，视网膜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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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组明显降低，视网膜厚度增加，纤维组织减少，且注射时间
越早效果越明显。（P<0.05）
结论：眼外伤后注射抗 VEGF 药物可有效降低 VEGF、PDGF、
PAI-1 浓度，但是不能降低 TGF-β 浓度；较早注射抗 VEGF
药物对降低眼内因子浓度较好；其机制可能是 VEGF 通过与

PDGFR 结合直接降低 VEGF 和 PDGF 浓度 和间接影响眼内
PAI-1 和 TGF-β 浓度。
 
关键字 VEGF，PDGF，GFAP， 眼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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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治疗大样本 Leber’s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病人的临床观察

前交通动脉瘤夹闭术后左侧视神经萎缩 1 例

李斌 1,2,3, 元佳佳 1, 张勇 2, 肖溯 3, 徐尚志 3, 仇建萍 3, 章剑 4, 刘红丽 1, 田朕 2, 王丹 1, 杜洋洋 1, 陈金鹏 4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 郧阳医学院附属十堰太和医院   3. 武汉纽福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武汉大学附属鄂州市中心医院眼科

雷涛 , 王润生
西安市第四医院

目的：研究基因治疗 Leber’s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方法：临床招募 Leber’s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11778
位点突变的患者 159 例，根据病程进行分组。通过玻璃体腔
注射 rAAV2-ND4，并完成术前及术后第 1，3，6 个月随访观
察。观察的指标为全身系统检查和眼部检查。眼部检查包括眼
压、最佳矫正视力、视野、眼前节及眼底照相、视神经纤维层
厚度、VEP；全身系统检查包括肝肾功能、血尿常规、免疫系
统、淋巴细胞亚群，胸片，心电图。现将目前的临床试验结果
进行报道。结果：基因治疗 159 例患者，完成术后 6 个月随访
的病人共 115 例。眼部检查未出现葡萄膜炎、玻璃体炎、角膜
炎、晶体损伤等严重并发症。完成 6 个月随访的病人中视力提
高 0.3logMAR 及以上的病人有 62.6%，且发病 24 个月以内和
24 个月以上的病人视功能均有改善。而且不止发病时间短的病

人视力显著提高，发病 60 个月及以上的病人视力也有显著提高。
其中目前恢复最好的一位患者注射眼视力从 0.2 提高到 1.0，未
注射眼从 0.25 提高到 0.6。除此之外还有 6 例患者最佳矫正视
力已经达到 0.8。其余病人视力和视野呈现不同程度的提高，视
功能提高的病人均自我感觉视力或视野改善。5 月 12 日治疗的
阿根廷 7 例患者治疗后 7 个月，无一例发生并发症，且 7 例患
者视力显著提高，视野也相应改善。12.6 日完成治疗的 3 例阿
根廷患者未见任何并发症，且视力视野也均有明显提高。结论：
验证了基因治疗 Leber’s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是安全和有效的。
 
关键字 基因治疗；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大样本临床试验；
有效性；安全性；

患者女性，60 岁，主因“左眼突然视力减退 2 月”于 2018 年
10 月就诊本院，2018 年 8 月患者因头痛就诊，诊断为前交通
动脉瘤，行开颅动脉瘤夹闭术，术后麻醉苏醒后发现左眼视力
减退。专科检查：视力：最佳矫正视力：右眼 0.8，左眼 0.2；
眼压：右眼 12mmHg，左眼 13mmHg。结膜无充血，角膜透明，
KP（-），前房深，房闪（-），细胞（-），余前节及眼底正常。

瞳孔圆，直径 3mm，光反射灵敏，晶状体透明，眼底：右眼视
盘边界清楚，色红，视网膜平伏，黄斑中心反光存在，左眼视
盘边界清楚，色白，视网膜平伏。眼底 FFA 除外视网膜中央动
脉阻塞
 
关键字 前交通动脉瘤夹闭、视神经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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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双眼视乳头水肿的诊疗思考

以视力障碍为表现的颅内动静脉畸形 2 例眼底特征分析

伴白细胞增多的双眼视神经炎 1 例

王敏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何路 , 张茂菊 , 李家璋 , 李拓
恩施州中心医院

孙摇遥 , 齐慧君 , 石璇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患者，女性，以“双眼视物模糊，偶伴有头晕 6 月”主诉入院，
外院曾诊断为“双眼视神经炎”，经治疗后无好转，再次住院
治疗，经眼科相关检查后，仍不能确诊，经神经内科会诊后行
相关检查后，最终确定为“颅内静脉窦血栓”，经介入治疗后，

明显好转。

关键字 双眼视乳头水肿，颅内静脉窦血栓

目的 分析讨论以视力障碍为表现的颅内动静脉畸形患者的眼底
特征表现。方法 总结 2 例以视力障碍就诊眼科，后经检查证实
为颅内动静脉畸形的患者的病历资料及诊治过程，分析颅内动
静脉畸形 (AVM) 对其眼部血管、眼底血液循环造成的影响以及
对视神经、视网膜的影响。结果 AVM 临床表现主要为颅内出血、
抽搐、头痛及运动、感觉、语言功能障碍等，很少因视力障碍
就诊眼科，本文两例患者具有以下特点：1、此 2 例患者视网膜
血管未见明显异常改变，不属于 Wyburn-Mason 综合征。2、
根据 2 例病人的影像学检查结果，颅内的动静脉畸形虽然都对

供应眼部相关脑血管造成影响，导致了明显血管形态的改变（如：
例一眼动脉未见显影；例二中穿过海绵窦的颈内动脉明显畸形
膨大），但从 FFA 来看未对眼底血液循环造成影响，从而未影
响眼球的血供。3、此 2 例患者的 AVM 均对视神经产生了影响，
导致视乳头的水肿、萎缩等改变。结论 以视力障碍为表现的颅
内动静脉畸形患者的眼底表现有一定的规律，但有些病理机制
仍然不清楚。
   
 关键字 视力障碍；颅内动静脉畸形；眼底特征

患者 16 岁女性，主因双眼视力下降 10 天伴眼球转动痛收入院。
患者既往体健。查体右眼 0.1，左眼眼前手动。患者右眼瞳孔
5mm，直接、间接对光反射迟钝，RAPD（+），左眼瞳孔直
径 6mm，直接、间接对光反射消失，RAPD（-）。余前节（-）。
查体可见双眼视盘水肿。视野右眼仅留中心视岛，左眼全黑。
VEP 双眼 P100 潜伏期延长，振幅下降。眼底荧光血管造影提
示双眼视盘晚期高荧光。患者入院后多次查血常规均出现白细
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增高。血清免疫指标仅有 IgG 及抗链“O”
轻度升高。神经系统查体脑脊液测压、常规及生化均正常。脑
组织 MRI 未见异常 , 脊髓 MRI 未见异常。鉴于患者白细胞持续
增高，入院后完善血液疾病及感染性疾病相关检查，包括血液病：

血清蛋白电泳：γ 球蛋白、外周血涂片及白血病基因分型均为阴
性。病毒感染：包括 EB 病毒、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单疱病
毒及细小病毒 B19 IgM 均阴性。在完善上述检查后，患者视神
经谱系抗体结果回报：血清 AQP4（-），MOG（+），MBP
（-），脑脊液上述抗体均为阴性。本患者最终诊断为 NMO-
ON，推测白细胞增高与发病前驱上感相关。治疗：予以患者甲
强龙 1g Qd 激素冲击治疗 3 天后视力升高至双眼 0.6，后按泼
尼松龙 1mg/kg 口服递减，患者 3 个月后随访后视力至双眼 1.0
并维持稳定。

本患者虽然最终诊断为 NMO-ON，但在视神经谱系抗体结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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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时回报，而白细胞增多的情况，仍需要密切关注全身情况，
需排除多种感染及血液系统疾病，以进行更好的鉴别诊断并指
导治疗。同时本病例为 MOG 抗体阳性的 NMO-ON，证实其对

激素治疗敏感而有效。

关键字 NMO-ON，白细胞增多，血液系统疾病，感染

Optic neuritis with neurosyphilis: Characteristic phenotype in 
Chinese population
Shanshan Cao,Huanfen Zhou,Shihui Wei
Chinese People Library Army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urosyphilis with 
optic neuritis (ON) in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Clinical data were reviewed for neurosyphilis 
with ON in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eneral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2 to March 2018.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TPPA in cerebrospinal fluid(CSF) of 20 cases 
(27 eyes) ON with neurosyphilis were compared.

Results 20 neurosyphilis with ON patients (15 males/ 5 
females, 34 involved eyes) were collected. Treponema 
pallidum particle agglutination assay (TPPA) analysis was 
positive in all of the patients and rapid plasma regain 
(RPR) test was positive in 18 patients (2 patients did not 
test). Lumbar puncture was requested and performed 
for all patients.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TPPA analysis 
was positive in 20 patients and RPR test was positive 
in 15 patients. Fourteen patients presented as bilateral 
simultaneous ON. A total of 82.4% (28/34) of involved 
eyes exhibited severe visual impairment (<0.1) at onset. 

Visual evoked potential (VEP) were performed in 34 eyes 
(flash VEP in 28 eyes, pattern VEP in 6 eyes), and all were 
abnormal. Fundus fluorescence angiography was done in 
20 eyes and choroidal hyper-fluorescent dots were found 
in posterior pole in 6 eyes.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antibiotic medicines. During 15 months follow―up after 
discharge, visual acuity of 18 eyes recovered to 0.5 and 
above.
 
Conclusion Syphilitic optic neuritis is an condition that 
manifests with severe visual loss and tends to involve both 
eyes. The manifestations of ocular syphilis are complicated 
and easy to misdiagnose or undiagnosed, so the physician 
must bear syphilis in mind as a potential causation in order 
to avoid delays in the diagnosis, since early well-tailored 
treatment can prevent permanent loss of sight.
 
Keywords Optic neuritis ; neurosyphilis ;Chinese population

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危险因素分析
陈悦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全身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收集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患者 30
例为实验组，健康体检者 30 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的危险因素。

结果  两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管疾病、冠心病、
颈动脉粥样斑块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关于同
型半胱氨酸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而眼动脉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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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患眼视盘周围及黄斑区视网膜
血流参数分析
邹文军 , 武志峰 , 张洁 , 孟小妹 , 陆水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观察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NAION）患眼
视盘周围及黄斑区视网膜血流相关参数的变化特征。方法：回
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选择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6 月在南京
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确诊的萎缩型 NAION 患者（发病时
间 >3 个月）18 例（18 眼）。另选取眼部检查正常的门诊健康
体检者 20 例（20 眼）作为正常对照组。使用 AngioVue OCT
血管成像系统对所有受检者进行视盘及其血流成像、黄斑区血
流成像及黄斑 GCC 扫描，测量 pRNFL 厚度、GCC 厚度和整
个平面视网膜血流密度（wiVD），包括视盘周围放射状毛细血
管（RPC）、 视 乳 头 旁 的 RPC 血 流 密 度（ppVD）、 浅 层 毛
细血管丛 (SCP)、深层毛细血管丛（DCP）及黄斑中心凹旁血
流密度（pfVD）。组间数据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及独立样本 t 检
验，Logistic 回归及线性回归分析各血流参数对 NAION 发病、
GCC 等的影响，Pearson 相关分析上下部分 ppVD 与 pRNFL
的相关性。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NAION 组 pRNFL 厚度、

RPC wiVD、ppVD 明 显 较 低 (t=-6.567、-6.958、-6.668，
P<0.001)，SCP wiVD、DCP wiVD 及 GCC 厚 度 亦 明 显 较
低 (t=-6.226、-2.760、-6.340，P<0.001)。Logistic 回 归
分析显示 NAION 发病与 ppVD 相关（b=0.502，P=0.045，
OR=1.653）。 线 性 回 归 分 析 显 示 NAION 患 者 的 LogMAR 
BCVA 与 SCP wiVD 相 关 (b=-0.726,P=0.003)，pRNFL 厚
度 与 ppVD 相 关 (b=0.883，P=0.001)。 结 论： 病 程 >3 个 月
的 NAION 患眼视盘周围及黄斑区大血管附近血流显著减少。
NAION 患眼 ppVD 越稀疏，NAION 发病可能性越大，pRNFL
相对越薄；SCP wiVD 越稀疏，NAION 患眼的视力相对越差。
 
关键字 视神经病变，缺血性；局部血流；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眼眶炎性假瘤所致眶尖综合征一例
吴秋艳 , 郑红梅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病例报道一例眼眶炎性假瘤所致眶尖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和治疗预后。方法：本例病例报道一名 57 岁女性，因“左眼视
力下降 10 天，左眼上睑下垂 5 天”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至我
院就诊，患者患眼向各个方向运动受限，上睑下垂，调节麻痹，
瞳孔散大和视力丧失，通过各项检查检验定位眶尖炎症所致，
给予激素冲击治疗。结果：治疗后患者患眼上睑下垂消失，眼

球运动恢复正常，视力无提高。结论：眼眶炎性假瘤是眶尖综
合征的常见原因之一，常出现典型的第Ⅱ、Ⅲ、Ⅳ、Ⅵ和第Ⅴ
颅神经第一支损伤的表现，全身治疗激素效果较好，运动神经
较视神经更易恢复。
 
关键字 眶尖综合征，眼眶炎性假瘤

实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管疾病、冠心病、颈动
脉粥样斑块、眼动脉流速、同型半胱氨酸与非动脉炎性前部缺

血性视神经病变密切相关，均为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
病变的危险因素。
 
关键字 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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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1A1 基因突变成骨不全家系 1 例

双鼻侧视野偏盲的临床分析

冯丙岂 1, 樊宁 1, 何芬 1, 刘旭阳 2

1. 深圳市眼科医院   2.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阳铭 1, 樊宁 1, 冯丙岂 1, 刘旭阳 2

1. 深圳市眼科医院  2.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目的 分析成骨不全家系 1 例，探讨家系基因突变位点与临床特
征的关系。

方法 收集 1 个成骨不全家系的临床资料，采集成员外周血
2ml，提取基因组 DNA，采用二代测序技术对先证者进行检
测获取可疑基因位点，对检出的突变序列经 PCR 扩增后进行
Sanger 测序，在家系成员和正常个体中进行验证分析，确定致
病突变，分析突变位点与临床特征的关系。

结果 该家系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现已追踪至 3 代共 19 人，其
中患者 4 人。先证者，女性，
55 岁，“双眼视力逐渐下降半年”来我院就诊。既往反复非强
力骨折史；40 岁时牙齿逐渐脱落；否认父母近亲婚配史。体
格检查：身材矮小，身高约 135cm，体重 60kg，脊柱后凸，
听力轻度下降。眼科查体：Vod 0.1 矫正至 0.12，Vos 0.1 矫
正至 0.3，双眼眼压正常，巩膜淡蓝色，结膜无充血，前房轴

深 4CT，瞳孔圆直径 3mm，对光反射灵敏，晶状体混浊，后
极部视网膜平伏。辅助检查：角膜厚度：右眼 385μm，左眼
386μm；眼轴长度：右眼 22.57mm，左眼 22.65mm；X 线
检查：右侧肱骨外科颈、左侧挠骨小头骨折，双侧股骨、胫骨
远端骨折，右侧股骨粗隆间骨折，胸椎多发压缩性骨折至后凸
畸形。诊断：老年性白内障 ou；成骨不全症 I 型。测序结果显
示，家系患者中均检出 COL1A1 基因第 10 外显子区域杂合突
变（c.725G>T），使得 242 位氨基酸由甘氨酸（Gly）突变为
缬氨酸（Val），在家系内非患者及正常对照者中均未发现该突变。

结论 经检索人类胶原突变数据库，该突变为成骨不全已知致病
位点的新突变，丰富了成骨不全的基因突变谱。
 
关键字 成骨不全 COL1A1 分子遗传学

目的：双眼鼻侧偏盲，理论上是由于视交叉双外侧边缘来自双
眼颞侧视网膜的神经纤维受损、抑或双颞侧视网膜病变所致，
临床上常难以找到上述原因。本文通过 3 个病例分析，结合文
献复习，浅析双鼻侧偏盲的特点以及临床意义。
 
方法：整理了 3 个双鼻侧偏盲的典型病例，分析其临床特征，
视野表现，结合其他眼部辅助检查，借助神经影像学手段，明
确了病因和诊断。并查阅文献，对双鼻侧视野偏盲的病因进行
了总结分析。
 
结果：病例举例：女性，40 岁，因“双眼视物遮挡感 1 月”就

诊，眼部检查：Vou 0.8 矫正无助，压平眼压：Tod 32mmHg 
，Tos 25mmHg，前房深，瞳孔直径 3mm，对光反射灵敏，
眼底：视盘边界清，C/D 0.75od 0.5os；视野检查：双眼鼻侧
视野缺损；头颅 MRI：符合空蝶鞍表现。诊断：原发性开角型
青光眼 ou，空蝶鞍。空蝶鞍造成双鼻侧偏盲的可能机制有：①
视交叉被压向鞍内方向；②第三脑室前部部分疝入鞍内，引起
视神经位置和形态的变化（如扭曲）；③视交叉嵌塞在鞍背嵴上。
双鼻侧偏盲可表现为对称性损害，或不规则性缺损。
 
结论：双眼鼻侧偏盲尽管罕见但原因繁杂多样，应逐步有序地
排查病因。全面的眼科检查，排除双眼颞侧视网膜病变和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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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以皮肤瘙痒为首发症状的单眼视神经炎

浅谈遗传病

樊宁 1, 申晓丽 1, 阳铭 1, 刘旭阳 2

1. 深圳市眼科医院  2.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刘旭阳 1, 樊宁 2

1. 厦门大学厦门眼科中心  2. 深圳市眼科医院

【目的】探讨一例以皮肤瘙痒为首发症状、表现为单眼球后视
神经炎的 NMOSD 患者的临床特征。【方法】分析该例患者的
病史特征、临床表现、眼部检查和影像学、病原学检查资料，
探讨其明确诊断的过程。【结果】该患者为年轻女性，因左眼
视力下降 1 周就诊。患者自诉两月前被“虱子”叮咬后陆续出
现一系列症状：局部红色斑丘疹、瘙痒疼痛，乏力、嗜睡、左
眼上睑下垂、月经失调，一周前左眼视力突然下降，逐渐加重，
伴眼球转动痛，感觉到视野逐渐缩窄。查体：左侧颈背部皮肤
仍可见红斑痕迹，双侧睑裂等大，眼睑开闭自如；Vod 1.0，

Vos HM/ 眼前，矫正无助，光定位不准；双眼屈光间质清，左
侧瞳孔 RAPD（+），双眼视盘色红界清，视网膜无出血渗出；
双眼正位，运动无受限。初步诊断：左眼球后视神经炎。进一
步检查后确诊为 NMOSD，经及时规范治疗、预后良好。【结论】
对于特殊类型的球后视神经炎患者，通过仔细辨识临床表现特
征，选择合适的影像学和病原学检查方法，有助于我们寻找病因，
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关键字 皮肤瘙痒 视神经炎 

【目的】 通过分析几个遗传性眼病家系的遗传模式和临床表现
特征，探讨遗传性眼病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意义。【方法】 例举
了 MODY、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甲基丙二酸血症合并同型
半胱氨酸尿症和伴先天性眼球震颤的白化病家系等家系，分别
分析了其遗传方式和眼部临床表型特征，以及致病基因的突变
研究过程。【结果】 通过全面、可靠的系谱分析，确定以上家
系的遗传方式分别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线粒体遗传和伴性遗传。根据各家系遗传型和临床表型的特征，
选择合适的致病基因研究策略，最终确定突变基因，进一步分
析其病因和发病机制，为临床精准治疗提供科学依据。【结论】
应用遗传学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从分子水平认识疾病本质，
提高临床诊治水平，减少遗传性眼病的危害性。
 
关键字 遗传病 家系 基因研究

经疾病非常重要，同时也要考虑到颅内病变所致或合并颅内病
变可能，因此建议常规行颅脑 MRI 检查。同时，不能因为没有
查到病因就归结于“先天性”改变，仅依靠阴性检查结果得出

结论容易掩盖真正的病因，长期随访跟踪非常必要。
 
关键字 偏盲 空蝶鞍综合征 视网膜疾病 视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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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底病所致双颞侧偏盲浅析

视盘发育异常的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特征

李丹丽 1, 申晓丽 1, 阳铭 1, 刘旭阳 2, 樊宁 1

1. 深圳市眼科医院   2.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张自峰 , 李曼红 , 王雨生 , 樊静 , 周毅 , 苟凯丽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分析眼底病所致双颞侧偏盲 4 例，分析其临床特点及可能
的病理机制

方法 收集 4 个双颞侧偏盲患者的临床资料，全面的眼科体查，
眼 底 照 相、Humphrey 视 野、OCT、 眼 底 自 发 荧 光、FFA、
ERG、VEP 等，再完善头颅 MRI 检查，排除颅内疾病引起的双
颞侧偏盲，分析其临床特点及可能的病理机制定位病变部位。

结果 病例 1 患者为年轻女性，右眼视力下降数月，瞳孔 RAPD
阴性，且无伴眼球转动痛，不符合球后视神经炎典型表现。双眼
眼底以对称性局部脉络膜视网膜萎缩为主要表现，结合 OCT、
FFA、ICG 及电生理检查提示病变部位主要位于光感受器及视网
膜色素上皮层，病例 2 患者主诉双眼视野遮挡，散瞳后双眼眼
底发现鼻侧周边视网膜病灶，骨细胞样色素沉着，病例 3 患者
双眼外侧视野遮挡半年，散瞳后双眼眼底发现周边视网膜病灶：

双眼视网膜鼻侧、鼻下方可见骨细胞样色素沉着，局部视网膜
血管变细，双眼病灶呈对称性分布，病例 4 主诉双眼闪光感 7
年余，偶有视物变形，就诊时发现双眼底视盘鼻侧视网膜血管
变细，视盘鼻侧视网膜颜色晦暗，视野较 7 年前双眼颞侧暗点
范围稍扩大，OCT 扫描视盘鼻侧病灶部位见视网膜和脉络膜结
构紊乱、RPE 层不连续，自发荧光及荧光造影示双眼视盘周围
对称性病灶，电生理检查示双眼视杆细胞功能受损，四个病例
视野均表现为双眼颞侧对称性的损害，均行头颅 MRI 排除颅内
病变而最终诊断分别是 1 例陈旧性视网膜脉络膜炎和 3 例象限
性视网膜色素变性。

结论 双颞侧偏盲不一定为视交叉受损，本文的四个病例均是由
双鼻侧视网膜病变所致
 
关键字 偏盲 脉络膜疾病 视网膜色素变性

目的：了解先天性视盘发育异常的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
特征。

方法：将 2018 年 5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
院眼科，通过广角数码儿童视网膜成像系统（RetCam）行全麻
下 FFA 检查的 8 例（12 只眼）视盘发育异常患儿的临床资料进
行总结分析。观察 FFA 下眼底特征性表现，以及周边部视网膜
血管化状况。

结果：8 例（12 只眼）患儿中，男 3 例，女 5 例，出生孕周
38.7（37~42）周，出生体重 2814.0±467.0g，接受 FFA 检
查时的年龄为 6 月 ~5.5 岁。8 例患儿中牵牛花综合征 4 例，视
盘周围葡萄肿 3 例，视神经发育不全 1 例。牵牛花综合征患儿
眼底表现为“牵牛花”样外观，FFA 下见视网膜血管狭窄呈放

射状走行，晚期视盘周围荧光素渗漏，3 例（75%）周边部有
明显的视网膜毛细血管无灌注区，部分血管末端吻合；视盘周
围葡萄肿的眼底表现为视盘向后深陷，FFA 显示视网膜血管走
行迂曲，2 例（66.7%）周边部视网膜毛细血管无灌注区明显；
视神经发育全的患儿的眼底表现为典型的双环征，FFA 下显示
视网膜血管走行良好，周边部见视网膜毛细血管无灌注区。

结论：全麻下 FFA 检查能够清晰显示各种先天性视盘发育异常
的典型特征，本组病例中约 75% 的视盘发育异常伴有周边视网
膜血管化不完全，FFA 下显示为视网膜毛细血管无灌注区。

关键字 视盘发育异常；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视网膜毛细血管
无灌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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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lation of ganglion cell layer thickness with visual 
field defect in non-functional pituitary adenoma with chiasm 
compression
Xia Zhang,Jin Ma,Zhong Yong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thickness of  ganglion cell layer (GCL) and visual field 
defect of non-functional pituitary adenoma with chiasm 
compression.

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40 (80 eyes) non-functional 
pituitary adenoma patients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Twenty patients (no visual field defect 
group, 40 eyes) of them were detected to be chiasm 
compressed with no visual field defect detected, and the 
other 20 patients (visual field defect group, 40 eyes) were 
the sex-and-age matched pituitary adenoma patients 
with bitemporal heminopsia. This study also included 20 
(control group, 40 eyes) sex-and-age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The RNFL thickness in 6 quadrants including 
nasal, temporal, nasal superior, temporal superior, nasal 
inferior and temporal inferior as well as the macular GCL 
thickness and GCIPL thickness in nasal superior, nasal 
inferior, temporal superior and temporal inferior quadrants 
were measured. The non-parametric test and one-way 
ANOVA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RNFL, GCL and GCIPL 
thicknes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Results  The thickness of para-papillary RNFL of temporal 
superior, temporal, nasal superior, nasal, nasal inferior 
quadrants and whole circumference was significantly 
thinner in the visual field defect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In the nasal quadrant, the para-papillary 

RNFL of the no visual field defec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thinner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GCL thickness in the visual field defect group and in 
the no visual field defect group was thinn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GCIPL thicknes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In the 
superior and inferior temporal quadrants, the GCL and 
GCIPL thicknes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all P>0.05). The GCL thickness in the 
nasal quadrant was thinner in the visual field defect group 
and the no visual field defect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1).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CL thickness was detected between the visual field 
defect group and the no visual field defect group (both 
P>0.05). The GCIPL thickness was thinner in the nasal 
quadrant in the visual field defect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Only in the inferior nasal quadrant, the GCIPL was 
significantly thinner in the no visual field defect gro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optic GCL may get thinner in pituitary 
nonfunctional adenoma with chiasm compression patients 
without the RNFL layer thinning and visual field defect.

Keywords Pituitary neoplasms; Adenoma; Hemianopsia; 
Retinal ganglion cells; Nerve fi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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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的星芒状视神经视网膜炎 1 例

反复动眼神经麻痹之秘：复发性痛性眼肌麻痹性神经病（RPON) 
3 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Steroids in the treatment of nonarteritic anterior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 a meta-analysis

肖庆 , 孙传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杨仕林 , 韩翔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Jun Chen1,Jie Zhu1,Yi Du2
1.Affiliated Nanping First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2.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目的：报道一例罕见的星芒状视神经视网膜炎病例。方法：病
例报告。结果： 16 岁女孩，因“右眼视野缺损伴头痛发热 2 周”
就诊，矫正视力右眼 0.8，左眼 1.0；右眼瞳孔 RAPD 弱阳性；
右眼眼底黄斑鼻侧星芒状渗出。右眼视野提示旁中心暗点；眼
底荧光造影提示右眼视乳头晚期强荧光，黄斑部无荧光异常。
实验室检查及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抗体：AQP4-Ab，MOG-Ab

阴性及眼眶 MRI 均无异常，血液中嗜肺军团菌抗体阳性。入院
后予以阿奇霉素抗感染 7 天，及甲强龙静滴 7 天；右眼视力好转。
结论：细菌感染后也可以引起星芒状视神经视网膜炎的眼部表
现，需要仔细的问诊及详细的辅助检查排除各种感染及颅神经
病变等，该病十分罕见，轻者激素敏感，预后较好。

目的 报道复发性痛性眼肌麻痹性神经病（Recurrent painful 
ophthalmoplegic neuropathy ，RPON) 3 例，以提高神经眼
科医生对该疾病的认识

方法 病例报道 3 例及文献复习。例一 10 岁男性，反复右侧动
眼神经麻痹（3 次）5 年，伴右头痛，每次予激素及丙种球蛋白
治疗后完全缓解，其高分辨头颅 MRI 显示右侧动眼神经出脑干
段结节样增粗并异常强化。例二 23 岁男性，反复左侧动眼神经
麻痹（10 次）6 年，伴左侧眼痛，每次未经治疗可自行缓解，
高分辨头颅 MRI 显示左侧动眼神经及右侧展神经脑池段增粗并
异常强化。例三 16 岁男性，有偏头痛病史 5 年，反复右侧动眼
神经麻痹（3 次）2 年，伴右侧额痛，每次未经治疗可自行缓解，
高分辨头颅 MRI 显示右侧动眼神经脑池段异常强化。

结果：三例患者均为男性儿童或青少年，反复出现可逆性的单
侧动眼神经麻痹，均伴有同侧头痛或眼痛，影像学可见临床所
对应的眼动神经（和其它眼动神经）的增粗和强化。其预后良好。

结论：复发性痛性眼肌麻痹性神经病，过去被错误的称为眼肌
麻痹性偏头痛，是一种主要影响儿童或青少年（男性较女性常见）
的表现为反复眼肌麻痹的痛性神经病，动眼神经最常受累，影
像学可见神经增粗及强化，该病预后良好。对该疾病的识别有
助于避免医生对患者进行过度的检查（如全脑 DSA）和治疗（如
长期免疫抑制）。

关键字 眼外肌麻痹；动眼神经麻痹；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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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置换治疗难治性视神经炎急性期患眼的视力预后
谭少英 1,2, 魏世辉 2

1.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科中心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观察血浆置换 (TPE) 治疗难治性视神经炎 (ON) 急性期患眼
的视力预后。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
经眼科诊治的难治性 ON 患者 44 例 75 只眼纳入研究。其中，
男性 11 例，女性 33 例 ; 平均年龄 (39.1±13.9) 岁。双眼发病
31 例。所有患眼存在严重视功能下降或糖皮质激素冲 击后视功
能无明显改善 ; 病程超过 2 周，视力恶化时间超过 10 d，2 周
后仍持续恶化。对所有患眼行 TPE 治疗。 记录患者治疗前及治
疗后 24 h 的 BCVA，并采用视功能评分标准对患眼 BCVA 进
行评分。同时观察 TPE 治疗的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治疗前后视
力评分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治疗前后视力评分的相关性采用
Linear-by- Linear 相关分析。

结 果 75 只 眼 治 疗 前 后 平 均 视 力 评 分 分 别 为 (5.56±1.69)、
(3.89±2.13) 分。治疗前后平 均视力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t=6.77，P<0.001)。75 只眼中，视力评分至少提高 1 分
48 只眼，即总 体视力提高率为 64.0%; 尤以初始视力为光感的
患者疗效显著，视力提高率为 82.4%; 初始视力为数指的患 者，
视力提高率 75.0%; 初始视力为无光感的患者，视力提高率为
67.7%。Linear-by-Linear 相关分析结果显 示，治疗前后视力
评分变化呈显著线性相关 (r=0.398，P=0.01)。TPE 治疗过程
中 5 例出现低钙反应、过敏反 应等轻度不良反应，给予相应纠
正后控制良好。

结论 TPE 治疗难治性 ON 急性期可提高患眼视力。

关键字 视神经炎 / 治疗 ; 血浆置换 ; 视力预后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eroids in treating NAION.
 
Methods
We conducted a literature search using three databases 
(PubMed, EMBASE, and Cohrane library) to identify 
potentially relevant records for this analysis, using the 
following search algorithm:  (steroid OR corticosteroid) AND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 The final search was carried 
out on April 4, 2019. The language was limited to English. 
The quality of nonrandomised studies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Newcastle-Ottawa Scale (NOS) in this meta-analyses. 
To analyze the quality of the RCTs, the Jadad scale was 
applied. Weighted mean difference (WMD) was determined 
for BCVA in the steroid group and nonsteroid group.
 
Results
A total of 1444 articles were initially identified. Finally, eight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analysis and summarized, 

including 720 eyes (392 NAION eyes and 328 eyes of 
normal controls). Heterogeneity among these studies was 
low (I2 = 0%). Because of the presence of heterogeneity, 
we conducted a fixed effects model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steroids on visual acuity in patients with NAION. The meta-
analysis clearly demonstrated that steroids in NAION did 
not improve the visual acuity significantly (WMD = -0.02 
[95% CI:-0.10 to 0.06], Z = 0.40, P = 0.69).
 
Conclusion
Steroids did not improve the visual acuity significantly in 
NAION. In view of their long list of side effects, attempts 
targeted at reversing ischemia by steroid should be 
unwarranted.

Keywords Steroids， nonarteritic anterior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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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危险因素研究

艾滋病合并梅毒性视神经网膜炎 1 例

张丽琼 , 刘美娇 , 石焕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丽琼 , 石焕琦 , 刘美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NAION 的主要发病机制认为是视盘的缺血导致的，是由于供应
视盘的 PCA 血液灌注不足或者无灌注引起 , 视神经的血液供应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凡能使 PCA 灌注压、血管阻力和眼压失
去平衡的因素均能导致前部视神经缺血。

方法：
分 组：(1)NAION 组： 收 集 2015 年 5 月 -2016 年 12 月 在 哈
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住院的被确诊为 NAION 的患者
39 例（40 眼）。(2) 对照组：随机选取同时期 40 例（40 眼）
住院的不伴 NAION 或其他视神经疾病的患者。资料的采集：一
般临床资料，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全身及一般情况，系统
的眼科查体结果，眼压、OCT、VEP、FFA、视野，血压、血糖、
血脂、抗心磷脂抗体、同型半胱氨酸，血流变，头 MRI，眼眶
MRI，颈动脉彩超。

结果：
1. 性别、吸烟、饮酒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
龄有统计学意义（P<0.05)。
2.NAION 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甘油三酯 , 颈动脉
彩 超、 头 MRI 检 出 率 分 别 为 58.97%，33.33%，25.64%，
25.64%，69.23%，51.28% 均高于对照组异常检出率，高血压，
糖尿病，高血脂，颈动脉彩超，头 MRI 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NAION 是一多因素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为
NAION 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NAION 的眼底检查、FFA、视野
检查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可以根据情况综合考虑之后做出诊断。
根据 NAION 的危险因素，可以为预防 NAION 发生和治疗，延
缓疾病进展，改善预后，提供一定的帮助。

目的 探讨艾滋病合并梅毒性视神经网膜炎的临床特点及治疗心
得。

方法  分析艾滋病合并梅毒性视神经炎一例患者的临床症状、体
征、检查和实验室资料及治疗效果。

结 果 右 眼 视 力 1.0， 左 眼 视 力 0.3 矫 正 不 提 高， 左 眼 瞳 孔
6mm,RAPD+, 左 眼 视 盘 水 肿， 界 限 不 清 , 黄 斑 光 反 射 -。
FFA：左眼视盘渗漏。OCT 未见异常。梅毒螺旋体可以促进
HIV- 1 基因在人类单核细胞的表达 , 同时增加协助 HIV 传播的
受体即单核细胞 β- 趋化因子受体 (CCR) - 5 的表达。在 HIV 感

染的患者中 , 梅毒的临床表现极不典型 , 硬下疳持续存在的时间
延长 , 甚至可以出现皮肤溃疡、肉芽肿样损害、视乳头炎等。给
予青霉素 800 万 u 每日一次静点，甲强龙 1000mg 每日一次
静点，3d, 左眼视力提高 0.6，激素减量。激素联合抗生素治疗
艾滋病合并梅毒性视神经炎有效。

结论  艾滋病合并梅毒引起视神经炎，应引起重视。
 
关键字  视神经网膜炎；艾滋病；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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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泡药酒甲醇超标导致中毒性视神经病变 2 例

MOG 抗体阳性相关慢性复发性炎性视神经病变的临床特征及预后
分析

石慧君 , 李亚 , 张铭连
河北省眼科医院

刘洪娟 , 周欢粉 , 徐全刚 ,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 观察服用自泡药酒导致中毒性视神经病变 2 例患者的临床
表现及诊治效果。

方法 回顾分析：患者桑某和于某被邀出席酒宴，席间桑某共饮
用了约 500ml 王某家自泡药酒（桑某诉自知含有枸杞子、鹿茸
等），于某共饮用了约 150ml 相同药酒。第 2 天下午两者均出
现频繁呃逆，头晕乏力。桑某除上述症状外，同时伴大小便失禁，
双眼视物模糊，憋胀疼痛；于某除上述症状外，兼伴全身皮肤
发紫，恶心呕吐；赴省综合医院就诊紧急为两者进行血液毒物
检测，结果显示桑某血液甲醇成分 96.7mg%，于某血液甲醇成
分 51.6mg%（参考值 <20mg%），胆碱酯酶活力 100%，均
未检测出其他毒物成分。送检药酒样本中检测到乙醇和甲醇，
浓度不明。早期甲醇中毒诊断明确后，均给予双眼罩遮盖避免
光线损害，血液透析以清除已吸收的甲醇，乙醇解毒，高压氧
治疗，激素冲击治疗，同时佐用鼠神经生长因子等营养神经和
维生素 B 族药物。治疗 1 个月后两者头晕乏力、呃逆、恶心呕
吐、大小便失禁等全身中毒症状均消失，未出现脏器器质性损害，

视力及视野均部分恢复，但两者均遗留双眼视物模糊。晚期眼
部检查：桑某，视力：右眼 10CM 手动，左眼 1.0，右眼视盘
颜色苍白，左眼视盘颜色淡白。于某，视力：右眼 0.08，左眼
20CM 指数，双眼视盘颞侧颜色淡白，予针刺、中药、营养神经、
改善循环药物治疗 20 天。

结果 桑某视力无好转，于某左眼提高至 0.01。

结论 甲醇中毒多以急性发病为主要表现，但也有第 2 天或第 3 
天始觉不适者。中毒后早期残存视力越好者疗效越高，视力也
恢复越好。治疗应尽量清除残留在体内的毒物，并选择解毒药物，
同时给予大剂量神经营养药物、血管扩张剂、激素等，辅以高
压氧配合治疗，或中医治疗，尽量保存患者的残存视力。从此
事件中应警醒大家自制药酒应遵循食品药品法律及规范制作及
应用，防止此类事件发生。
 
关键字 自泡药酒 甲醇超标 中毒性视神经病变

目的：近期研究发现部分 MOG 抗体相关性视神经炎患者表现
为激素依赖性，即与慢性复发性炎性视神经病变（CRION）密
切相关。本研究为进一步探索 CRION 中 MOG 抗体阳性患者的
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方 法： 分 析 自 2015 年 12 月 至 2017 年 4 月 就 诊 于 我 院 的
CRION 患 者， 并 根 据 血 清 抗 体 类 型 分 为 MOG-CRION 及
seronegative-CRION 两组。

结果：共 33 位患者入组，包括 22 位 (66.7%) MOG-CRION
及 11 位 (33.3%) seronegative-CRION 患者。其中成人患者
占 81.8%。76.3%（29 只眼 ) 在首次视神经炎发作时出现严重
视力丧失 (<20/200)，72.5%（37 只眼）在随访过程中有较好
的视力恢复 (>20/40)。 除此以外，52.6% (40/76) 是在患者口
服激素减量过程中 ( 平均 15mg, 范围 : 2.5-30mg) 出现复发 , 
而 31.6% (24/76) 是患者停用激素后 ( 平均 10 天 , 范围 : 2-30
天 ) 出现复发。MOG-CRION 年复发率显著高于 seronegative-
CRION 组。另外，CRION 患者更易累及视神经前段，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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眶内针刺睛明穴、承泣穴干预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大鼠模型的
转录组研究

儿童外伤性视神经病变的临床特点和治疗预后分析

赵子德 , 李满 , 魏彬彬 , 柏梅 , 梁俊 , 王军杰 , 王影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周玮琰 , 王玉英 , 唐侠 , 申家泉 , 倪寿翔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基于转录组水平揭示眶内针刺（睛明穴、承泣穴）治疗前
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AION）的分子机制。方法  采用光动力
诱导 AION 大鼠模型，经上丘荧光金逆行标记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RGCs），行眶内针刺睛明穴、承泣穴，连续一周后，对正常
组、AION 模型组、针刺组大鼠 RGCs 进行组织形态学观察及
计数比较，利用 IlluminaHiSeq 平台对大鼠视网膜进行转录组测
序，对数据进行功能分析。结果  4 个象限（300×300 pixels/
象限）RGCs 计数比较，正常组（2353.75±358.138 ）＞针
刺组（1895.17±337.702）＞模型组（1443.33±396.614）；
转录组测序，模型组（较正常组）、针刺组（较模型组）分别
获得了 351、462 个差异表达基因，两组重叠的主要差异表达

基 因 包 括 MYL9、MYH11、THBD、DCN、RP S6、FOS、
KRT5、NDUFS6、EEF1A1 等。 基 于 差 异 表 达 基 因 构 建
NAION 模型⸺�针灸分子间相互作用网络，并进行模块筛选，
和主要模块识别，共捕获 8 条主要信号通路。结论 眶内针刺能
够有效减少 AION 大鼠 RGCs 的丢失（P<0.05），但 RGCa
计数仍显著低于正常组（P ＜ 0.05）；对主要差异表达基因及
信号通路进行生物功能分析，提示针刺治疗 AION，机制可能涉
及增加视神经细胞机械应力、RGC 的存活与稳态、轴突生长、
抗凝与抗血管收缩、抑制自噬、减少缺血再灌注损伤、改善线
粒体功能及提高突触后抑制。

目的： 探讨儿童外伤性视神经损伤的临床特点和治疗预后。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自 2010 年 4 月至 2017 年 5 月 20 例 20
眼儿童外伤性视神经病变病例，总结其发病特点、临床表现、
诊断、治疗及其预后。

结果：在这 20 名患儿中，12 例（60%）是车祸伤，5 例（25%）
为高空坠落伤，2 例（10%）为摔伤，1 例（5%）为打击伤；
20 例患者中就诊时无光感者 8 例（40%），0.1 以上视力者 6

例（30%）；受伤 24 小时内来眼科就诊者 8 例（40%），12
例（60%）为受伤24小时后来眼科就诊；所有患儿中12名（60%）
接受药物治疗，8 名（40%）接受药物治疗和经鼻视神经管减
压外科治疗。治疗后对所有患者至少随访 6 个月，所有患儿中，
11 名（55%）患儿视力有不同程度改善。在接受药物治疗的
12 名患者中，7 名患儿出现改善（58.3%）。在接受药物和手
术治疗的 8 例患儿中，4 例（50%）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及视
野改善。

眶内段和管内段。

结 论： CRION 中 MOG 抗 体 阳 性 患 者 占 比 较 高。 相 比 较 于
seronegative-CRION，MOG-CRION 患者发病年龄更小，更
易累及双眼且复发率更高。MOG 抗体在 CRION 中的地位和诊

断价值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关键字 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MOG），慢性复发性炎性视
神经病变（CRION），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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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外伤性视神经病变的临床特点和治疗预后分析

眼缺血综合征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分析

周玮琰 , 王玉英 , 唐侠 , 申家泉 , 倪寿翔
山东省立医院

杨秀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外伤性视神经损伤的临床特点和治疗预后。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自 2010 年 4 月至 2017 年 5 月 20 例 20
眼儿童外伤性视神经病变病例，总结其发病特点、临床表现、
诊断、治疗及其预后。

结果：在这 20 名患儿中，12 例（60%）是车祸伤，5 例（25%）
为高空坠落伤，2 例（10%）为摔伤，1 例（5%）为打击伤；
20 例患者中就诊时无光感者 8 例（40%），0.1 以上视力者 6
例（30%）；受伤 24 小时内来眼科就诊者 8 例（40%），12
例（60%）为受伤24小时后来眼科就诊；所有患儿中12名（60%）
接受药物治疗，8 名（40%）接受药物治疗和经鼻视神经管减

压外科治疗。治疗后对所有患者至少随访 6 个月，所有患儿中，
11 名（55%）患儿视力有不同程度改善。在接受药物治疗的
12 名患者中，7 名患儿出现改善（58.3%）。在接受药物和手
术治疗的 8 例患儿中，4 例（50%）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及视
野改善。

结论：儿童外伤性视神经病变致伤原因以车祸多见，来诊时视
力多较差，且大部分患儿多受伤后不能及时来诊，但是及时治
疗后视力多可有不同程度提高，因此早期诊断、早期合理治疗
是提高儿童患者疗效的关健。

关键字 儿童，外伤性视神经病变，预后

目的 探讨眼缺血综合征的临床表现以及影像学检查特征。

方法 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 2015 年 2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门诊确诊为眼缺血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包括患者的病史、视力、裂隙灯、直间接检眼镜、荧光素眼底
血管造影（FFA）、颈动脉彩色超声多普勒（CDI）及经颅多普
勒超声（TCD）等。

结 果 20 例 (24 只 眼 ) 眼 缺 血 综 合 征 患 者 年 龄 为 59~88 岁，
平均年龄 71.68 岁。患者主诉为不同程度视力下降者 13 眼
（54.17％），眼部疼痛或者眼眶疼痛者 6 只眼 (25％ )。其中

有 13 眼（58.33％）有一过性黑曚病史。最佳矫正视力结果显示，
小于 0.05 者 4 眼 (16.67%)，0.05 以上至＜ 0.3 者 9 眼 (37.5%)，
0.3 以上至＜ 0.7 者 8 眼 (33.33%)，≥0.7 者 3 眼 (12.5%)。眼
底检查显示，20 例患者（24 眼）均可见位于赤道部及周边视
网膜的点状及小片状出血，视网膜动脉变细，静脉不同程度扩
张。FFA 检查显示，造影早期视网膜动 - 静脉循环时间为 20.3-
90.2s，其中 1 眼造影结束静脉未完全充盈；9 眼显示出明显荧
光素在动脉血管内不断前进的现象，即动脉“前锋”现象，18
眼可见视网膜微血管瘤，2 眼发现视网膜动静脉交通支。18 眼
在造影晚期出现视网膜动脉及静脉壁着染。本组患者 13 例行
颈内动脉 CDI 检查、7 例患者 TCD 检查。CDI 检查的 13 例患

结论：儿童外伤性视神经病变致伤原因以车祸多见，来诊时视
力多较差，且大部分患儿多受伤后不能及时来诊，但是及时治
疗后视力多可有不同程度提高，因此早期诊断、早期合理治疗

是提高儿童患者疗效的关健。

关键字 儿童，外伤性视神经病变，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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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7 例临床分析

陈旧性伴有高度近视视神经病变的临床观察

付何云 1, 郭光 1, 李雪峰 1,2, 李才锐 3

1. 安阳市眼科医院   2. 安阳市文峰区自然资源局   3.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朱小华 , 廖礼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总结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Leber's hereditary optic 
neuropathy,LHON) 的 特 征， 供 同 道 借 鉴。 方 法 通 过 临 床
发 现 的 Leber 遗 传 性 视 神 经 病 变 (Leber's hereditary optic 
neuropathy,LHON) 七 例 罕 见 疾 病， 突 变 位 点：3 例 11778
（G>A），1 例 11696（G>A）,1 例 3460（G>A）,2 例 双
位点突变 11778（G>A），14502（T>C），分析发病原因、
特 征、 病 情、 及 治 疗 方 法 。 结 果 LHON(Leber's hereditary 
optic neuropathy,LHON) 是以病理性 mtDNA 为特征的母系遗
传性疾病 , 男性罹患 , 表现型迟发 , 外显率可变 , 疾病表达局限
于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和视神经。可能的遗传修饰因子包括遗传
异质性 , 继发位点突变 , 性连锁易感性基因 , 单倍体 , 核编码基
因 , 烟酒等不良嗜好 , 毒性物质暴露史，剧烈运动等。LHON 的

发病机理充分体现基因复杂度。基因治疗是目前研究热点，多
种因素，目前尚未推广开来。给与患者辅酶 Q10，艾地苯醌，
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维生素 C、复方血栓通胶囊等药物口服，
复方樟柳碱颞旁动脉注射，鼠神经生长因子肌注，治疗 2 周后，
两例患者视力有明显提升，1 例右眼：0.8-0.50DS=0.9；左眼
0.7+0.50DS=0.8.1 例：右眼 0.1，左眼 0.15, 三例视力轻微提
升，一例：双眼：FC/30cm。一例：右眼：指数 /20cm，左眼
0.16，1 例右眼 0.05, 左眼 0.06，1 例无明显提升，1 例未发病。
结论  LHON 的不同类型预后差别较大，治疗效果参差不齐，要
进行密切随访，长期用药。
 
关键字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LHON 线粒体 视盘充血

目的：探讨陈旧性伴有高度近视视神经病变眼部的临床特点，
局部激素和全身支持治疗效果观察。

方法：回顾 2000 ～ 2017 年 300 例高度近视最佳矫正视力低
抑或无助的患者，女性 220 例，男性 80 例。年龄 45 岁～ 89 岁 ,
平均年龄 56±23.1 岁。病程 5 年到 20 年，平均 12±6.3 年，
屈光状态 7 ～ 23D，平均 12.3D。观察组均采用局部球后注射
激素及口服活血及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对照组口服活血及神经

营养药物治疗，追踪观察 6 个月～ 10 年。

结果：对照组和治疗组在治疗前后的视力和视野变化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陈旧性伴有高度近视视神经病变患者，视
力隐秘下降多年，呈波动性变化，总趋势是下降的。病程 10 年
以上，视野严重异常，视野向心性缩小明显最为常见。FFA 呈
高度近视性改变，大都没有发现特殊病变；OCT 排除黄斑萎缩、
裂孔、劈裂、新生血管病变；大多数患者 CT 抑或 MRI 检查没

者中，患眼侧和对侧颈内颈内动脉起始部和 ( 或 ) 颈总动脉分叉
处的管腔内膜和 ( 或 ) 中膜增厚，最厚约 1.3mm。3 例患者同
侧颈内动脉管腔完全闭塞和严重狭窄，测不到血流；其余同侧
颈内动脉 CDI 检查，显示收缩期峰值流速 (PSV) 异常，PSV 为
73-484cm/s，中位数 295cm/s。TCD 检查的 7 例患者均发现
不同程度的脑动脉硬化及颈动脉狭窄。

结论 眼缺血综合征多见于老年人，其起病隐匿，应予重视，做
到早诊断及干预治疗 .

关键字 眼缺血综合征；颈动脉狭窄；颈动脉彩色超声多普勒；
经颅多普勒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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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视神经病变 1 例

视乳头水肿之探究两例

潘雪梅 , 刘正峰 , 郝换青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李惠玲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报道 10 年前 1 例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经放化疗后出现视力
无光感。

方法：收集患者 10 年前放化疗资料及近期视力下降的资料。患
者 10 年因“霍奇金淋巴瘤”于外院行放疗治疗 2 个月，给予面
颈部放疗 5000Gy/25f, 鼻前路放疗 2500Gy/10f。CHOP 方案
化疗 4 个月。肿瘤病情稳定。7 年前左耳突发耳聋，现佩戴助听器。
2 个月前左眼视力下降，伴上方视物遮挡，外院诊断为“缺血性
视神经病变（左）”，给予强的松、营养视神经药物治疗。否
认全身其他病史。化验 CA199 为 32.66U/ml( 正常 0-27)，其

余癌症相关化验及生化及免疫未见异常。

结果：视力仍逐渐下降，半个月前左眼光感丧失。

结论：对接受过一定量放疗又除外其他原因的所致视力下降，
临床上可诊断为放射性视神经病变。血管坏死是视力丧失的主
要原因。有多种治疗方法，包括大剂量皮质类固醇等。尽管采
取多种治疗方法，仍有近半数的患者最终视力为无光感，即使
保存一些视力，不会超过 0.1

第一例视乳头水肿，35 岁女性，双眼视力下降月余就诊。既往
结节性红斑 2 年，视力：右 0.1，左 0.04, 双视乳头水肿明显，
静脉迂曲，MR 提示视神经管增粗。激素治疗不佳。
第二例视乳头水肿，35 岁男性，右眼视力下降 5 天就诊。既往
吸烟 10 支 / 天；视力：右 0.1（-0.5D 至 1.0），左 1.0。右眼
视乳头水肿明显，左视盘偏拥挤。

最后腰穿结果提示颅内压高。

结论，颅高压可以引起典型的双眼视乳头水肿，也可以表现为
不典型的单眼视盘水肿，所以临床资料细致评估很重要。

有发现视神经部位异常结构病变。球后激素治疗 2 周左右视野
抑或视力改善，70% 患者一月有效果，视野异常值越小、基础
视力越好效果更好。30% 左右的病人视力增加不显著。在不同
治疗均有效果。治疗后视力相对较稳定，仍有波动，但是最终
视力无法恢复到从前。此病不自愈，球后激素治疗并发症少，
表现为球后疼痛，眼压些许升高及激素常见并发症。长期追踪
观察复发病例少。

结论：陈旧性伴有高度近视视神经病变不能自限自愈，无球
后转痛，球后激素治疗有效，视功能有不同程度恢复。FFA、
OCT、MRI 等无明显异常。并发症与复发较少。
 
关键字 陈旧性伴有高度近视视神经病变 激素 视野 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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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phalitis is an important clinical component of MOG-
antibody-associated demyelination: a single-center cohort 
study in Shanghai, China
chao quan1,Yongheng Huang2,Min Wang2,Liang Wang1,Lei Zhou1,Jingzi ZhangBao1

1.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Eye and ENT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Background :  Bes ides  a  d i s t i nc t  spec t rum o f 
demyelinating syndromes and optic neuritis, encephalitis 
was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myelin 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 antibodies (MOG-ab).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clinical records 
of 690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demyelinating diseases of 
the CNS seen in our center from 06/2015 to 12/2017. 
All underwent serum aquaporin 4 antibodies (AQP4-ab) 
and MOG-ab detection by cell-based assays as routine 
diagnostic approach. Patients with MOG-ab or AQP4-
ab that had ever experienced an encephalitis-like illness 
during the course were sorted out. Whether the diagnoses 
of possible or definite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E) could 
be reached with regard to these particular episodes 
of encephalitis were determined. The incidence and 
clinical features of encephalitis in anti-MOG disease were 
described in detail and compared with those in anti-AQP4 
disease.

Results Among the 690 patients, 87 were MOG-ab-
positive while 140 were AQP4-ab-positive. 20.7% (18/87) 
of the MOG-ab-positive patients had typical presentations 

of encephalitis. Unique cortical lesions (72.2%, 13/18) 
were observed; fever (55.6%), intracranial hypertension 
(41.2%) and CSF pleocytosis (64.7%) were common 
during MOG-ab-associated encephalitis. Sixteen of the 
18 patients fulfilled the criteria of definite AE (specific 
disease with MOG-ab) during encephalitis, and 5 patients 
overlapped with anti-N-methyl-D-aspartate-receptor 
encephalitis (NMDARE). Only 3.6% (5/140) of the AQP4-
ab-positive patients had encephalitis, and none overlapped 
with NMDARE. The Expanded Disability Status Scale 
scores and the Cerebral Functional System Scores at last 
follow-up were lower in patients with MOG-ab-associated 
encephalitis than in those with AQP4-ab-associated 
encephalitis,indicating a better prognosis compared to 
AQP4-ab-associated encephalitis.
 .
Conclusions Encephalitis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important clinical component in anti-MOG diseases.
 
Keywords Myelin 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 Aquaporin 
4, Encephalitis

2 型糖尿病患者眼部神经病变分析
赵颖
青岛市市立医院

目的：总结 2 型糖尿病患者眼部神经病变类型以及其流行病学 数据和诊断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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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感知觉神经可塑性理论的视觉训练对提高青光眼患者视力
及改善视野损伤作用的初步探讨
李白冰 , 卢艳
北京世纪坛医院

目的：基于视感知觉神经可塑相关理论，通过个性化的双眼视
功能相关检查和训练，探讨训练对提高青光眼患者视力及改善
视野损伤的作用。

方法：前瞻性研究。收集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就诊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眼科青光眼门诊已确诊的原
发性青光眼患者。使用国家医疗保健器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
发研制的视感知觉检查系统进行双眼视知觉检查，根据患者双
眼间相关阈值情况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利用虚拟现实头盔
在家中完成每天 20 分钟的双眼分视训练，在训练的第 1 个月及
第 3 个月进行随访，检测患者的视功能、平均眼压及 Octopus
视野检查，比较训练前后参数的变化。

结果：研究符合条件者共计 7 例（14 只眼），其中男性 5 例
（71.4%），女性 2 例（28.6%），年龄（47.29±10.32）岁。
7 例患者均无精细立体视功能，其中 4 例患者有大范围立体视

功能，2 例患者无大范围立体视。训练前与训练后 1 个月患者
视力无显著差异，但训练后 3 个月视力较训前有明显提高。随
访期间眼压未观察到显著差异（P>0.05）。训练 1 个月后 MD
值较训练前显著降低，训练 3 个月后 MD 较训练 1 个月后显著
降低；同样，MS 值在训练后的两次随访中均提高，差异有显著
意义。LV 在训练 1 个月后及 3 个月后较训练前无明显差异（P
＞ 0.05）。

结论：尽管本研究是一个小样本的研究，但通过个性化的从双
眼视功能角度的视感知觉训练，结果显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青光眼患者视功能及改善青光眼视野缺损，这为青光眼的治
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字 神经可塑性；视觉训练；青光眼；视功能；视野损伤

方法：通过文献综述分析 2 型糖尿病患者涉及眼部的神经病变
类型，统计其发病率并综述其典型临床表现。

结果：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是最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之一。除
此之外，2 型糖尿病患者眼部神经病变可广泛的涉及第Ⅱ ～ Ⅶ 
6 对颅神经以及自主神经系统，其相关疾病可表现为：神经麻痹
所致上睑下垂、神经麻痹性斜视、糖尿病相关面神经病变所致
眼睑闭合不全或眼肌痉挛、糖尿病性干眼症、角膜神经营养不良、
瞳孔相关性自主神经病变、糖尿病性视网膜神经病变、糖尿病
性视神经病变等。因统计人群或方法差异，其发病率变异较大，
常见程度从高到低大致为：糖尿病性干眼症、糖尿病性视网膜

神经病变、瞳孔相关性自主神经病变、糖尿病性眼肌麻痹、糖
尿病性视神经病变、糖尿病角膜病变等。角膜共聚焦显微镜、
瞳孔测量仪、OCT 等仪器的应用有利于糖尿病患者眼部神经病
变的早期诊断和病情进展检测。

结论：糖尿病患者的眼部神经症状早期多较为隐匿，应引起眼
科医生重视。而眼部神经病变亦可以为监测糖尿病病情进展提
供依据。

关键字 糖尿病 2 型；眼；神经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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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内生殖细胞瘤致压迫性视神经病变一例

瞳孔检查临床意义

张苗苗
1.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 解放军医学院第一医学中心

孙世龙 , 孟凡超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通过介绍一例儿童罕见恶性肿瘤生殖细胞瘤瘤体压迫视
交叉导致双眼视神经病变，利于临床医师提高认识及掌握处理
原则。

方法：报告一例颅内生殖细胞瘤致双眼压迫性视神经病变病例，
结合文献进行分析讨论。

结果：患儿男性，11 岁。患儿双眼逐渐视力下降有 13 月之
久，未告知家长。2019 年 1 月视力下降加快，严重至右眼手
动，左眼无光感，查眼底双眼视盘水肿。2019 年 1 月 24 日背
景大学第一医院头颅 MRI 示鞍上池、第三脑室、透明隔及右侧
脑室占位：生殖细胞瘤伴局部播散？ Β-HCG 1029mIU/mL，
AFP24.18ng/mL。诊断“颅内生殖细胞瘤（鞍内、鞍上、第三
脑室及右侧脑室）”行“依托泊苷、博莱霉素、顺铂”化疗 1 次，

全脑全脊髓放疗 24 次。患儿诉双眼视力逐渐提高，右眼明显，
左眼为光感。为进一步诊疗来我科。眼科检查：矫正视力：右
眼 0.6，左眼光感。眼压正常。双眼底视盘颞侧色白，边界清。
结合内分泌相关血清血检查，初步诊断：1. 双眼压迫性视神经
病变；2. 颅内生殖细胞瘤（鞍内、鞍上、第三脑室及右侧脑室）；
3. 甲状腺功能减低；4. 垂体前叶功能减低。

结论：生殖细胞瘤是儿童罕见的恶性肿瘤，鞍区肿瘤往往压迫
视交叉，可导致压迫性视神经病变，视盘常不水肿；当患儿无
明显原因出现视力下降时，需积极完善颅内 CT、MRI 等检查排
除颅内占位病变。

关键字 颅内生殖细胞瘤、压迫性视神经病变

瞳孔检查是临床体格检查中的重要项目。该检查具有便捷、无创、
无需依赖昂贵设备等优点。瞳孔的大小和活动是由自主神经系
统控制，故瞳孔检查可反映患者无法主观控制的神经及视功能
信息 [1]。瞳孔检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瞳孔的大小和形态、瞳
孔是否对称、瞳孔的对光反应情况、神经反射。

瞳孔的解剖与生理 1. 支配瞳孔收缩的肌肉为：瞳孔括约肌和瞳
孔开大肌，前者位于虹膜的基质中，后者位于虹膜后上皮层，
二者均系起源于神经外胚叶的平滑肌。2. 瞳孔形态：正常瞳孔
直径约为 2-5mm，平均为 4mm 左右，＜ 2mm 称为瞳孔缩小，
＞ 5mm 为瞳孔散大。瞳孔缩小和散大的极限为 1.5-8mm。老
年人瞳孔较小，年轻人和焦虑者瞳孔偏大。3. 瞳孔的神经支配：
瞳孔受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支配。交感神经兴奋使瞳孔散大，

副交感神经兴奋使瞳孔缩小 [2]。瞳孔反射 [3]：1. 对光反射，
分为直接光反射与间接光反射两种；2. 集合反射又称为近反射
或调节反射；3. 闭睑反射又称眼轮匝肌反射；4. 三叉神经反射
又称眼球感受反射或眼球瞳孔反射；其他反射前庭性反射、耳
蜗瞳孔反射等。

瞳孔异常形态 先天性瞳孔异常：1. 先天性瞳孔残膜；2. 先天性
虹膜缺损等。后天性瞳孔异常：1. 虹膜炎后的瞳孔后粘连；2. 青
光眼的瞳孔改变等。

与瞳孔异常有关的疾病 临床上根据病损部位分为传入性及传出
性两大类。后者又因受损神经不同分为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
和病因不明三种类型。传入性 1. 单侧眼球或视交叉以前的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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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盘埋藏性玻璃疣病例及其再认识

不小心错过你

姜波 1, 周欢粉 2, 徐全刚 2, 魏世辉 2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吴胜君
1.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汇报视盘埋藏性玻璃疣一例，复习疾病临床特征及诊治。

方法：回顾病例，复习文献。

结果：病史：患者女，9 岁，因右眼视力下降伴遮挡感 1 年半
就诊。1 年半前因“斗眼”在外院发现右眼先白，VOD 0.1，行
OD phaco+iol，术后两周 VOD0.5，术后 1 月 VOD 0.3-0.4。
术后 1 月余自觉右眼前黑影遮挡伴视力下降，检查 VOD0.12，
视盘高度水肿，OCT 示 RNFL358μm；FFA 示 OD 晚期视盘荧
光渗漏。考虑右眼视神经炎，予静脉激素半月后改口服激素共 3
月，治疗后视力无提高，眼前遮挡感有所减轻，视盘水肿减轻。
我院查体：OU 对光反应灵敏，RAPD（-）；右眼 IOL 位正；
眼底：右眼视乳头水肿、色红，边界模糊，无视杯，视网膜动
静脉轻度迂曲扩张，A/V 约 2/3，血管走行可；左眼无视杯。B
超示：双眼视盘异常实性强回声团，双眼视盘埋藏性玻璃体疣
可能。视野示：右眼中心偏鼻侧局部相对暗点，左眼视敏度下

降。视盘 OCT: 右眼上方及下方 神经纤维层厚度明显增厚，以
下方为著。AF+FFA 示：右眼视盘玻璃疣。眼眶 CT 示：右眼视
盘处可见高密度影，左眼视盘处可疑高密度影。诊断明确。讨
论：1. 患者白内障术后 1 月余出现术眼视力下降、视盘高度充
血水肿，机制是否为术后视网膜、视神经血管屏障受损，疣体
对局部视神经的挤压，造成局部缺血缺氧。2. 明确 drusen 的
概念，将玻璃膜与视网膜色素上皮层之间的 drusen 称为玻璃膜
疣（drusen），将发生在视盘的 drusen 称为视盘玻璃疣（optic 
disc drusen）。两者从病因、发病机制、组织病理学等角度
是迥然不同的两种眼内病变。3. 视盘玻璃疣先天性视盘发育异
常，其可能由于视盘上未成熟的神经胶质增生变性所致，或视
神经纤维轴浆崩解钙化而成可通过自发荧光、FFA、眼部超声、
OCT、眼眶 CT 等检查进行鉴别诊断。

关键字 埋藏性视盘玻璃疣；视盘水肿；

目的：通过介绍一例视神经脊髓炎患者疾病情况，深刻对该类
疾病的认识。

方法：报告一例视神经脊髓炎病例，结合文献进行分析讨论。

结果：患者中年女性。右侧肢体反复麻木 13 年，再发视物重影

1 月余。患者于 13 年前出现走路偏斜，眼球震颤，诊断“脑干
脑炎”，与激素冲击治疗后好转。3 年后，出现右侧肢体间歇性
麻木，未系统治疗。本次起病 1 月余，再发右侧肢体麻木后渐
进性无力、偏瘫、双眼视物重影，左眼上睑下垂，言语不利，
近记忆力下降，嗜睡，排便困难等。头颅核磁平扫 + 增强示：
左侧丘脑不均匀长 T2 信号伴 T1 强化。当地医院诊断为“左侧

经病变；2. 视交叉病变；3. 视束病变；4. 外侧膝状体至顶盖前
区病变；5. 中脑顶盖前区病变；6. 瞳孔中枢与集合中枢之间的
病变；7. 枕叶皮质病变。传出性 1. 副交感神经病变；交感神经
病变 1. 交感神经受刺激引起的瞳孔变化；2. 交感神经麻痹引起

的瞳孔变化；病因不明 1. 强直性瞳孔；2. 虹膜震颤 [4]。
 
关键字 瞳孔检查 诊断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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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盘周出血 2 例

病例分析⸺�视乳头水肿 or 视盘水肿

郭光 1, 付何云 1, 李雪峰 1,2, 李才锐 3

1. 安阳市眼科医院   2. 安阳市文峰区自然资源局   3.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何宇 , 曾流芝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特发性盘周出血的特征，供同道借鉴。

方法 通过临床发现的特发性盘周出血 2 例罕见疾病，分析其发
病原因、特征、病情、及治疗方法 。

结果 患者 1，男，11 岁，因右眼黑影 2 周余就诊，患者近期曾
有感冒病史，有近视。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无特殊。全身
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右眼 0.25，矫正 1.0，左眼 0.2 矫正 1.0 
。眼底可见视盘旁、视网膜下及玻璃体出血。患者 2，男，14 岁，
因剧烈运动后左眼黑影 1 周就诊，有近视。右眼 0.2，矫正 1.0，
左眼 0.15 矫正 1.0，双眼视盘水肿，左眼玻璃体少量积血，视
盘旁及鼻侧视网膜下出血，视盘轻隆起，鼻侧较重。RAPD（-）

既往史：1 年前曾因剧烈运动后右眼黑影。个人史、家族史无特
殊。全身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结论  特发性盘周出血，多数病例有近视及视盘倾斜，假性视乳
头水肿或小视盘等异常。多见于年轻人，单眼多发，临床症状
轻微。剧烈运动，咳嗽等类似 Valsalva 动作使胸腔压力剧烈变
化的动作也会成为具有异常生理解剖结构患者的诱发因素。该
病有明显的自限性，嘱患者减少诱发活动 , 观察随访，出血症状
大多可以自愈。假性视乳头水肿临床常见，多无自觉症状，但
却是特发性盘周出血的易感因素之一。
 
关键字 特发性视盘旁出血 假性视乳头水肿 近视 青少年

目的  探讨常见双眼视乳头水肿及视盘水肿的临床特征及鉴别要
点。 方法  回顾分析眼底表现为双眼视盘 / 视乳头水肿患者的临

床资料，包括病史特征、视力、眼底、OCT、FFA、视觉电生理、
头颅及（或）眼眶核磁、病因及全身系统检查等，分析病例并

丘脑脑梗”。予抗凝、抗血栓等治疗，无好转。入院时，精神差，
嗜睡，大便 3 天未解。家族史：女儿患视神经脊髓炎。入院查
体：嗜睡，呼之可醒，言语不利，可回答简单问题，近记忆力
差，记算力差。右侧上下肢肌张力增高，折刀样改变。右侧上
下肢肌力 2 级。右侧面部、上肢及躯干、下肢深浅感觉减退，
腱反射亢进。眼科查体：左侧眼睑下垂至瞳孔缘。双眼瞳孔对
光反射消失。眼球垂直及水平方向均有震颤，幅辏反射不良。
实验室检查：血清 AQP4 抗体 12.06u/ml，脑脊液 IgG 9.07mg/
dl,IgM 0.4mg/dl, 蛋白 457.4mg/L。明确诊断：视神经脊髓炎。
予甲泼尼龙 1g 冲击治疗后序贯减量，病情好转。

结论：视神经脊髓炎是一种免疫介导的以神经和脊髓受累为主

的中枢神经系统性脱髓鞘疾病。这些病变多分布于室管膜周围
AQP4 高表达区域。其临床特征与病变区域有关，可表现为视
神经炎、急性脊髓炎、延髓最后区综合征、急性脑干综合征、
急性间脑综合征等。该患者有间脑综合征及急性脊髓炎的表现，
核磁表现与急性脑梗难以鉴别。由于患者女儿有 NMOSD，高
度怀疑患者为同一疾病。目前虽无文献报道 NMOSD 有遗传倾
向，但我们已接受了好几例类似患者，故在遇到表现为非视神
经炎，却有 NMOSD 其他症状，又有家族史的患者时，我们应
该警惕 NMOSD。
 
关键字 视神经脊髓炎 遗传 间脑综合征 急性脊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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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A 在视神经疾病鉴别分析中的应用

AQP4 抗体阳性视神经脊髓炎相关视神经炎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
效果分析

刘婷婷 , 王金艳 , 孙晓蕾 , 孟祥娟 , 王颖
山东省眼科医院

郭思彤 , 姜利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基于 OCTA 比较分析视神经炎、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视
神经水肿患者视神经血流密度、视神经纤维层厚度以及 GCC 厚
度的表现差异 , 探讨其在诊断及鉴别诊断中的价值。设计：回顾
性研究
 
方法：我院 2018 年 9 月 -2019 年 3 月视神经炎、缺血性视神
经病变、视神经水肿患者 60 例。均由两名专科医师确定后纳入。
记录年龄、性别、病程、各个象限血流、视神经纤维层厚度以
及 GCC、最佳矫正视力。彩色眼底照相。
结果视神经炎、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组视神经血流密度、视神经

纤维层厚度以及 GCC 厚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视神经水肿患者
组 , 视神经纤维层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组间 GCC 厚度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各组视神经病变 OCTA 多种数据分析以及相关性上存在明
显的差异 , 视神经 OCTA 在视神经病变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方面
有较大的临床价值。不仅可以有助于视神经病变的性质 , 还可以
明确视神经损害的程度 , 对临床诊断和治疗具有指导作用。
 
关键字 OCTA，视神经，鉴别诊断

目的：观察静脉注射甲泼尼龙冲击 (IVMP) 治疗对水通道蛋白
4(AQP4) 抗体阳性视神经脊髓炎相关视神经炎 (NMO ON) 首次
发病患者的视力恢复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方 法： 回 顾 性 系 列 病 例 研 究。 选 取 2012 年 9 月 至 2017 年
12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眼科门诊确诊

为 NMO ON 的 120 例 (165 只眼 ) 首次发病患者。所有患者 
AQP4 抗体检测均为阳性，具有急性视神经炎的临床表现 , 排
除 其 他 诊 断。 均 予 3d 500mg/d 或 1000mg/d 的 IVMP 治
疗 , 口服糖皮质激素序贯减量。治疗后 1~2 周视力较治疗前提
高 4 行以上为显效；提高 2~3 行为有效；变化在 1 行内或无变
化或下降为无效。分析发病时年龄、治疗前的视力以及糖皮质

复习文献。 结果 纳入分析的 7 个病例中，有 1 例为颅内静脉窦
血栓致颅高压所导致的视乳头水肿，其余病例分别为特发性脱
髓鞘性视神经炎、葡萄膜炎、糖尿病、高血压所导致的视盘水
肿，另有 1 例为假性视乳头水肿。 结论  颅高压导致视乳头水
肿（Papilledema) 均为双侧，表现为头痛、短暂性视物模糊和
搏动性耳鸣的“三联征”，视乳头水肿明显而早期视力损害不
明显，为渐进性。其发病机制是由于增高的颅内压通过蛛网膜
下隙的脑脊液传导至筛板处，导致视神经鞘内压增高，视乳头
神经纤维轴浆流障碍，神经纤维肿胀。而视盘水肿（Optic disc 

swelling）与炎症、缺血、浸润、压迫及中毒代谢等病因相关。
双侧视盘水肿常与高血压、糖尿病等系统性疾病相关，并伴有
视网膜出血、渗出及棉绒斑等。葡萄膜炎如 VKH 综合征、梅毒、
结核感染也是引起双侧视盘水肿的常见病因。双侧视神经乳头
炎可出现双侧视盘水肿，视力下降急剧，常伴有眼球转动痛。
而假性视乳头水肿视盘隆起而不充血，生理性视杯通常缺失，
常伴有视盘的倾斜、拥挤、埋藏性视盘玻璃疣。以上几种引起
视盘水肿的情况，通过回顾病史、评估视功能、观察视盘形态
及必要的辅助检查可予以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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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冲击剂量对 NMO ON 急性发作期治疗效果的影响。采用
Mann Whitney U 检验、Kruskal Wallis 等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 果：120 例 患 者 中 , 男 性 17 例 , 女 性 103 例 ; 发 病 年 龄
16~80 岁 , 中 位 年 龄 44 岁。 在 发 病 的 165 只 眼 中， 治 疗 显
效 占 17.6%， 治 疗 有 效 占 33.3%， 治 疗 无 效 占 49.1%。 发
病年龄 >50 岁的患者与发病年龄 ≤50 岁患者 IVMP 治疗效果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前视力为无光感和光感患眼的治疗
效果优于治疗前视力为指数至 0.3 的患眼，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视力大于 0.3 的患者虽然治疗效果 ( 有效比例 9/13)
也优于治疗前视力为指数至 0.3 的患者 ,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Z=1.743,P=0.081)。IVMP 剂 量 采 用 500mg/d 的 患 者
与采用 1000mg/d 的患者比较，治疗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115,P=0.265)。

结论：IVMP 治疗仅对半数 AQP4 抗体阳性 NMO ON 患眼有效，
采用剂量为 500mg/d 与 1000mg/d 的 IVMP 治疗效果相近。
IVMP 治疗发病时年龄大于 50 岁和治疗前的视力为指数至 0.3
的患者效果更差。

关键字 视神经脊髓炎 视神经炎 甲泼尼龙 水通道蛋白 4

眼外伤与神经眼科交叉疾病临床特征

视觉康复对低视力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司山成 , 胡运韬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邹燕红 , 崔珊珊 , 周琳
北京华信医院 /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总结眼外伤与神经眼科交叉疾病临床特征，探讨此类疾
病诊疗思路

方法：收集整理一些此类病例，归纳出其临床共性特征

结果：经过总结归纳，眼外伤与神经眼科交叉疾病大致分为两
类：1. 神经眼科相关颅神经损伤，最常见为视神经、展神经，
原因为此 2 对颅神经均有一段走行与骨面紧密贴附，移动度小，
故在颅脑外伤时特别容易累及。视神经损伤典型受伤部位为颧
弓附近，部分患者眼眶 CT 可发现明显视神经管骨折，部分患者
不一定有明显骨折，此种情况一般为视神经挫伤，可应用大剂
量激素冲击减轻视神经水肿，促进视功能恢复。展神经在颅脑
损伤中亦比较常见，大部分表现为挫伤，可逐渐自行恢复，部

分严重病例可出现展神经离断，导致永久性展神经麻痹 2. 神经
眼科相关重要结构损伤，如眶上裂、海绵窦等，此类结构本身
比较脆弱，却有很多重要血管神经走行，即使并不是严重损伤，
亦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眼眶外伤致眶上裂及眶尖综合征亦不少
见，眶上裂综合征表现为眼球固定，瞳孔散大，上睑下垂，若
同时合并视力受损则考虑合并眶尖综合征。

结论：了解眼外伤与神经眼科交叉疾病临床特征有助于快速诊
断此类疾病

关键字 眼外伤，神经眼科疾病，单神经损伤，海绵窦综合征，
岩尖综合征

目的：评价视觉康复对低视力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征集于我院视觉康复门诊就诊的患者自愿参与本项目。
记录患者的一般信息，病史，行裂隙灯和眼底检查明确致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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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b-mTOR 在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坏死中作用的机制探究
曾惠兰 , 江冰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研究 Rheb-mTOR 通路在小鼠视神经夹伤模型 RGCs 死
亡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对视神经夹伤模型后 RGCs 存活的影响。
以期为今后 RGCs 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利用 AAV-Cre 对 Rheb1flox/floxC57/6J(B6) 小鼠行玻
璃体腔内注药以特异性基因敲除 Rheb1 将抑制 mTOR1 及下游
信号通路的活化，观察视神经夹伤模型中 RGCs 的死亡情况及
Rheb 表达量的变化，探究 Rheb-mTOR 通路在视神经夹伤引
起的 RGCs 死亡过程中扮演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

结果：对照组视神经夹伤模型中以动脉夹夹持视神经 5 秒，以

PI 染色，示第 7 天时 RGCs 出现坏死，并随时间延长 RGCs
坏死比例逐渐增高。同时 Rheb 表达随夹伤时间延长表达升高。
实验组予以 AAV-Cre 行玻璃体腔内注药两周后，予以视神经夹
伤，其 PI 阳性的 RGCs 明显小于对照组，Rheb 表达显著减少。
同时视神经夹伤后 Rheb 与活化的 caspase-3 在 RGCs 中有共
同定位。

结论：Rheb 可能与 caspase-3 相互作用，诱导神经细胞凋亡，
抑制 Rheb 可能为今后 RGCs 的保护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关键字 视网膜神经节细胞、mTOR

主要原因。采用 LogMAR 视力表检查患者的最佳矫正远近视力，
采用中文阅读视力表检查阅读视力。于初评和 3 月随访时采用
中文版低视力者生活质量量表进行视觉相关生存质量评估。该
量表总分 125 分，包括 4 部分指标：①远视力、行走和照明；
②调整适应能力；③阅读和精细工作；④日常生活能力。对照
组患者不干预其生活方式。康复组患者，根据患者的需求和残
余视功能状态，选择验配一种辅助器具（包括光学放大镜、电
子助视器、滤光镜等），指导患者掌握辅具的使用，并给与必
要的训练。3 月后，两组患者重新评估其视觉相关生存质量。

结果：完成随访的患者共 46 人，两组各 23 人。对照组和康复
组 的 年 龄（ 平 均 67.4，67.8 岁）、 性 别（ 男 / 女，12/11，
11/12），远视力（0.30，0.25）和阅读视力（0.1，0.08）
无统计学差异。对照组患者近视力中位数为 0.45，康复组近
视力平均为 0.22，二者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1）。初评

生存质量总分，对照组 80.3±26.8，康复组 69.6±17.1，两
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与近视力相关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得
分上差异较大，康复组得分更低（p<0.05）。3 月后随访的
生存质量总分，对照组 80.6±26.1，康复组 79.2±22.1，两
组比较无显著差异，四个部分各自得分比较也无显著差异。3
月随访与初评比较，对照组无显著变化，康复组总分显著提高

（p<0.01），且在第三和第四部分得分亦有显著提高（p<0.01）。
前后得分差值，对照组为 0.30±16.6，康复组为 9.6±13.5，
得分差值两组比较也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视觉康复可有效改善视觉障碍患者的视觉相关生存质量，
尤其是与近视力相关的生存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关键字 视觉康复 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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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在视神经疾病诊断的应用价值

NAION 患者的视盘 OCTA 血流与功能改变的相关性研究

感染相关性视神经炎的临床特点：附 1 例报告

孟祥娟 , 刘婷婷
山东省眼科医院

黄汐 , 马嘉 , 袁金 , 吴云超 , 邓静
昆明医科大学

刘勤 , 白惠玲 , 马建军 , 杨丽媛
甘肃省人民医院

OCTA 技术是一种快速和无创的技术，可提供乳头周围血流的
高分辨率图像，联合视乳头形态学和不同的视网膜层、玻璃体
视盘连接处，以及视网膜神经纤维层、视神经节细胞或脉络膜
厚度的定量信息，实现了视网膜形态学检查与血管功能学检查

的实时、共定位．给神经眼科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带来新的突破。
关于 OCT 及血管成像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相关报道较多，其他
大量视神经相关疾病报道较少。本文对视神经病变的多种相关
疾病进行了系统的文献回顾和展望。

目的：探讨对感染相关性视神经炎的认识及诊疗思路。

方法：对一例以眼前遮挡为主诉的感染相关性视神经炎患者临
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复习文献。

结果：患者男性，55 岁，以“左眼视物糊 4 月，下方视物遮挡
1 月”为主诉就诊。既往有 2 型糖尿病、高血压病史；体检右
侧锁骨下动脉起始段后壁见多个强回声斑块，重度阻塞性呼吸
睡眠暂停综合征。眼科检查：BCVA：右眼：1.0，左眼：0.8，
左眼 RAPD(+)，眼底视盘界清，色淡红，A/V=2:3，动静脉走
形可，黄斑中心凹反光减弱，余未见明显异常。右眼底（-）。
PVEP 提示：左眼 P100 时限延长，峰值降低明显。视野检查：
与扩大的生理盲点相连象限性视野缺损。视盘及黄斑 OCT 未见
明显异常。FFA 未见明显异常。MRI 未提示视神经明显异常信号。
血清及脑脊液 APQ4、MOG、GFAP、MBP 抗体阴性 。脑脊
液 Q Alb 值升高。TORCH：风疹病毒抗体 IgG+（1.98） 、

巨细胞病毒抗体 IgG+（ 2.89）、单纯疱疹病毒 1 型抗体 IgG+
（1.84），综合分析本例患者病毒感染可能性大，诊断为感染
相关性视神经炎。给予抗病毒联合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后病情
好转，视野缺损改善。

结论：感染相关性视神经炎是病原体引起的免疫变态反应造成
的视神经功能损伤性疾病，病毒感染较细菌感染多见，首诊眼
科时常缺乏全身感染表现，容易误诊为其他类型的视神经病变，
需有实验室检查依据支持，VEP、视野、OCT 可协助诊断。在
临床诊治过程中，应先通过全身临床症状、体征以及实验室检
查排除活动性感染后再进行全身糖皮质激素治疗。如何早期正
确诊断感染性和感染相关性视神经炎应引起足够重视。

关键字 感染；感染相关性；视神经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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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介导的视神经炎
王佳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抗体介导的视神经炎为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抗体
种类和疾病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相关。本文归纳总结了不同
抗体介导的视神经炎，旨在探讨不同抗体在疾病发生和转归的
区别。

方法：通过检索 CNKI、Pubmed 等数据库近年来有关抗体介
导的视神经炎相关文献，收集就诊于北京同仁医院的视神经炎
病例，将其归纳整理。

结果：AQP4 抗体被认为是 NMOSD 的特异性生物学标记物，
它的发现改写了 NMOSD 的诊断标准。MOG 抗体被认为是除
NMOSD 外最具有诊断意义的生物学标记物，Ramanathan 等
人的研究表明 MOG 抗体阳性与 AQP4 抗体阴性的双眼或复发
性视神经炎有关。S.Jarius 等人的研究表明，MOG-IgG 不是病
情轻、单向病程、预后好的指标。B.Konuskan 等人发现 MOG
相关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具有复发倾向及良好的预后。但

随着研究周期的延长，大部分研究个体出现了病情复发。

2016 年 Boyan 等人发现了 GFAP-IgG。但 GFAP-IgG 介导的
自身免疫疾病并不局限于视神经炎，它可导致脑膜脑炎、脊髓炎、
癫痫、运动障碍等。

AQP1 抗 体 的 特 异 性 存 疑，Tzarto 等 人 证 实 在 高 度 怀 疑
NMOSD 的患者血清中发现了该抗体并认为具有特异性。但
Ismael 等人用 CBA 法验证后无阳性结果。

2018.8 EJ. Lee 等人发现抗核抗体阳性视神经炎患者与抗核抗
体阴性的视神经炎患者相比，更常见其他自身抗体（抗核抗体、
抗 SSA/SSB 抗体等）。但其与疾病复发和预后无关。

感染与疫苗接种与脱髓鞘疾病的发病之间存在关联。病毒感染
可导致抗 NMDA 受体脑炎及抗体介导的脊髓炎。但目前感染与

目的：研究研究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NAION）
视盘血管密度与视野指标改变的相关性，即结构与功能改变的
相关性。

方法：收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就诊 NAION 患者
及 45 岁 以 上 正 常 人， 行 OCTA 视 盘 血 流 扫 描 及 Humphrey 
24-2 SITA Standard 视野检查。收集 NAION 缺血萎缩期患眼
（BI）和对侧健眼（BN）及正常对照组（C）的总图像（Whole 
Image）、视盘内（Inside Disc）和视盘周（RPC）三部分的
血管密度（vessel density，VD）、视盘周视网膜神经纤维层
（peripapillary 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pRNFL）、视野平均
缺损（mean deviation，MD）、对应缺血区的 VD 和视野平均
光敏感度（mean sensitivity，MS）的结果，进行 NAION 缺血
萎缩期视盘血供、结构与功能变化的相关分析。

结 果： 共 收 集 NAION 萎 缩 期 20 人（20 眼 ），BI 视 盘 的

Whole Image、Inside Disc 和 RPC 三部分的 VD 均分别小于
BN（P<0.05），BI 的 pRNFL 厚度明显比 BN 偏薄（P<0.05）。
BN 与 C 的各项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NAION 
患眼缺血区 RPC 的 VD 较非缺血区明显减少（P<0.001）。
按照改良 Garway-Heath 分区法，患眼萎缩期缺血区的 VD，
与 视 野 相 应 区 域 MS 呈 负 相 关 性（r=-0.538，P=0.038），
而 Whole image 的 VD 与视野 MD 有显著相关性（r=0.94，
P<0.0001），与 VFI 也有相关性（r=0.88，P=0.0007）。

结论：1、NAION 萎缩期患眼与对侧健眼对比视盘血管密度降低，
盘周神经纤维层厚度偏薄；2、NAION 萎缩期患眼缺血区的血
管密度较非缺血区降低，其降低与相应区域视野缺损相对应，
整体视盘血管密度与视野总体指标呈正相关。

关键字 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血流成像；血管密度；盘周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厚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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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ma exchange: an effective add-on treatment of optic 
neuritis in 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s

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视盘及黄斑血流灌注变化的观
察

Xiaoyong Huang,Weilin Song,Ya Qu
Southwest Hospital， Southwest Eye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陈长征 , 刘珏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efficiency of plasma exchange (PE) add-
on on optic neuritis (ON) in 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s (NMOSD).

Methods
Our ambispective, nonrandomized study was performed in 
Southwest Hospital, Southwest Eye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We studied 31 consecutive NMOSD patients 
characterized by ON and hospitalized from September 
2015 to May 2018. Their clinical features were assessed, 
efficiency of PE add-on treatment in ON of NMOSD were 
evaluated. Correlation was assessed between effect of 
steroid pulse therapy (SPT) and number of ON episodes in 
NMOSD.

Results
All 31 NMOSD patients accepted SPT, 15 patients of them 
accepted SPT and PE addon. In these 15 patients, after 
PE add-on treatment, the patients' visual acuity was further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00, N=23), including 3 no light 
perception (NLP) patients.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visual 
function recovered quickly in the first 2 months, and then 
gradually slowed down, the visual function remained stable 
about six months later.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visual acuity improvement of SPT and the number of ON 
episodes was -0.311 (P=0.030, N=49).

Conclusion
One clinical feature of NMOSD could be repeated vision 
impairment. In NMOSD patients characterized by ON, 
efficacy of SPT is limited as the number of episodes 
increased, PE add-on is more effective. Even though the 
visual acuity of NMOSD patients
decreases to NLP during episodes, there is still a chance 
to restore vision by PE addon treatment.

Keywords 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 Optic 
neuritis; Steroid pulse therapy; Plasma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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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神经炎之间无因果关系。

结论：目前存在多种抗体介导的视神经炎，它们可以单独存在
也可同时存在。AQP4-IgG、MOG-IgG 介导的视神经炎多见。

抗核抗体、抗 SSA/SSB 抗体、抗磷脂抗体不具有特异性，多
合并其他抗体出现。
 
关键字 视神经炎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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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明珠⸺�寻找视盘灰白色占位病变原因

提上睑肌后徙 - 眶隔高位吻合术治疗甲状腺相关眼病中重度上睑
退缩的临床观察

纪淑兴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杨晓珂 1, 黄晓 1, 荆文涛 1, 王毅 2

1.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摘要： 患者男，42 岁，因左眼视力无明显诱因逐渐下降 5 个月
就诊。眼部检查：视力 VOD：0.8，VOS：0.12. 角膜透明，前
房清亮，晶体透明，玻璃体腔未见明显炎症细胞，眼底：右眼
底未见明显异常，左眼视盘边界不清，其上一灰白色隆起病灶，
视盘表面环形渗出（图 1）。眼底荧光血管造影视盘表面灰白色
病灶处早期染料无渗漏，晚期病灶着染，视网膜血管未见异常

荧光改变，黄斑 OCT 见视盘表面占位性，B 超提示：视盘占位
性病变；自身抗体、肿瘤标志物检查（-），头颅 MRI 未见明显
异常。结核待排除，拟讨论一下步治疗、处理方案，该行哪些检查。

关键字 视盘占位；OCT；

目的：探讨一种提上睑肌后徙 - 眶隔高位吻合术对甲状腺相关眼
病中重度上睑退缩的疗效分析。方法：对 2018 年 8 月 -2019
年 2 月就诊于的 11 名中重度上睑退缩患者进行手术治疗，手术

方式采用提上睑肌后徙 - 眶隔高位吻合术，分离、切除 muller
肌后，将横断的提上睑肌与高位离断的眶隔断端吻合。随访 3-6
个月，对术后效果进行评价，评价指标包括：暴露性角膜炎 / 角

目的观察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NAION）患者视
盘及黄斑区结构损伤与血流灌注的变化特点。

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NAION 患者 19 例 36 只眼纳入研究。
平均年龄（55.05±7.11）岁。将患者的患眼、对侧眼分别设
为患眼组、对侧眼组，分别为 19、17 只眼。选取年龄、性别
匹配的正常人 20 名（40 只眼）作为正常对照组。所有受检者
均行 BCVA、频域 OCT 及 OCT 血管成像（OCTA）检查。频
域 OCT 测量视盘周围平均、上半侧（s）、下半侧（i）RNFL
厚度，黄斑区平均神经节细胞复合体（GCC）、sGCC、iGCC
厚度；OCTA 测量视盘放射状毛细血管平均血流密度（RPC）、
sRPC、iRPC， 黄 斑 区 平 均 浅 层 视 网 膜 血 流 密 度（SVD）、
sSVD、iSVD，平均深层视网膜血流密度（DVD），黄斑中心
凹无血管区面积（FAZ）。对比观察患眼组与对侧眼组、正常对
照组之间 RNFL、GCC、RPC、SVD、DVD 的变化。

结 果 基 线 时， 与 正 常 对 照 组 比 较， 患 眼 组 平 均 RNFL 显 著
增 厚， 平 均 RPC、DVD 显 著 降 低； 与 对 侧 眼 组 比 较， 平 均
RNFL 显著增厚，平均 RPC 显著降低。首次就诊后 1 ～ 2 周，
1 ～ 2、3 ～ 5 个月，患眼组平均 RNFL、RPC、GCC、SVD
比较，总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1 ～ 2 个月，平
均 sRNFL、sRPC、sGCC、sSVD 均 显 著 低 于 平 均 iRNFL、
iRPC、iGCC、iSVD（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1 ～ 2
个 月 时， 平 均 GCC 厚 度 与 平 均 SVD 呈 正 相 关（r=0.482，
P=0.037）；3 ～ 5 个月时，平均 RNFL 厚度与平均 RPC 呈
正相关（r=0.631，P=0.037）

结论 NAION 患眼视盘 RPC 及黄斑 SVD 随病程进展呈象限性
降低。
 
关键字 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光相干断层扫描 ; 血流成像 ; 
血管密度 ; 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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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闪烁融合频率检测仪在神经眼科中的应用

56 例垂体腺瘤病人的视野改变分析

李晓明
吉林省人民医院

于华军 , 窦海龙 , 于淼
烟台毓璜顶医院

光线进入人眼会产生闪烁的感觉，随着闪烁频率的加快，闪烁感
觉会逐渐消失，最后形成一个稳定的光，这种现象称为光的融合。
介于闪烁和稳定之间的能引起连续融合感觉的最小断续频率称
为临界闪烁融合频率（Critical Flicker Fusion Frequency），
简称 CFF。
 
CFF 测试方法：1. 暗室环境下。2. 被试眼距仪器 25cm，视角
偏差小于 2°。3. 分别测试单眼或双眼红、黄、绿三种颜色光线
的 CFF：调整到某一颜色时，逐渐加快频率，到出现融合时的
最小频率为该色光的 CFF。4. 描记图形，判读。
 
CFF 的临床意义：1. 反映人的疲劳程度。2. 反映视神经功能障
碍程度。3. CFF 值越小，说明人身体越疲劳。

相关研究发现：在中重度 ON 和 NAION 的评估中，ON 组的
CFF 值明显低于 NAION 组。当试图区分这两类视神经疾病时，
24Hz 可能是一个有用的 CFF 阈值。干性 AMD 组和湿性 AMD
组 CFF 降低。CFF 无法区分视力相同的 AMD 眼和健康，因此
不能作为可能的诊断测试。

临界闪烁融频率（CFF）在视神经疾病中可能的应用：1. 视力
下降严重程度接近的不同类型视神经炎的 CFF 比较。2. 中度和
重度视野缺损的视神经脊髓炎相关视神经炎与 NAION 的 CFF
比较。3. 视神经炎视力恢复正常时与健眼 CCF 的比较
 
关键字 临界闪烁频率 Critical Flicker Fusion Frequency 视神
经疾病 视神经炎 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目的：分析 56 例垂体腺瘤病人的视野改变。方法：收集自
2016 年 8 月 ~2019 年 4 月期间于我院确诊为垂体腺瘤在神
经外科住院的 56 例病人，所有病人在手术前均到眼科行中心
24-2 阈值测定的视野检查（SITA-Fast 检查策略，Humphrey 
III-850 视野计，德国 Zeiss 公司）。结果： 38 例出现视野缺损，
其中典型的双颞侧偏盲者 22 例，单眼颞侧偏盲 2 例，颞侧偏盲

越过中线扩展至鼻下象限 7 例；接近全盲 2 例；有 2 例右眼颞
侧偏盲，左眼颞上象限缺损；双眼颞上象限视野缺损 3 例；其
他有视网膜光敏度下降、中心暗点、旁中心暗点、束状暗点共
18 例。中心视力正常但有不同程度的视野相对缺损和不规则暗
点的 7 例。结论：视力和视野损害是垂体瘤患者的眼部主要表现；
不同大小的脑垂体腺瘤的视野缺损类型多样，与垂体腺瘤的类

壁报交流—纸质壁报

膜溃疡的改善、上睑退缩量的改善、眼睑闭合不全的改善、术
后上睑回退量、术后上眶区凹陷、三眼皮或多眼皮等外观不良。
结果：11 名中重度上睑退缩患者术后 3 个月以内暴露性角膜炎
/ 角膜溃疡均好转，上睑退缩、眼睑闭合不全得到改善，术后半
年左右 2 名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上睑回退，由术后上睑遮盖角
膜 2mm 回退至角膜上缘上方 1-2mm；1 名患者术后出现上眶
区凹陷及三眼皮，二次手术行脂肪填充后外观满意。结论：提

上睑肌后徙 - 眶隔高位吻合术对甲状腺相关眼病中重度上睑退
缩疗效可靠，眶隔高位离断后较长的眶隔断端与提上睑肌吻合，
可保持提上睑肌的相对完整性，并做到最大化后徙，与传统的
提上睑肌延长术相比，术中损伤小，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关键字 提上睑肌后徙 - 眶隔高位吻合术；甲状腺相关眼病；中
重度上睑退缩



121

单眼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伴双眼埋藏性视盘玻璃疣长期观察 1 例
陈秀丽
青岛眼科医院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患者郑 **，女，23 岁，因右眼视物模糊 1 天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到我院就诊。眼科检查：视力：右眼 0.04（0.2×-4.0DS），
左眼 0.08（1.0×-3.75DS），气流眼压：右眼 14mmHg,  左
眼 14mmHg。双眼前节（-），玻璃体未见炎细胞，右眼视盘
鼻侧隆起，略显倾斜，C/D0.2，颞上支静脉迂曲，辖区视网
膜大量出血，黄斑部神经上皮层水肿。左眼视盘鼻侧隆起，C/
D0.1，视网膜未见异常。OCT: 右眼黄斑中心及其上方神经上
皮层水肿，中心凹处神经上皮层局限性浅脱离。双眼视盘鼻侧
神经上皮层下可见边界清楚的高反射光团。FA: 右眼早期可见视
网膜颞上支静脉充盈迟缓、迂曲扩张，其引流区可见点状高荧
光及小片状出血遮蔽荧光，随造影时间延长，渐有微血管渗漏
及管壁染色，左眼造影过程中未见明显异常荧光。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凝血常规、感染组套、CRP、生化全套等检查结果均
未见异常。

诊断：1. 右眼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 2. 右眼黄斑水肿 3. 双眼埋

藏性视盘玻璃疣 4. 双眼屈光不正。

治疗：2015 年 7 月 18 日给予右眼玻璃体腔注射康柏西普注
射液 0.05ml(2mg:0.2ml)，口服复方血栓通胶囊。术后 6 天，
右眼最佳矫正视力为 0.5，气流眼压 16mmHg。OCT 检查提
示右眼黄斑部神经上皮层水肿减轻，仅有中心凹处神经上皮层
局限性浅脱离。术后 27 天，右眼最佳矫正视力 1.0，气流眼压
14mmHg，眼底检查：右眼视盘鼻侧隆起，上方视网膜静脉迂
曲，视网膜出血大部分吸收，黄斑部星芒状渗出。OCT 检查提
示右眼黄斑中心凹形态可，神经上皮层内可见点状高反射信号。
术后 4 个月，右眼最佳矫正视力 1.0，眼底检查：右眼上方视网
膜静脉轻迂曲，视网膜出血大部分吸收，黄斑部星芒状渗出部
分吸收。术后 10 个月，右眼最佳矫正视力 1.0，眼底检查：右
眼视网膜静脉无扩张迂曲，视网膜出血完全吸收，黄斑部星芒
状渗出完全吸收。

壁报交流—纸质壁报

型、性质及视交叉的位置和鞍背之间的关系、肿瘤生长的方向
等相关。视野缺损的形态可以大致反映受累视神经纤维的走行，
进而提示肿瘤的位置、压迫范围等基本信息。肿瘤体积作为衡
量鞍区肿瘤机械压迫作用的指标，不能作为直接因素来解释垂
体腺瘤患者的视野缺损。同时视野缺损的不同改变类型不能够
提示肿瘤体积的大小。我们在长期的临床观察中发现，在手术
移除鞍区肿瘤之后，患者视野缺损不会恢复，视力减退和 / 或视

野缺损会成为垂体腺瘤患者的眼科首诊主诉。眼科医师应进行
详细眼科检查及病史询问，加强对垂体腺瘤早期多样性视野改
变的认识，必要时行头颅磁共振检查，有阳性体征时尽早转诊
神经外科，尽量保存垂体腺瘤患者的残存视野。
 
关键字 垂体腺瘤；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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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嘧啶束结合蛋白相关剪接子通过活化 ERK 通路诱导 HO-1 的表
达

多聚嘧啶序列结合蛋白相关剪接子 - 抑制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迁
移的新因子

徐嫚鸿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徐嫚鸿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目 的 探 讨 聚 嘧 啶 束 结 合 蛋 白 相 关 剪 接 子（PSF） 高 表 达 对
于糖基化终产物 (AGEs) 诱导下人视网膜毛细血管内皮细胞
（HRCECs）细胞氧化损伤的保护作用及相应分子机制。

方法 以 HRCECs 为模型，利用慢病毒感染的方法实现 PSF
蛋白在细胞中的高表达，辅以 AGEs 刺激，行 HE 染色法和
Hoechst33258 染色法观察 PSF 高表达对细胞损伤的保护作
用以及锌原卟啉（ZnPP）的抑制剂对 PSF 的拮抗作用；并经
WB 检测 PSF 高表达对 HO-1 表达水平及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
（ERK）通路活化的影响；之后再次引入 U0126（ERK 通路的
特异性拮抗剂）并联合 WB 验证 U0126 对 PSF 蛋白所诱导的
HO-1 上调的逆转作用。

结果 HE 染色和 Hoechst33258 染色结果均提示 PSF 可以保
护细胞免受 AGEs 的氧化损伤，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

ZnPP 可以有效拮抗 PSF 的作用，提示 PSF 所发挥的保护作用
与调控 HO-1 表达相关。同时，WB 结果显示 PSF 可显著上调
HO-1 的表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不仅如此，PSF 高表达以
时间依赖性的方式上调 pERK 的表达，即显著活化 ERK 通路，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除此之外，当我们将 U0126 引入实验体
系中可发现，U0126 可有效逆转 PSF 对 HO-1 表达的上调作
用以及对 Nrf2 核转位的促进作用，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PSF 高表达可以通过活化 ERK 通路，促进 Nrf2 转位入核
进而诱导 HO-1 表达，从而保护 HRCECs 免受 AGEs 诱导的
氧化损伤。

关键字 多聚嘧啶序列结合蛋白相关剪接子；血红素氧合酶 -1；
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 糖基化终末产物；人核因子红细胞 2 相
关因子 2；氧化损伤

目的制备并浓缩可特异性稳定上调多聚嘧啶序列结合蛋白相关
剪接子（PSF）表达的慢病毒颗粒，经体外实验观察 PSF 高表
达对缺氧诱导下人视网膜微血管内皮细胞（HRCEC）迁移的影
响。

方 法 首 先 构 建 可 高 表 达 PSF 的 重 组 质 粒 pCDH-CMV-PSF-
EF1-copGFP，经测序及 Smi Ⅰ和 Xba Ⅰ酶切双重鉴定构建成
功后，将提取的无内毒素的 pCDH-CMV-PSF-EF1-copGFP
和 pEGFP-Vector 分别与穿梭质粒 pCMV-VSV-G 及包装质粒
psPAX2 组成 3 质粒系统转染 293T 细胞，培养 48h、72h 时

收集病毒并浓缩，使用批量快速测定（LaSRT）法测定病毒滴度。
体外培养的 HRCEC 分为正常细胞组（正常组）：正常体外培
养的 HRCEC、空载体对照组（空载组）和 PSF 高表达组，利
用荧光显微镜观察、流式细胞仪测定感染效率并通过 Real-time 
PCR 定量分析 PSF mRNA 的上调水平，并在此基础之上经细
胞划痕实验和 Transwell 细胞迁移实验观察 PSF 高表达对乏氧
诱导的细胞迁移的影响。

结果成功构建可稳定高表达 PSF 的重组慢病毒颗粒并实现 PSF
在 HRCEC 中的高表达，流式细胞仪测定感染效率为 97%，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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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angiogenics in choroidal neovascularization secondary to 
laser photocoagulation in serous chorioretinopathy

角膜绷带镜在眼球钝挫伤晶体脱位患者术后的疗效观察

Mingfei Jiao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eye hospital

徐鑫彦
潍坊眼科医院

Abstract: To report a case of choroidal neovascularization 
secondary  to  laser  photocoagu la t ion  in  serous 
chorioretinopathy. A 66-year-old woman presented with 
five days history of progressive blurring of vision and 
metamorphopsia in the left eye and diagnosed central 
serous chorioretinopathy. After laser treatment, choroidal 
neovascularization secondary to laser photocoagulation 
was observed and performed anti-VEGF theray. Choroidal 
neovascularizations secondary to PDT appear to be more 
resistant to anti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therapy 

than those because of laser photocoagulation and required 
additional PDT.In conclusion, our case report showed that 
anti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therapy appears 
to be safe and efficacious in CNVs secondary to laser 
photocoagulation.
 
Keywords  choro ida l  neovascu la r i za t ion ,  l ase r 
photocoagulation, central serous chorioretinopathy, 
antiangiogen

目的：通过观察博士伦 PureVision 纯视角膜接触镜在眼球钝挫
伤致晶体脱位患者术后应用得临床效果，探讨绷带镜在眼外伤
疾病中的应用价值及意义。

方法 : 选取眼球钝挫伤致晶体脱位的 30 例 30 眼纳入研究，行
玻璃体切割联合晶体摘除术后随机分为戴镜组与不戴镜组，各
15 人。戴镜组术后配戴博士伦 PureVision 纯视角膜接触镜 2 周，

观察术后 1 天，3 天，1 周，2 周舒适度、角膜上皮愈合情况、
视力及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 : 戴镜组时候 1 天、3 天、1 周舒适度优于不戴镜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小于 0.05），术后 2 周舒适度无显著差异。
戴镜组与不戴镜组术后 1 天、2 周角膜上皮愈合情况无显著差异，
术后3天、1周戴镜组明显优于不戴镜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Real-time PCR 检 测 到 PSF 高 表 达 组 HRCEC 中 的 PSF 
mRNA 水平明显上调，相较正常组而言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01，t=30.60）； 另 一 方 面， 细 胞 划 痕 实 验 结 果 显
示 : 乏氧条件下正常组细胞迁移率 43%，而 PSF 高表达组迁
移率 12%，两者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1=0.0068，
t1=4.047；P3=0.0053，t3=4.262）， 与 此 同 时，Transwell
细胞迁移实验结果表明，PSF 高表达组中穿过小孔细胞数量为
114，与正常组穿过小孔细胞数量为 255，相比较差异同样具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PSF 高表达可显著抑制乏氧诱导的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的
迁移。

关键字 多聚嘧啶序列结合蛋白相关剪接子；视网膜新生血管；
乏氧；迁移；病毒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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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晶体脱位患者眼内悬吊原人工晶体手术的疗效分析

首诊于眼科的上矢状窦血栓致双眼视乳头水肿 1 例

徐鑫彦
潍坊眼科医院

李梅 , 王彦荣
延安市人民医院

目的：探讨人工晶体脱位患者眼内进行使用原人工晶体的人工
晶体悬吊术的疗效。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在潍坊眼科医院
就诊的 25 例不同原因导致的折叠式人工晶体脱位于玻璃体腔的
患者的临床资料。术中切除玻璃体，显微镊夹取人工晶体于前
房内，将悬吊线于上方 12 点位角膜缘后 2mm 处虹膜下穿入，
自下方 6 点角膜缘后 2mm 处穿出，于 10 点透明角膜切口处将
悬吊线勾出并剪断，人工晶体两襻分别自角膜缘切口处调出，
悬吊线断端打结固定于人工晶体两襻后，将人工晶体调入睫状
沟内，悬吊线固定于进针处。观察患者术后视力、人工晶体位

置及并发症的出现情况。

结果：所有患者术后视力改善显著，与术前相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随访 3 个月患者视力稳定，未出现严重散光，
2 例出现人工晶体光学中心轻度偏位，未出现其他并发症。

结论：使用原人工晶体的人工晶体悬吊术治疗人工晶体脱位术
中切口小，创伤小，术后散光小，人工晶体位置稳定，可显著
改善患者的视觉质量，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关键字 人工晶体，悬吊

简要病史：女性，36 岁，以“一过性视物模糊 3 月，加重 1 周”
主诉入院，3 月前患者体位改变时出现双眼一过性视物模糊，无
视物变暗、视物变形、眼球运动痛，视物无重影，色觉无障碍，
发病后视力无明显下降。近 1 周患者上述症状发作频繁，伴有
头痛及耳鸣，无恶心及呕吐，门诊以”双眼视乳头水肿原因待
查“收住我科。患者 2004 年、2008 年、2013 年剖宫产史。
专科检查：双眼视力 1.0，双眼球各方向运动到位，前节安静，
眼底：双眼视乳头水肿（见图 1）。化验检查：血浆 D- 二聚体 
1311ng/ml( 正常值 0-500)，血沉 34mm/h（正常值 0-20），
头颅核磁检查：双眼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增宽，视神经扭曲，眼
上静脉扩张，空蝶鞍（见图 2）。笔者依据头颅核磁这一影像

学特征表现，判定患者存在颅高压可能，进行腰椎穿刺：颅压
>400mmH2O，脑脊液化验检查无特殊。完善头颅 CTA 检查，
最终诊断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

讨论：颅 内 静 脉 窦 血 栓 形 成 (C V S T ) 是 近 来神经眼科
疾病中颇受重视的一类疾病 , 其发病原因往往与炎性因素及血液
高凝状态相关 , 可表现为孤立性颅内压增高 , 部分患者或仅表现
视乳头水肿 , 头痛、恶心、呕吐症状不明显 , 而首诊于眼科 , 有
文献研究 CVST 与眼部表现的关系 , 结果显示约 1/3 的患者有
眼部症状 ;1 / 5 的患者以眼部症状为首发表现 。 C V S T 引起
颅内静脉窦阻塞 , 静脉压力增高 , 脑脊液回流受阻 , 从而引起颅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小于 0.05）。戴镜组与不戴镜组术后视力无显著差异。入组患
者均为出现严重并发症。

结论 : 绷带镜能有效提高眼球钝挫伤致晶体脱位患者术后舒适

度，加速持续性角膜上皮病变的愈合，缩短病程，可广泛应用
于临床。

关键字 角膜绷带镜，晶体脱位，角膜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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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绿色通道的建立对眼缺血性疾病治疗的有效性分析

乙型肝炎相关视神经病变一例

芦新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胡呵呵 , 陈放 , 解正高 , 贾舒雅 , 马海莹
苏北人民医院

目的：明确建立护理绿色通道对常见急性眼部缺血性疾病救治
的积极作用。

方法：回顾性分析眼科 2015 年 1 月 -2018 年 3 月我院眼科视
网膜中央动脉栓塞、视网膜分支动脉栓塞和前部缺血性视神经
病变患者 65 人，按照是否建立护理绿色通道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分析两组患者治疗 6 个月后视功能恢复的情况和治疗的满
意程度。视力采用 logMar 视力表，视野采用 Humphrey 视野计，
治疗满意度应用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调查表，医生对护理满意
度调查表进行对照分析。

结果：建立绿色通道组视力提高评分高于非通道组，但显著视
力提高两组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视野恢复明显好
于非通道组（p<0.05），患者对护理满意度评分和医生对护理
满意度评分，绿色通道应用组明显高于非通道组（p<0.05）

结论：护理绿色通道对于急性眼部缺血性疾病的治疗具有显著
意义，护理绿色通道可以提高患者及医生对护理的满意度。
 
关键字 护理；绿色通道 ；眼缺血性疾病

目的 探讨一例乙型肝炎相关视神经病变。

方法 患者男，69 岁，因“左眼视物不见 3 天”入院。患者半
月前因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重度伴内源性感染” 在当地医院
治疗。3 天前突然出现左眼视物不见，当地医院考虑“左眼视
神经炎”已予甲强龙冲击治疗，无好转。入院查：精神萎靡，
BCVA：OD 0.5，OS LP；左眼 RAPD（+），视盘水肿，盘
周视网膜出血。右眼后极部视网膜散在棉絮斑。F-VEP: 右眼
P2 波引出，峰时、振幅可；左眼波形趋于平坦。FFA：左眼视
盘境界不清，低荧光遮挡，视盘荧光渗漏逐渐增强，右眼视盘
荧光渐增强，视网膜散在小片低荧光，晚期双眼视盘高荧光。
查：HBsAg（+）、抗 -HBe 抗体（+）、抗 -HBc 抗体（+）。
白蛋白 24.2  g/L，总蛋白 60.2 g/L，直接胆红素 30.6 umol/

L。空腹血糖：26.17 mmol/L 。腹部彩超：肝回声增粗，腹腔
积液。余无特殊。经全院会诊考虑原发病为慢性乙肝急性发作，
眼部诊断：双眼乙型肝炎相关视神经病变。转专科医院予抗病毒、
保肝治疗，全身症状好转。但在眼科随访中患者右眼视力下降，
检查发现右眼视网膜棉絮斑增多，予中剂量激素治疗后棉絮斑
逐渐消退。

结 果 末 次 随 访（2019-03-05）： 已 停 用 全 身 药 物。 检 体：
BCVA: OD 1.0，OS NLP，左眼视乳头色苍白，余未见异常。
FFA 示：双眼视盘未见高荧光渗漏。F-VEP 较原片（2018-09-
03）未见明显变化。

结论 慢性乙型肝炎相关性视神经炎预后不佳，治疗肝炎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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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压增高。其诊断若仅依靠 CT 及 脑脊液检查 , 易误诊为特发
性颅内压增高 (IH)，该患者我们依据头颅核磁特征性表现，初步
判定颅高压，进一步积极寻找病因，最终明确诊断。以眼部为

首发症状的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疾病隐匿，应当引起眼科医
生的重视及认识，防漏诊及误诊。对于双眼视乳头水肿，其它
疾病难以解释，应想到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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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黄斑旁视网膜中层病变的临床特征和多模式影像分析

外伤性白内障继发青光眼分次手术三焦点人工晶体植入术（附录
像）

李梦洋 , 赵明威 , 黎晓新 , 曲进锋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曾艳枫
苏州大学附属理想眼科医院

目的：对急性黄斑旁视网膜中层病变的临床特征和多模式影像
特点进行分析。

方法：回顾性研究 2014 年 1 月 -2018 年 8 月期间就诊于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并被确诊为急性黄斑旁视网膜中层病变
（PAMM）的患者共 12 例，收集其视力、眼压、裂隙灯及散瞳
下眼底检查、彩色眼底照相、眼底荧光血管造影（FFA）、光相
干断层扫描（OCT）及光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OCTA）检
查的结果，对其特点及诊断要点进行分析。

结果：纳入的 12 例患者 12 只眼中，男性患者 9 例，女性患者
3 例，年龄 29~83 岁，平均年龄 57 岁。症状表现为不同程度

的视力下降伴或不伴眼前暗影。全部患者的结构 OCT B 扫描均
表现为视网膜内核层的高反射病灶，视网膜中层的结构 En face 
OCT 图像可显示与病灶对应的高反射区域，而视网膜外层的结
构 En face OCT 图像可显示与病灶对应的低反射区域。OCTA 
En face 图像显示了不同程度的视网膜深层毛细血管丢失、拱环
形态异常和 FAZ 扩大。

结论：OCT 的断层成像和 En face 成像对 PAMM 的诊断具有
重要价值，OCTA 对其病情评估和机制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字 急性黄斑旁视网膜中层病变；光相干断层成像；相关光
层析血管成像术；

患者男性，25 岁，以“右眼被竹签刺伤后视物不清 1 周”为主
诉入院。曾在外院入院给予消炎对症治疗；患者因右眼视物不
清加重，伴有畏光，眼痛不适至我院就诊，专科检查：右眼视力：
手动／ 10cm，矫正无效，眼压：32 mmhg，结膜充血，角膜
中央偏上可见一穿刺口，闭合良好，余角膜透明，前房浅，周
边前房约 1 ／ 3CT，房闪（＋），瞳孔欠圆，直径约 4mm 对
光反射消失，品状体前囊膜破裂，皮质溢出，晶状体白色全混
浊，眼底红光反射不可见，眼底窥不清；入院后行晶体吸出术。

可见前囊膜三角形撕裂 ，后囊完整。矫正视力 0．6（＋ 13．
0DS），眼压：13mmHg，结膜轻度充血，切口闭合良好，后
出院。三月后入院行二期人工晶体植入术，植入三焦点人工晶体。
术后随访视力裸眼远 1.0 中 0.8 近 0.8

关键字 关键字 : 关键字 : 三焦点，外伤性白内障，继发性青光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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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素及恩替卡韦）可引起视网膜病变，眼科和肝胆内科医
务工作者在治疗慢性乙肝时需密切关注眼部病情变化，并且注
意抗病毒药物的眼部不良反应。

关键字 慢性乙型肝炎；视神经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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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缺损 1 例

网脱玻璃体切割青光眼术后白内障手术联合区域折射人工晶体植
入

马凡氏综合症飞秒激光白内障手术联合区域折射人工晶体植入附
手术录像 )

谢林丹 2, 魏世辉 1, 徐全刚 1, 周欢粉 1

1.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2. 南开大学医学院

曾艳枫 , 周小丽
苏州大学附属理想眼科医院

曾艳枫 , 王小琴
苏州大学附属理想眼科医院

目的：通过介绍一例视网膜疾病导致视野缺损的病例，强调重
视视网膜疾病及视神经疾病的鉴别，及多模态检查手段在二者
鉴别中的应有。

方法：病例报告

结 果： 患 者， 女 性，19 岁， 主 因“ 左 眼 视 物 遮 挡 3
周 ” 就 诊。 就 诊 时 眼 部 查 体： 视 力：OD -10.00DS/-
1.50DC×175°→ 1.2，OD -9.5DS/-1.50DC×170°→ 0.25。
左眼 RAPD（+），余前节（-）；眼底：双眼视乳头色淡红、界清，
旁周可见萎缩弧，视网膜平伏，中心凹反光不显。OCT：左眼

男性，60 岁，以“外伤后视物不清 1 年”为主诉入院。外伤后
先后行外伤性视网膜脱离复位玻璃体切割术，继发性青光眼青
光眼阀植入术。专科检食：右眼視力：0．12，矫正无效，眼压：
14mmHg。前房房角内可见青光眼阀入口，晶体混，眼底视盘
界清色淡，可见激光斑、 网膜平复。

诊疗经过：表麻下行右眼飞秒激光辅助 Phaco ＋区域折射人工

晶体植入术，

术后第一天：右眼视力远：0．5，中：0．3，近：0．3，眼压：
19mmhg

关键字 外伤，网脱 ，青光眼， 白内障

患者，女性，58 岁，以“双眼无痛性遂渐视物不清 40 余年”
为主诉入院。四肢细长，蜘蛛指（趾）眼专科检査：右眼视力：
指数／ 20cm，眼压：11mmHg，瞳孔圆，直径约 3mm，对
光反射灵敏，散瞳下可见瞳孔圆，直径约 6m，品状体棕黑色混
浊，向上偏位，下方悬切帯可见，眼底窥不进：左眼视力：指
数／ 10cm，眼压：10mHg，結膜无充血，角膜透明，前房中深，
向上偏位，

下方悬切带可见，眼底窥不进。

诊疗经过：表麻下进行左眼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 phaco ＋区域
折射非球面植入张力环植入术，
结果：术后三个月随访裸眼视力远 0.5 中 0.5 近 0.5

关键字 马凡氏综合征 ，飞秒，白内障，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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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以上长期饮茶可以降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病率

双眼埋藏性视盘玻璃膜疣误诊 1 例

许采莲 1, 宋鄂 1, 姬娜 2, 金雪梅 1, 朱秋健 1, 梁娟 1, 都景霞 1

1. 苏州大学附属理想眼科医院   2. 苏州眼视光医院

王小堂 1, 王润生 2

1. 西安市红会医院   2. 西安市第四医院

目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主要与长期高血糖、慢性炎症等相关，
而茶具有降血糖、抗炎、抗新生血管等作用，关于 DR 与茶的
临床相关研究少见报道。因此本研究目的是调查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与饮茶的相关性。

方法：以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 60 岁以上所有老年人作为研究对
象，对于糖尿病患者，进行视力、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眼底照
相等详细眼科检查确定 DR 有无以及分期，同时进行标准化培
训后的详细问卷调查。统计分析饮茶与 DR 的相关性。

结果： 参与人数 5281 人，其中糖尿病人 614 人（糖尿病患病
率 11.6%），既往确诊 441，此次调查新诊断的 173。排除白
内障等原因眼底窥不清者 94 人（15.3%）后，纳入研究分析糖
尿病患者 520 人中，男性 241 人，女性 279 人，男性：女性

=46.3:53.7。DR 54 人，患病率 10.4%。单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DR 患病率与饮茶种类 (p=0.320)、频率 (p=0.196) 无
显著性差异，而与不饮茶组比较，20 年以下组（p=0.306）,20
年及以上组（p=0.015），DR 患病率与饮茶年数相关显著。
纳入年龄、性别、糖尿病病程等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20 年以
下组无显著性差异，20 年以上组具有显著性差异（OR=0.176, 
p=0.027）。

结论：从人群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结果表明长期饮茶对 DR 具
有保护作用，患病风险为不饮茶人群的 17.6% 。此次研究样本
量较小，结果需要扩大样本量进行验证。
 
关键字 饮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病率

目 的：探讨埋藏性视盘玻璃膜疣误诊的原因。

方 法：回顾分析 1 例双眼埋藏性视盘玻璃膜疣的临床特点。患

者王某，女，29 岁，“体检发现双眼视盘边界不清 3 d”，曾
在某医院就诊，Vod 0.1,Vos0.1（戴镜 Vod 0.6,Vos 0.6）；经
OCT 检查诊断为“双眼视乳头炎”。1w 后来我院门诊，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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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上方神经纤维层变薄，双眼黄斑区中心凹形态正常，椭圆体
带连续。mf-ERG：左眼黄斑中心凹振幅密度值下降。F-ERG：
左眼 F-ERG 五项个波幅均相对右眼降低。F-VEP：未见明显
异常。视野检查：左眼盲中心暗点。AQP-4 抗体及 MOG 抗体
（-）。眼眶 MRI 平扫 + 增强：双眼视神经未见明显长 T2 信号
及 T1 强化。本例青年女性，急性病程，左眼 RAPD（+），眼
底及 OCT 检查无提示后极部视网膜异常，但 ERG 及 mf-ERG
异常，结合病史、眼眶 MRI 及血清学抗体检查除外视神经炎、
视神经占位等视神经病变。考虑隐匿性视网膜疾病可能。

结论：由于治疗方向及预后不一致，临床上鉴别眼底表现正常
的隐匿性视网膜疾病及视神经疾病显得十分重要。多模态的眼
科检查从不同的维度对眼部疾病及其视功能改变进行评估，为
疾病的鉴别诊断及后续治疗提供佐证。因此，我们强调重视病
史采集、主客观结构和功能检查相结合。
 
关键字 视野缺损 视网膜疾病 视神经疾病 多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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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首诊眼科的动眼神经麻痹患者病因、定位及预后分析
张馨 1, 杜尔罡 1, 魏世辉 2, 徐全刚 2

1. 浙江省中医院   2.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分析首诊于眼科的动眼神经麻痹的不同病因、定位及预后。

方法：以回顾性的研究总结 137 例动眼神经麻痹患者的病因、
定位及预后。

结果：137 例动眼神经麻痹患者中，头部外伤 53 例（38.69%），
海 绵 窦 病 变 17 例（12.41%）, 眶 内 炎 症 13 例（9.49%），
DM（糖尿病）相关的动眼神经麻痹 12 例（8.76%），颅内动
脉瘤 5 例（3.65%），颅内占位 11 例（8.03%），脑血管梗
塞 5 例（3.65%），眶内肿瘤 2 例（1.46%），感染 5 例（3.65%），
鼻腔术后 2 例（1.46%），先天性 1 例（0.72%），原因不明
11 例（8.03%）。其年龄、性别分布上外伤性动眼神经麻痹中
男 性 29 例（54.72%）， 女 性 24 例（45.28%）， 平 均 年 龄
为 32.69±14.57 岁，海绵窦病变中男性 10 例（58.82%），
女 性 7 例（41.18%）， 平 均 年 龄 为 45.51±19.22 岁； 眶 内
炎症男性 8 例（61.54%），女性 5（38.46%），平均年龄为

48.75±17.49 岁；糖尿病相关的病变中男性 8 例（66.67%），
女性 4 例（33.33%），平均年龄为 59.45±6.11 岁；颅内占
位 男 性 6 例（54.55%）, 女 性 5 例（45.45%）， 平 均 年 龄
为 36.63±12.82 岁； 脑 血 管 梗 塞 男 性 3 例（60.00%）， 女
性 2 例（40%），平均年龄为 55.40±8.17 岁；颅内动脉瘤
男 性 1 例（20.00%）， 女 性 4 例（80.00%）， 平 均 年 龄 为
53.60±8.16 岁；感染相关男性 2 例（40.00%），女性 3 例
（60.00%），平均年龄为 42.00±25.05 岁等，不明原因中
男 性 8 例（72.72%）， 女 性 3 例（27.28%）， 平 均 年 龄 为
39.00±18.44 岁。

结论：动眼神经麻痹是造成眼肌麻痹及复视的常见病因，不同
类型的动眼神经麻痹的正确诊断对患者预后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字 动眼神经麻痹；病因；预后分析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0.1,Vos 0.1，矫正 Vod 1.0,Vos 1.0 ；眼压，右 15mmHg，
左 13 mmHg；双眼前节（-），瞳孔 D=3.5mm, 等大，ARPD（-），
视盘饱满，边界不清，左眼盘周网膜下出血；全身查体未见异常。
PVEP100, 右 102ms/6.8uv, 左 100.ms/8.7uv；双眼视野正常。
B 超：双眼视盘表面见强回声光团。眼眶 CT：双眼视盘见高密
度斑点，头颅 CT（-）。诊断为双眼视盘埋藏性玻璃膜疣，给
予观察随访 1 月。

结 果： Vod 1.0,Vos 1.0（矫正）；视野及 PVEP 正常；出血吸收。

讨 论：埋藏性视盘玻璃膜疣本质是 Ca3（PO4）2，OCT 表现
为视盘神经纤维层下团状高反射信号。其在 FFA、B 超及 CT 检
查时视盘表面分别可见结节状自发荧光、强回声光团及高密度
斑点影像。埋藏性视盘玻璃膜疣很少表现为急性视力障碍，结
合 OCT 及 FFA 诊断并不困难，必要时可 B 超或 CT 检查进一
步确诊。此病例误诊的主要原因是发现“假性视乳头炎”未做
正确的视力矫正及 VEP 检查，而且对 OCT 显示的团状高反射
信号认识不足

关键字 视乳头炎 视盘玻璃膜疣 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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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A En Face 图像三血管层分割定位的研究

以双眼视乳头水肿首发的“颅内静脉窦血栓”一例

视力下降的诊断思维

朱秋健 , 宋鄂
苏州大学附属理想眼科医院

王敏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冰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 应用光学相干层析血管成像 (OCTA) 对视网膜毛细血管丛
进行三分层分割定位。

方法 : 本前瞻性研究包括 15 名健康受试者的 30 只眼睛。对于
ZEISS AngioPlex 平台生成的 En Face OCTA 图像，采用“渐
进匹配”方法，分别对浅层、中层和深层毛细血管丛 (SCP、
MCP、DCP) 进行手工分割，并计算各血管层相对于参考线
（RPEfit 和 IPL）的位置。我们还测量了视网膜中央厚度 (CRT)
和神经节细胞层厚度 (GCT)。采用 Pearson 和 Spearman 相
关分析各毛细血管丛位置与 CRT 和 GCT 的关系。采用线性回
归模型 (method=stepwise, criteria=pin (.05) pout(.10)) 计算
MCP 和 DCP 外边界的位置。

结果 : 该研究共包含 15 例健康受试者 ( 其中 9 例女性 )30 只眼，

平均年龄 28.33±3.07 岁。MCP 内界在节细胞内丛状层交界处
附近，而 GCT 厚度大概为 85.97 ± 3.32μm，所以我们定义浅
层血管层 SCP 为内界膜到内界膜下 70μm。MCP 的外边界在
RPEfit 上 方 183.30±13.22μm，IPL 上 方 15.70±8.03μm, 
DCP 的 外 边 界 在 RPEfit 上 方 137.60±11.42μm，IPL 下 方
37.63±7.04 μm，多因素线性回归得 MCP 外缘相对于 RPEfit 
MCP = 14.491 - 0.307 CRT - 1.443 GCT，DCP 外缘相对
于 IPL 的位置为其下 37.63 ± 7.04 μm。

结论 : 采用“渐进匹配”方法，将 3 个毛细血管丛进行分割，
确定各毛细血管丛相对于参考线的位置以及相关影响因素，为
以后的研究提供基础。

关键字  OCTA；分割；中间血管层

患者 ，女性，48 岁，农民，以“双眼视物模糊 6 月，偶伴有头
晕”主诉入院，6 月前在外院诊断“双眼视神经炎”并给予治疗
（不详）；来我院后经眼科相关检查后暂时排除眼部疾患，经
脑部各种无创，到腰椎穿刺检查，最后行 DSA 后确诊为“颅内

静脉窦血栓”，并予以治疗后，视乳头水肿消失，视力恢复。

关键字 双眼视乳头水肿；颅内静脉窦血栓

视力下降是常见主诉，产生视力下降的疾病多种多样。作为一
个神经眼科医生，应从定位和定性两个方面来进行判断分析。
定位主要是明确病变部位，包括光学部分、神经部分和心因性

疾病；定性是明确病变原因，包括压力、外伤、缺血、炎症、
感染、中毒、药物、遗传、肿瘤压迫、出血、代谢等。检查包
括常规检查和特殊检查，常规检查包括验光、裂隙灯、瞳孔和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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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内镜下视神经减压术治疗外伤性视神经损伤临床观察

隐匿性黄斑营养不良的多模式观察

陈晓栋 , 游思维 , 胡丹
空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孙传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目的 探讨鼻内镜下视神经减压术治疗外伤性视神经损伤的临床
疗效，并分析其手术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10 月期收治且具有完整随访资料的 42 例 (42 眼 ) 外伤性视
神经损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32 例，女 10 例；年龄 8-62 岁，
平均年龄 27 岁；发病时间最短 2 天，最长 20 天。所有患者均
接受鼻内镜视神经减压术，术前排除激素禁忌症后所有间患者
均术前激素冲击治疗2天，术后常规给予激素和营养神经等治疗，
评估手术的临床疗效及预后相关因素。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

结 果 所 有 患 者 均 随 访 6 个 月 以 上， 手 术 的 总 体 视 力 改 善
率 为 54.76%(23/42)， 其 中 有 效 率 23.81%(10/42)， 显
效 率 30.95%(13/42)； 术 前 视 力 有 光 感 者 视 力 改 善 率 达

100%(13/13)， 无 光 感 者 改 善 率 为 23.81%(10/29)； 无 患
者 出 现 并 发 症 及 术 后 视 力 较 术 前 变 差 情 况。 手 术 时 间 距 离
受 伤 时 间 ＜ 7d 者 视 力 改 善 率 为 59.26%(16/27)， ＞ 7d 为
33.33%(5/15)；术前使用激素冲击治疗有效的患者术后视力改
善率为 53.85%(14/26)，激素冲击治疗无效的患者术后视力改
善率为 31.25%(5/16)。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视力与患者
的手术预后呈显著的正相关 (P<0.01)。

结论 鼻内镜下视神经减压术是治疗外伤性视神经损伤的有效手
段，患者术前有无光感是影响术后视力改善的关键因素，术前
及术后的综合治疗与手术预后有一定相关性。
 
关键字 鼻内镜手术 , 外伤性视神经损伤，视神经减压，临床疗
效

目的：报告隐匿性黄斑营养不良的频域光相干断层扫描、视野、
常规和多焦视网膜电图、自发荧光的检查结果。

方法：本研究共纳入临床诊断明确的隐匿性黄斑营养不良患者 8
例（共 16 眼），所有患者均接受了主觉验光、彩色眼底照片、

频域光相干断层扫描、视野、常规和多焦视网膜电图和自发荧
光检查。

结果 ：患眼最佳矫正视力 0.08-0.3（平均 0.2），所有患者眼
底检查正常，自发荧光正常，视野：30°视野正常或小中心暗点，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眼底检查，特殊检查则包括视野、眼底血管荧光造影、OCT、
视觉电生理、B 超、CT 或者 MRI 等。

本文的三个不同年龄男性患者，主诉均为视力下降，且无伴随
症状，经过常见的眼科检查，被误诊为屈光不正、视神经炎、
原发性闭角型等，并进行相应的治疗和处理，经过治疗后效果

不佳。本文以典型病例着手，以如何选择常规检查和特殊检查
为切入点，重点关注神经眼科的基本检查，介绍瞳孔检查的三
步曲和视野改变的三个类型，通过对瞳孔反应和视野结果的判
别，将视力下降患者进行定位和定性分析，从而得到正确诊断，
避免漏诊和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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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眼部表现为首发、主要症状的颅内动脉瘤临床特征

胸腺瘤伴发的眼肌麻痹一例

耿燕 1, 张振华 2, 孙清秀 2

1. 青岛新视界眼科医院   2. 青岛市中心医院眼科

耿燕
青岛新视界眼科医院

目的：临床上约有 20％颅内动脉瘤患者会因某些眼部症状首诊
或会诊眼科，眼科医师若能及时判断识别，对预防动脉瘤破裂
至关重要。

方法：例 1：女，59 岁。无明显诱因左侧头痛 3 天，伴左眼视
力下降首次来我院神经科就诊。神经科检查未见明显阳性体征，
颅脑 CT 平扫及 MR 检查（-），故转眼科会诊。眼科唯一阳性体征：
左眼瞳孔直径约 6.5mm，对光反射迟钝。诊断：左眼瞳孔散大
待查。首先排除了肌肉及神经肌肉接头异常，再行左眼匹罗卡
品试验，结果考虑动眼神经麻痹，怀疑颅内动脉瘤可能性大，
随即行 CTA+ 腰穿检查。腰穿结果：微量血性脑脊液；CTA：
左侧后交通动脉与颈内动脉交界区动脉瘤。
例 2、女，71 岁，阵发性头痛头晕 10 天，右眼上睑下垂 4 天，
双眼视物重影 2 天，以“短暂脑缺血发作”入院，糖尿病病史
5 年，颅脑 MRA：脑内多发缺血灶（脑白质变性），脑动脉粥
样硬化（似乎排除颅内动脉瘤？）。请眼科会诊（阳性体征）：
右眼上睑中度下垂，右眼上转明显受限，双眼瞳孔正常；诊断：1、
右眼动眼神经不全麻痹；2、痛性眼肌麻痹及糖尿病性眼肌麻痹

待排。建议海绵窦 MRI：双侧海绵窦区对称性均匀强化。拟诊：
糖尿病性眼肌麻痹？但后者多以复视为主诉，极少伴头痛，故
重新再行 CTA：左侧颈内动脉 C1 段 A 瘤（4.3*4.6mm），右
侧颈内动脉 C1 段小 A 瘤（呈尖样），真相大白。
例 3：略（具体见附件）

结果：3 例患者共同点：1、皆为颅内动脉瘤；2、均以眼部表
现作为首发或主要症状。异同点：临床眼部表现不尽相同。

结论：1、眼科医师在遇到首诊眼科或以眼科症状为主的眼运动
神经或瞳孔麻痹、视力下降、视野缺损等临床症状无法用单纯
眼部疾病解释时，要考虑到合并颅内动脉瘤的可能性。2、在选
择影像检查时，普通 CT 或 MR 诊断价值不大，应及时建议患
者行 MRA、CTA 或 DSA（金标准）检查。MRA 不能显示小于
5mm 的动脉瘤（如例 2）；可酌情选择 CTA 或 DSA。
 
关键字 眼肌麻痹，瞳孔散大，颅内动脉瘤 

患者刘某某，男，52 岁，因突发复视 20 余天，加重 1 天入院。
入院前 20 天因无明显诱因出现双眼视物重影，于当地医院就
诊，诊为“糖尿病性眼肌麻痹”给予扩血管，营养神经等治疗，

症状逐渐加重，2 天前给予颅脑 MRI 检查，示右侧基底节、
左侧额叶多发缺血灶、梗塞灶。患者随后来我院就诊，门诊
以“左下直肌不全麻痹”收入院。既往糖尿病史 11 月，药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10°视野表现为致密中心暗点。频域光相干断层扫描表现为黄斑
中心凹感光细胞内外节 IS/OS 层连续性中断，常规视网膜电图
正常 , 其中一例患者随诊 3 年后出现视锥细胞反应降低，随诊 7
年后出现视杆细胞反应降低。所有患者多焦视网膜电图表现为
内环振幅显著降低或消失。

结论：对于视力缓慢下降患而眼底和常规视网膜电图正常的患
者，应注意排除隐匿性黄斑营养不良。频域光相干断层扫描、
10°视野和多焦视网膜电图可以早期发现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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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P-1 类似物在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的视网膜神经保护作用
陈梅珠 , 雷雨 , 郑宏华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 医院

目的：研究胰高血糖素样肽 -1（GLP-1）类似物（利拉鲁肽）
对轻、中度非增生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NPDR）患者的视网
膜神经保护作用的临床疗效。

方法：收集 2 型糖尿病合并轻、中度 NPDR 的患者 60 例，随
机分为试验组 ( 采用二甲双胍、胰岛素联合利拉鲁肽降血糖 ) 和
对照组 ( 使用二甲双胍、胰岛素降血糖 )。比较治疗前、后 6 个
月 2 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图形视觉诱发电位 (PVEP) 的 P100
波幅值、潜伏期、全视野闪光视网膜电图 (FERG) 的震荡电位
（Ops）总波幅值和明、暗适应 3.0 的 a、b 波的振幅变化。

结果：治疗后 2 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治疗 2 组 Ops 总波幅值较治疗前均增加（均 P=0.000），且
试验组 Ops 总波幅及明、暗适应 3.0 的 b 波振幅较对照组高

（P=0.049、0.001、0.014）；治疗后 2 组患者明、暗适应 3.0

的 a 波振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试验组明、暗适应 3.0
的 b 波振幅较治疗前增加（P=0.000、0.019）。对照组治疗
前与治疗后比较，明、暗适应 3.0 的 a、b 波振幅变化均无统计
学意义。试验组治疗后 P100 波幅较治疗前增加（P=0.023），
而治疗前、后 2 组患者 P100 波幅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试验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 P100 潜伏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GLP-1 类似物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轻、中度 NPDR 患者
的视网膜神经细胞的功能，对 DR 的预后有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字 GLP-1 类似物；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神经保护作用；图
形视觉诱发电位；全视野闪光视网膜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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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控制血糖不理想。

眼科查体：视力右 0.8，左 0.8，双眼角膜透明，晶体无异常，
双眼瞳孔等大等圆，RAPD(-)，眼底未见明显异常；复视像检
查：垂直分离复视，左下方分离最大，周边物像为左眼。入院
后行颅脑 CT 未见异常，胸部 CT 显示：前上纵膈见截面大小约
31*18mm 的软组织结节影（图 1），疑为“胸腺瘤”。因此怀
疑患者为伴发眼肌型重症肌无力（MG），即给予新斯的明实验，
结果（+）；追问病史得知患者的复视有晨轻暮重特征，确诊为“胸
腺瘤伴发 MG”引起的眼肌麻痹。随后转胸外科行胸腺瘤切除术。
术中见肿瘤 4cm 大小，累及心包，术后病理示 B3 型胸腺瘤，
混合少量 B2 型胸腺瘤。术后第 3 天患者复视症状基本消失。

讨论：胸腺瘤患者分为 A、B、C 3 型，其中 B 型胸腺瘤多合并
重症肌无力 (MG)。临床有一半 MG 患者表现为眼肌型 MG，其

中大部分患者表现为上睑下垂合并复视，少数为单独的上睑下
垂，仅 5% 患者只表现为复视。该患者就是一例单纯眼肌型重
症肌无力，以复视为临床表现，不合并上睑下垂，因同时患有
糖尿病，所以在外院误诊为糖尿病型眼肌麻痹，延误了诊断和
治疗。另外，一般复视患者没有晨轻暮重现象，所以临床问诊
时也容易被忽略。今后遇到此类患者要考虑到有 MG 的可能性，
要详细询问晨轻暮重现象，并做新斯的明试验，以帮助更好的
诊断。

继 19 世纪胸外科医生 Blalock 为 MG 患者实施了胸腺切除术后，
证实了胸腺切除术在 MG 治疗中的重要性，随后各国的大量研
究结果证明该手术效果确切。
 
关键字 胸腺瘤，重症肌无力，眼肌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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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环境相关性视网膜出血发病机制的最新研究进展

12 例以视神经受累为首发症状的后巩膜炎 临床分析

邵恩华 1,2, 马瑾 1, 钟勇 1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2. 清华大学医学院

董志章 , 郑海华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高原环境通常指海拔 3000m 以上的地区，大量病例报道在暴露
人群中观察到了高原相关性视网膜出血（high-altitude retinal 
hemorrhage, 简称 HARH）。HARH 可表现为视网膜静脉扩张、
出血、视乳头水肿、棉絮斑、视网膜中央及分支静脉阻塞、黄
斑水肿等。HARH 通常仅累及单眼，根据眼底出血的部位及严
重程度，患者可无主观症状，或表现为急性发作的无痛性视野
缺损及视力下降。目前人们对 HARH 的发病机制仍不十分清楚，
推测可能的病理机制如下：研究表明 HARH 的发生与患者的经
皮血氧饱和度（SpO2）有负相关性，而视网膜血管血氧饱和度

与经皮血氧饱和度的变化高度一致，提示 HARH 的发生与系统
及视网膜局部低氧有关；减缓高原爬升速度、预防性口服乙酰
唑胺、降低红细胞压积（hematocrit, 简称 HCT）对 HARH 的
发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目前 HARH 相关国外研究的对象主要
为登山者或极限运动者，而国内研究对象主要为在役军人，均
为高原环境的短暂暴露人群。尚缺乏大样本高原地区常驻居民
的相关研究。

关键字 高原环境；低氧；视网膜出血

目的 观察以视神经受累为首发症状的后巩膜炎临床特点、疗效。

方法 回顾性系列病例研 究。临床检查确诊的后巩膜炎患者 12
例 12 只眼纳入研究。所有患者均曾在外院被诊断为视神经炎。
患者均为 女性 , 单眼。平均年龄 (33.86±15.16) 岁 ; 发病至就
诊时平均病程 (24.75±22.91)d。均主述发病时眼痛 ; 自觉视力
下降 11 例。所有患 者接受全身和 ( 或 ) 眼局部糖皮质激素治疗。
共治疗 3 个月。回顾分析其临床特征、疗效。

结果 治疗前 , 12 只眼 BCV A<0.1~>0.8。浅层巩膜充血、前
房闪辉各 3 只眼。眼底视盘水肿 , 不同程度视网膜静脉扩张 ; 黄
斑区星芒状渗出 3 只眼 , 其中黄斑区视网膜色素上皮 (RPE) 脱
离 2 只眼。B 型超声检查 , 球壁弥漫性增厚 , 可见典型“T”形
征 ; 平均球壁厚度 (2.76±0.68)mm。OCT 检查 , 视盘水肿、
隆起 ; 黄斑区隆起呈脱离影像征 2 只眼。FFA 检查 , 视盘荧光素
渗漏 , 随时间延长而增强。行视野检查的 9 只眼 , 视野平均缺损
(MD)、模式 标准差 (PSD) 值分别为 (12.56±5.73)、(8.15±4.23)

dB。治疗后 3 个月 , 患眼 BCV A>0.1, 均有不同程 度提高。
12 只眼中 , 仍存在轻度巩膜充血、前房闪辉 1 只眼。所有患
眼视盘水肿明显消退。后极部球壁水肿减 轻 ; 平均球壁厚度
(1.53±0.41) mm; 治疗前后球壁厚度比较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0.0 035,P<0.05)。 黄斑区 RPE 脱离复位。视盘及黄斑区均
未见异常荧光素渗漏。行视野检查的 9 只眼 , 平均 MD、PSD
值分别为 (5.19±4.82)、(4.33±3.76)dB; 治疗前后 MD 值比较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0.0 260,P<0.05)。

结论以视神经受累为首发症状的后巩膜炎好发于中青年患者 ;
少数患者伴有眼前节体征 ; 眼底均有视盘水肿伴视 网膜静脉扩
张 ;B 型超声检查可见球壁典型 T 形征。全身和 ( 或 ) 眼局部糖
皮质激素治疗可取得较好疗效。 

关键字 巩膜炎 / 诊断 ; 巩膜炎 / 治疗 ; 视神经炎 ; 疾病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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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为双眼视物成双的患者的资料分析

钝挫伤后视盘旁视网膜下出血的临床特点及其发病机制探讨

他克莫司治疗甲状腺相关眼病的疗效及安全性观察研究

徐全刚 , 周欢粉 ,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周伟 1, 李雁 2, 颜华 1

1.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总医院   2.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分院

徐全刚 , 周欢粉 ,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通过典型临床病例分析总结复视的诊疗思路。方法：回
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 -2019 年 4 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住院的双眼视物成双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神经眼科常见的双
眼复视的疾病种类的诊断思路。结果：（1）甲状腺相关眼病
40 例；IgG4 相关疾病 13 例；重症肌无力 16 例；炎性假瘤 30 例；
原因待查 5 例；颅神经麻痹 134 例；特发性动眼神经炎 5 例；
Fisher 综合征 5 例，海绵窦病变 24 例。（2）颅神经麻痹患者
中动眼神经麻痹比例最高，最常见原因为血管源性，其次为外

伤性。（3）外伤可引起多种颅神经麻痹，其中动眼神经受累最
常见，其次为外展神经，偶见滑车神经。（4）MRI 结合临床表
现发现一组以动眼神经增粗、强化的复视患者，排除其他急病
的前提下，诊断为特发性动眼神经炎。结论：复视原因复杂，
定位诊断包括中枢性和周围性。中枢性疾病常合并其它脑干核
团或长束损害表现。可见于脑血管病、特异性炎症、肿瘤、炎
性脱髓鞘性疾病等。周围性包括眼动神经、神经肌肉接头和眼
外肌疾病。需要眼科医生细心鉴别。

钝挫伤后视盘旁视网膜下出血临床比较少见，主要表现为视乳 头周围半月形视网膜下出血，边界清晰，颜色暗红，伴或不

目的：观察口服小剂量他克莫司胶囊对于甲状腺相关眼病的临
床疗效及药物安全性。

方法：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1 月期间就诊于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医院眼科的诊断为甲状腺相关眼病的患者 40 例，随机
分为治疗组（激素 + 他克莫司组）和观察组（激素 + 其他免疫
抑制剂组），随访时间 ≥6 个月，观察两组患者用药期间的临床
症状缓解情况，血常规及肝肾功，复发次数等指标，评价他克
莫司治疗甲状腺相关眼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结果：（1）他克莫司药物治疗组 20 例，观察组 20 例，平均
年龄（48.5±13.6）岁（18-81 岁），两组患者在人口学无统

计学差异。（2）其中累及双眼 29 例，单眼 11 例。视神经病
变 31 例。（3）随访时间（6-42）月。1 例患者使用环磷酰胺，
复发 3 次。眶减压术患者 15 例。（4）其中甲功正常患者 18 例，
甲功异常患者 22 例。（5）随访期间，他克莫司治疗组血常规、
肝肾功能指标检查均未见异常。年复发率为 0.5。观察组年复发
率 1.8。

结论：口服小剂量他克莫司有效预防甲状腺相关眼病的复发，
且临床安全有效。由于观察时间尚短，且为单中心研究，仍需
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进行验证。并且需要多学科联合治疗，控
制原发病。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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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黄斑发育不全与眼球震颤

儿童风湿免疫性疾病并发鞘性视神经炎临床特点的纵向观察

王富彬
1. 上海普瑞眼科医院   2. 同济大学医学院眼科研究所

彭春霞 3, 檀晓华 2, 施维 3, 朴玉蓉 2, 田利荣 3, 李彩凤 2, 李莉 3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风湿免疫科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眼科

目的  探讨黄斑发育不全眼球震颤的黄斑结构特点。

方法  本文对 17 例 (29 眼 ) 白化病、黄斑异位、先天性无虹膜、
中心凹发育不良、先天性黄斑缺损和先天性视网膜劈裂的先天
性黄斑发育异常病人进行了回顾分析。所有患者均行彩色眼底
摄影 (CFP)、超声、SD-OCT、en-face OCT、自发荧光 (AF)
等多模式视网膜影像学检查。必要时进行 FERG、视野、FFA/
ICG 检查和遗传学分析。无明显中心凹可见时，OCT 成像对预
期的中央凹部位进行扫描。

结果  眼白化病患者主要表现为黄斑发育不良，中心凹凹陷异常、
增厚，内网状层、内核层、神经节细胞层和神经纤维层未见明
显异常。眼底视网膜色素上皮色素缺乏，透见脉络膜大血管 ( 图
1)。单眼黄斑异位，尤其是对侧眼具有良好视力时，未见眼球震

颤发生，通常黄斑形态亦正常 ( 图 2)。但是，黄斑异位合并先
天性无虹膜时，眼球震颤常见 ( 图 3)。中心凹发育不良合并瞳
孔残膜，OCT 未见正常中心凹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基因检测
ABCA4 隐性遗传 (AR) 杂合突变，这与以往报道不同（图 4）。
先天性黄斑缺损和视网膜劈裂病人，仅在双眼视力同时明显低
下时出现眼球震颤（图 5）。

结论 SD-OCT 对黄斑发育不良眼球震颤的诊断和预后具有双重
价值。基因突变的检测有助于中心凹发育不良诊断。眼球震颤
与双眼视力低下有关。
 
关键字 黄斑发育不良 眼球震颤 SD-OCT 多模式视网膜影像 基
因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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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视乳头表面出血。与视盘内出血伴视盘旁视网膜下出血
(IHAPSH) 临床表现类似。通过对本文中 4 个病例的分析，探讨
眼钝挫伤后视盘旁视网膜下出血的临床特点及发病机制。

本组 4 例外伤患者均表现为视盘旁视网膜下出血，是什么原因
导致他们有相似的眼底表现呢？基于视乳头的特殊血供以及筛
板前区血管的供血特点，我们便可以推测钝挫伤后视盘旁视网
膜下出血的发病机理。这 4 例患者均有明确的钝挫伤病史，在
受伤的瞬间，视盘会受到一个剪切力的作用，这可能与以下四
个机制有关：1、由于视盘血供的特殊性，在受外伤后因剪切力
的作用导致视盘深层及其周围深层脉络膜毛细血管损伤，破裂
出血，造成视盘旁视网膜下出血；2、视盘受到外伤冲击后急性
水肿，于筛板处挤压睫状后短动脉的血管分支，并且于后巩膜

孔处挤压视神经，均可引起局部血液循环障碍，造成出血，小
或无视杯容积的个体更容易发生出血；3、因为 Elschnig 边缘
组织对视神经的包绕和对脉络膜的隔离作用，即使视盘深层或
脉络膜毛细血管出血，血液只能沿着边缘组织向结构更为疏松
的前方蔓延，当到达边缘组织的止端 - 也就是 Bruchs’膜后，
进入到组织相对疏松的神经上皮层下，造成视网膜下出血。由
于视盘的阻挡作用，出血的形态常常表现为新月形或弧形。4、
出血也可沿着视网膜下间隙与视盘周围的 Elschnig 边缘组织之
间的弥散通道到达视网膜下，视乳头出血也可经此通道达视网
膜下，形成视网膜下出血。

关键字 钝挫伤；视盘旁视网膜下出血；视盘水肿；Elschnig 边
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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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例脑瘫患儿视功能障碍的临床分析
李英姿 , 邓如芝 , 林娜 , 李小曼 , 倪灵芝 , 江龙飞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目的 : 了解脑瘫患儿的屈光状态、眼及视功能障碍情况，分析脑
瘫患儿的视觉质量。方法 : 对 181 例确诊为脑瘫的患儿进行眼
科常规检查 , 包括眼位及眼球运动、眼球震颤、屈光度检查（检
影验光或屈光筛查仪）、裂隙灯眼前节、眼底情况等检查。结
果 :（1） 181 例脑瘫患儿中维吾尔族 174 例，汉族 7 例；男
性 109 例，女性 72 例；年龄 10 个月 ~20 岁；曾做过眼科检
查仅 27 例，占 14.9%。（2）屈光不正 122 例，占 67.4%。

（3）本研究中有视觉障碍的脑瘫患儿 74 例 (40.9%)，男 46 例，
女 28 例；其中：斜视 49 例，占 27.1%（内斜 19 例 ,38.8%；
外斜 28 例 ,57.1%；垂直斜视 2 例，4.1%）；眼球运动受限

13 例，占 7.2%；眼球震颤者 11 例，占 6.1%；先天性白内障
患儿 7 例；先天性青光眼 6 例；视神经萎缩 4 例（7 眼）；小
眼球 5 例；上睑下垂 2 例。结论 : 脑瘫患儿多伴不同程度的屈
光不正，同时常伴各种视觉障碍 , 由于患儿的表达及地域受限，
可能造成不能及时发现和治疗眼部疾患，重视脑瘫患儿功能性
眼病和器质性眼病的早期检查和治疗 , 可提高其生活质量和社会
适应性。
 
关键字 脑瘫  视功能  斜视  屈光不正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目的 观察患有系统性风湿免疫性疾病儿童并发鞘性视神经炎的
临床特点，临床转归及预后。为临床上这类疾病的诊断、治疗
及预后视功能的评估提供指导。

方法 纵向的观察了 3 例（6 眼）在全身病治疗过程中，并发双
眼的鞘性视神经炎的儿童风湿免疫性疾病患儿。纵向的评估视
功能、视盘水肿随时间消退的情况。并采用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成像技术（OCT）观察发病后盘周神经纤维层厚度（p RNFL）
及黄斑部平均厚度 (MT) 的变化特点。

结果 3 例儿童，2 例女性、1 例男性，平均年龄 11.7±0.6 岁
（11-12 岁），2 例患儿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1 例患有白塞氏
病。均为双眼同时发病，视力下降不明显或仅伴有视物模糊，2
例视力正常、1 例视力下降至 0.4-0.6。3 例患儿均表现为双眼

视盘水肿，及双眼向心性视野缺损或周边视野缺损。随访 6.5-
12 个月。视盘水肿的消退，在发病后 2-3 个月。双眼视盘周围
p RNFL 水肿逐渐减轻，直到随访结束 6-12 个月 p RNFL 仍然
比正常儿童厚，MT 未见明显薄变。

结论 3 例并发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双眼鞘性视神经炎患者双眼
发病，仅表现周边视野受损，视盘高度水肿而视神经结构几乎
不受损。通过这些特点推测鞘性视神经炎，可能是由于全身免
疫性炎因子攻击胶原成分的视神经鞘造成的视神经鞘炎，而不
是炎性视神经脱髓鞘的损伤。
 
关键字 风湿免疫性疾病，视神经鞘炎症，视功能，视神经结构
损伤，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成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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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s following vitreoretinal surgery for 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 in young patients

Vitreous microparticles shedding in proliferation diabetic 
retinopathy.

Mengyu Liao,Hua Yan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Mengyu Liao,Hua Yan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outcomes following vitreoretinal 
surgery for 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 (PDR) in 
patients who are less than 45 years of age.

Methods This is a retrospective case series study. A total 
of 116 eyes of PDR who underwent vitrectomy surgerie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mean follow-up period was 
11.41 months (1-24 months).

Result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18 to 
44 year-old patients (study group, 58 eyes) and those older 
than 45 years old (control group, 58 eyes). The average 
age when these patients received vitrectomy surgery was 
37.52±5.80 years old in the study group and 57.60±9.06 
years old in th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P<0.001). The 
final visual acuity increased in 41 eyes (70.7%), stable in 
9 eyes (15.5%) and decreased in 8 eyes (13.8%) in the 
younger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it increased in 

47 eyes (81.0%), stable in 2 eyes (3.4%) and decreased 
in 9 eyes (15.5%).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mainly 
included rehemorrhage (24.1%), retinal detachment (3.4%), 
and neovascular glaucoma (27.6%) in study group. The 
rehemorrhage and neovascular glaucoma (NVG) account 
for 19.0% and 1.7% respectively in control group, and 
none of the retinal detachment have occurred .

Conclusions Younger patients who underwent vitrectomy 
for PDR had a higher rate of postoperative adverse 
complications, with NVG taking up a majority of that. In 
young patients, the visual acuity of whom with young-onset 
type 2 diabetes is lower, and the prognosis is worse than 
type 1.

Keywords Neovascular glaucoma; 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 Retinal detachment; Vitrectomy

Purpose Microparticles are small vesicles produced 
during cellular activation and apoptosis, whose biological 
effects mainly including procoagulant activity and inhibition 
of inflammation. The diameters of microparticels are about 
100-1000nm. It was performed the levels of vitreous 
microparticles changing in several ocular diseases, 
including diabetic retinopathy. Our study was to measure 

the levels of different cell-derived microparticles shedding in 
vitreous fluid in 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 (PDR), an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microparticles in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of patients with PDR.
 
Methods A total of 68 vitreous samples were analyzed 
using flow cytomerty, including the PDR group (n=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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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OPD-Scan 像差仪对屈光性白内障手术患者视觉质量评估的
意义
廖梦宇 , 陈松 , 颜华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探讨屈光性白内障手术患者应用 OPD-Scan 像差仪评估
术后视觉质量的临床意义。

方法：纳入 2018 年 5-11 月行人工晶状体植入的白内障患者共
53 眼。按手术切口大小分为 A1 组（1.8mm，30 眼）和 A2 组

（>1.8mm，23 眼）；按植入的晶体类型分为 B1 组（多焦、三焦，
20 眼），B2 组（单焦，33 眼）。所有患者术前及术后 1 天均
由同一名医生行 OPD-Scan，获 3mm 全眼、眼内及角膜的倾斜、
高阶像差、慧差、球差、三叶草差及总像差；同时收集视力、眼压、
验光数据，分析屈光性白内障手术对患者术后视觉质量的影响。

结果：所有患者的屈光不正得到矫正，球镜（p<0.001），柱
镜（p=0.006）；所有患者视力提高（p<0.001），眼压无统
计学意义；所有患者术后全眼倾斜、球差、总像差，眼内倾斜、

慧差、总像差均下降，角膜三叶草差略升（p<0.05）；A1 组
与 A2 组比较术前各项指标除眼内全部像差外均无统计学差异，
术后整体趋势 A1 较 A2 组各项指标均低，但无统计学意义；
B1 组与 B2 组比较术前各项指标均无统计学差异，术后全眼倾
斜、高阶像差、慧差、总像差均下降，眼内高阶像差明显降低，
角膜总像差明显降低（p<0.05）。

结论：屈光性白内障手术能有效降低全眼、眼内及角膜的像差；
手术切口大小对术后 1 天的像差影响不显著；人工晶状体类型
的选择能显著降低术后 1 天的低阶、高阶和总像差，对提高术
后视觉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字 屈光性白内障手术；人工晶状体植入；像差；视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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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trol group (n=17). Macular hole, epimacular 
membrane, vitreous-macular traction and dislocation of 
lens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tudy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nets of the Helsinki Declaration and 
was approved by the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Ethics Committee.
 
Resul ts  Micropar t ic les o f  endothe l ia l ,  p la te le t , 
photoreceptor origin were identified in vitreous samples. 
The ratio of above three cell-derived microparticles 
to phosphatidylserine (PS)-expressing MPs was also 
calculated to reflect standardized data. Vireous endothelial 
and platelet microparticles levels were increased in 
PDR patients, but the photoreceptor-derived M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PDR group, vitreous EMPs 
were higher and PMPs were lower in patients with 

stage Ⅳ (vitreous hemorrhage) than stage Ⅵ (traction 
retinal detachment). In addition, preoperative intravitreal 
injection of anti-VEGF antibody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concentration of endothelial-derived microparticles 
(p<0.05).  
 
Conclusions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cell-derived 
microparticles was proved in vitreous fluid in patients with 
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 and the levels of them 
varied from different vitreoretinal diseases, different stage of 
PDR and whether performed preoperative intravitreal drug 
injection.

Keywords Microparticles; proliferative diabeitc retinopathy; 
endothelial; platelet; photorece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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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ed coagulation factor X (FXa)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umatic Proliferative vitreoretinopathy 

视盘肿物一例

Xiao Zhao,Han Han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朱雪梅 , 石璇 , 梁建宏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Purpose: Proliferative Vitreoretinopathy(PVR) is a severe 
blinding complication of ocular trauma, marked by severe 
bleeding and fibrotic response. Uncontrolled coagulation 
reactions are responsible for pathological fibroproliferation 
in several organ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used 
experimental trials to understand whether FXa plays a role 
in promoting fibrosis by affecting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al 
(RPE) cells, and hence contributes to the progression of 
PVR.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rabbit open and closed globe 
ocular trauma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the vitreous and 
aqueous humor were collected in certain periods after 
injury. The concentration of FXa in the vitreous and aqueous 
humor was measured by ELISA. In vitro experiment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FXa in regulating RPE cells 
phenotype. The proliferation of RPE cells was evaluated by 
BrdU test. The migration rate was evaluated by Transwell 

assay. Gene expression was evaluated by real-time PCR. 
Protein expression was evaluated by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an induction of FXa in both 
open and closed globe injured eyes. We further found a 
dramatic elevation of FXa in closed globe ocular trauma 
model comparing with the open one. Functionally, we 
found that FXa promoted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RPE cells, and induced an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of RPE cells, indicated by an upregulated 
expression of α-SMA and collagen type I in response to 
FXa stimulation.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ocular trauma 
leads to an induction of FXa, which promotes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of RPE cells, and contributes to the progression 
of proliferative vitreoretinopathy.

目的：分享一例视盘肿物的多模影像及讨论诊断。

方法：病例报告。

结果：患者，男，27 岁，主因“发现右眼中心视物模糊 1 月”
就诊于我院门诊。既往：体健。查体示：一般情况良好。远视力：
右眼 1.0，左眼 1.0；近视力：右眼 Jr1，左眼 Jr1。眼压：右
眼 12mmHg，左眼 13mmHg。右眼前节（-），视盘颞侧可见

灰白色隆起肿物，富含血管，余眼底未见明显异常。左眼前节
及眼底未见异常。眼部 B 超示右眼视盘前轻微隆起约 1.69mm，
病变底部回声增强。OCT 示右眼黄斑中心凹形态大致正常，鼻
侧靠近视盘处可见视网膜内层低反射囊腔；右眼视盘隆起，浅
层中高反射，深层为低反射。OCTA 可见右眼肿物具有密集血
管供应。FFA 示右眼视盘肿物，肿物富含血管，未见渗漏，余
未见异常。头颅核磁未见明显异常。眼眶核磁：右侧眼球后壁
视神经盘处局部略呈结节样改变。血化验结果：自身抗体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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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aling process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of neuro-retina 
after macular hole surgery

Epidemiology of sports-related eye injuries among athletes in 
China

Xinlei Zhu,Hua Yan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Xinlei Zhu,Hua Yan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Purpose: To demonstrate the healing process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of neuro-retina after macular hole 
surgery.

Methods: Thirty-six eyes of 31 patients with full-thickness 
idiopathic macular hole (IMH) were enroll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All of them were operated using 
23-gauge or 25-gauge vitrectomy followed by inner limiting 
membrane peeling and room air-filling. Spectral-domain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was performed before 
surgery and after surgery to observ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neuro-retina.

Results: Twenty eyes (55.56%) had the macular hole 
closed at 3 to 5 days after surgery (Group 1), beginning 
from the inner retina based on OCT. Sixteen eyes (44.44%) 
remained unclosed holes and progressed to larger holes 

at 13 to 15 days (t=-2.811, P=0.013) after surgery (Group 
2). Compared with eyes in group 1, the eyes in group 2 
had significantly larger hole diameter (t=-2.882, P=0.007). 
VA of eyes in group 1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2.573, 
p=0.019) and better than that in group 2 after surgery.

Conclusion: Closure of IMHs was achieved by first-
step inner retina tissue bridging. Macular hole diameter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healing of the holes. 
The delayed restoration of fovea detachment and IS/OS 
deficiency were responsible for poor vision outcomes after 
surgery.
 
Keywords Full-thickness idiopathic macular hole;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Vitrectomy; Healing process;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sports-related 
eye injuries among athletes, as well as analysing the risk 
factors of such injuries in China.

Methods: This cohort, cross-sectional study investigated 
athletes from Tianjin University of Sport, Tianjin Vocational 
College of Sports, and Tianjin provincial sports teams. 
The investigation included questionnaire and ophthalmic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类风湿因子、抗链球菌溶血素 O、补体 3、补体 4、免疫球蛋白
A/G/M、HLA-B27、血沉、C 反应蛋白、感染四项、T-SPOT
均未见明显异常。PPD（-）。

结论：讨论一例罕见的视盘肿物的诊断。
 
关键字 视盘肿物；多模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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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ON、缺血型 CRVO、CRAO 与颈、颅血管异常及其颅脑病变
的相关性分析
王润生 , 雷涛
西安市第四医院

目的  探讨 NAION、缺血型 CRVO、CRAO 患者颈颅血管异常
及其颅脑病变的相关性。

资料与方法 对我院近年收治的颈部血管超声颅脑、CT/MRI、颈
脑 MRA/ CTA 或 DSA 资料完整的 NAION、缺血型 CRVO、
CRAO 各 90 例 , NAION 中 男 性 47 例， 女 性 43 例， 年 龄
38 ～ 71 岁，平均 57±5.61 岁。病程 2 周内视乳头水肿期者；
缺血型 CRVO 男性 48 例女性 42 例 , 年龄 37 ～ 72 岁，平均
56±3.46 岁，首次发病既表现为视网膜水肿出血重伴棉絮斑、

FFA 视网膜毛细血管无灌注大于 12 个视乳头直径者；CRAO
男性 46 例女性 44 例年龄 28 ～ 74 岁，平均 61±4.31 岁，病
程 2 周内视网膜灰白色水肿伴黄斑樱桃红者。统计分析颈部血
管 B 超、头颅 CT、MRI、MRA/ CTA 或 DSA 检查。

结果  90 例 CRAO 患者中患侧颈总动脉闭塞 2 例、患侧颈内动
脉闭塞伴颈外动脉狭 ≥70%1 例、患侧颈内动脉闭塞 21 例，合
计 24 占 ,26.7%，颈总动脉颈内动脉硬性斑块 67 例占 74.4%
其中 7 例伴软性斑。90 例缺血型 CRVO 患者中患侧颈内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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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The outcome of examination including 
visual acuity, refraction, introcular pressure, slit lamp 
biomicroscopy, and fundus examination were recored.

Results: There were 1413 athletes enrolled in our 
study, and 151 of which had suffered sports-related 
eye injuries in their professional career. The prevalence 
rate was 10.69%. Although male athletes with eye 
injuries accounted for 66.23%,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mparison with female(χ2=0.176, 
P=0.675). Track and filed(23.00%) and volleyball(19.61%) 
occupied the largest proportion among male and female, 
respectively. Otherwise, athletes with water polo(72.73%) 
had highest prevelance of eye injuries, followed by art 
gymnastics(56.25%) and handball(38.46%). Overall, 
42.38% of athletes were injuried by ball, and 22.52% 
of injuries came from teammate.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in causes 
of injury(χ2=14.767, P=0.011). Eye injuries usually occurred 
in trainning ground(64.24%) and playground(14.57%). 
Males were different from female in places where sustained 
eye injuries(χ2=8.241, P=0.016). Adnexa wound(51.66%) 

wa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injuries. About 11.92% 
of athletes with eye injuries had impaired vision, and 
66.67% of which failed to see doctors in time. The age,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al degree, family income, and 
trainning time were associated with sports-related eye 
injuries(OR=0.934, 95%CI=0.880-0.992, P=0.025; 
OR=12.770, 95%CI=2.117-77.046, P=0.005; OR=0.709, 
95%CI=0.579-0.867, P=0.001; OR=1.394, 95%CI=1.176-
1.653, P=0.000; OR=1.483, 95%CI=1.290-1.706, 
P=0.000). Howere, gender, BMI, myopia, exercise level, 
training age, and application of protective devices had no 
contribution to eye injuries, as well as reading, smooking, 
drinking, partical eclipse, and sleep debt(P>0.05).

Conclusion: Sports-related eye injuries were extremely 
common among athletes with serious consequence. 
Identifying risk factors will reduce the prevalence of sports-
related eye injuries during activity.
 
Keywords Sports-related eye injuries; Epidemiology; 
Athletes; Risk factor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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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G 抗体阳性视神经炎临床及影像特征

OCTA 和 FFA 在 CRAO 动脉溶栓治疗中的应用及意义

王润生 , 雷涛
西安市第四医院

王润生 , 雷涛
西安市第四医院

目的：探讨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抗体 (MOG-IgG) 阳性视神经炎
的临床及影像特征。

方法：纳入标准 (1) 符合视神经炎诊断标准；(2) 血清 MOG-IgG
阳性。12 例 MOG-IgG 血清阳性视神经炎患者，MOG-IgG 检
测采用经 MOG 转染法检测。主要观察指标：临床及影像学特
征及视力结果，脑脊液细胞学、MOG 抗体。

结果 :10 例为女性，2 例为男性，平均年龄 35.9±17.0 岁。12
例中 10 例为首次发作，2 例为 2 次复发。视力最严重的是无光感。
4 例（33%）的患者出现视盘水肿，9 例（75%）伴有眼球转动痛。
10 例 (83%) 磁共振成像显示视神经强化，2 例 (17%) 有视神经

周围强化，9 例（75%）例纵向广泛累及，2 例 (17%) 累及视
交叉。10 例 (83%) 为单发视神经炎，2 例（17%）伴有其他神
经症状的视神经炎，2 例 (17%) 为慢性复发性炎性视神经病变。
12 例患者脑脊液细胞学白细胞计数小于 5 个 /mm3，MOG 抗
体均为阴性。

结论：MOG-IgG 阳性视神经炎表现多样，磁共振显示视神经纵
向广泛累及视神经周围强化，血清 MOG 抗体阳性，脑脊液白
细胞计数正常，MOG 抗体均阴性；视力丧失严重，但大多数患
者视力恢复较好。
 
关键字 MOG-IgG、视神经炎、临床及影像特征

目的 对比分析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和 OCTA 在 CRAO 动脉溶
栓治疗中的价值。

对象与方法　2018.12 ～ 2019.4 在我院符合视网膜中央动脉
阻塞体征及动脉溶栓适应症排除视网膜分支动脉阻塞与有睫状
视网膜动脉供应的住院患者 22 例，其中男 12 例，女 10 例；

年龄 37 ～ 78 岁（平均 56）岁；右眼 11 例，左眼 11 例；发
病至入院时间 12 ～ 72 ｈ；初始视力无光感 ～ 0.04，采用小
数记录视力表记录。

结果 22 例 22 只眼中视力检查结果显示，术后 2 周视力提高 3
行以上者 10 只眼，占 45.5%，其中 5 只眼提高到 0.1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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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塞 3 例、狭窄 ≥60% 者 13 例，共占 17.8%，颈总动脉颈内
动脉硬性斑块 43 例，占 47.8%，其中 4 例伴软性斑；90 例
NAION 患者中患侧颈内动脉狭窄 ≥60% 者 7 例，占 7.7%，颈
总动脉颈内动脉硬性斑块 39 例，占 43.3%，其中 2 例伴软性斑。
头颅 CT、MRI 结果：90 例 CRAO 患者中脑白质缺血性改变
者 43 例占 48%，脑梗塞（包括腔隙性）32 例，占 35.5%，
脑软化 8 例，占 9%；90 例缺血型 CRVO 患者中脑白质缺血
性改变者 15 例，占 16.6%，脑梗塞（包括腔隙性）18 例，占

20%；，90 例 NAION 患者中脑白质缺血性改变者 13 例，占
14.4%，脑腔隙性梗塞 17 例，占 18.8% 二者合计占 33%。

结论  CRAO 属于大血管疾病，NAION 属于小微血管疾病。

关键字 NAION、缺血型 CRVO、CRAO、颈部血管 B 超、颅
脑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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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母细胞瘤生长及发展的病理特点

54 例眼外伤继发性青光眼患者的临床护理分析

任明玉
河北省眼科医院

杨俊容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探讨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生长部位，以及其蔓延、进展特点。
方法：对 29 例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病理标本进行研究，观察肿物
生长位置，以及侵犯范围，结合临床特点等进行分析。结果：
经过组织病理学观察发现，生长于视盘周围者 22 例，发生于视
盘至赤道部视网膜 2 例，发生于赤道部之前的视网膜 2 例，未
能明确其生长部位者 3 例。此外，其中 1 例双眼患者，1 眼位
于视盘周围，因为 E 期，行眼球摘除，另 1 眼发现时位于赤道
部，采取化疗联合局部光凝，病情稳定。1 例患者发病时仅为单
眼，1 年后发现另 1 眼发病。未能发现生长部位者原因有：（1）
眶内蔓延，术前采取化疗者 2 例；（2）1 例因眶内蔓延，病变

较为广泛，未能找出确切位置。发现球后视神经受侵犯者 6 例，
其中视神经断端残留者 3 例。球壁受侵犯者 3 例。泪腺增大者
2 例，但未发现癌细胞侵犯。结论：病理是发现肿瘤生长部位最
为可靠的方法，视盘及其周围是视网膜母细胞瘤生长的主要部
位，沿视神经蔓延是其扩散的主要方式；化疗可能会影响其生
长部位的判断；泪腺增大而未检出癌细胞可能为泪腺反应性肿
大或化疗后癌细胞消退；双眼患者应密切随访眼底情况，以便
及时治疗。

关键字 视网膜母细胞瘤；病理；转移；预后

目的：探讨眼外伤早期继发性青光眼患者的临床诊治分析。方法：
收集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9 月收治的眼外伤早期继发性青
光眼 54 例（66 只眼）患者的临床资料，回顾分析临床资料及
相应的治疗措施。结果：眼外伤常见病因以异物致伤最常见，
患者经治疗后视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转，但治疗后继发性青光
眼的发生率高，治疗结束后随访 3 个月，其中眼压正常且不用

降眼压药物而治愈 39 例（72.2%）好转 12 例（22.2%）未愈
3 例（5.6%）。结论：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提高眼
外伤早期青光眼患者的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字 眼外伤 继发性青光眼 临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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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提高 2 行者 9 只眼，占 41%；治疗前后视力无变化或变化
在 1 行以内者 3 只眼，占 13.6%。所有患者治疗及随访过程中
均未发生穿刺部位血肿和颅内出血、脑栓塞等并发症，无眼球
活动异常，眼底及玻璃体无出血发生。
FFA 检查结果显示：22 只眼中，术后臂 - 视网膜动脉显影时间
较术前缩短 20 秒即 A-Rct≤15 s 和视网膜中央动脉各分支在 2 
s 内全部充盈 11 只眼（图 4，5），占 50%；A-Rct 较治疗前
缩短但在 15~10 s 以内，视网膜中央动脉各分支充盈时间 3~8 
s 8 只眼，占 36.4%。3 只眼 A-Rct 较治疗前缩短 ≤10 s3 只眼，
22 只眼治疗后视网膜循环均较治疗前改善。但有 4 只眼分支动
脉不充盈。
OCTA 检查结果显示：术前黄斑部视网膜血管大部分缺如 22 只

眼 , 术后黄斑部视网膜血管全部可见 15 只眼 , 分支缺损者 4 只
眼 , 黄斑血管拱环不完整者 3 只眼。动脉溶栓治疗已作报告不再
赘述 .

结论  FFA 可完整显示视网膜动脉循环时间和各分支显影实
况 . 是理想的观察判定方法但该方法是一种有创检查 , 当病人对
造影剂过敏或全身情况不允许时不能检查
OCTA 是一种快速无创检查 , 可通过观察黄斑部视网膜血管有
无缺损缺损范围判断循环恢复程度 , 虽无循环时间但可作为补充
尤其在 FFA 缺失时。
 
关键字 OCTA、FFA、CRAO、动脉溶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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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术后浅前房的观察与护理

NAION ？ ON?

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在白内障日间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杨俊容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祁艳华
石家庄爱尔眼科医院

蒋秋菊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探讨青光眼滤过术后浅前房的原因及处理方。方法：回
顾性分析对 142 例 165 只眼青光眼患者行滤过手术后发生浅前
房原因及处理方法。结果 : 发生浅前房共 17 例 21 只眼，发生
率为 12.3%，结论：青光眼术后容易发生浅前房，如不及时处理 , 

会给术眼带来严重的损害。因此 , 术后积极配合医生 , 加强观察
及护理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关键字 青光眼 浅前房 观察与护理

患者：男，33 岁，主因右眼突然视物不清 1 天就诊于当地眼科，
无眼红，眼痛、眼胀，无头痛、恶心、呕吐，于当地诊断“右
眼视神经乳头炎、左眼视神经萎缩，左侧股骨头坏死”应用激
素后症状无明显改善，转我院治疗。详询病史，患者 8 年前无
明显诱因出现左眼鼻侧视物不清，无眼红、眼痛。于当地医院
诊断“左眼视神经炎”，应用激素治疗后症状缓解出院。5 年前
因“股骨头坏死”行“左侧股骨头置换术”。否认外伤史，否
认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史。否认风湿免疫性疾病史，否认
过敏史；8 年前发病时有烟酒嗜好，左眼发病后戒烟酒；否认家

族史。

患者于 7 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眼鼻侧视物不清，于当地眼科
医院检查头颅 CT 未见异常，头颅 MRI：右侧眶内段视神经增粗，
左侧视神经纤细。 诊断“右眼视神经乳头炎”给予“甲泼尼龙
1g×3d，500mg×2d”症状无改善。当地医院检查：血生化、
凝血四项、C 反应蛋白、感染七项、免疫相关检查、电解质均
正常；甘油三脂：2.07mmol/L ↑；血沉：2mm/h；同型半胱
氨酸：62.46umol/L（↑）( 参考值 4.0-15.4)；抗心磷脂抗体：

目的：探讨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在白内障日间手术患者中的应
用及临床效果，提高此类患者手术配合依从性。方法：采取随
机分组筛选法分组进行，对照组给予常规工作模式予以护理；
观察组给予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护理。由一个责任护士负责患
者住院期间的一切护理活动和出院后的随访与指导工作，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配合的依从性。结果：两组患者从心理焦虑程度、
健康宣传内容的掌握程度和对护士的满意度三方面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的病人按医生要求配

合手术治疗的行为明显优于对照组。结果：对白内障日间手术
患者给予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能够使病人减轻心理焦虑，能
够更好的掌握自我护理方法，能够提高患者手术配合的依从性。
结论：对进入白内障日间手术流程的患者实施医护一体化护理
模式，能够提高患者配合手术的依从性，保证白内障日间手术
安全顺利进行并提高护理满意度。
 
关键字 白内障日间手术医护一体化护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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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二代测序技术对两个中国无脉络膜症家系的鉴别诊断

视网膜色素变性家系新基因变异位点与特殊临床表型分析

王苗苗 , 王卓实 , 孙岩
沈阳何氏眼科医院

孙岩 , 王卓实
辽宁何氏医学院沈阳何氏眼科医院

目的 二代测序技术鉴别无脉络膜症与视网膜色素变性。方法 横
断面研究。研究对象为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沈阳何
氏眼科医院就诊 2 个经外院临床医生诊断为视网膜色素变性的
家系，完善相关病史资料采集，询问家族史，并绘制家系图，
进行视力、眼压、眼底照相、视网膜电图（ERG）、B 型超声、
视野、色觉、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裂隙灯检查，并进
行了目标序列捕获测序和 Sanger 验证，大片段的缺失插入经
过实时荧光定量核酸扩增检测（QPCR）进行验证。结果 识别
了 CHM 基因中的两个已知致病突变 EX9DEL 和 c.715C>T，
明确患者的临床诊断为无脉络膜症，其中携带 EX9 DEL 半合子

突变的患者临床表型特殊，双眼黄斑中心凹处可见“星型”小
片完整脉络膜，且符合白种人群无脉络膜症患者黄斑中心凹的
变化规律，携带 c.715C>T 致病突变的病例表型与白种人的临
床表现可能有一致性，且不排除先证者脉络膜萎缩会持续加重，
女性携带者与男性患者临床表型不同。结论 本研究首次在亚洲
人群中识别了 CHM 基因 EX9 DEL 和 c.715C>T 致病突变，二
代测序技术可能成为鉴别无脉络膜症与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有力
工具。

关键字 无脉络膜症；突变；二代测序技术

目的   分析 25 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患者的家系基因变异情况与临
床表型特征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将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7 月在沈阳何氏眼科医院确诊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
25 个家系的共 86 人纳入研究，采集所有受检者外周血 5ml，
提取 DNA 后，采用高通量二代基因测序技术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对患者及家系样本进行基因测序，后经过
Sanger 验证，确认基因变异位点，并进一步分析相关病例的基
因变异与临床表型的相关性。结果  本研究检测出已知致病性基
因突变病例 13 例，占比 52.0%；检出疑似致病性基因突变病

例 9 例，占比 36.0%；检测出临床意义未明基因突变 3 例，占
比 12.0%。上述检出的病例中，共涉及 22 个基因突变，55 个
基因变异，其中 USH2A 基因检出 18 个基因位点变异，占比
32.73%；RP1 基因检出 9 个致病位点，占比 16.36%；EYS
基因检出 7 个基因位点变异，占比 12.73%； RHO 和 AGBL5
基因各检出 2 个基因位点变异，分别占比 3.64%；其他基因检
出 17 个基因位点变异，占比 30.91%。检出的病例中，遗传方
式为 adRP 的病例 5 例，占比 20.0%；遗传方式为 arRP 的病
例 16 例，占比 64.0%；遗传方式为 xlRP 的病例 2 例，占比 8.0%；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抗 β2- 糖蛋白 1 抗体 IgA：22RU/ml（↑）。我院门诊查体：
视力：右：0.3 矫正 0.6，左：0.25 矫正 0.3，右眼无充血，角
膜透明，前房深，房水清，瞳孔圆，直径约 4mm，RAPD 弱阳
性，晶状体透明，眼底检查：视盘水肿，色泽浅，未见出血及
渗出，视网膜静脉轻度扩张，黄斑区网膜无水肿，中心凹光反
射可见。左眼前节未见异常，眼底检查：视盘色泽苍白，边界
清，视网膜血管清晰，黄斑中心凹光反射可见。眼压：双眼均

为 16.0mmHg。诊断：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高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给予营养神经，改善微循环，同时补充叶酸，
维生素 B。经治疗患者症状改善，带药出院。
 
关键字 同型半胱氨酸 视神经炎 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
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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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e 瞳孔一例

一个 X 连锁视网膜色素变性家系的基因突变分析及 X 染色体失活
在其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吴秋艳 , 陈长征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王希振 1, 王云 1, 冯丙岂 1, 何芬 1, 刘旭阳 2
1. 深圳市眼科医院   2.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目的：病例报道一例 Adie 瞳孔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方法：本例
病例报道一名 40 岁女性，因“右眼视物模糊伴畏光 1 月”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至我院就诊，患者外院头颅 MRI 及 MRA 均
正常，改善循环，营养神经治疗无好转，否认外伤史。双眼视
力 1.0，右眼瞳孔直径 6mm, 左眼瞳孔直径 3mm, 右眼直接和
间接对光反射消失，长时间集合运动后右眼瞳孔可缓慢收缩，
眼底正常，腱反射消失。予以毛果芸香碱稀释溶液（0.0625%）
滴双眼，约半小时后右眼瞳孔缩小至正常，左眼变化不明显。

诊断：右眼 Adie 瞳孔。建议：毛果芸香碱稀释溶液（0.0625%）
点右眼 早晨四次，定期复查。结果：1 月随访患者畏光症状改善。
结论：Adie 瞳孔通常表现为无任何症状和诱因的单侧瞳孔散大，
与副交感神经传出通路异常有关，通常视力和眼底正常易被漏
诊，根据眼部特征及毛果芸香碱稀释溶液（0.0625%）试验可
进一步明确诊断，对症治疗定期复查。
 
关键字 Adie 瞳孔，毛果芸香碱稀释溶液（0.0625%）

目的：探讨一 X 连锁视网膜色素变性（XLRP）家系的分子机制
以及分析其基因型 - 表型间的相关性。
 
方法：对该家系的所有受试者进行完整的眼科检查。采用包
含 57 个已知的视网膜色素变性 (RP) 致病基因的多基因芯片，
对 先 证 者 进 行 靶 向 捕 获 和 下 一 代 测 序 (NGS)， 包 括 RP1、
RP2、RPGR、RHO、PRPH2、CRB1 等。通过 PCR 扩增和
Sanger 测序对其余家系成员进行了验证。提取血 DNA 用于 X-
染色体失活 (XCI) 分析和检测有症状和无症状携带者的 RP2 和
AR 甲基化。
 
结果：本研究共收集了来自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四代家系，共 41
人，其中 7 名患病男性。该家系的所有患者均被诊断为 RP。男
性患者从第一个十年开始出现症状，而女性携带者在第二个十
年或更晚些时候出现症状。在所有受男性患者和一些女性携带

者中发现存在 RPGR 基因中的移码突变 c.345_348delTGAA。
通过 X 染色体失活（XCI）分析，发现他们的表型与其 X 染色体
的甲基化状态之间很少或没有相关性。
 
结论：在一 X 连锁 RP 家系中发现了 RPGR 基因上存在新突变
c.345_348delTGAA，扩大了 XLRP 的 RPGR 突变谱，并进一
步扩展了相关临床表型。在这个家系中，表型延伸到女性携带者，
其表型比半合子男性温和且有延迟。虽然缺乏与 X 失活的相关
性的直接证据，尚不能得出任何关于 X 失活对疾病严重程度影
响的结论，但是携带者女性中明确存在较轻的、可变的影响仍
然可以反映家系内相关个体的视网膜中可能存在 X 失活模式。
 
关键字 X 连锁显性视网膜色素变性，RPGR，下一代测序，X
染色体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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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方式不明的病例 2 例，占比 8.0%。结论  视网膜色素变性
的基因变异位点和临床表型具有相关性，对两者相关性的分析
有助于提高视网膜色素变性疾病的临床认识。

关键字 【关键词】 视网膜色素变性；二代基因测序技术（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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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的临床特征分析

高度近视萎缩弧面积的多模态成像定量分析

张自峰 , 李曼红 , 王雨生 , 孙董洁 , 樊静 , 周毅 , 苟凯丽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王佳琳 , 王艳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目 的： 观 察 分 析 婴 幼 儿 期 家 族 性 渗 出 性 玻 璃 体 视 网 膜 病 变
（FEVR）的临床特征。

方法：将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空军军医大学西京
医院眼科确诊为 FEVR 的 29 例（58 只眼）婴幼儿的临床资料
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患儿均行广角数码儿童视网膜成像系统
（RetCam）和间接检眼镜眼底检查，眼底特征不典型的患儿在
全麻下行婴幼儿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检查；父母行散瞳
眼底和 FFA 检查，并采血行基因检测。详细记录患儿性别、年龄、
出生状况和家族史等一般情况。

结果：29 例患儿中，男性 13 例，女性 16 例，就诊年龄 1 月 ~3 岁，
出生孕周 38.9±2.29 周，出生体重 2938.6±472.88g。29 例

患儿（58 只眼）中，FEVR 1 期 9 只眼，占 15.5%；2 期 10
只 眼， 占 17.2%；3 期 4 只 眼， 占 6.9%；4 期 32 只 眼， 占
55.2%；5 期 3 只眼，占 5.2%。29 例患儿中，双眼病变不对称，
属于不同分期者 12 例，占 41.4%。29 例患儿家属中，能提供
相关眼病史者仅 1 例，占 3.4%。最终所有患儿均通过家属成员
的眼底和 FFA 检查明确 FEVR 家族史。12 例行基因检测的患儿
中 7 例呈现 FEVR 相关基因阳性表达，占 58.3%。

结论：婴幼儿 FRVR 多见于足月及正常出生体重儿，初诊阳性
家族史多不明确，呈现眼部病情严重和双眼病变不对称的特点。
 
关键字 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临床特征；婴幼儿

目的：观察高度近视患者萎缩弧（PPA）面积的多模态成像定
量分析结果。

方法 高度近视伴萎缩弧的患者 30 例 45 只眼纳入研究。其中，
男性 13 例 19 只眼，女性 17 例 26 只眼。年龄 27-69 岁，平
均年龄（53.07±11.59）岁。所有患者均行眼底彩色照相（CFP）、
近红外眼底自身荧光（NIR-FAF）、眼底荧光素血管造影（FFA）
及频域光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由两名眼科医师在相
互独立、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分别对上述多模态成像图像进行
精准定量分析。应用 Image J 1.50i 版软件分别描绘 CFP、
FAF、FFA 图 像 中 PPA 轮 廓 并 计 算 其 面 积。 当 NIR-FAF 难
以确定视盘和 PPA 边界时，用频域 OCT 辅助确定其边界情况。
两名眼科医师之间多模态成像结果的一致性检验采用 Bland 

-Altman 分析。

结果 Bland-Altman 分析结果显示，两名眼科医师之间多模态
成像结果的一致性较高，其变异范围为 CFP ＜ NIR-FAF ＜ FFA。
CFP、NIR-FAF、FFA 检 查 测 得 患 眼 平 均 PPA 面 积 分 别 为
（7.10±4.73）、（8.30±5.84）、（8.10±5.46）mm2。
CFP、FAF、FFA 检查测得平均 PPA 面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F=1.193, P=0.307）。

结论  NIR-FAF 测得高度近视萎缩弧面积最大，FFA 次之，CFP
最小，但三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关键字 高度近视 萎缩弧 多模态成像 近红外自发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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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VEGF 辅助治疗 AION 作用探讨

前房穿刺及降眼压治疗对 AION 的作用探讨

李寿庆
潍坊眼科医院

李寿庆
潍坊眼科医院

目的：探讨抗 VEGF 辅助治疗是否对 AION 治疗有积极意义

方法：前瞻性研究纳入临床病程＜ 3 周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
视神经病变（NAION）患者 30 人。随机分为注药组及对照组
各 15 眼，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血栓通注射液、弥可保等改善
循环营养神经治疗，颞浅动脉旁注射复方樟柳碱治疗。注药组
在使用常规药物的同时，行玻璃体腔注射康柏西普 0.05mg，
观 察 治 疗 前 及 治 疗 后 2 周、 治 疗 后 4 周 矫 正 视 力、 视 野、 
OCT 神经纤维层厚度（判断水肿减轻的程度）、OCTA 黄斑区
6×6mm 血流密度。

结果：注药组在治疗后视野指数增加明显、OCT 神经纤维层
厚度减少明显，视盘水肿大多在 2 周左右减轻，而对照组视盘
神经纤维层恢复正常大约在 3 周左右，水肿减轻的速度较快，
较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注药组与对照组在治疗后矫正视力、
OCTA 黄斑区 6×6mm 血流密度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抗 VEGF 辅助治疗对 AION 治疗能快速减轻视盘水肿，
对治疗有积极意义，
但大样本的治疗作用，还有待研究。
 
关键字 抗 VEGF，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目的：探讨前房穿刺及降眼压治疗是否对 AION 治疗有积极意
义

方法：前瞻性研究纳入临床病程＜ 3 周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
视神经病变（NAION）患者 40 人。随机分为穿刺组及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改善循环营养神经治疗，颞浅动脉旁注
射复方樟柳碱治疗。穿刺组在使用常规药物的同时，行前房穿
刺术，当天再进行前房放液 2 次，第二日再前房放液 1 次，每
次放液后眼压低于 10mmHg，并持续使用降眼压药物阿法根
滴眼液。观察指标：治疗前及治疗后 2 周、治疗后 4 周矫正视
力、视野、 黄斑 6×6mm 血流密度、黄斑区神经节细胞复合体
（GCC）厚度。

结果：穿刺组在治疗后视野指数增加、OCTA 黄斑区 6×6mm
血流密度增加较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穿刺组在治疗后矫正视
力、黄斑区神经节细胞复合体厚度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前房穿刺及降眼压治疗对 AION 治疗能增加视神经及视
网膜血流灌注，对视功能的恢复治疗有积极意义，可以作为一
种治疗方式积极应用。
 
关键字 前房穿刺，降眼压，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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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improvement in acute neuromyelitis optica-related 
optic neuritis patients with plasma exchange treatment
Shaoying Tan1,2,Shihui Wei2
1.Joint Shantou International Eye Center of Shantou University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The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PURPOSE:To evaluate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visual outcome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acute neuromyelitis 
optica-related optic neuritis (NMO-ON) received the plasma 
exchange (PE) treatment after high-dose intravenous 
corticosteroid treatment.

METHODS:Forty-four affected eyes from 32 NMO-
ON patients with first attack of acute vision loss worse 
than 20/60, but without neurological disability, were 
recruited. Five cycles of double-filtration plasmapheresis 
was performed in all study subjects. Visual outcome was 
evaluated based on the visual acuity (VA) documented 
at onset, 1-day before PE treatment, each cycle of PE 
therapy as well as 1-year follow-up visit. 

RESULTS:The mean VA (logMAR) at onset and before 
PE treatment were -3.18 ± 1.59 and -2.47 ± 1.62, 
respectively. The percentage of patients with VA of 20/800 
or above was 27.28% before the PE treatment. After 5 

cycles of the PE treatment, the mean VA was -1.61 ± 
1.46, and the mean VA improvement was 0.85 ± 1.11 (p< 
0.001). 65.91% of the patients showed an improvement of 
1 line or above, and the percentage of patients with VA of 
20/800 or above was 50.0% (p= 0.029; odds ratio = 0.38). 
The visual outcome was persistently maintained even after 
1 year. The VA after PE treatment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onset window ≤30 days (p= 0.013), the VA at onset (p= 
0.012) and before PE treatment (p< 0.001) as well as the 
VA improvement by corticosteroid treatment (p= 0.003).

CONCLUSIONS:PE treatment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visual outcome of acute NMO-ON patients after the 
corticosteroid treatment. It is recommended within the 
onset window of 30 days after the corticosteroid treatment. 

Keywords Plasma exchange, 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 optic neuritis, visual ac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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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对兔视网膜光损伤保护作用的实验研究
张丽琼 , 石焕琦 , 刘美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丹参对兔眼光损伤视网膜的保护作用。方法   健康青
紫兰兔 8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实验组，每组 4 只。在循环光
环境适应 7 d，光照前暗适应 24 h。散大瞳孔至 8 mm 左右。
光照（14 500 lux）30 min，然后暗适应 30 min。分别在光
照后 1 h，对照组静脉推注 0.85% 生理盐水 20 ml；实验组静
脉推注丹参冻干粉（1.0 g/kg） + 0.85% 生理盐水 20 ml。光
照后 48 h 取视网膜制成超薄切片，电镜观察视网膜形态结构变
化。结果  实验组视网膜组织结构清楚，细胞形态规整。对照组

光感受器外节膜盘崩解非常明显，外核层细胞排列紊乱，核固
缩，色素上皮层细胞核染色质边集，呈现细胞凋亡的早期改变，
线粒体空泡变性。结论 ，丹参能减轻光作用对视网膜细胞结构
的损伤，其机制可能与复方丹参具有清除自由基、拮抗钙离子、
降低一氧化氮毒性相关。
 
关键字 眼损伤；  光刺激；  视网膜变性；  疾病模型，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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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静脉注射后在兔血浆和眼房水中药动学研究

“不识庐山真面目”

张丽琼 , 石焕琦 , 刘美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洪娟 , 周欢粉 , 徐全刚 ,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 建立测定兔血浆和房水中丹参素含量的高效液相色谱方法，
研究丹参通过血眼屏障的能力及药代动力学特点。方法  白兔
72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 6 只；血浆组 6 只；房水组 60 只。对
照组 0.85% 生理盐水 20 ml，静脉注射。其余两组丹参 1.0g/
kg 静 脉 注 射。 取 血 浆 和 房 水 检 测。 色 谱 柱 Hypersil BDS，
C18 柱 (5μm，4.6mm× 250mm)； 预 柱 : 自 填 国 产 YWG 
C18；流动相为乙腈：0.01 ㏖ /L 磷酸二氢钾（8：92）；紫
外检测波长 279nm；流速 1.0ml/min；柱温为室温。DAS 2. 
0 软件计算药动学参数。结果  丹参素血浆质量浓度符合三室模

型。t1/2ß（消除半衰期）：5.661 min；Cmax（锋浓度）：
727.29 mg/L；Tmax（达峰时间）：0 min。房水质量浓度符
合二室模型。t1/2ß ：147.663 min；Cmax ：38.62 mg/L；
Tmax ： 25 min。对照组血浆、房水中未检测到丹参素。结论 
本方法灵敏、特异、准确。丹参静脉注射后可以通过血眼屏障，
丹参素在房水内的含量较少，约为血浆浓度的 1/18。在房水中
丹参吸收比较快，消除也较快。
 
关键字 丹参；高效液相色谱法；药代动力学；兔

目的：本文报道一例病理明确诊断为木村病的患者，并详细描
述其主要临床特征，为广大临床医师提供诊疗思路。

方法：报道一例 22 岁男性患者，以“左眼睑及右耳前肿胀 1 年
余”入院。口服激素治疗后有好转，但激素停用后再次复发。
查体可见左眼眼睑明显肿大，眼睑皮肤呈淡紫色，可触及三个
大小不等的结节，最大者直径约为 2cm。右耳前淋巴结肿大。
查血 IgE13300IU ／ ml。血常规：白细胞 14.69*109，中性粒
细胞 0.25，淋巴细胞 0.19，嗜酸性粒细胞 0.52。辅助检查：
左眼睑皮下可见一不均质回声区，边界欠情，形态欠规则。左
侧泪腺内回声减低，不均匀。双侧腮腺内及腮腺旁低回声结节（右
侧多发）。双侧腹股沟区淋巴结肿大。给予激素冲击治疗后症
状明显减轻，并给予免疫抑制剂预防复发。

结果：行右耳前病灶活检，结果示淋巴组织增生，并见大量嗜
酸性粒细胞浸润，考虑木村病。免疫组化结果：CD20（B 细胞 +），

CD30(-),CD3(T 细胞 +)，Ki-67（生发中心外 20%），BOB-1（少
数细胞 +），OCT-2（部分 +），CD15（-），CD21（滤泡树
突 网 +），CD1a（-），PAX5（B 细 胞 +），CD23（ 滤 泡 树
突网 +），MPO（-），CD43（+），S-100（-），CD34（血
管 +）。

结论：木村病（Kimura’s disease）又称嗜酸性淋巴肉芽肿，
是一种罕见的、病因不明的、以淋巴结、软组织和唾液腺损害
为主的慢性进行性炎症疾病，对于头颈部出现皮下无痛性肿物
的患者，应注意其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及 IgE 水平。由于
木村病临床少见，临床症状不典型，临床鉴别较为困难，仍需
依靠病理检查中大量嗜酸性粒细胞浸润等特点明确诊断，可用
激素治疗后加用免疫抑制剂预防复发。

关键字 木村病；眼睑；腮腺；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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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根部皮下注射玻尿酸致眼三角综合症一例

抗 VEGF 治疗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应答不良或无应答的可能机制

吕洋
联勤保障部队第 940 医院（原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吕洋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40 医院（原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患者，女，42 岁，主因：“鼻根部皮下注射玻尿酸 1ml 后出现
右眼视力下降伴鼻部和眶周疼痛 1 天”。

专科检查：右眼矫正视力：0.6，左眼矫正视力：1.2；眼压：
右眼 13mmHg，左眼 12mmHg。右眼上睑遮盖上角膜缘约
4mm，抬起无力，眼球呈外转位，内转受限。

眼底检查：右眼视盘鼻侧色略淡，边界模糊。视盘鼻侧远端有
一扇形略混浊区，其间夹杂视网膜下条状灰色病灶伴随血管走
行，病变区顶端指向视盘，底部朝向周边。左眼底检查未见异常。
眼部 B 超提示：双眼玻璃体轻混。OCT 提示：双眼黄斑区无异常。
荧光素钠眼底血管造影（FFA）：造影早期右眼以视盘鼻侧为顶
点的扇形病变区域呈弱背景荧光。该病变区域靠近视盘的顶端
脉络膜逐渐充盈而远端脉络膜充盈不良呈弱背景荧光，造影晚
期该病变区域远端可见条状或团形荧光渗漏。左眼底未发现异
常。

吲哚菁绿眼底血管造影（ICGA）：造影早期鼻侧脉络膜未见染
料充盈，呈现暗区。病变区内可见部分脉络膜大血管充盈明显

延迟，远端脉络膜区呈弱荧光。造影晚期鼻侧视网膜可见斑片
状荧光，脉络膜血管管壁着染。左眼底未发现异常。

辅助检查：全身 MRI 及超声未见明显异常。生命体征未见明显
异常。

初步诊断为：1. 右眼三角综合征 2. 右眼动眼神经麻痹

面部美容针引发的血管阻塞发生突然，进展迅速。本文患者由
于在鼻根部皮下注射了玻尿酸，操作不当导致玻尿酸进入面部
动脉血管 , 当注射压力大于眼动脉压力迫使玻尿酸从小动脉逆流
入眼动脉系统，当注射器压力解除后，动脉压力可推动玻尿酸
进入眼动脉的分支血管，如进入睫状后短动脉，造成脉络膜血
管栓塞；如进入动眼神经供血分支，则造成动眼神经麻痹。

治疗方面：尿激酶加透明质酸酶治疗。另外选择性眼动脉透明
质酸酶溶栓介入治疗也是一种及时有效的治疗方法。
 
关键字 鼻根部皮下注射，玻尿酸，眼三角综合症

目 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治疗已成为 nAMD
的一线治疗方案，然而有些患者在接受抗 VEGF 药物治疗后出
现应答不良的现象。随着抗 VEGF 药物临床应用经验的增多，
应答不良现象已逐渐引起了临床医生的重视，相关机制研究已
展开，其中药物遗传因素作为重要影响因素逐渐得到关注。
AMD 的病理发生已经证实与遗传因素相关，而特殊基因型与抗
VEGF 治疗 nAMD 疗效是否相关还有待进一步探究。本文拟在
阅读整理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抗 VEGF 治疗湿性黄斑

变性应答不良的可能药物遗传学机制。

方 法： 通 过 检 索 关 键 词 wet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anti-VEGF therapy,poor response, non-
response,risk alleles,genetic factors,pharmacogenetic 在
PubMed、web of science 查询并阅读文献检索并阅读文献 29
篇。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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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人工智能视觉重塑系统在大龄弱视治疗中的应用前景
吕洋
联勤保障部队第 940 医院（原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目的 在明确传统治疗对大龄弱视疗效的基础上，综述目前新一
代人工智能视觉重塑系统在大龄弱视中应用前景。
 
方法 通过文献管理器图书馆检索了 1999 年至今有关国内外人
工智能视觉重塑系统在大龄弱视的治疗效果的文献，共计 46 篇，
仔细阅读后分析、整理及总结。
 
结果 传统视功能训练侧重眼内和眼外肌肉运动感知及双眼协调
和融合，训练内容包括调节放松、集合发散、追踪扫描以及立
体知觉等，但对于成人弱视没有明显治疗效果。2018 年 6 月
中国卫健委对弱视的最新治疗原则：无论弱视患者的年龄大小
都应该进行治疗。以美国、以色利和新加坡为首的国家近几项
研究表明新一代人工智能视觉重塑系统 -Revital vision 治疗可
能成为大龄弱视、屈光术后（光晕、眩光及回退等）、白内障
术后治疗的新靶点。众所周知，人的视觉主要取决于以下两方
面：眼睛接收图像和大脑处理图像。Revital vision 关注的是大
脑处理图像，这种视觉知训练更侧重于大脑皮层的认知。通过

Revital vision 刺激训练（1）视知觉训练能提高裸视，提高了患
者的对比敏感度，但不改变屈光度（2）视知觉训练能提高裸视
时只能在“模糊”情况下提高，一旦视物清晰（屈光矫正）时
就没作用了（3）视知觉训练提高裸视维持的时间是有限的，且
程度有限。此外，研究还表明：人工智能视觉重塑系统 Revital 
vision 视觉训练在老视、低视力、低度近视方面也有显著疗效。
通过训练可以延缓 4 年老视戴镜时间，还可提高低度近视患
者裸眼视力。这篇综述重点介绍了新一代人工智能视觉重塑系
统 -Revital vision 视觉训练在大龄弱视、屈光术后、白内障术
后等中的治疗效果，并讨论了未来的治疗的发展方向以及视觉
训练的优劣性。
 
结论 目前，关于大龄弱视、屈光术后、白内障术后，提高裸眼
视力及视觉敏感度的治疗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阐明各种
因素及治疗效果及机制在其中的作用为未来提供发展的方向。
 
关键字 人工智能视觉重塑系统，大龄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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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抗 VEGF 治疗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形态学应答和功能
应答可能不一致。功能应答不良以视力下降为主要原因，包括：
瘢痕组织，地图样萎缩（ GA ）及其进展，外层视网膜套管样
结构等。形态学应答不良包括：CNV 病灶类型，诊断不明确，
相关形态学因素，药物遗传学因素等。应答不良还包括早期应
答和后续应答两种。当治疗效果不佳时，我们应明确诊断，完
成初始 3 针，更换治疗方案。另外还需更换药物，联合治疗，如：
联合激素或血小板衍生因子（PDGF）抑制剂，联合 PDT 治疗，

增加药物剂量，缩短注药间隔，同时要关注基因治疗。

结 论：抗 VEGF 治疗湿性黄斑变性应答不良的机制复杂，基于
遗传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重要性，未来治疗方向可能会倾
向于转向针对患者的个体遗传风险制定个性化治疗。
 
关键字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应答不良，无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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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造影诊断 2 型新生血管性黄斑病变

病毒性血管闭塞性视网膜炎一例

吕洋
联勤保障部队第 940 医院（原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王悦叶 , 孙传宾 , 姚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分析 2 型新生血管性黄斑病变（NVAMD）在光学相干断
层扫描血管造影（OCT-A）的形态特征。

方法：患者 95 人接受完整的眼科眼底检查，包括眼底摄影，荧
光素血管造影，吲哚青绿血管造影，OCT 和 OCT-A。

结果：2 型新血管形成（NV）或经典 NV，是渗出性年龄相关性
黄斑变性的最不典型的表型。 2 型 NV 的临床方面已有广泛描述，
迄今为止荧光素血管造影仍然是在初始呈现时成像年龄相关性
黄斑变性的金标准。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造影术（OCT-A）
可用于没有任何染料注射的流动特性的血管成像。对于 2 型 NV
可以使用具有非常典型的模式的 OCT-A。新生血管膜在外层视

网膜和绒毛膜毛细血管层中表现为水母型复合物或肾小球形损
伤。此外，在脉络膜毛细血管层中，损伤的外部边界在大多数
情况下表现为暗环，深入延伸到更深的脉络膜层中的一个或多
个中心区域是可见的。对于使用 OCT-A 的临床医生，特别是在
通常没有血管的区域，最不典型的表型（例如视网膜下空间中），
2 型 NV 的鉴定是容易可行的。

结论：目前，关于 2 型新生血管性黄斑病变的早期诊断已成为
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阐明 OCT-A 在 2 型新生血管性黄斑病变的
早期诊断中的意义，对疾病治疗提供研究领域未来发展的方向。
 
关键字 相干断层扫描血管造影治疗；新生血管性黄斑病变

患者，女，58 岁，1 月前因左眼视物不清于外院就诊，诊为眼
底出血，短期给予激素治疗后无明显好转，双眼视力进一步下
降。外院 OCT 示黄斑区水肿，考虑抗 VEGF 治疗。患者为求进
一步诊治于我院就诊。于我院初诊时 VOS 0.5，眼前节（-），
视盘边界尚清，边沿火焰状出血 , 予甲强龙 2 片 bid 及弥可保
口服。10 月 4 日 VOS 0.4，瞳孔中等大小，对光反应迟钝，
OCT 示黄斑区水肿，视盘周围出血。10 月 11 日复诊时患者右
眼视力也出现下降，VOD: 0.4 ,VOS: 手动。眼前节（-），左
眼 RAPD+。眼底图见左眼眼底视盘充血水肿，边界欠清，后极
部弥漫性黄白色病灶，视盘周围及黄斑区散在出血、水肿，大
片黄白色渗出，视网膜动脉白鞘；右眼眼底黄斑中心凹颞下方
黄白色病灶。左眼广角眼底照相见视盘及周边部大片病灶伴出
血。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检查，左眼视盘附近可见出血，
视网膜灰白色改变，造影示荧光遮挡、渗漏，视盘附近分支动

静脉闭塞；右眼视盘及附近中心凹灰白色病灶，造影示荧光渗
漏增强。左眼视野全盲，右眼视野鼻侧下方局部缺损。OCT 示
左眼黄斑区结构紊乱，视网膜浅脱离，右眼小部分病变部位视
网膜结构紊乱。初步诊断为病毒性血管闭塞性视网膜炎引起的
视网膜坏死，应用阿昔洛韦、丽科明抗病毒及营养神经药物治疗。
治疗 5 天后，眼底检查可见左眼视网膜急性期水肿减轻，右眼
黄斑区病灶无扩大，颜色变淡。血清学结果显示血清巨细胞病
毒抗体 IgG、风疹病毒抗体 IgG、I 型单疱病毒 IgG 升高，IgM
无升高。二月后患者右眼视力恢复至 0.8，左眼视力无改善仍为
手动，眼底检查见左眼出血渗出基本消失，视网膜萎缩区域和
正常视网膜部分有明显分界线，右眼病灶区缩小，渗出基本吸收。

关键字 病毒性视网膜炎 ; 血管闭塞性视网膜炎 ; 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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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相干断层扫描在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和息肉样脉络膜血管病
变中的诊断

趋化因子受体 CXCR4 在癌症中错综复杂的角色

吕洋
联勤保障部队第 940 医院（原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吕洋
联勤保障部队第 940 医院（原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目的：分析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和息肉样脉络膜血管病变在光
学相干断层扫描（OCT）的形态特征。

方法：患者 125 人接受完整的眼科眼底检查，包括眼底摄影，
荧光素血管造影，吲哚青绿血管造影，OCT。

结果：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是一种非侵入性成像方式，
提供了完整眼科领域中心视网膜的高分辨率图像。虽然传统
OCT 已产生纵向截面图像，但数据处理的进步促进了 OCT 的
发展，现已可检测任何深度的视网膜和脉络膜层的横向图像。
包括纵向横截面顶部的额外的区域的面积及单个图像中的病理
结构。本文综述了 OCT 在诊断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
和息肉状脉络膜血管病变（PCV）的效用。显示视网膜光感受
器的内部节段 / 外部节段连接的面内成像及地图性萎缩的进展程

度。此外，OCT 还能够进行高分辨分析和定量病理结构，例如
RPD 和 CNV 的形成，其可作为疾病潜在的标记。面对多普勒
OCT 在 RPD 和 AMD 中检测脉络膜脉管系统的微妙变化，已
经显着地提高了我们对发病机理的理解。OCT 也可用于检测息
肉样病变和分支血管网络诊断 PCV。因此它可以作为用于诊断
PCV 和其它形式的渗出性黄斑病的荧光素和吲哚青绿血管造影
的非侵入性替代物。

结论：目前，关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和息肉样脉络膜血管病
变的早期诊断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阐明 OCT 在疾病早期
诊断中的意义，对疾病治疗提供研究领域未来发展的方向。
 
关键字 相干断层扫描血管造影治疗；新生血管性黄斑病变

目的：在明确趋化因子受体 CXCR4 参与癌症形成的基础上，
综述其在癌症中错综复杂的角色。

方法：通过 Endnote 软件，在 PubMed、Medline 等图书馆检
索了 2000 年至今有关 CXCR4 参与癌症及其分子机制的临床
和实验室文献资料，共计 298 篇，仔细阅读后进行分析、整理
及总结。

结果： 趋化因子在细胞归巢和迁移等生理和病理过程中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趋化因子 CXCL12，也被称为基质细胞衍生
因子 -1，其相应受体为 G 蛋白偶联的 7 次跨膜受体，二者的相
互作用可以介导多种免疫细胞（如淋巴细胞、树突状细胞等）

循其浓度梯度做定向迁移，在组织发育、淋巴归巢、机体免疫、
炎症反应等诸多过程中发挥重要趋化作用。其中 CXCR4 分子
可通过增加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将细胞外信号传导至内部。它广
泛地表达在血液、免疫和中枢神经系统细胞上，在细胞生长、
荷尔蒙分泌、组织发育相关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控制作用。
CXCR4，最初发现在 HIV 感染和白细胞升高时高表达，在超过
23 种人类癌症中过度表达。CXCR4 的高表达有助于肿瘤细胞
生长，侵入，新生血管发生，转移，复发和治疗抗性。CXCR4
拮抗剂已经显示出能干扰肿瘤基质的相互作用，致敏癌细胞的
细胞毒性药物，减少肿瘤的生长和转移能力。因此，CXCR4 不
仅对治疗干预，而且对疾病进展和无创监测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综述了 CXCR4 在癌症形成方面的现状，以及在 CXCR4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156

误诊为 NMO-ON 的眼缺血综合征一例

Bilateral serous retinal detachment in a case of early onset 
severe preeclampsia

孙姣 , 李红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Jiao Sun,Jia-lin Wang,Yan-lin Wang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老年男性，双眼视力下降 2 年，右眼突然加重 2 天，急诊考虑
视神经脊髓炎相关性视神经炎（NMO-ON）入院。查体右眼光
感，RAPD (+)，视盘水肿 , 隆起；左眼视盘边界欠清 , 未见隆
起。因荧光素钠过敏未行 FFA。追问病史有不明原因晕厥，改
善循环后好转。行 CT 及功能 MR 检查提示右侧颈内、颈外动

脉明显狭窄；右侧大脑中动脉纤细，右侧大脑血流灌注减低。
确诊为眼缺血综合征（OIS），行营养神经，扩张血管，改善循
环等治疗。该病例提示我们 OIS 也可以突然视力下降；眼球耐
缺氧，一旦 OIS，颅脑血管已经严重损伤；当 FFA 过敏，高度
怀疑 OIS 时，可考虑 CTA 及功能 MR 检查。

Preeclampsia is a leading cause of maternal and fetal/
neonatal mortality worldwide. Serous retinal detachment 
is a rare complication of preeclampsia, being produced by 
the involvement of the choroidal vascularization. Bilateral 
involvement is seen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Most of the 
cases occur in late third trimester or postpartum. This 
is a case report of a 17-year-old primigravida who was 
diagnosed with severe preeclampsia. The patient induced 
labor at 29 gestational weeks. Two days post partum, she 
complained of blurred vision in both eyes. The ophthalmic 
examination revealed serous retinal detachment in both 

eyes. The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demonstrated 
the hyporeflective area between the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 and the neurosensory retina. Point-of-care 
ocular ultrasound revealed bilateral retinal detachment. 
Fundus color photography showed bilateral serous retinal 
detachment distributed mainly in peripapillary area and 
posterior pole in both eyes along with macular edema. The 
management of retinal detachment as a complication in 
preeclampsia is conservative and the prognosis is usually 
good.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表达的无创成像的最新生物学进展进行全面概述。
 
结论：目前，关于癌症形成的分子机制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阐明 CXCR4 在癌症中的作用、机制及以 CXCR4 为靶点的疾

病治疗提供研究领域未来发展的方向。
 
关键字 CXCR4，癌症，无创成像，生物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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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G 抗体相关性视神经炎成人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转归

中西医结合护理韦格纳肉芽肿合并球后视神经炎 1 例的临床观察

双眼急性视力丧失合并精神症状一例

刘洪娟 , 周欢粉 , 徐全刚 ,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张芳
河北省眼科医院

王悦叶 , 孙传宾 , 姚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背景及目的：有文章显示欧洲成人视神经炎患者中 AQP4-ON
患者占比最小，但在亚洲人群中各 ON 亚组比例仍尚未明确。
本研究目的是比较 MOG-ON 与其他亚型急性视神经炎成人患
者临床特征及预后转归。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 月就诊于我院的
所有成人视神经炎患者。根据患者血清抗体检测结果分为三组：
AQP4-ON、MOG-ON 和 seronegative-ON。

结果：共入组 158 位成人视神经炎患者，其中 67 位（42.4%）
为 AQP4-ON，31 位（19.6%）为 MOG-ON，60 位（38%）
为 seronegative-ON。MOG-ON 患 者 最 终 视 力 恢 复 最 好，
seronegative-ON 患者次之，AQP4-ON 患者预后最差。另外

相比于其他两组，更多 MOG-ON 患者更易表现为激素依赖性
（11/31，35.5%）。眼眶 MRI 结果显示 MOG-ON 患者更易
累及视神经管内段。经过随访，15/67（22.4%）AQP4-ON
患者和 2/31（6.5%）MOG-ON 患者有合并横贯性脊髓炎，而
seronegative-ON 患者并未发现。

结论：在中国急性脱髓鞘性 ON 成人患者中，MOG-ON 患者占
比最低，视力预后最佳，且有三分之一患者会表现为激素依赖性，
提示 MOG-ON 可能是一种独立的，具有不同临床特点的视神
经炎种类。
 
关键字 视神经炎；脱髓鞘；水通道蛋白 -4；MOG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护理对韦格纳肉芽肿合并球后视神经炎 1
例的临床效果。方法：根据临床中医师对韦格纳肉芽肿合并球
后视神经炎 1 例的中医辨证分型，结合患者全身其他病症，责
任护士根据病 - 病、症 - 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原则给予患者
中西医结合护理。结果：对韦格纳肉芽肿合并球后视神经炎患
者实行中西医结合护理能提高患者依从性，减少药物副作用发

生，增强治疗效果及患者舒适度。结论：对韦格纳肉芽肿合并
球后视神经炎患者实行个体化的中西医结合护理能缩短患者住
院时间，提升患者满意度和医院的美誉度。
 
关键字 韦格纳肉芽肿；球后视神经炎；中西医结合护理

患者，男 , 43 岁 , 因头痛、双眼先后视物模糊 2 天就诊。患者
2 天前（05-08）无明显原因下出现前额部阵发性疼痛，呈针刺样，

疼痛剧烈难忍，咳嗽、排便等用力活动时头痛加重，并伴有左
眼红、胀痛，当时未予重视，当晚出现左眼视物模糊，无畏光、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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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CRISPR/Cas9 系统敲除 hif1ɑ 基因可抑制缺氧下 MIO-M1
细胞 HIF1ɑ 蛋白及下游细胞因子表达
宋鄂 1, 魏静 2

1. 苏州大学附属理想眼科医院   2.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 的： 缺 氧 诱 导 因 子 HIF1ɑ（hypoxia-inducible factor-1ɑ）
在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进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实验
应 用 新 型 基 因 编 辑 工 具 CRISPR/Cas9（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palindromic repeat/CRISPR-associated 
system 9）在人视网膜 müller 细胞系 MIO-M1 细胞中部分敲
除 hif1ɑ 基因，以探讨在缺氧环境下 HIF1ɑ 蛋白及下游细胞因
子的表达的变化，并探讨部分敲除 hif1ɑ 基因后对 MIO-M1 细
胞增殖、迁移的影响。

方法：以 hif1ɑ-exon2 为靶点，设计两条 gRNA 序列，构建
CRISPR/Cas9 系统，在 MIO-M1 细胞中敲除 hif1ɑ 基因，利
用 MTT 及划痕实验分析敲除 hif1ɑ 基因后 MIO-M1 细胞增殖、
迁移改变；氯化钴分别处理 MIO-M1 细胞及敲除后 MIO-M1 细

胞，WB 法及 Elisa 法分别检测 HIF1ɑ 蛋白及下游 VEGF 蛋白
表达改变。

结 果： 酶 切 及 测 序 结 果 显 示 hif1ɑ 基 因 部 分 敲 除 成 功， 且
MIO-M1 细胞增殖、迁移未见明显改变。氯化钴处理后，敲除
后 MIO-M1 细胞 HIF1ɑ 蛋白及 VEGF 蛋白表达显著降低。

结论：成功构建了 hif1ɑ CRISPR/Cas9 基因敲除系统，可显著
抑制缺氧下 HIF1ɑ 蛋白及下游 VEGF 蛋白表达。该系统可为深
入研究基因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提供新的基础与方向。
 
关键字 CRISPR/Cas9 HIF1a 缺氧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MI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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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泪，无视物重影等。次日（05-09）当地镇医院就诊，考虑眼
部炎症，予左氧氟沙星滴眼液治疗，无改善。今日患者晨起后
发现右眼也出现视物模糊，遂至我院眼科就诊。就诊时全身情况：
神态、语言、行走无异常；眼科检查：双眼视力：OD 1.0, OS 
手动 , 双眼角膜透明，KP(-)，前房适中，房水清，瞳孔药物性
散大，晶体透明，玻璃体轻度尘状混浊 ，眼底检查如图。眼压：
OD 13 mmHg，OS 15 mmHg。追问病史：否认动物或虫咬
史；否认全身性疾病史；有反复口腔溃疡史；近期体检报告正
常。血清学检测：TPPA(-),RPR(-) 。初步诊断：双眼视网膜血
管炎；双眼视神经炎。予甲强龙 120mg 静脉滴注 qd x 3d；神
经营养药物治疗。初诊 4 天后复查（5-14）双眼视力丧失，视力 : 
OD LP, OS NLP, 伴前额部疼痛、胸闷明显，并伴有发热，体
温 38℃。初诊 5 天后（05-15）早上 5 点患者被家属发现忽然

出现呼之不应，牙关紧闭、口吐白沫、两眼上翻，伴四肢强直
样抽搐，无大小便失禁，抽搐持续 2 分钟后自行缓解，出现胡
言乱语、集体乱动、记忆错乱等精神症状，急诊至神经内科就诊。
头颅增强 MRI 提示右侧颞叶、丘脑、外侧视放射及两侧海马病
变，最高体温 39℃。神经内科入院诊断考虑病毒性脑炎可能，
双眼急性视网膜坏死。治疗方案：阿昔洛韦 1.5 静脉滴注（0.5，
tid），甲强龙 500mg 静脉滴注。12 天后（5-22）患者全身无
不适，双眼无光感 , 玻璃体穿刺抽液送检，HSV-1 DNA、RNA
均为阳性。1.5 月后（6-26）患者再次出现发热、头痛，双眼
无光感 , 2 月后（7-13）复诊，双眼无光感。

关键字 急性视网膜坏死 ; 病毒性脑炎 ; 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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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伤性视神经病变药物治疗后视力反复经延期行视神经管减压术
后视力提高 1 例

超选眼动脉溶栓治疗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

王玉英 , 周玮琰 , 唐侠 , 申家泉 , 张丽娟
山东省立医院

王卫 , 陈燕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报告一例外伤性视神经病变患者药物保守治疗后视力明
显改善后再次下降，延期行经鼻视神经管减压术后视力再次提
高患者。

方法：病例报告

结果：患者女性 ,9 岁 ,“右眼车祸伤后视物不清 2 天”入院。
入院查体：视力：右眼 0.1（矫正无助）左眼 1.0，眼压：右眼
12mmHg, 左眼 11mmHg，有颞侧皮肤红肿，局部干性血痂，
角膜清，KP（-），前房中深，房水清，虹膜纹清，瞳孔圆，径
约 5mm, 对光反应欠灵敏，RAPD+, 眼底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视野及 VEP 均见明显异常，当地眼眶 CT 示视神经肿胀，视神
经管未见明显骨折，入院后给予激素冲击及营养神经药物治疗
后，患儿视力明显好转，2 周后患儿出院查体：视力：右眼 0.7（矫

正 1.0）左眼 1.0，视野及 VEP 有所好转。出院后嘱继续给予
营养神经药物治疗。 患儿出院后 1 个月门诊复诊，患儿查体视力：
右眼 0.3（矫正无助）左眼 1.0，视野及 VEP 均见异常，复查
眼眶 CT 可见视神经仍肿胀，同患儿家长交流后给予经鼻视神经
管减压术，同时给予营养神经药物治疗，术后 1 周查体患儿视力：
右眼 0.8（矫正 1.0）左眼 1.0，视野及 VEP 较前明显好转。

结论：外伤性视神经病变多严重影响患者视力，但是对该类患
者如果不存在视神经管骨折的情况下是否需要手术治疗仍有争
议，通过该例患者的治疗经过可以提示我们对于视神经肿胀但
无骨折片的患者，应密切随访，如视力下降明显可考虑行手术
减压，可以有效的提高患者的视功能。

关键字 外伤性视神经病变、药物治疗、视神经管减压术

目的  探讨超选眼动脉溶栓治疗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的疗效、并
发症及颅内血管合并症。

方法   回顾性研究我院自 2017.3 到 2018.12 超选眼动脉溶栓
治疗的 21 例患者，常规行脑血管造影检查 , 了解颈动脉有无狭
窄闭塞情况以及眼动脉起始变异情况，在 DSA 下 , 将神经微导
管送至眼动脉内缓慢注射尿激酶进行治疗。

结果  21 例患者造影结果 4 例颈内动脉起始部闭塞，其中一例
颈内动脉闭塞患者对侧颈内动脉造影发现颅内动脉瘤，并行动
脉瘤栓塞术，4 例患者合并颈内动脉狭窄，其中一例行颈内动脉

支架置入术，2 例患者眼动脉变异，起自颈外动脉，除颈内动脉
闭塞患者外其余 17 例患者接受溶栓治疗，5 例术后术后视力有
所提高，一例造影剂过敏性休克死亡，一例术后第三天出现颅
内少量出血，保守治疗后痊愈 

结论 颈内动脉狭窄及闭塞在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患者中占有较
高的比例，眼动脉超选溶栓治疗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的疗效、
时间窗、溶栓药物的选择仍需大样本的研究，而溶栓治疗的并
发症亦不可忽视
 
关键字 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 介入溶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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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牛花综合征合并视网膜脱离 1 例

“授人以渔”⸺�神经眼科专业规培医师带教感悟

毛俊峰 , 郑巍 , 张雪咏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范珂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 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目的： 分析 1 例牵牛花综合征合并视网膜脱离患者的诊治体会。

结果： 邓某，女，13 岁，2018 年 10 月 29 日以右眼视力下降
2 年余为主诉就诊。查：视力右眼手动 /10cm、左眼 1.5；右
眼角膜透明，瞳孔直径 4mm，RAPD（+），晶体白色混浊，
眼底看不见，眼球内斜 15°，眼球运动不受限；左眼未见异常。
眼 B 超报告右眼视网膜脱离，视神经异常，牵牛花综合征可能。
2018 年 11 月 2 日在全麻下行右眼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 + 后部
玻璃体切除 + 视网膜脱离复位 + 环扎术，玻璃体腔填充硅油，
术后复查视网膜平伏，裂孔封闭好；2018 年 12 月 7 日取出眼
内硅油；2019 年 2 月 14 日复查，右眼视力指数 /20cm，晶体
缺如，视乳头牵牛花样改变，视网膜平伏，眼压 13mmHg。

结论： 牵牛花综合征是一种少见的先天性视神经发育异常，约

1/3 患者可合并视网膜脱离，临床治疗甚是棘手。原则上尽量采
用外路视网膜脱离复位手术。但因患者的裂孔多在后极部，尤
其是视盘边附近，部分患者又合并白内障，多数采用玻璃体手
术治疗。因术后需采取俯卧位，患者视神经又有先天发育异常，
多采用惰性气体作为眼内填充。但目前因各方面原因，无法得
到眼内填充的惰性气体，本例患者我们采用了硅油填充。考虑
到硅油小滴有通过视神经发育缺陷的通道进入颅内，术后 1 个
月查患者眼底情况后，取出硅油。取油后 3 个月随访时患者眼
底情况满意，视力有所提高。因此，硅油填充也可用于牵牛花
综合征合并视网膜脱离的治疗，只是需尽量缩短填充时间，减
少硅油小滴进入颅内的风险。
 
关键字 牵牛花综合征，视网膜脱离，手术

目的：让神经眼科专业规培医师“学会学习”，“学会思考”。

方法：结合神经眼科的专业特点，总结了笔者多年的带教经验，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希望更好地帮助规培医师
完成从“学生”到“临床医生”的转变。

结果：神经眼科具有典型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特性，要求
其从业者具有更广博的知识体系，和应用所掌握的知识进行诊
治疾病的能力。在带教过程中，应该注意从以下 5 个方面进行
培训，包括：严谨的工作作风；良好的沟通能力；高效的工作
流程；扎实的理论知识；规范的诊断思路。其中，诊断思路的

训练至关重要，分为定位诊断、定性诊断、定因诊断、鉴别诊
断四个步骤，即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正确、严谨的思路可
以及时发现及纠正偏差。同时时刻注意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让他们从注重知识点、操作技能的学习，上升到重视学习方法、
发现及解决问题能力的学习。

结论：神经眼科专业的特点要求我们要教学生“学会学习”，
训练学生“学会思考”。“好问”不代表“好学”，“擅问”
才是“会学”。
 
关键字 规培 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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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节性硬化伴双眼视网膜星形细胞错构瘤一例

视神经脊髓炎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内丛状层和神经纤维层厚度

毛俊峰 , 陈尧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陆培荣 , 胡赛静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分析结节性硬化伴双眼视神经视网膜星形细胞错构瘤的
临床特征。

方法：报道 1 例结节性硬化伴双眼视神经视网膜星形细胞错构
瘤患者。

结果：患者，男性，7 岁。以双眼视物模糊 2 个月为主诉于
2017 年 7 月 19 日就诊。既往癫痫发作，1~2 岁期间发作频繁 ,
每月 2-3 次，随年龄增长发作逐渐减少，近 1 年多无发作。无
家族史。双侧面颊见大量淡红色结节状病灶。眼科：双眼视力 1.2。
右眼底血管弓颞上方视网膜及鼻下视网膜血管附近；左眼视盘
上方及下方网膜见数个大小不等的灰白色、半透明、结节状的
视网膜病灶，病灶血管迂曲扩张，未见出血渗出。OCT：病灶
处神经纤维层视网膜信号均匀增强，隆起。眼科 B 超：右眼颞侧、

左眼视盘上方玻璃体内强回声光斑。儿科行视频脑监测报告示：
左侧半球大量尖波，尖慢波发放，顶、枕及后颞区著监测到清
醒期 1 次左侧枕区起始的局灶性发放。磁共振颅脑平扫增强示：
左侧侧脑室体部及右侧侧脑室旁室管膜下小结节灶，呈稍短 T1
稍短 T2 信号，较大者大小约 0.6*0.9cm，增强后见轻度强化。
双侧额顶颞叶、右侧小脑半球皮层下异常信号，疑似局灶性皮
层发育不良。临床诊断：1 结节性硬化；2 双眼视网膜星形细胞
错构瘤（RAH）。

结论：本病例有癫痫病史，临床表现上有面部血管纤维瘤、视
网膜错构瘤、脑皮质发育不良和室管膜下结节 4 个主要特征，
故结节性硬化诊断明确。
 
关键字 结节性硬化；星形细胞错构瘤；视网膜；视神经

目的：测定视神经脊髓炎 (NMO) 患者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内丛状
层 (GCIPL) 和视网膜神经纤维层 (RNFL) 的厚度。

方法：对 30 例 NMO 患者以及对照组进行横断面研究，共 60 眼。
根据有无视神经炎 (ON)，受试者 NMO-ON 组 (30 眼 ) 和对照
组 (30 眼 )。每组均进行详细的眼科检查。随后使用高清晰度光
学相干层析 (OCT) 测量 GCIPL 和 RNFL。

结果：NMO-ON 组，平均 GCIPL 厚度为 69.28±21.12μm，
最 低 GCIPL 厚 度 为 66.02±10.02μm。 上 方、 下 方、
颞 侧、 鼻 侧 象 限 RNFL 厚 度 分 别 为 109.33±11.23、
110.47±3.10、64.92±12.71、71.21±50.22μm。对照组，
平 均 GCIPL 厚 度 为 85.12±17.09μm， 最 低 GCIPL 厚 度 为

25.39±25.1μm。 RNFL 厚度上方、下方、颞侧、鼻侧象限
分 别 为 148.33±23.22, 126.36±23.45, 82.21±22.30， 及 
83.36±31.28μm。NMO-ON 组 大 鼠 GCIPL、RNFL 较 对 照
组明显减少 (P<0.05)；NMO-ON 组下方 RNFL 较对照组更薄
（P<0.05）。NMO-ON 组 GCIPL 与 RNFL 厚 度 测 量 值 与 平
均视野缺损值 (MD) 和校正模式标准差 (PSD) 两个视野参数之间
存在显著相关（P<0.05）。

结论：OCT 测量的 GCIPL 和 RNFL 厚度可能提示 NMO 患者
的视神经损伤。

关键字 视神经脊髓炎；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内丛状层；神经纤维层；
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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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性中浆的多模影像特征

双眼视乳头水肿 1 例病因分析

宫媛媛 , 吕亚男 , 李东丽 , 俞素勤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宋宏鲁 ,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采用多模式成像技术分析最终确诊为纤维素性中心性浆
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CSC）的患者的眼底特征，并与其他
可混淆的渗出性黄斑病变进行比较。

方法：回顾性分析 189 例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患者，
并对 16 例纤维素性 CSC 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一些人被
误诊为其他渗出性黄斑病变并且治疗不当。多模式成像包括眼
底照相，光谱域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荧光素血管造影

（FA），吲哚青绿血管造影（ICGA）和 OCT 血管造影（OCTA）
进行了研究，并与其他渗出性黄斑病变进行了比较。

结果：16 例患者共 21 只眼，平均年龄 45.44±10.66 岁。平
均中心脉络膜厚度为 401.6±47.6μm。16 例纤维蛋白性 CSC
患者中有 8 例最初被误诊。在眼底检查中，19 只眼睛出现灰黄

色渗出灶。14 例患者出现了低反射椭圆形液泡样区域。所有患
者均在 ICGA 上显示 FA 染色渗漏迹象和扩张的脉络膜血管。在
被误诊为 CNV 的患者中，OCTA 表现出清晰的分支血管，没有
血流信号破坏 Bruch 膜的迹象。

结论：OCT 检查眼底照相暗区和低反射性空泡是重要的临床体
征，有助于避免纤维性 CSC 的误诊。对于一些疑似患有 CNV
或慢性 CSC 的老年患者，OCTA 可能有助于识别这些小的混
淆性病变。FA / ICGA 仍然有助于显示染色渗漏部位和纤维性
CSC 中扩张的脉络膜血管，与其他常见的 CSC 相似。多模式
成像组合有助于避免误诊。

关键字 中浆，多模影像，眼底血管成像术

目的：探讨 Amphilphysin 抗体阳性的双眼副肿瘤相关视神经病
变的临床特点及诊疗思路。

方法：对 1 例 Amphilphysin 抗体阳性的双眼副肿瘤相关视神经
病变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复习文献。

结果：本例因“双眼视物遮挡 8 天”就诊，查体：双眼底视盘
苍白水肿，右眼下方盘沿可见线样出血；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 
102g/L ↓、总胆固醇 6.81 mmol/L ↑、OGTT：0h 6.35mmol/
L、1h 12.04mmol/L、2h 12.42mmol/L ↑、 血 沉 : 39 mm/
h ↑、血清 AQP4 抗体、MOG 抗体（-）、感染八项、抗核抗体、

自身免疫检测 11 项（-）、肿瘤标记物（-）；腰椎穿刺：颅内压：
180mmH2O，脑脊液常规、生化、免疫（-），脑脊液细胞学：
未见癌细胞。既往有“甲状腺癌根治术”，虽然肿瘤标记物（-），
仍需进一步检测副肿瘤综合征相关抗体，血清 Amphilphysin 抗
体阳性，诊断为双眼副肿瘤相关视神经病变，予以激素、营养
神经、改善循环等治疗，获得较好的疗效。

结论：副肿瘤相关视神经病变比较少见，症状和体征多样，副
肿瘤综合征抗体检测可以帮助诊断 PON。

关键字 副肿瘤相关视神经病变；副肿瘤综合征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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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相干干断层扫描血血管成像在视神经炎中的应用

角膜绷带镜在眼球钝挫伤晶体脱位患者术后应用的疗效观察

杨沫 1, 王伟 1,2, 魏世辉 1, 徐全刚 1

1.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2.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徐鑫彦
潍坊眼科医院

研究目的 : 利用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 (optic cohere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 OCTA) 观 察 不 同 分 型 视 神 经 炎
(optic neuritis) 患者不同分层视网膜血流指标差异。

研 究 方 法 : 收 集 ON 患 者 21 例 21 眼 ( 双 眼 患 者 取 视 功 能 预
后较好的眼 )，利用 OCTA 测量双眼黄斑及视盘血流指标，观
察 ON 组与正常对照组视盘和黄斑区血流变化情况，分析其与
pRNFL、视  指标相关性 ; 并将本组视神经炎患者按照 AQP4-
Ab 是否阳性分为 AQP4-Ab 阳性组和 AQP4-Ab 阴性组，分析
两组视盘和黄斑区血流差异。

研究结果 :ON 组除 NFA_S 和 NFA_D 外，黄斑区和视盘各血流
指标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差异均具有显著性 (P<0.05); 视  野指标
模式标准偏差 (pattern standard deviation, PSD) 与黄斑区深

层血流指标⸺�黄斑区深层血流面积 (deep flow area, FA_D)、
黄斑区深层血管密度 (deep parafoveal vessel density, PVD_
D)、 黄 斑 区 深 层 血 管 指 数 (deep parafoveal vessel index, 
PVI_D) 呈 正 相 关 (P<0.05)， 但 与 浅 层 血 流 指 标 无 明 确 相 关
性 ;AQP4-Ab 阳性组视神经炎患 眼视盘和黄斑血流较 AQP4-
Ab 阴性组血流更多，但两组间不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ON 患眼视盘和黄斑血流均明显减
少，按照 AQP4-Ab 是否阳性分组，AQP4-Ab 阴性组视神经
炎患眼比 AQP4-Ab 阳性组视盘周围、黄斑区血流均更少，提
示 AQP4-Ab 阳性 ON 可能导致更严  的视网膜结构损伤，而
AQP4-Ab 阴性 ON 可能造成更严  重的视网膜血管损伤。

关键字 视神经炎，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AQP4-Ab

目的：通过观察博士伦 PureVision 纯视角膜接触镜在眼球钝挫
伤致晶体脱位患者术后应用得临床效果，探讨绷带镜在眼外伤
疾病中的应用价值及意义。

方法 : 选取眼球钝挫伤致晶体脱位的 30 例 30 眼纳入研究，行
玻璃体切割联合晶体摘除术后随机分为戴镜组与不戴镜组，各
15 人。戴镜组术后配戴博士伦 PureVision 纯视角膜接触镜 2 周，
观察术后 1 天，3 天，1 周，2 周舒适度、角膜上皮愈合情况、
视力及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 : 戴镜组时候 1 天、3 天、1 周舒适度优于不戴镜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小于 0.05），术后 2 周舒适度无显著差异。
戴镜组与不戴镜组术后 1 天、2 周角膜上皮愈合情况无显著差异，
术后3天、1周戴镜组明显优于不戴镜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小于 0.05）。戴镜组与不戴镜组术后视力无显著差异。入组患
者均为出现严重并发症。

结论 : 绷带镜能有效提高眼球钝挫伤致晶体脱位患者术后舒适
度，加速持续性角膜上皮病变的愈合，缩短病程，可广泛应用
于临床。
 
关键字 角膜绷带镜；眼球钝挫伤；晶体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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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液和不放液的巩膜外加压术治疗累及黄斑的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术后黄斑复位情况的临床观察

人工晶体脱位于玻璃体腔患者眼内悬吊原人工晶体手术的疗效分
析

徐鑫彦
潍坊眼科医院

徐鑫彦
潍坊眼科医院

目的 比较放液和不放液的巩膜外加压术治疗累及黄斑的孔源性
视网膜脱离（RRD）术后黄斑复位情况的临床观察。

方法 纳入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于潍坊眼科医院诊断为
孔源性视网膜脱离，脱离累及黄斑部，首次接受巩膜外加压术，
并且术后视网膜脱离复位的患者 67 例（67 只眼）的临床资料，
按照术中是否进行放液分为放液组（31 例）及不放液组（36 例），
所有患者随访 4 ～ 24 个月，平均（13 ±3.8）个月，术后 1 周、
1 月、3 月完善 OCT 检查，观察术后 1 周、1 月、3 月黄斑情况。

结果 放液组术后 1 周黄斑复位数 27 例，复位率 87.10%；术
后 1 月黄斑复位数 29，复位率 93.55%；术后 3 月黄斑复位

数 30，复位率 96.77%。不放液组术后 1 周黄斑复位数 12，
复位率 33.33%；术后 1 月黄斑复位数 21，复位率 58.33；术
后 3 月黄斑复位数 29，复位率 80.56%。术后 1 周、1 月、3
月放液组和不放液组黄斑复位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放液组巩膜外加压术治疗累及黄斑的孔源性视网膜脱离术
后 1 周、1 月、3 月的黄斑复位率均高于不放液组，对于累及黄
斑的孔源性视网膜脱离是值得推荐的手术方法。
 
关键字 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巩膜外加压术； 放液；不放液；黄
斑复位

目的：探讨人工晶体脱位患者眼内进行使用原人工晶体的人工
晶体悬吊术的疗效。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在潍坊眼科医院
就诊的 25 例不同原因导致的折叠式人工晶体脱位于玻璃体腔的
患者的临床资料。术中切除玻璃体，显微镊夹取人工晶体于前
房内，将悬吊线于上方 12 点位角膜缘后 2mm 处虹膜下穿入，
自下方 6 点角膜缘后 2mm 处穿出，于 10 点透明角膜切口处将
悬吊线勾出并剪断，人工晶体两襻分别自角膜缘切口处调出，
悬吊线断端打结固定于人工晶体两襻后，将人工晶体调入睫状
沟内，悬吊线固定于进针处。观察患者术后视力、人工晶体位

置及并发症的出现情况。

结果：所有患者术后视力改善显著，与术前相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随访 3 个月患者视力稳定，未出现严重散光，
2 例出现人工晶体光学中心轻度偏位，未出现其他并发症。

结论：使用原人工晶体的人工晶体悬吊术治疗人工晶体脱位术
中切口小，创伤小，术后散光小，人工晶体位置稳定，可显著
改善患者的视觉质量，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关键字 人工晶体脱位；人工晶体悬吊；术后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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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房悬吊线“井”字缝合联合人工玻璃体球囊在合并虹膜缺失的
眼外伤硅油注入术后复发性视网膜脱离中的应用

视神经脊髓炎相关性视神经炎激素治疗后诱发中心性浆液性脉络
膜视网膜病变 1 例

徐鑫彦
潍坊眼科医院

谢威义 , 庄淑流 , 郑总
福州东南眼科医院金山新院

目的 : 探讨前房悬吊线“井”字缝合联合人工玻璃体球囊在合并
虹膜缺失的严重眼外伤硅油注入术后视网膜脱离二次手术中的
应用。

方法 : 对本院收治的眼外伤硅油注入术后仍然发生视网膜脱离的
病人进行二次手术复位，确定虹膜缺失、视网膜残留较少、视
功能无法改善的 6 例病例，于 7:00 位角膜缘后 1mm 做基底朝
向角膜缘的三角形板层巩膜瓣，悬吊针自 7:00 位穿入球内，自
11:00 位穿出，沿巩膜层穿行至 1:00 位，再自 1:00 位穿入球
内，自 5:00 位穿出，沿巩膜层穿行至 7:00 位，在巩膜瓣下打结，
缝合复位巩膜瓣，同法做横行悬吊线，悬吊线纵横交织，呈“井”
字形。通过 23G 巩膜穿刺口将玻璃体腔内硅油取出，扩大 23G
巩膜切口至 4mm，将玻璃体球囊折叠后经推注器植入玻璃体腔
内，并通过球囊阀注入硅油，填充球囊。

结果 : 所有手术过程顺利，术中及术后未出现高眼压，球囊位置
良好，术后硅油在球囊内稳定性好。

结论 : 前房悬吊线“井”字缝合联合玻璃体球囊及硅油注入可经
扩大的 23G 巩膜切口完成，主要适用于严重眼外伤后硅油依赖
眼患者，避免了反复取油及注油，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防
止硅油对眼组织产生损伤，完整保留了眼球正常结构，预防了
人工玻璃体球囊位置改变，有效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为严
重眼外伤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方案。
 
关键字 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巩膜外加压术； 放液；不放液；黄
斑复位

患者女，35 岁。以右眼视力下降 1 周为主诉于 2018 年 8 月 3
日入院。既往无“中浆”病史。眼科检查：视力：右眼 0.06，
左 眼 1.0。 眼 压： 右 眼 14mmHg， 左 眼 16mmHg。 右 眼 瞳
孔圆，直径约 3mm，RAPD(+)，视盘色正界清，视网膜无水
肿，黄斑中心凹反光（＋）。左眼前后节未见异常。OCT：右
眼黄斑区神经上皮未见异常。P-VEP：右眼 P100 振幅下降。
血 清 AQP4 抗 体：1：100， MOG 抗 体、MBP 抗 体： 未 见
异常。ANCA、ANA、ACA、抗核抗体谱 11 项均未见异常。
诊断：右眼视神经脊髓炎相关性视神经炎。予每日静滴甲强龙
500mg5 天后改每日口服强的松片 60mg 每周减量 10mg。治
疗 14 天，强的松减量至 40mg，患者觉右眼视物变形，查视力

0.12，OCT 示：右眼黄斑区神经上皮层局灶性浅脱离。予强的
松每 3 天减 5mg，口服卵磷脂络合碘片 3.0mg 每日 3 次联合
营养神经治疗。2018 年 9 月 10 日出院，激素已停用 1 周，右
眼视力 0.6，OCT 示：右眼黄斑区神经上皮层局灶性浅脱离减小。
2019 年 5 月 13 日复查，激素已停用 8 个月，右眼视力 1.0，
OCT 示：右眼黄斑区神经上皮层正常。

讨论 本例患者视神经脊髓炎相关性视神经炎诊断明确，对激素
治疗效果显著，但激素治疗后却诱发了“中浆”，需停用激素，
否则可造成视力损害。考虑到本例视神经炎病情重、易复发，
免疫抑制剂的不良反应，我们权衡利弊，在保证疗效前提下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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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不胜寒”

双眼色素性静脉旁脉络膜视网膜萎缩伴黄斑病变 1 例

刘洪娟 , 周欢粉 , 徐全刚 ,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谢威义 , 庄淑流 , 郑总 , 邱斌
福州东南眼科医院金山新院

目的：本文报道一例发病与气压相关的压迫性视神经病变患者，
旨在为广大临床医师提供诊治该种疾病的临床思路。

方法：报道一例 36 岁的女性患者，因“右眼反复视力下降 4 年”
入院。该患者每次乘飞机或爬高山时反复出现右眼一过性黑矇，
伴右侧剧烈头痛，眼球痛，下飞机或下山后 20 分钟左右可自行
恢复。近期乘飞机时右眼再次出现黑矇，下飞机后未再缓解。
视力：右眼 0.06，矫正不提高。右眼 RAPD（+）。眼底可见
视乳头颞侧苍白，C/D 约 0.5。查血：抗核抗体（ANA）1:640
阳性，抗 SSA 抗体阳性。OCT 示右眼视盘颞侧神经纤维层变薄，
黄斑内环及鼻侧神经纤维层变薄。眼眶核磁可见右侧蝶窦窦壁
增厚，并向右上方压迫视神经。视神经管 CT 可见右侧蝶窦内炎
性改变，蝶窦上壁、外侧壁及视神经管下壁骨质破坏。

结果：患者可被确诊为右眼压迫性视神经病变。我们分析患者
由于右侧蝶窦窦壁炎性增厚，形成一个密闭的空腔。患者坐飞
机或登高山时，由于外界气压降低，导致窦腔内压力增高，从
而膨胀增大并向上压迫视神经，当回到地面气压恢复正常，窦
腔回缩，对视神经的压迫解 除，故而出现反复一过性黑矇的症状。

结论：此患者临床表现不同于肿瘤或其他占位等引起的压迫性
视神经病变，同时也需与颅内血管性疾病相鉴别，临床上容易
漏诊、误诊，需提高警惕。
 
关键字 压迫性视神经病变；气压；一过性黑矇

患者女，50 岁。因双眼视物不清 40 年，加重 1 年就诊。全身
无特殊不适，患者父母无近亲联姻。眼部检查：矫正视力：右
眼 0.6，左眼 0.03。眼压：右眼 13mmhg，左眼 13mmHg。
双眼前节未见异常，双眼视盘色泽正常，骨细胞样色素沉着沿
视网膜静脉走行分布，静脉周围可见棕黑色脉络膜视网膜萎缩
病 灶， 黄 斑 中 心 反 光 不 清。F-ERG 示： 双 眼 a、b 波 振 幅 中
度下降，潜伏期延长。OCT 示：右眼黄斑区神经上皮变薄，
层间可见劈裂样改变，左眼黄斑区神经上皮变薄，中心凹厚度
48um。眼底自发荧光照相示：双眼视盘周围及沿视网膜静脉走

行区域可见大片低荧光（与眼底脉络膜视网膜萎缩病灶相对应）。
诊断：双眼色素性静脉旁脉络膜视网膜萎缩伴黄斑病变。

讨论 色素性静脉旁视网膜脉络膜萎缩是一种罕见的眼底疾病，
一般认为此病是发生于先天基础上的特殊类型视网膜色素上皮
变性及继发性脉络膜变性。本病多为双眼发病，且双眼病变对
称。眼底特征改变主要表现为：视盘周围有灰白色或青灰色视
网膜脉络膜萎缩区，从视盘呈放射状视网膜静脉向周边部延伸，
静脉两侧萎缩区及静脉表面可见大量骨细胞样色素沉着，视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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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予强的松治疗但予快速减量，同时予卵磷脂络合碘、营养神
经辅助治疗，随访至今，患者右眼预后良好，说明我们的治疗
方案正确。另外，对确需使用激素治疗的患者应了解有无“中浆”
病史，以便调整剂量，并采取防范措施，并注意定期眼底检查

的必要性。
 
关键字 视神经脊髓炎相关性视神经炎；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
网膜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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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细胞病毒感染引起 Miller-Fisher 综合征的抗 GM2 抗体阳性 1
例分析

Horner，How far near the lesion ？

殷亚楠 , 孙世龙 , 孟凡超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崔世磊 , 江汉秋 , 赵娟 , 王佳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 探讨巨细胞病毒感染引起Miller-Fisher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巨细胞病毒感染引起 Miller-Fisher 综合征
的临床资料 , 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复习。结果 患者，男，19 岁，
以“双眼视物模糊 1 周，重影 5 天”为主诉入院。神经系统检查：
意识清，双侧瞳孔不等大，右侧瞳孔直径 4.5mm，对光反射迟钝，
左侧瞳孔直径约 3mm，光反射灵敏，右眼外展、内收，外下斜
视，上视，下视均轻度受限，无眼震；右肱二头肌反射（+），
左肱二头肌反射（-），双下肢膝反射（++）。入院查单纯疱疹

病毒 1 型抗体、风疹病毒抗体、巨细胞病毒抗体 IgG 阳性。脑
脊液蛋白 48.0mg/dL（正常值 15-45mg/dL），细胞数正常，
患者脑脊液蛋白细胞分离。周围神经相关抗体示：抗 GM2 抗体
IgM 阳性。结论 本例患者结合现有的临床表现及检测诊断为巨
细胞病毒感染引起 Miller-Fisher 综合征。

关键字 巨细胞病毒感染 Miller-Fisher 综合征 抗 GM2 抗体 IgM
阳性

 41 岁男性，
主诉：右眼痛 20 天，双眼复视 10 天。
现病史：20 天前出现右眼痛，10 天前双眼复视，右侧注视时明显，
伴右眼睑裂变小。
既往：体健。
入院查体：BP140/100mmHg，神清语利，右侧睑裂 8mm，
左侧睑裂 9mm，视力：R J1，L Jr1a，右眼外展露白 3mm，
右侧瞳孔直径 4mm，左侧瞳孔直径 5mm，RAPD 阴性，右侧
额部、颧部针刺痛觉减。余查体大致正常。
辅助检查及化验：
1. 血常规、生化常规、甲功、IgG4、ENA、ANCA 未见明显异常。
2. ANA1:100，心磷脂抗体：36 ru/ml（正常 <12）。
3. 双肺、纵膈 CT 未见异常。

4. 副鼻窦 CT：右侧鼻咽部软组织增厚，破坏邻近骨质并累及右
侧海绵窦，考虑恶性病变，鼻咽癌？
5. 脑血管 CTA: 右侧鞍旁软组织影，包绕颈内动脉，右侧颈内
动脉 C2-6 段管腔变细，右侧大脑前动脉 A1 段受压移位，管腔
狭窄。
6. 海绵窦 MRI：右侧鞍旁占位性病变，伴斜坡骨质异常改变，
恶性可能性大。
初步诊断：右侧 Horner 综合征 + 多颅神经麻痹。
入院后诊疗经过：经影像检查考虑鼻咽部病变累及海绵窦，穿
刺活检证实为鼻咽癌（非角化型），首选放射治疗。
讨论：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和黄斑一般正常。因眼底病变多不累及黄斑，中心视力多正常，
患者常因眼科查体而被发现视网膜静脉旁脉络膜萎缩。本例因
伴发双眼黄斑病变导致中心视力下降而就诊，双眼黄斑部受累

及眼底病变不对称性出现为其特殊性。
 
关键字 色素性静脉旁脉络膜视网膜萎缩；黄斑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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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及年龄对 AQP4 抗体阳性 NMOSD 患者的影响

AQP4 抗体检测及滴度对 NMOSD 患者的影响

滕达 , 杨沫 ,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滕达 , 杨沫 ,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探讨性别及不同年龄阶段对 AQP4 抗体阳性 NMOSD 患
者的临床特点及预后的影响。

方 法： 收 集 2015.1-2018.3 与 我 科 就 诊， 诊 断 为 NMO 或
NMOSD 的 患 者 共 计 613 名。 入 组 符 合 2006 年 NMO 或
2015 年 NMOSD 诊断标准且 AQP4 抗体检测阳性的视神经炎
患者 328 名，分析 NMOSD 患者人口学特征、临床特点、治疗
及预后结果：女性 NMOSD 患者最终恢复视力为 1.28±1.00，
明显好于男性患者（p=0.004）。 在 ≤18 岁组、18-46 岁组
及＞ 46 岁组中，最终仍为视神经受累的患者分别占 44.4%、
57.8% 和 72.8%，最终表现为视神经、脊髓及颅脑受累的比
例 三 组 分 别 为 55.6%、42.2% 和 27.2%（p=0.003）。 在
18-46 岁 的 NMOSD 患 者 中，26% 的 患 者 表 现 为 对 激 素 无

效，而在＞ 46 岁患者中，这一比例上升至 38.5%，明显改善
和完全恢复的比例降至 33.4%（p=0.001）。在 18-46 岁的
NMOSD 患者中，26% 的患者表现为对激素无效，而在＞ 46
岁患者中，这一比例上升至 38.5%，明显改善和完全恢复的比
例降至 33.4%（p=0.001）。

结论：女性 AQP4 抗体阳性 NMOSD 患者预后的最终恢复视力
明显好于男性。NMOSD 患者越年轻，在疾病的进展和复发过
程中，越容易累及视神经外的中枢神经系统，而随着年龄增大，
疾病的受累部位趋于稳定和局限。≤18 岁的儿童 NMOSD 患者
组对激素反应性更佳，在首次 IVMP 后视力恢复较＞ 18 岁的两
组更好，且 ≤18 岁组的免疫抑制剂应用率更低。随着年龄增大，
NMOSD 患者的愈后最终恢复视力逐渐下降。

目的：探讨 AQP4 抗体检测及滴度对 AQP4 抗体阳性 NMOSD
患者的临床特点及预后的影响。

方 法： 收 集 2015.1-2018.3 与 我 科 就 诊， 诊 断 为 NMO 或
NMOSD 的 患 者 共 计 613 名。 入 组 符 合 2006 年 NMO 或
2015 年 NMOSD 诊断标准且 AQP4 抗体检测阳性的视神经炎
患者 328 名，分析 NMOSD 患者人口学特征、临床特点、治疗
及预后。

结 果：AQP4 抗 体 滴 度 越 高， 所 能 达 到 的 最 差 视 力 越 差

（2.31±0.84）（p=0.013）, AQP4 抗体滴度与患者的最终恢
复视力、使用免疫抑制剂之前的年复发率（ARR）及使用免疫
抑制剂之后的 ARR 均无相关性（p ＞ 0.05）。CSF 中 AQP4
抗体阳性的患者最终有 46 人出现脊髓病灶（43.8%），而阴性
组仅有 14 人（26.4%），检测到 CSF 中 AQP4 抗体阳性的患
者较阴性的 NMOSD 患者最终更易累及脊髓（p=0.033）。

结论：AQP4 抗体滴度越高，患者能够达到的最差视力越差。
患者 CSF 中 AQP4 抗体呈阳性时，患者承受复发表现为的脊髓
炎的风险是抗体阴性患者的 2.17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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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性内斜视合并脑干海绵状血管瘤一例

青光眼相关的低灌注性视网膜病变

郭雅楠 , 付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中心，北京市眼科学与视觉科学重点实验室

周雪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近年来诊断为急性共同性内斜视 (acute concomitant 
esotropia，ACE) 的患者逐渐增多，如遇患者斜视合并复视，
容易误诊，需排除患者是否合并颅内占位性病变及内科相关性
病变，现有共同性内斜视合并脑干海绵状血管瘤一例，为共同
性和非共同性斜视的鉴别提供思路。

方法：患者曾因海绵状血管瘤行“右侧枕部开颅 POPPEN 入路
中脑肿瘤切除 + 人工硬膜重建术”及“左侧脑室腹腔分流术（贝
朗可调压）”，主诉“复视、斜视、眼震”，入院行斜视度、
九眼位、立体检查图、巴氏镜、双眼运动、Hess 屏、同视机、
头颅 CT 等检查。
 
结果：斜视度：映光法：看近 = 看远，左注 = 右注：+10° R/L ＜ 5°；
三棱镜法：看近 = 看远，左注 = 右注：+25 △ R/L8 △。立体
检查图：左眼抑制。巴氏镜：33cm：左眼抑制，6m：左眼抑
制。双眼外转轻度受限，颞侧角膜缘距外眦 1~2mm。Hess 屏：

双眼方框大小对称，无眼外肌麻痹表现。同视机：I 级 +21° R/
L4°，II 级 +19° ~+34° R/L4°， III 级（-）。头颅 CT：颅脑术
后、脑室引流术后状态；右侧枕叶软化灶；中脑低密度影，软
化灶可能性大；幕上脑积水伴室旁水肿。行双眼内直肌减弱术，
患者术后一周双眼眼位正，复视无明显缓解。
 
结论：虽然该患者有脑干海绵状血管瘤病史，易诊断为后天性麻
痹性斜视，但斜视检查提示患者各方向注视斜视角相同，眼球
运动无异常，Hess 屏未提示麻痹性斜视，故诊断为共同性斜视，
属于 III 型（Bielschowsky 型）。近年来临床上偶见以 ACE 为
首发或伴发症状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如脑积水、Chiari I 型畸
形、重症肌无力、癫痫等，在今后如果遇到 ACE 病例应注意患
者是否存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或表现，如头痛，运动协调性差，
视乳头水肿等，请神经科会诊并行必要的检查，以免漏诊、误诊。
治疗时应先治疗原发病，再行眼科治疗，并嘱患者密切随访关
注原发病情变化。

患者信息：女，65 岁
主诉：右眼红痛伴视力下降 1 个月，有头痛，恶心呕吐
既往史：右眼青光眼术后 12 年
血压 151/90mmHg
 
眼部体征：OD:HM/20cm OS:0.6，右眼结膜混合充血，角膜
水肿，雾状混浊，角膜后色素性 KP，左眼角膜透明，双眼前房
浅，周深＜ 1/4CT 右眼瞳孔不圆，d=7mm，对光反射（-），
上方可见虹膜根切口，左眼瞳孔圆，d=2.5mm，对光反射（+）。
双眼晶体混浊。眼底：右眼视盘界清，C/D=0.8, 右眼底可见中
周部出血斑。左眼视盘界清，C/D=0.3, 黄斑中心凹反射（+）。

FFA 示右眼视网膜动脉充盈时间尚可，而静脉充盈迟缓，下方
静脉充盈时间比上方更慢，颞侧周边视网膜可见无灌注区。
 
诊断：
右眼残余性青光眼
右眼青光眼相关的低灌注性视网膜病变
 
诊断要点：“青光眼相关的低灌注性视网膜病变”的诊断很少，
应予以重视。、

关键字 青光眼 低灌注性视网膜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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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眼大动脉炎性视网膜病变合并 CRAO

基因确诊的 Cryopyrin 相关性周期综合征致双眼视神经萎缩一例

周雪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杨仕林 , 朱俊 , 韩翔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患者信息：女，34 岁
主诉：左眼突然视力下降 4 个月，无眼红眼痛，无恶心呕吐
既往史：左侧锁骨上大动脉炎 5 年
 
眼 部 体 征：OD:0.6 OS: 指 数， 双 眼 角 膜 透 明， 前 房 常 深，
右 眼 瞳 孔 圆，d=2.5mm， 对 光 反 射（+）。 左 眼 瞳 孔 圆，
d=4mm，对光反射（-），双眼晶体透明。
眼底：双眼视盘可见新生血管，后极部可见大量微血管瘤及少
量点状出血，右眼可见少量软渗，中心凹反射（+），左眼可见
多处软渗，中心凹反射（-），左眼下方可见激光斑。
FFA: 左眼动脉充盈迟缓，可见动脉前锋，晚期动脉管壁染色。
视盘可见新生血管，视网膜后极部可见大量微血管瘤及小面积

无灌注区，视网膜下方可见大量激光斑。右眼：视盘可见新生
血管，视网膜后极部可见大量微血管瘤，晚期动脉管壁染色。
OCT: 右眼：黄斑区结构大致正常。左眼：视网膜内侧结构萎缩，
外侧结构大致正常。
 
诊断：双眼大动脉炎性视网膜病变
左眼合并 CRAO
 
诊断要点：“双眼大动脉炎性视网膜病变合并 CRAO”的诊断
很少，病情更严重，应予以重视。
 
关键字 大动脉炎性视网膜病变 CRAO

目 的 报 道 基 因 确 诊 的 Cryopyrin 相 关 性 周 期 综 合 征
（Cryopyrin-associated periodic syndrome, CAPS）致双眼
视神经萎缩 1 例，以提高神经眼科医生对 CAPS 之神经眼科表
现的认识。

方法 病例报道。22 岁，男性，因“双眼进行性视物模糊 6 年”就诊，
查体双眼视神经萎缩，腰椎穿刺提示压力增高、轻度细胞增多（单
个核为主），病原微生物检测（-）。头颅 MRI 提示空蝶鞍。临
床诊断考虑为慢性无菌性脑膜炎、颅内压增高及继发性视神经
萎缩原因待查。由于该患者自幼反复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
荨麻疹样皮疹及结膜充血等全身表现，我们考虑自身炎症性疾
病可能，行全外显子测序。

结 果 全 外 显 子 测 序 发 现 NLRP3 基 因 发 生 突 变

（NM_004895.4:c.1049C>T），其父母（健康）无该基因突变。
该患者最终确诊为 NLRP3 基因新发突变所致 CAPS。予脱水
降颅压、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及后续白介素拮抗剂治疗，患者
双眼视功能及全身表现均逐渐好转。
结论 CAPS是NLRP3基因突变所造成的一种自身炎症性疾病，
表现为全身各器官组织的炎症反应，部分患者可出现慢性脑膜
炎、颅内压增高、视乳头水肿及视神经萎缩等表现。对于以视
神经萎缩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患者，临床医生需要关注患者全身
表现，并把 CAPS 作为鉴别诊断之一。
 
关键字 视神经疾病；视神经萎缩；颅内压增高；自身炎症性疾病；
基因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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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眶深部肿物手术治疗的视神经保护

Prodrug of epigallocatechin-3-gallate alleviates choroidal 
neovascularization via down-regulating HIF-1α/VEGF/
VEGFR2 pathway and M1 type macrophage/microglia 
polarization

李宏武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E Song,Manhui Zhu
Lixiang Eye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目的：探讨眼眶深部肿物切除术中及术后的视神经保护。

方法：眼眶空间狭小，结构复杂，很多精微脆弱的结构密集陈

列其间，其中就有重要的视神经。视神经作为中枢神经的代表，
它的再生和保护机制近年来得到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如何避免
眼眶肿瘤手术对视神经的损害以及手术过程中及术后的视神经

Background: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 is 
a leading cause of vision loss in the elder associated with 
choroidal neovascularization (CNV), which is a feature of 
wet AMD. 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 (HIF-1α) /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 VEGF receptor 2 
(VEGFR2) pathways contribute to the pathogenesis of 
CNV. M1 type macrophage/microglia secret interleukin-6 
(IL-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NV. Epigallocatechin-3-gallate 
(EGCG) is a kind of polyphenols in green tea, playing anti-
inflammatory and anti-angiogenic roles. Prodrug of EGCG 
(pro-EGCG) has enhanced stability and bioavailability 
compared to EGCG. Therefor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pro-EGCG on 
CNV.

Methods: The pro-EGCG was synthesized by our group. 
At day 0, laser photocoagulation was applied to mice. 
From day 0 till day 7, laser-treated mice were randomly 
chosen to receive pro-EGCG via gavage needle. The ability 

of pro-EGCG to alleviate the CNV formation, as well as 
down-regulate HIF-1α/VEGF/VEGFR2 pathway and M1 
type macrophage/microglia polarization was detected.

Results: HIF-1α/VEGF/VEGFR2 pathway and M1 type 
macrophages/microglia increase in the mouse CNV region. 
Following pro-EGCG oral gavage, the CNV formation, HIF-
1α/VEGF/VEGFR2 pathway and M1 type macrophages/
microglia infiltration were mitigated.

Conclusions: In the study, pro-EGCG alleviated mouse 
laser-induced CNV leakage and area via down-regulating 
HIF-1α/VEGF/VEGFR2 pathway and M1 type macrophage/
microglia polarization, discovering a novel potential therapy 
for AMD.

Keywords pro-EGCG; AMD; CNV;M1 type macrophage/
microg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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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盘形态对高度近视黄斑病变进展的影响
郭笑霄 , 陈曦 , 王艳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研究高度近视视盘形态学特征以及探讨其相关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高度近视（等效球径 ≤ -6.0 屈光度和 / 或轴
长 ≥ 26.5mm）患者共 84 例（147 只眼），参与者进行最佳
矫正视力，散瞳验光，眼部生物测量和眼底照相等相关检查。
根据近视性黄斑病变的国际照相分类和分级系统法，将患者分
为 C1 至 C4 四组。根据眼底照相分别测量视盘直径以及眼底其
他形态学参数。

结 果： 该 研 究 包 括 84 例 患 者（147 只 眼）， 平 均 年 龄 为
56.7±14.0 岁（范围：22-84 岁），平均轴长为 28.3 ± 1.9 
mm（范围：24.1-34.9 mm）。多因素分析，较大的视盘水平
直径与较长的 δ 区水平直径（P < 0.001，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B: 
0.07），较大的视盘椭圆度指数（P <0.001，B: 1.32）和较
大的 Kappa 角（P < 0.001，B: 0.01）相关。较大的视盘垂直

直径与较长的 δ 区水平直径（P < 0.001，B: -0.11），δ 区垂
直直径（P < 0.001，B: 0.16），较长的视盘 - 中心凹距离（P 
< 0.001，B: 0.18），较小的视盘 - 中心凹连线与水平方向夹
角（P < 0.001，B: -0.01）和较大的眼轴长度（P < 0.001，
B: 0.03）相关。单因素分析各组之间视盘直径的差异，视盘水
平直径随着近视性黄斑病变程度的增加逐渐减小，而垂直直径
总体呈上升趋势。在调整眼轴混杂因素的多因素分析显示，视
盘水平直径仍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垂直直径不再具有显著差异。

结论：高度近视的视盘直径与眼底多种形态学参数相关。在近
视化过程中，视盘水平直径的变化不依赖于眼轴长度，而垂直
直径的变化与眼轴长度有关。

关键字：高度近视，视盘形态，眼底形态学，黄斑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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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以眶深部海绵状血管瘤为例，
探讨了眶深部肿物摘除术的风险，其中重要的风险就是可能造
成的手术源性的创伤性视神经病变。分析了手术本身直接或间
接损伤视神经及影响术后视力的可能原因，讨论了眼眶深部肿
物切除术中在保护视神经方面应该注意的细节以及出现突发危
机状况时候的应对措施，并进一步总结了手术后的视神经保护
性治疗。

结果：手术中麻药过敏，水肿或血肿压迫视神经，视网膜中央
动脉痉挛，以及手术操作对视神经的机械性损伤都可能造成视
力损害。围手术期瞳孔的监测是眼眶手术一个重要监测手段，
通过监测瞳孔大小及对光反射的变化，指导手术入路，深度，

术中方式的选择，手术量的选择等。术中一旦发生瞳孔散大等
异常状况，需立即停止手术操作，取出眼眶内器械，放松拉钩，
并酌情应用止血药，皮质类固醇激素。术后也应注意观察光感，
给以扩血管，改善微循环，营养神经和激素等药物治疗。

结论：手术中注意操作轻柔，避免副损伤；注意监测眼部情况
尤其要监测瞳孔，及时发现危急情况并及时处置；完善的术后
视神经保护性治疗等可以大大降低眼眶深部肿物手术对视神经
的损伤。
 
关键字 眼眶肿瘤；血管瘤，海绵状；视神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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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盘旁萎缩弧变化对高度近视眼底病变进展的影响

两种生物测量仪参数对高度近视患者应用比较分析

郭笑霄 , 陈曦 , 王艳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郭笑霄 , 陈曦 , 王艳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w

目的：高度近视是一种不断变化和进展的疾病。研究发现眼底
的一些形态学特征可能与眼底病变的进展有关，例如视盘旁 γ
和 δ 萎缩弧。然而，这些解剖学特征如何随高度近视的进展而
变化，以及变化是否可以指示疾病的进展程度仍不明确。本文
的主要目的是研究高度近视不同阶段的视盘旁 γ 和 δ 萎缩弧及
其他眼底形态学特征。

方法：回顾性分析符合高度近视诊断（等效球径 ≤ -6.0 屈光
度和 / 或轴长 ≥ 26.5mm）的患者共 70 例（127 只眼），所
有参与者进行最佳矫正视力，散瞳验光，眼部生物测量和眼底
照相等相关检查。将患者分为三组：无后部葡萄肿（posterior 
staphyloma，PS）， 后 部 葡 萄 肿 不 伴 近 视 牵 引 性 黄 斑 病 变
（myopic traction maculopathy，MTM）和 PS 伴有 MTM。
根据彩色眼底照相分别测量了视盘旁 γ、δ 萎缩弧直径以及眼底
其他形态学参数。

结果：该研究包括 70 例患者（127 只眼），平均年龄为 57.5 
± 13.6岁（范围：22-84岁），平均轴长为28.2 ± 2.1mm（范围：

26.0-34.8mm），其中 47 例（67.1％）为女性患者。三组的
γ 区水平直径分别为 1.91 ± 0.06mm，2.84 ± 1.06mm 和
3.40 ± 1.18mm；δ 区的水平直径分别为 1.86 ± 0.15 mm，
2.45 ± 0.82 mm 和 2.30 ± 0.06 mm。分别利用单因素及多
因素分析法比较了三组之间的差异，其中，单因素分析显示 PS
伴有 MTM 组的形态学特征变化最为显著。在调整眼轴和年龄后
的多因素分析中，无 PS 组和 PS 不伴 MTM 组的黄斑中心凹到
δ 区边界的距离仍存在显着差异（P<0.05）。同时，发现 PS
不伴 MTM 患者的 δ 区水平直径比 PS 伴有 MTM 的水平直径变
化更大。

结论：高度近视的不同阶段眼底形态学特征的表现不同。随着
高度近视程度的进展，视盘旁 γ 和 δ 萎缩弧发生特征性变化，
尤其对于 PS 伴或不伴 MTM 的眼睛中变化更为显著。
 
关键字 高度近视，视盘旁 γ、δ 萎缩弧，眼底形态学，近视牵引
性黄斑病变

目的：比较两种眼生物测量仪 Tomey OA-2000 与 IoLMaster
获得的高度近视眼生物参数的差异性和一致性。

方法：纳入 90 例患者（90 只眼），其中 45 例为高度近视，
45 例为不符合高度近视诊断者作为对照组。分别应用 Tomey 
OA-2000 和 IOLMaster 进 行 测 量， 获 得 眼 轴 长 度 (axial 
length，AL)、角膜平均曲率 (mean keratometry，Km)、前房
深 度 (anterior chamber depth，ACD) 和 角 膜 横 径 (white to 
white，WTW)4 项参数。配对 t 检验、秩和检验分析两种设备

获得的生物参数之间的差异性，Bland-Altman 散点图分析两种
设备获得的生物参数之间的一致性。

结 果： 一 致 性 分 析： 对 照 组 中，Bland-Altman 散 点 图 显 示
AL、Km、ACD、WTW 的 95％一致性界限 (LOA) 的上下限分
别为：-0.24 至 0.29 mm，-0.22 至 0.45 mm， -0.39 至 0.31D
和 -0.90 至 0.86mm。对于高度近视组，Bland-Altman 散点图
显示 AL、Km、ACD、WTW 的 95％ LOA 的上下限分别为：-
0.34 至 0.32 mm，-0.36 至 0.34 mm，-0.57 至 0.47 D 和 -0.80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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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30a regulates S100A12-induced retinal microglial 
activation and inflammation by targeting NLRP3
Ning Dong,Yanling Wang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Purpose: Our previous study has identified that the plasma 
levels of S100A12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presence 
and severity of diabetic retinopathy (DR). In this work, 
we explored whether S100A12 can contribute to retinal 
microglial activation and the inflammatory changes of DR 
via a microRNA-dependent mechanism.

Material and Methods: Streptozotocin (STZ)-induced 
rats DR model was developed. Rat retinal microglia 
was activated through intravitreal injection of S100A12.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miRNAs on the retinal microglia 
t reated with S100A12 or DMEM/F-12 a lone was 
determined using microarray analysis.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s were performed, which explored the regulation of a 
putative target of miR-30a.

Results: S100A12 is increased approximately fivefold in the 
retina of 16-week diabetic rats compared with nondiabetic 

retinas. Furthermore, in vivo, the levels of NLRP3, ASC, 
caspase-1, IL-1β and IL-18 were significant increased 
in the retina of rats treated with intravitreal injection of 
S100A12. Moreover, in vitro, S100A12 induced an increase 
in the microglial expression of NLRP3, ASC, caspase-1, 
IL-1β and IL-18 in a dose- and time-dependent manner. 
S100A12 was a proinflammatory trigger in diabetes-
induced retinal microglial activation and inflammation 
by activating NLRP3 in vivo and in vitro. In addition, 
our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S100A12 induces retinal 
microglial activation via a miR-30a-dependent mechanism. 
Mechanistically, S100A12 inhibit miR-30a expression 
controlled by HDAC and miR-30a downregulated NLRP3 
expression by directly targeting its 3’-UTR.

Conclusions: S100A12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DR by activating retinal microglia via a 
miR-30a-dependent mechanism.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至 0.68 mm。差异性分析：除 ACD 外，两种器械获得的参数
之间无统计学差异；同时，两种仪器计算出的人工晶体度数差
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 论：Tomey OA-2000 和 IOLMaster 获 得 的 AL、K、ACD

有较好的一致性。高度近视患者眼生物参数的一致性低于对照
组。

关键字：高度近视，眼生物测量，一致性，差异性

双眼真性小眼球合并双眼中浆一例
周雪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患者信息：男性，43 岁， 自诉视力一直不是很好，有 +20D 远视， 
最近视力下降半个月左右， 双眼视力：右眼 0.15，左眼 0.15。

影像资料：双眼前节大致正常。眼轴长：右眼 18.25mm，左眼
17.55mm，眼底像：双眼视盘界清，色淡红，C/D=0.3，右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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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诊为双眼 NAION 的酒精中毒性视神经病变一例

补阳还五汤对视网膜缺血损伤保护作用和机制研究

周雪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赵露 , 王艳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患者信息：男性，67 岁，自诉双眼视力下降 20 余天，双眼视力：
右眼 0.06，左眼 0.04。
影像资料：双眼角膜透明，前房常深，瞳孔圆，直径 3mm，对
光反射迟钝，RAPD（-），晶体皮质及核中度混浊。
眼底像：双眼视盘界清，色淡红，C/D=0.3，视盘颞侧小动脉
略迂曲，余血管走形大致正常，黄斑中心凹反射弱。
荧光血管造影 FFA 示：动静脉充盈时间大致正常，动脉：静脉
管径比 =2:3，视盘颞侧小动脉略迂曲，余血管走形大致正常，
无荧光渗漏，无荧光遮蔽。

OCT： 黄斑区结构大致正常。
视野：双眼黄斑中心暗点，中心视野缺损。
初步拟行诊断：双眼 NAION
补充问诊：每天喝酒 20 余年，最近每天喝散装白酒 2 斤。
VEP: P100 振幅下降
血液检查：VitB12 和叶酸降低
确定诊断：双眼酒精中毒性视神经病变
 
关键字 NAION 酒精中毒 视神经病变

目的 建立大鼠视网膜缺血动物模型 , 并构建氯化钴诱导的视网
膜神经节细胞缺氧模型，探讨补阳还五汤对大鼠视网膜缺血损
伤保护作用及机制。

方法 采用双侧颈总动脉结扎建立大鼠眼缺血动物模型，随机
数字法分为 5 组。正常对照组 A 组、缺血模型对照组 B 组、
模型补阳还五汤治疗组 C 组，模型金纳多治疗组 D 组，模型
阿司匹林治疗组 E 组。HE 染色观察视网膜厚度及视网膜神经
节细胞数量；TUNEL 染色检测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细胞凋亡情

况；Western blot 技术定量检测大鼠视网膜组织凋亡相关基
因 Bax 和 Bcl-2、Caspase-3、Caspase-8 的 表 达；Real-
time PCR 测定大鼠视网膜组织凋亡相关基因 Bax 和 Bcl-2、
Caspase-3、Caspase-8 表达。体外培养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氯化钴诱导缺氧模型。MTT 法检测细胞增殖并绘制细胞生长曲
线，Real-time PCR 检测细胞中凋亡相关蛋白 mRNA 表达水平
的改变。

结 果 动 物 模 型，C 组 大 鼠 的 中 央 视 网 膜 厚 度、 视 网 膜 神 经

底未见明显水肿，渗出。左眼可见黄斑区水肿，中心凹旁可见
环形黄白色渗出。荧光血管造影 FFA 示：右眼黄斑区下方及颞
侧可见高荧光，晚期渗漏，左眼黄斑颞上方可见片状高荧光，
晚期渗漏，黄斑区晚期荧光积存。OCT 示：右眼黄斑区未见明
显水肿，左眼黄斑区神经上皮层分离。B 超示：双眼脉络膜增厚，
无 T 型症。未见脉络膜脱离。
诊断：双眼真性小眼球，双眼高度远视，双眼中心性浆液性脉

络膜视网膜病变（少见）
鉴别诊断：
1 脉络膜炎（玻璃体有炎症，B 超示：脉络膜增厚，有 T 型症 ）
2 葡萄膜渗漏综合征（小眼球，荧光血管造影 FFA 示豹斑眼底， 
UBM 示脉络膜上腔渗漏）
 
关键字 真性小眼球 中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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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vastatin Prevents Neuronal Damage and Preserves Vision 
in Experimental Optic Neuritis  
Tingting Liu
Eye Hospital of Shandong Province

AIM To determine whether  simvastatin exhibit an effect of 
Neuronal protective and Preserves Vision in Experimental 
Optic Neuritis

METHODS 30 female C57BL/6J mice were immunized 
with MOG35–55 peptide to induce EAE ,10 female 
C57BL/6J mic sham-immunized with PBS as controls.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2 different density . After MOG immunization,  
postimmunization, OKR responses,evoked potential (VEP),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 and histopathologic 
examination were performed.The data were evaluated by 
oneway ANOVA.

RESULTS showed an initial vision loss at week 3 that 
reversed and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t later time points. The 
mode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prolonged VE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Reduces RGC Axonal Loss in Optic 
Nerve. Average peripapillary 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NFL) 
thickness was reduced in the model group (Premarkably 

diminished the degree of RNFL degeneration.Simvastatin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Th17 cells, Treg cells up-
regulated inversely compared to Th17 cells change as 
verified by IL-17 and FoxP3 expression. Treg/Th17 cell 
balance in the optic nerve precedes and the neuronal 
damage of axons and RGCs may recovered.

Conclusion Simvastatin reduces demyelination in the 
acute stage of EAON.Treatment with Simvastatin show 
protective effects on retinal nerve fibers and axonsand 
founctions of the optic nerve in EAON.Simvastatin 
treatment promotes EAE clinical amelioration by inhibiting 
T cell proliferation Th1 and Th17 cells.  The use represents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approach that requires further 
clinical testing.

 
Keywords Simvastatin, Neuronal protective, Experimental 
Optic Neuritis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节细胞数量较 B 组增多。TUNEL 染色 C 组大鼠视网膜神经
节 细 胞 较 B 组 其 凋 亡 明 显 减 少。Western blot 技 术 定 量 检
测 Caspase-3、Caspase-8 与 Bax C 组 其 表 达 较 B 组 减
少。Bcl-2 的 C 组 其 表 达 较 B 组 增 加。Real-time PCR 检 测
Caspase-3 与 Bax C 组其表达较 B 组减少，Caspase-8 在各
组表达无明显统计学差异。Bcl-2 C 组其表达较 B 组增加。体
外实验细胞水平，未加 CoCL2 的较添加 CoCL2 的，Bcl-2 的
表达量均升高，而补阳还五汤相对对照组表达低；而 Bax 表达

量均降低，Caspase-3 的表达量与 Bcl-2 有一致性。

结论 补阳还五汤能通过抑制缺氧诱导的细胞凋亡的相关基因和
蛋白表达，有效抑制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凋亡，减少缺血对视网
膜的损伤。
 
关键字 视网膜缺血、眼缺血综合征、补阳还五汤、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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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患儿，双眼视神经萎缩一例

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一例

孙子系 , 马瑾 , 钟勇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王海波 1,2, 魏世辉 1,2

1.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报道一例颅内生殖细胞瘤所致双眼视神经萎缩病例的诊
断及治疗过程。
 
方 法： 详 细 询 问 患 者 病 史 并 进 行 基 本 眼 科 检 查， 行 视 野、
OCT、VEP 等眼科辅助检查，筛查视神经炎相关指标、感染相
关指标、垂体增强 MR 及眼眶增强 MR。初步明确鞍区、松果体、
基底节多发占位诊断后，详细追问患者全身病史，查血及脑脊
液 β-HCG、下丘脑 - 垂体 - 内分泌腺轴激素指标明确病因。根
据检测指标，高度疑诊颅内生殖细胞瘤后，行诊断性放疗。
 
结果：患者 13 岁男性，双眼视力渐进性下降 1 年半，眼科诊断
为双眼视神经萎缩。垂体增强 MR 提示视交叉、下丘脑、松果体、

苍白球占位。实验室检查提示血 β-HCG 升高（18.75IU/L），
下丘脑 -垂体 -内分泌腺轴激素指标普遍降低，尿比重下降。诊断：
颅内生殖细胞瘤可能性大、双眼视神经萎缩、全垂体功能低减。
行诊断性放疗后，颅内病灶明显减小，进一步确诊诊断。
 
结论：血 β-HCG 升高对于生殖细胞瘤的诊断具有重要提示意义，
生殖细胞瘤对放疗敏感，诊断性放疗有助于明确占位性质。该
病例罕见、复杂，其曲折的诊治过程提示视神经萎缩的病因分
析需考虑多方面因素，全身评估及多学科诊疗模式有助于神经
眼科疾病的诊断。

关键字 视神经萎缩、生殖细胞瘤、诊断性放疗

目的：通过介绍一例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患者疾病情况，深刻
对该类疾病的认识，并掌握此类疾病的处理原则。

方法：报告一例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病例，结合文献进行分析
讨论。

结果：患者青年肥胖男性。双眼视物模糊 3 个月，偶尔可缓解。
当地医院诊断：双眼视乳头水肿原因待查。为行进一步诊治来
我科。既往：高血压病史 1 个月，否认其他全身病史。入院查体：
生命体征平稳，体重：105kg，BMI：34.3。眼科查体：OU：1.0。
双眼前节均未见明显异常。双眼眼底：视乳头水肿，表面可见
线状出血，边界不清，静脉迂曲扩张，黄斑区未见出血渗出。眼压：
双眼 Tn。腰椎穿刺（初压 , 末压 >320mmH2O）。颅内 DSA 示：
右侧横窦乙状窦移行处狭窄，压力差 11mmHg。视盘 OCT 示：

双眼视乳头水肿。入院诊断：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双眼视乳
头水肿，颅高压，高血压。给予抗凝联合降低颅内压及改善循
环营养视神经药物治疗，监测凝血国际标准化比值及肝肾常规，
待国际标准化比值为 3 左右，病情稳定，告知患者出院后继续
抗凝联合降颅压治疗，门诊随诊。

结 论： 颅 内 静 脉 窦 血 栓 形 成（Cerebral venous sinus 
thrombosis，CVST）多见于中青年人。本例患者，表现为颅
内压增高至视神经受压，视物模糊，临床上发现视盘水肿，发
现颅高压的中青年患者，应警惕 CVST 的可能。行全脑 DSA 协
助诊疗。临床上应与硬脑膜动静脉瘘鉴别。
 
关键字 视乳头水肿，颅内压增高，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178

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对复发性 AQP4 抗体阳性视神经脊髓炎相关
性视神经炎治疗效果分析

以白内障首诊于眼科的眼科大动脉炎 1 例

郭思彤 , 姜利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孟祥娟 , 刘婷婷
山东省眼科医院

目的：观察静脉注射甲泼尼龙冲击（IVMP）治疗对水通道蛋
白 4（AQP4）抗体阳性的复发性视神经脊髓炎相关视神经炎
（NMO-ON）患者的视力恢复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方 法： 回 顾 性 系 列 病 例 研 究。 选 取 2012 年 9 月 至 2018 年
4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眼科门诊确诊为
NMO ON 的 36 例 (49 只眼 ) 发病患者。所有患者 AQP4 抗体
检测均为阳性，具有急性视神经炎的临床表现 , 既往有视神经
炎发病史且经糖皮质激素治疗有效，排除其他诊断。均予 3d 
500mg/d 或 1000mg/d 的 IVMP 治疗 , 口服糖皮质激素序贯
减量。治疗后 1~2 周视力较治疗前提高 4 行以上为显效；提高
2~3 行为有效；变化在 1 行内或无变化或下降为无效。分析发
病时年龄、治疗前的视力以及糖皮质激素冲击剂量对 NMO ON
急性发作期治疗效果的影响。采用 Mann Whitney U 检验、
Kruskal Wallis 等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 果： 在 36 例 患 者 中， 男 性 2 例， 女 性 34 例； 发 病 年

龄 15~73 岁， 中 位 年 龄 32 岁。 在 49 只 眼 中， 治 疗 显 效 占
42.9%，有效占 20.4%，无效占 36.7%。复发 1 次与复发 2
次及以上的患眼 IVMP 治疗效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393，
P=0.017）。 治 疗 前 视 力 ＜ 0.05 与 ≥0.05 患 眼 比 较，IVMP
治疗效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37，P=0.033）。发病年
龄对 IVMP 治疗复发性 NMO-ON 效果影响不具有统计学差异
（X2=3.090，P=0.213）。IVMP 剂量采用 500mg/d 的患眼
与采用 1000mg/d 的患眼比较，治疗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944，P=0.052）。

结论：IVMP 治疗对复发性 NMO-ON 患者治疗有效，治疗效
果随着复发次数的增加而下降，治疗前视力在 0.5 以上的患眼
IVMP 的治疗效果优于 0.5 以下的患眼。采用剂量为 500mg/d
与 1000mg/d 的 IVMP 治疗效果相近

关键字 视神经脊髓炎 视神经炎 复发 甲泼尼龙 水通道蛋白 4

患者女性，27 岁，2 年前右眼渐视力下降，外院诊断“右眼白内障，
右眼瞳孔散大”，建议手术，未接受。询问病史 : 4 年前产后体
质变弱 , 血压较低，诊断不明确。

专科检查：右眼视力 FC/BE，眼压正常，全周房角关闭，隐见
粗大血管，房闪 ++，细胞 +，虹膜萎缩，瞳孔直径约 9mm，
晶体全白色混浊，余窥不入。左眼视力 1.0，视盘色略淡，血管
纤细，可见动静脉切迹。33cm 角膜映光 OSF -5°交替遮盖由
外到正。血压 81/50 mmHg，脉搏细弱。化验 CRP 升高；P-VEP:

双眼 P100 波波幅降低，右眼潜时延长。左眼视野；下半侧与
生理盲点相连的视野缺损。颅脑 MRI 示双侧视神经略细。

诊断及治疗：诊断 1. 右眼并发性白内障 2. 右眼葡萄膜炎 3. 右
眼瞳孔散大 4. 双眼屈光不正 5. 右眼知觉性外斜视 6. 左眼视神
经病变。局部抗炎后行右眼白内障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
后右眼视力 0.01，视盘界清色苍白，大片动静脉呈白线状，视
盘鼻下方视网膜浅层出血。眼底血管造影：右眼脉络膜毛细血
管充盈缺失，视网膜仅余大血管，后期后极部渗漏，左眼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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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相关视神经视网膜炎两年诊治一例

高度近视眼底病变视网膜血管密度及厚度的变化

线金锥 , 王琴慧 , 邹燕红
北京华信医院 /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珊珊 , 郭笑霄 , 尤冉 , 陈曦 , 王艳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通过病例回顾分析神经梅毒眼部表现特点，提高临床诊
疗水平。

方法：病例回顾分析，采集患者病史、眼部检查和辅助检查结果，
包括 2 次 FFA 及 4 次脑脊液结果，分析急性梅毒性后部鳞状脉
络膜视网膜炎（ASPPC）及神经梅毒的临床表现及治疗策略。

结果：62 岁男性因右眼视力下降 4 天就诊。查体视力右眼指数
/30cm 矫正无助，左眼 0.25 矫正 0.9，眼底右眼视盘轻充血隆起，
黄斑区可见黄白色病灶，颞下分支静脉迂曲伴白鞘，周边线状
片状出血。左眼底未见明显异常。OCT示右眼黄斑区视网膜水肿，
神经上皮脱离，外层不连续，RPE 结节样。左眼未见明显异常。
10 天后患者右眼视力进一步降至手动 /20cm，但眼底却较前有
明显“缓解”，原病灶颜色消退，白鞘消失，出血大部吸收。
OCT 示网膜水肿及神经上皮脱离均消失。同期第 1 次 FFA 示：
右眼早期视盘荧光渗漏，颞下分支静脉管壁着染，晚期后极部
广泛荧光渗漏，伴小的斑片状低荧光，左眼晚期视盘高荧光。

同期血清梅毒抗体（+），梅毒血清反应素（TRUST）（+），
HIV（-）。第 1 次脑脊液检测示梅毒抗体（+），TRUST（+），
白细胞 295×106/L，微量总蛋白 922mg/L。综上该患者最终
诊断：右眼 ASPPC，右眼梅毒性视网膜血管炎，左眼梅毒性视
乳头炎，神经梅毒。此后患者接受了神经梅毒的标准治疗。治
疗后 1 个月右眼视力提升至 0.1，第 2 次的脑脊液检测提示抗
体滴度升高，TRUST 转阴，白细胞计数大幅度降低，微量总蛋
白也有明显下降。完成治疗后 3 个月右眼矫正视力提升至 0.5+，
第 3 次脑脊液检测提示抗体滴度较前下降。最近一次的复诊在
发病 2 年后。右眼矫正视力提升至 0.8-，患者接受了第 4 次脑
脊液检查，各项结果稳定。

结论：ASPPC 临床表现具有视力损害重，眼底病变轻的特点。
一旦确诊，脑脊液检查可明确神经梅毒的诊断。及时正规治疗，
眼部病灶可迅速改善，脑脊液病原学检查转阴。长期随访，病
情稳定。

目的：探讨不同阶段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患者视网膜浅层血管
密度及厚度变化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共 110 名高度近视患者（220 只眼），分析
黄斑区浅层视网膜环形血管密度及厚度的变化，根据近视性黄
斑病变的国际照相分类和分级系统法，高度近视视网膜病变分

为 C0：无视网膜病变；C1：豹纹状眼底；C2：后极部弥漫的
黄白色萎缩灶；C3：至少一处清晰的灰白色萎缩灶；C4：黄斑
区萎缩。由于 C3 组及 C4 组患者眼底血管信号质量差，故本次
研究纳入早期高度近视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结 果： 最 终 纳 入 研 究 的 患 者 共 80 名（160 只 眼）， 平 均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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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血管广泛渗漏及灌注区，多处高荧光团，右眼虹膜荧光弱，
左眼虹膜上半侧渗漏。OCTA：双眼视盘及黄斑血流密度降低，
RNFL、GCC 均变薄。多普勒超声：符合多发性大动脉炎表现。

补充诊断 1. 多发性大动脉炎 2. 右眼视神经萎缩 3. 左眼缺血性
视神经变。建议左眼视网膜激光光凝，暂拒绝，至综合医院治
疗大动脉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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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37.4±16.2， 其 中 C0 组 患 者 黄 斑 上 方、 鼻 侧、 下 方、
颞 侧 的 血 管 密 度 分 别 为 19.49±2.36 mm-1，19.89±2.10 
mm-1,19.02±2.09 mm-1，18.64±2.28 mm-1；C1 组 患
者黄斑区四个方向的血管密度分别为 19.31±2.06 mm-1，
19.29±2.39 mm-1，18.34±2.35 mm-1，17.90±2.53 
mm-1；C2 组 患 者 黄 斑 区 四 个 方 向 的 血 管 密 度 分 别 为
16.64±3.61 mm-1，17.43±4.14 mm-1，14.49±5.30 
mm-1，17.64±3.76 mm-1，黄斑区上方及颞侧的浅层血管密
度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C0 组与 C2 组（P ＜ 0.05），C1 组

与 C2 组（P ＜ 0.05)。OCT 测量黄斑区上方、鼻侧、下方、
颞侧的视网膜厚度发现，在黄斑区上方及颞侧的视网膜厚度变
化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C0 组与 C2 组（P ＜ 0.05），C1 组
与 C2 组（P ＜ 0.0）。

结论：高度近视患者视网膜病变 C2 组在黄斑区上方、颞侧的血
管密度及视网膜厚度均低于高度近视视网膜病变 C0 和 C1 阶段。
 
关键字 高度近视 视网膜病变 OCTA 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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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enhar 综合征合并神经营养性角膜病变 1 例
原越 , 温莹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目的：报道 Goldenhar 综合征合并神经营养性角膜病变 1 例

方法：病例报道

结果：患者牛某，男，13 岁，因“发现双眼肿物 12 年”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第一次入院。患者聋哑，2 岁时因“双眼结
膜肿物、唇腭裂”曾行手术。父母非近亲婚配，母亲否认孕期
糖尿病、使用药物及吸烟史，双胞胎姐姐健康。全身体格检查：
额纹多，面部不对称，鼻中隔向左偏曲、下颌向右偏曲，双侧
附耳，右侧小耳畸形，脊柱无偏曲，四肢、心脏及各项化验检
查无异常。眼部检查：双眼视力不配合，眼压 Tn。左眼角膜直
觉消失、双眼瞬目约 1~2 次 /min。右眼睑裂下沉，上眼退缩，
中内 1/3 睑板及睫毛缺失，外眦皮肤长入眼球，覆盖近 4/5 角
膜，余角膜结膜化，鼻侧结膜轻充血、表面干燥，眼内窥不入；
左眼鼻侧角结膜皮样瘤，长入角膜约 2mm，余眼部检查无明显
异常。行右眼角结膜肿物切除 + 上睑退缩矫正 + 内外眦成形术，
左眼角结膜皮样瘤切除 + 结膜囊成形术。术后给与妥布霉素滴
眼液、玻璃酸钠滴眼液、氯替泼诺滴眼液等点双眼，患儿及家

属未曾复查。又因“左眼红、视力下降 20 天，黑睛白点 10 天”
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再次入院。面部及上肢痛觉消失。眼科检
查：左眼混合充血（++），角膜中央偏鼻下基质菲薄、微穿孔，
溪流征（+），虹膜坎顿，前房极浅，房水闪辉（+），余无异
常。行左眼羊膜填塞 + 羊膜覆盖术，术后给与妥布霉素滴眼液、
氯替泼诺滴眼液、贝复舒滴眼液、氧氟沙星凝胶等点左眼。角
膜上皮逐渐愈合，前房形成，视力提高。

结论：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可明确诊断为 Goldenhar 综合征。该
病表现为角结膜皮样瘤、眼睑畸形闭合不全、耳部与颜面部畸形、
听力障碍、面瘫、三叉神经麻痹，心脏及肾脏异常等【1】。该
患儿左眼行眼表手术后角膜自融穿孔，考虑同角膜神经营养功
能障碍、多种原因导致的泪液异常相关。Goldenhar 综合征合
并神经营养性角膜病变者实属罕见，特此报道。

关键字 Goldenhar 综合征；神经营养性角膜病变；角膜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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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OOR 患者脉络膜厚度分析

中西医疗法治疗动眼神经麻痹研究进展

一例不寻常的“黄斑病变”

董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安徽省立医院

贾茜钰 1, 叶河江 2

1. 成都中医药大学眼科学院   2. 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

段红涛 , 韩梅
天津市眼科医院

目的：急性区域性隐匿性外层视网膜病变 (AZOOR) 常常表现以
视神经为中心的病变分布，本研究分析 AZOOR 患者的脉络膜
厚度变化情况。

方法：回顾性研究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9 月期间在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 (USTC) 附属第一医院眼科诊断为 AZOOR 的 8 例
单眼发病患者。测量 8 例患者双眼黄斑中心凹、中心凹鼻侧
500μm、中心凹颞侧 500μm 处的脉络膜厚度，进行综合分析。

结果：8 例患者各测量点处脉络膜厚度患侧眼大于对侧眼；在黄
斑中心凹鼻侧 500 μm 处，对侧眼脉络膜厚度与患侧眼脉络膜
厚度呈正相关（r=0.727，p ＜ 0.05）；在黄斑中心凹及中心
凹颞侧 500μm 处没有发现相关性。

结论：AZOOR 患者黄斑中心凹鼻侧 500 μm 处，对侧眼脉络
膜厚度与患侧眼脉络膜厚度呈正相关（r=0.727，p ＜ 0.05），
说明脉络膜厚度变化可能是这类疾病的特征之一。

动眼神经麻痹是眼科常见病症 , 主要表现为上睑下垂 , 睑裂变窄 ,
眼球不同程度的上视、下视、内收运动障碍 , 瞳孔散大及光反射
消失等。在祖国医学中 , 此病属中医学的“睑废”。近年来 , 临
床研究观察发现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动眼神经麻痹疗效可喜，
本文对近 10 年来以中西医疗法治疗动眼神经麻痹的研究进展进

行归纳，总结毫针、电针、中药等中医治疗方法结合采用营养
神经、改善循环等药物的西医疗法，具有良好的临床指导意义。
 
关键字 中西医 ; 动眼神经麻痹 ; 综述 ;

患儿，女，7 岁，主因左眼视力下降 1 月就诊。既往史及家族
史：足月顺产；无屈光不正；父母无近亲结婚史。眼部检查：
最佳矫正视力右眼 1.0 左眼 0.2，眼压：右眼 12mmHg，左眼
10mmHg。双眼前节及右眼底未见明显异常。右眼底视盘颞侧
可见一大小约 1/4PD 大小黄斑色卵圆形病灶，OCT 示右眼视
盘边缘一明显切迹，且伴有黄斑区神经上皮层浆液性脱离与局

部劈裂。FFA 示病灶早期呈低荧光，晚期染色，并伴有明显的
神经上皮层脱离轮廓。
诊断是什么？需要做哪些治疗？

关键字 视盘 / 畸形；视网膜脱离 / 病因学； 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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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狼疮性脑病相关视野缺损进展 1 例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合并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一例

内源性肺炎克雷伯杆菌性眼内炎一例

郑攀攀 , 施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段红涛 , 韩梅
天津市眼科医院

雷迅文 , 贾辉钰 , 独刚 , 张月梅 , 王宏 , 田蔓男 , 卢弘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患儿女，11 岁，因“发现血小板减少 10 月 , 伴皮下出血点 6 天”
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首次入院，诊断“系统性红斑狼疮”。因
“双眼视物模糊”进行眼科首次会诊，视力：OD 20/200，OS 
20/60，IOP OD14mmHg，OS 15mmHg ，眼底无特殊异常。
后因环磷酰胺冲击治疗或伴发视物不清、头痛、抽搐、肢体疼
痛等症状，反复住院多次。期间进行多次眼科会诊及视野检查，
发现右眼颞下侧视野缺损呈扩大趋势，左眼鼻下侧视野缺损呈扩
大趋势，双眼视野呈 1/4 同名象限盲。双眼平均光敏感度 (Mean 

Sensitivity, MS) 呈 降 低 趋 势， 双 眼 平 均 缺 损 (Mean Defect, 
MD )、丢失方差平方根 (square Root of Loss Variance, sLV)
呈增加趋势。期间进行多次头颅 MR 检查，发现左侧顶枕交界
处白质异常信号，并有增大趋势。视野变化与颅内病变变化一致。
提示：视野检查对狼疮性脑病涉及的视路病变有良好的定位价
值，并对该病的随访及预后有很大帮助。

关键字 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性脑病；视野；视路

患者男，55 岁，主因右眼突然无痛性视力下降 36 小时就诊。
既往史及家族史：糖尿病病史 10 年，血糖控制可；肾结石病
史 5 年余，糖尿病肾病 5 年余。8 年前行双眼白内障摘除 + 人
工晶体植入术。1 年前行双眼全视网膜光凝治疗。眼部检查：
视力右眼手动 / 眼前，左眼 0.1，眼压：右眼 14mmHg，左眼

16mmHg。右眼无充血，角膜透明，前房深度正常，虹膜面未
见新生血管，瞳孔呈斜椭圆形，直径 4mm，对光反射迟钝，
RAPD+，人工晶体在位，视盘上方边界欠清，色泽可，视网膜
动脉纤细，近视盘颞上方可见火焰状出血及渗出，大片棉绒斑，
黄斑区灰白色水肿，中心凹可见樱桃红斑，中周部视网膜大量

目的：报告 1 例内源性肺炎克雷伯杆菌性眼内炎。

方法：病例报告。

病人：1 名 62 岁的女性肺炎克雷伯杆菌感染后出现双眼内源性
眼内炎。

结果：患者因发热 1 周，左眼视物不见 5 天，右眼视物不见 2

天入院，入院后穿刺抽取玻璃体液进行细菌培养和基因检测后
确诊为肺炎克雷伯杆菌性眼内炎。在全身治疗的基础上，积极
行双眼玻璃体切除术。

结论：内源性肺炎克雷伯杆菌性眼内炎 (EKPE)，早期积极治疗
有助于控制眼部感染，挽救患眼视力。
 
关键字 肺炎克雷伯杆菌；眼内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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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诊为中浆的神经梅毒 1 例

伴视盘新生血管的视神经炎 1 例

许广昌 , 尹松涛 , 苏龙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潘雪梅 , 刘正峰 , 郝换青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目的 提高认识神经梅毒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征。

方法 回顾 1 例神经梅毒的诊治过程。

结果 患者男性，57 岁，2018-11-19 因右眼视力下降 3 天伴闪
光感来诊。眼科检查视力 OD 0.1，OS1.0；眼压正常；右眼前
节（-），眼底视盘边界清，色可，后极部黄斑区鳞状黄白色病
灶。OCT 提示右眼神经上皮脱离，椭圆体带部分缺失。FFA 提
示右眼动脉期黄斑区下方斑片状透见荧光，晚期黄斑区尚清晰
的弥漫性高荧光，视盘高荧光着染；左眼晚期视盘高荧光着染。
OCT(2018-11-26) 示右眼神经上皮脱离消退。拟诊为右眼慢
性中浆，双眼 VKH ？同时就诊于外院眼科，同样诊断为右眼中
浆，给予沃丽汀口服。2019-2-15 因左眼视力下降 1 周来诊。
视力 OD0.04,OS0.1; 眼压正常；右眼前节（-），眼底视盘边
界清色红润，余未见明显异常。左眼前节（-），眼底视盘肿胀，
边界不清，色红，盘周少量出血，黄斑区大体正常。OCT 示双
眼黄斑区椭圆体带不完整，伴局灶性斑点状高反射，玻璃体内

细点状高反射。FFA 示双眼晚期视盘高荧光。考虑双眼脉络膜
炎。行梅毒检测提示梅毒抗体阳性，HIV(-)，追问病史有夜游
史，全身检查（-）。最后诊断为双眼急性梅毒性后部鳞状脉络
膜视网膜炎，双眼神经梅毒。住院检查期间给予地塞米松球后
注射减轻炎症反应，确诊后于外院进一步驱梅治疗。出院时视
力 OD0.1,OS0.12。进一步观察治疗中。

结论 急性梅毒性后部鳞状脉络膜视网膜炎是梅毒性眼底病变的
特征性表现。临床上表现为视力下降，闪光感，眼前黑影，后
极部大而孤立的视网膜黄灰色或黄白色鳞状病灶，可同时伴有
玻璃体炎、视神经视网膜炎、视盘炎等。FFA 及 OCT 有其特征
性表现。结合患者详细病史追寻及感染病原学检测可确诊。早
期认识不足，往往误诊或漏诊。早期、及时、规律的青霉素治
疗梅毒性眼病有效，多数患者可获得良好预后。
 
关键字 急性梅毒性后部鳞状脉络膜视网膜炎，神经梅毒，中浆，
视盘炎，视神经网膜炎

目的：报道 1 例伴有视盘新生血管的视神经炎

方法：对入住我院因右眼下半视野缺损的糖尿病患者行眼底造
影、血流 OCT、视野、颅脑及眼眶 MR、神经免疫学血液检查，
明确眼科病变。

结果：造影显示双眼眼底大片无灌注区，血流 OCT 示右眼视盘
大量新生血管，视野示右眼下半视野缺损、MOG 及 MBP(+)。
给予眼底激光、局部激素、全身及局部改善循坏等药物治疗。

结论：视盘新生血管部分消退，视野未有好转。需进一步治疗

激光斑。左眼无充血，角膜透明，前房深度正常，虹膜面未见
新生血管，瞳孔呈圆形，直径 3mm，人工晶体在位，后囊膜轻
度混浊，眼底欠清，后极部散在出血斑，可见片状硬性渗出，
中周部可见大量激光斑。
FFA 示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 OD，糖尿病视网膜病变（OU 光凝

后）

OCT 示黄斑区内层视网膜高反射 OD。

关键字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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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的“世界 / 视界”走过 ----1 例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的 12
年随访

糖尿病患者 OCTA 视乳头微灌注研究

侯力华 , 王敏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袁金 , 马嘉 , 熊帅 , 吴云超 , 黄汐
昆明医科大学

目的：报告 1 例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的 12 年随访。

方法：对临床病例进行追踪观察和分析。

患者 2007 年左眼视力下降就诊，左眼由 1.0 降至 CF/ 眼前，
诊断：左眼球后视神经炎。给予激素冲击治疗后视力恢复至 0.06.
2010.4.25,“右眼突然视力下降 1 天”，诊断：1、右眼球后
视神经炎 2、左眼视神经萎缩。颅脑和腰椎 MRI 未见明显异常，
暂不能诊断 MS 或 NMO。激素冲击及营养神经治疗，视力恢复
1.0.
2013.1.28 因“双下肢抽痛不适 5 天”就诊于神经内科。MRI
提示脊髓炎，诊断：视神经脊髓炎。1、激素冲击 2、硫唑嘌呤 3、
营养神经。
2014.5.20“双下肢抽痛 1 年，发作性上肢肢体痉挛 2 月”。
双侧上肢肢体无力、肢体麻木、上抬力弱。激素 +“奥卡西平、

丙戊酸钠、拉莫三嗪”。
2017.7 查 AQP4 抗体 1:32. 使用利妥昔单抗治疗。

结果：2007 年 -2019 年随访期间，视神经炎复发 3 次，脊髓
炎复发 3-4 次。多次住院治疗。免疫检查：AQP4 Ab(+)，其他
自身免疫抗体均（-）。曾采用治疗：激素冲击、硫唑嘌呤、利
妥昔单抗。目前世界 / 视界：视力，右眼 0.8，左眼指数；视野：
右眼上半侧视野缺损，左眼近乎全盲；下肢无力、上肢发麻反
复发作；长期口服激素的形象改变。

结论：眼科医生树立“眼科―全身”整体观；自身免疫抗体的
早期诊断和预后预测价值。
 
关键字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

目的：利用 OCTA 视盘扫描对糖尿病患者视盘微灌注进行分析
研究。

方法：选取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5 月来我科会诊的糖尿病
病人 200 人（已内科确诊，采用 1999 年 WTO 糖尿病的诊断
标准），是为 D 组。排除标准：（1）存在严重器质性疾病，如
肿瘤、心、肝、肾等疾病；（2）存在其他遗传性疾病者；（3）
存在其他视神经或视网膜损伤的眼病，包括眼部激光或眼内手
术者，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者；（4）存在无法完成眼科检
查的视力低下；（5）存在＞ -6.00D 的高度近视。同时选取正
常人对照组 100 人做视盘 OCTA（已排除糖尿病、高度近视、

其他原因引起的视盘水肿等疾患），排除年龄的偏倚，是为 C
组。对所有研究对象行视盘 OCTA 检查（美国 Optovue 公司，
RTVue-XR Avanti OCT，软件 2.0.5.39）。所有检查均为同一
技术员完成。检测中收集所有受检者视盘 OCTA 影像，分析视
盘（Inside Disc）血管密度（vessel density，VD）进行统计
学分析。

结果：1、分析两组视盘毛细血管密度，可见 D 组的 VD（Inside 
Disc）（45.831±6.676μm） 较 C 组（48.501±4.964μm）
降低（P=0.006）。2、视盘凹陷处存在致密毛细血管者，视力
通常较好，是否预示这类病人视盘及视网膜血供较为丰富，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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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 OCTA 视盘周神经纤维层厚度改变研究

NAION 患者的视盘 OCTA 血流特征研究

袁金 , 马嘉 , 熊帅 , 吴云超 , 黄汐
昆明医科大学

黄汐 , 马嘉 , 袁金 , 吴云超 , 邓静
昆明医科大学

目的：利用 OCTA 视盘扫描对糖尿病患者视盘周神经纤维层厚
度进行分析研究。

方法：选取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5 月来我科会诊的糖尿病
病人 200 人（已内科确诊，采用 1999 年 WTO 糖尿病的诊断
标准），是为 D 组。排除标准：（1）存在严重器质性疾病，如
肿瘤、心、肝、肾等疾病；（2）存在其他遗传性疾病者；（3）
存在其他视神经或视网膜损伤的眼病，包括眼部激光或眼内手
术者，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者；（4）存在无法完成眼科检
查的视力低下；（5）存在＞ -6.00D 的高度近视。同时选取正
常人对照组 100 人做视盘 OCTA（已排除糖尿病、高度近视、
其他原因引起的视盘水肿等疾患），排除年龄的偏倚，是为 C
组。对所有研究对象行视盘 OCTA 检查。所有检查均为同一技
术员完成。检测中收集所有受检者视盘 OCTA 影像，分析视盘
周视网膜神经纤维层（peripapillary 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
pRNFL）厚度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 果： 分 析 两 组 受 检 者 盘 周 神 经 纤 维 层 厚 度：（1） 下
方 pRNFL，D 组（148.408±20.583 μm） 较 C 组
（160.825±16.805 μm） 薄（P ＜ 0.001）；（2）
上 方 pRNFL，D 组（140.775±19.324 μm） 较 C 组
（154.438±13.881 μm） 薄（P ＜ 0.001）；（3）
颞 侧 pRNFL，D 组（88.732±15.780 μm） 较 C 组
（109.425±23.803 μm） 薄（P ＜ 0.001）；（4） 鼻 侧
pRNFL，D 组（84.690±13.506 μm）较 C 组（89.063±10.276 
μm）薄（P =0.027）。

结论：糖尿病患者上、下、颞及鼻侧盘周神经纤维层厚度较正
常人均是变薄的。结合视盘血流灌注的分析，可以进一步研究
糖尿病患者出现糖尿病性视神经病变或视网膜病变的高危因素。

关键字 糖尿病，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视盘，视网膜神
经纤维层

目的：研究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NAION）视盘
和盘周血供与结构变化特征。

方法：收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就诊 NAION 患者及
45 岁以上正常人，行视盘 OCTA 检查。收集 NAION 急性期缺
血患眼（AI）和对侧健眼（AN）、萎缩期患眼（BI）和对侧健眼（BN）

未出现供血障碍。

结论：糖尿病病人不仅是视网膜血供出现问题，视盘血供也是
降低的，其视盘内血管密度比正常人降低。糖尿病视乳头病变
一般认为是视盘表面及其周围毛细血管病变引起神经递质的轴
性传导阻滞。而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AION）是因为睫状后
动脉供血不足或筛板和筛板后区域的小动脉阻塞引起。视盘新

生血管（NVD）往往提示视网膜严重缺血。视网膜无灌注区靠
近视盘及缺血面积大是其危险因素。对于最终的转归视神经萎
缩（OA），视乳头血供更是明显降低。OCTA 给上述因素的研
究提供了新方法。

关键字 糖尿病，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视盘，血管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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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塞病相关视神经病的临床特点与治疗：附 1 例报告
刘勤 , 白惠玲
甘肃省人民医院

目的：通过对 1 例以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为表现的白塞病相
关视神经病的临床分析与文献复习，探讨其临床诊断及治疗特
点。

方法：患者男性，54 岁，突感右眼视物不清 1 周，既往高血压
病史 2 年。视力：OD：0.3，OS：0.8，眼压正常，双眼角膜
透明，前房清，深度可，右眼瞳孔约 4.5×4.5mm，RAPD+，
左眼瞳孔 2.5×2.5mm，光反射可。眼底：右眼视盘水肿，边
缘可见条形出血；左眼视盘界清，颞上支视网膜静脉呈白线状。
FFA 视盘高荧光、视网膜血管扩张和晚期荧光渗漏。24 小时动
态血压未见异常，颈部彩超、心脏彩超、头颅 CT、眼眶 MRI
均未见异常。初步诊断：右眼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给予甲强
龙 1000mg 静滴 3 天后改为强的松片口服，治疗效果不佳。行
ANA 18 项检查回报（其中 1 项阳性）。追问病史：患者有反
复口腔溃疡、皮肤结节性红斑病史。修正诊断：Behcet 病。治疗：
强的松、环孢素、英夫利昔单抗等对症治疗，病情稳定。         

结果：白塞病综合征 (Behcet’s syndrome)，是一种慢性全身

性血管炎性疾病，临床表现反复发作性口腔溃疡、眼色素膜炎
及生殖器溃疡。神经白塞病可表现为视盘水肿、视盘炎及球后
视神经炎等，目前国内外以缺血性视神经病为首要表现的神经
白塞病的报道不多。本例患者无角膜后 KP、无前房浮游细胞、
无玻璃体混浊，仅表现为右眼视盘水肿和条形出血遂诊断困难。
积极治疗是改善视功能的关键，糖皮质激素治疗是目前白塞病
相关视神经病的首选，英夫利昔单抗是一种人 - 鼠嵌合性单克隆
抗体，目前也用于本病的治疗。

结论：对于本例以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为表现的白塞病相关
视神经病患者的诊断，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白塞病相关视
神经病可以 AION 为首要表现，如遇到这一类视功能障碍的患者，
要仔细询问患者是否有口腔溃疡、外阴溃疡、皮肤改变、眼病
等既往史，这对白塞病相关视神经病的早期识别和治疗至关重
要。

关键字 贝赫切特病；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视盘水肿

及正常对照组（C）的 Whole Image、Inside Disc 和 RPC 三
部分的血管密度（vessel density，VD）和视盘周视网膜神经
纤维层（peripapillary 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pRNFL）厚度
的结果，进行 NAION 视盘和盘周血供与结构变化的分析。

结果：共收集 NAION 急性期 15 人（15 眼），萎缩期 20 人（20
眼）。（1）AI 和 BI 视 盘 的 总 图 像（Whole Image）、 视 盘
内（Inside Disc）和视盘周（RPC）三部分的 VD 均分别小于
AN 和 BN（P<0.05），AI 的 pRNFL 明显比 AN 的 pRNFL 厚
度偏厚（P<0.05），而 BI 的 pRNFL 明显比 BN 偏薄（P<0.05）；
（2）AN 的 Inside Disc VD 少 于 C（P<0.05）， 而 pRNFL
较 C 偏厚（P<0.05）；BN 与 C 的各项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3）AI 的 Inside Disc VD 较 BI 减少（P<0.05），

pRNFL 较 BI 厚（P<0.05）；AN 和 BN 的各指标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1、急性期和萎缩期 NAION 患眼与对侧健眼对比研究中
发现，NAION 患者的患眼视盘血管密度是降低的。2、NAION
急性期的对侧健眼视盘血管密度与同年龄段的正常成年人相比
是降低的，而盘周神经纤维层厚度稍偏厚，可能预示 NAION 的
高危因素。

关键词：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光学相干断层扫
描血流成像；视盘；血管密度；盘周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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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诊为单侧视神经炎的伴有眶尖综合征的鼻咽癌一例（Walsh）

Evaluation of the Iris Thickness Changes for the Chinese 
Families with GPR143 Gene Mutations 

马嘉 1, 黄汐 1, 管家忠 2, 袁金 1, 吴云超 1

1. 昆明医科大学   2. 云南省建水县人民医院

Jingjing Jiang,Li Ningdong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The Capital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

目的：报道首诊为左眼视神经炎的眶尖综合症后确诊鼻咽癌1例。

方法：从该患者病史、临床症状、体征、辅助检查等方面介绍
这一病例。

结果：1、患者女性，54 岁，因“左侧视力下降，左侧颜面部
疼痛 3 月余”入院。

2、查体：视力 OD 0.15 矫正 1.0，OS 光感（矫正不提高）。
右眼外眼及前节及眼底（-），右瞳直径 3mm，直接光反射存在，
间接光反射消失。左眼上睑遮盖角膜 2.5mm，左眼外展、上转、
下转活动受限，左瞳直径 5mm 固定，直接间接对光反射均消失，
RAPD（+），近反射消失。左视盘色淡，边界欠清，轻度水肿，
血管走行正常，A:V 1:2，A-V 征（-），黄斑区未见出血渗出。
面部未见面瘫表现，听力正常。
3、视野：右眼视野正常，左眼光感无法检测。
4、血常规、血生化、免疫检测，乙脑 IgM 抗体测定均无异常。
5、眼眶及三叉神经增强 MRI：双侧海绵窦增厚并强化，伴邻近

中颅窝硬脑膜及小脑幕增厚强化，以左侧累及为甚。
6、予抗炎，改善循环及营养神经症状减轻，IgG4（-）。
7、鼻口腔 CT 示鼻咽部及颅底骨质改变，怀疑鼻咽癌，进一步
行鼻咽部活检确诊，行局部放疗及全身化疗治疗，一年随访，
眼部症状明显改善。

结论：本例由于以左眼视力下降，瞳孔散大直接间接对光消失，
视盘边界欠清，而在外院诊断为“左眼视神经炎”，转我院诊
治，进一步检查发现左眼外展、上转、下转活动受限，而左眼
瞳孔直接间接反射都消失，而确诊“左侧眶尖综合征”，累及
左侧第 II、III、IV、V、VI 颅神经，进一步逐步排查原因查及鼻
咽癌予以治疗。疾病诊断过程需要循序渐进的论证，由点到面，
要仔细查体，分析体征及辅助检查，同时结合伴随症状及病人
其他情况，且需要全面考虑疾病，而非“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才能对症治疗，给出正确而及时
的诊断及处理。

关键字 视神经炎，眶尖综合征，鼻咽癌

Purpose: Pathogenic variantsof the G-protein coupled 
receptor 143 (GPR143)genemay result in Ocular albinism 
type I (OA1). In this study, we describ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investigate the GPR143gene mutations in six Chinese 
families with OA1, and evaluate the thickness changes of 
iris for the affected males and female carriers. 

Methods: Famil ies were ascertained and patients 

underwent complete ophthalmological examinations, 
including the 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ies, anterior 
segment of the eyes, vitreous and fundus changes. 
Spectral domain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SD-OCT)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total iristhickness, the stroma/
anterior border (SAB) layer, and theposterior epithelial 
layer (PEL)at the pupillary and ciliary regions. DNA was 
extractedfrom the peripheral blood vessels after confi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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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ical management of one-and-a-half syndrome

17 例缺血性眼病患者头颈部 CTA 和睡眠呼吸暂停监测临床研究

Jingjing Jiang,Li Ningdong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The Capital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

刘广川 1, 靳娜 1, 朱丹 2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医院   2.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Purpose: The one-and-a-half syndrome is a rare 
syndrome characterized by limitation of horizontal eye 
movement. It presents a combination of ipsilateral 
conjugate horizontal gaze palsy (one) and ipsilateral 
internuclear ophthalmoplegia (INO) (a half). Management of 
the one-and-a-half syndrome is a tough task because of 
complete sixth nerve palsy. Here we report a case of one-
and-a-half syndrome, which was treated successfully with 
strabismus surgery.

Methods: Case report.

Results: A 8-year-old boy was admitted to our institution 
with diagnosis of one-and-a-half syndrome secondary 
to excision of intracranial tumor. He had esotropia of 
45, left hypertropia of 30. He presented limitation of eye 

movement in abduction and infraduction with left eye and 
adduction with right eye. We performed left medial rectus 
recession, left superior rectus transposition, and resection 
and anterior transposition of the left inferior oblique muscle. 
Six months after the surgery, the patient had achieved 
alignment.

Conclusion: Strabismus in one-and-a-half syndrome is 
complex and doesn’t have any defined surgical plan. 
Combination of medial rectus recession and superior rectus 
transposition with resection and anterior transposition 
of the inferior oblique muscle is useful for complete sixth 
nerve palsy accompanied by large hypertropia.

Keywords one-and-a-half syndrome

consent information.GPR143genewasdirectly sequenced 
by the Sanger method. 

Results:The affected males have variable reduced 
visual acuity, nystagmus and macular hypoplasia. Four 
novel frameshift mutations and two previously reported 
missense/nonsense mutations in the GPR143gene 
were detected in these families.The thickness of the full 
layersand the SAB layersa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t the 

ciliary region in the affected males and the female carriers,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normal controls. 

Conclusions:Pathogenic variantsin the GPR143 genemay 
disturb the normal melanogenesis in the pigmented 
tissuesof the eye, result in macular hypoplasia, and alter 
the thickness of the iris. 

Keywords OA1, GPR143 mutation, pigmented t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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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缺血性眼病患者头颈部血管 CT 造影术（CTA）及睡
眠呼吸监测临床特点。

方法 对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5 月期间就诊于我院诊断缺
血性眼病的 17 例患者前瞻性研究。其中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
（CRAO）7 例、分支动脉阻塞（BRAO）5 例、缺血性视神经
病变（ION）5 例，男 11 例、女 6 例，年龄 41 ～ 71 岁。所
有患者进行头颈 CTA 和睡眠呼吸监测检查，研究颈部动脉狭窄
程度和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程度与缺血性眼病的相关性。

结果 17 例患者中有 1 例双眼 ION 发病，余为单眼发病。CTA
结果：4 例 CRAO 患眼同侧颈内动脉闭塞、2 例 ION 患者双侧
颈内动脉重度狭窄；1 例双眼 ION 患者双侧颈内动脉中 - 重度
狭窄；1 例 BRAO 右侧颈总动脉起始段中度狭窄；2 例 CRAO
患眼同侧颈内动脉轻度狭窄，2 例 BRAO、1 例 CRAO 为双侧
颈内动脉轻度狭窄；2 例 BRAO、2 例 ION 患者颈动脉未见明
显狭窄。睡眠呼吸监测结果：4 例 CRAO、2 例 BRAO 患者有

重度呼吸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征，2 例 CRAO、1 例 BRAO、1
例 ION 患者为中度呼吸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征，1 例 CRAO、
1 例 BRAO、3 例 ION 患者为轻度呼吸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1 例 BRAO 及 1 例 ION 未见明显呼吸暂停及低通气。2 例颈内
动脉重度狭窄患者脑血管造影检查后行支架植入术治疗，另外 1
例颈内动脉闭塞、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患者转脑外科行脑血管
造影检查。5 例重度睡眠呼吸暂停患者佩戴呼吸机治疗。

 结论发生缺血性眼病患者 CTA 检查结果显示患者发生了不同程
度的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狭窄或闭塞；呼吸睡眠监测显示患
者睡眠时有中枢性、阻塞性或混合性呼吸暂停，低血氧饱和度。
该患者群需要多学科综合治疗改善视功能，预防更严重的心脑
血管意外的发生。
 
关键字 缺血性眼病 头颈部 CT 血管造影术 呼吸睡眠暂停 综合
治疗

罕见视神经相关占位性病变
周欢粉 , 孙明明 , 谢林丹 , 徐全刚 , 魏世辉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 研究 5 例少见视神经占位病变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其早
期被误诊的原因，为临床医生提供视神经疾病的诊疗思路。

方法 分析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5 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影像学和病理明确诊断为视神经管占位性病变的患者，总结
本类患者的发病特点及与其他视神经疾病临床表现的不同。

结果 共收集 5 例患者，其中视神经管占位 3 例，颅内段视神经
占位 2 例。典型病例 1：患者女，32 岁，于 2017 年 12 月感
冒后右眼出现视物遮挡感，未诊治，症状无明显变化；2018-2-
26 感冒后出现右眼视力下降，伴视物遮挡感加重，检查矫正视
力：右眼 0.3，左眼 1.0；右 RAPD(+), 眼眶 MRI 未见明显异常；
血清：APQ4 抗体及 MOG 抗体检测阴性，当地医院诊断为右
眼视神经炎，给予地塞米松注射液 10mg * 5 天，右眼矫正视力
提高至 0.5。2018-3-16 患者因感冒、咳嗽，右眼视力下降至

0.12，外院给以莫西沙星注射液抗炎，甲泼尼龙冲击（0.5g*3d）
治疗，并序贯减量。右眼视力继续下降至无光感（4-19）。既
往史无特殊；2018-4-21 入住我科，复查眼眶 MRI 结果示：右
眼视神经管内段处可见短 T1，等 T2 伴强化，视神经被压迫至
颞下方；视神经管 CT 提示：病变位于视神经管内，初步诊断：
右眼压迫性视神经病变，右眼视神经管占位；给予鼻内窥镜下
行右眼视神经管内肿物取出术，术后病理回报：色素性神经鞘
瘤。后四个患者提供影像学特点，但因视力尚存，未行手术治疗，
仍在进一步随访中。

结论 单眼视力持续下降、激素治疗不敏感的视神经病变患者，
要考虑占位的可能性，清晰高质量的影像学检查有助于发现微
小占位病变，避免漏诊和误诊。

关键字 视神经疾病，视神经占位，核磁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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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浮针法结合中医药治疗先天性眼球震颤的临床观察

脉络膜骨瘤合并脉络膜凹陷继发黄斑脉络膜 CNV 雷珠单抗治疗一例

张洪星 1, 童绎 2

1.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 福建东南眼科

钟文金
延安市人民医院

目的：通过视力、视野检测及录像比对等方法，验证张氏浮针
法结合中医药治疗先天性眼球震颤有效。

方法：接诊各种先天性眼球震颤患者，通过张氏浮针法结合中
医药治疗，对患者治疗前后视力、视野检测，特别是通过录像，
对震颤程度进行前后对照。（附病例讨论）

结果：经大量临床治疗观察证明，大多数先天性少年儿童眼球
震颤患者，运用张氏浮针法结合中医药治疗，只要坚持治疗，
其视力都能得到提高，视野有所改善，眼球震颤能明显减轻甚
至消散。

结论：我们临床治疗先天性眼球震颤发现：①治疗期较长，平

均半年以上，最少也得三个月以上；②水平震颤患者比混合型
眼球震颤治愈率高、见效快；③ 10 岁以下儿童比 10 岁以上少
年治愈率高、见效快；④视力好的患者比视力差的患者治愈率高、
见效快；⑤眼球震颤伴有远视、弱视的患者比伴有视神经萎缩
或黄斑发育不良的患者治愈率高、见效快；⑥眼球震颤伴有视
网膜色素变性者治疗难度大。

以上是我们在运用张氏浮针法结合中医药治疗先天性眼球震颤
的临床观察和体会 ，由于我们的治疗很受局限，有待大家共同
探究、共同改善，以提高效验。

关键字 张氏浮针法 ， 中医药 ， 先天性眼球震颤

高某，男，39 岁，自幼左眼视力差，未重视。以左眼视力变形
1 周于 2015 年 11 月 05 来我院就诊。既往体健。入院查体，
视力右 O.8，左 0.2，眼压正常。
入院诊断 : 左眼黄斑脉络膜新生血管，左眼局限性脉络膜凹陷，
左眼脉络膜骨瘤，双眼屈光不正。
治疗 : 玻璃体腔雷珠单抗治疗。40 天后复查 : 视力右 0.8 左 0.3，
眼压正常。2016-2017 未复查。2018 年 05 月 10 再诊，视力 :
右 0.8 左眼 0.02，眼底视网膜萎缩。
讨论 : 脉络膜骨瘤是一种发生于脉络膜组织的良性肿瘤，由成熟
骨组织构成，发病机制不完全清楚，无有效时治疗方法，仅定
期复查随访。2006 年 Jampol 等首次它通过 OCT 检查，报到

一例脉络膜凹陷患者，观察 5 个月，患者视力无变化，后命名
为单侧脉络膜凹陷。2011 年 Margolis 等报到了脉络膜凹陷可
以双眼发病，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凹陷，也可以合并 CSC,CNV 等。
通过 OCT 检查凹陷与 RPE 是否相贴，分为贴附型与非贴附型。
目前认为脉络膜是一种黄斑区旳脉络膜局灶性病变，可能是先
天性发育异常，也可能是后天因素所致。脉络膜凹陷可维持多
年不变，视力保持正常。
思考 : 左眼局限性脉络膜凹陷，脉络膜骨瘤及黄斑新生血管，这
三者的发生发展是否存在一定联系？ RPE 层萎缩的原因？
         
关键字 脉络膜凹陷，脉络膜骨瘤，黄斑 CNV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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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黄斑前膜玻璃体中 miR-127-5p 靶向抑制 GLUL 表达调控
大鼠视网膜 Müller 细胞活性研究

光明生死劫⸺�双眼视乳头水肿缘何误诊？

宋鄂 , 易全勇 , 秦宵
苏州大学附属理想眼科医院

司山成 , 胡运韬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研究目的：前序研究显示黄斑前膜玻璃体中 miR-127-5p 表达
水平升高可显著降低大鼠视网膜 Müller 细胞的增殖活性，本研
究拟探讨 miR-127-5p 调控大鼠 Müller 细胞的活性机制。

研究方法：首先检测 miR-127-5p 模拟物对大鼠视网膜 Müller
细胞的毒性，然后使用 miR-127-5p 模拟物转染大鼠视网膜
Müller 细胞使 miR-127-5p 表达水平上调。检测 miR-127-5p
对大鼠 Müller 细胞增殖、侵袭、迁移、凋亡的影响；进一步研
究其机制，应用双荧光素酶实验检测 miR-127-5p 与 GLUL 的
靶向关系。siRNA-GLUL 转染大鼠视网膜 Müller 细胞用于敲低
谷氨酰胺合成酶表达水平。qRT-PCR 实验检测 RNA 表达水平，
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谷氨酰胺合成酶表达水平。检测敲低谷
氨酰胺合成酶和同时上调 miR-127-5p 与谷氨酰胺合成酶的表

达水平后大鼠视网膜 Müller 细胞的增殖、侵袭、能力、凋亡。

研 究 结 果：miR-127-5p 模 拟 物 均 对 大 鼠 视 网 膜 Müller 细 胞
无 毒 性。miR-127-5p 模 拟 物 转 染 Müller 细 胞 后 可 显 著 抑 制
Müller 细胞增殖、侵袭、能力。miR-127-5p 表达水平升高后
显著促进了大鼠视网膜 Müller 细胞的凋亡能力。双荧光素酶实
验证明 GLUL 是 miR-127-5p 的靶基因，且 GLUL 编码的蛋白
谷氨酰胺合成酶在特发性黄斑前膜患者中呈现高表达。

结论：miR-127-5p 表达水平升高可以抑制大鼠视网膜 Müller
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能力，并促进视网膜 Müller 细胞的凋亡。
进一步研究显示，miR-127-5p 与 GLUL 可能是治疗或者阻止
特发性黄斑前膜发展的潜在靶点。

目的：汇报一例双眼视乳头出血水肿误诊为急进性高血压视网
膜病变长达 1 月的病例，提醒眼科医师注意鉴别高血压视乳头
水肿与高颅压视乳头水肿的异同

方法：一中年男性患者，因双眼模糊、视力逐渐下降而来诊，
我院查体见双眼瞳孔大，对光反应迟钝，双眼视乳头出血水肿，
测血压为 180/94mmHg, 诊断为“双眼急进性高血压视网膜病
变”, 给予降血压对症治疗，同时完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及
颅脑 MRI/MRA/MRV 等均未发现明显异常，仅血常规示白细
胞偏高，降血压治疗长达 1 月，患者视力越来越差。患者为求
进一步诊治而就诊于我院急诊，查体发现患者双眼瞳孔直径约
8mm，对光反应迟钝，双眼视乳头线状出血隆起，但无明显动
脉变窄及棉绒斑，考虑高颅压视网膜病变不能除外，遂紧急为
患者安排腰穿检查，测脑脊液压力高于 350cmH2O，脑脊液常

规及生化未见明显异常，因外院颅脑影像学检查未见占位性病
变，结合患者体形肥胖，有吸烟饮酒不良嗜好，考虑患者颅压
增高原因不能除外静脉窦血栓，遂为患者安排 DSA 检查，结果
示患者乙状窦横窦血栓形成，后给予华法林钠规律抗凝治疗，
调整 INR 值于 2.5-3.0 之间，患者视乳头水肿逐渐消退，视力
逐渐提高，病情恢复。

结果：DSA 确诊后给予华法林钠规律抗凝治疗后患者病情恢复

结论：高血压视乳头水肿与高颅压视乳头水肿可以十分类似，
应注意鉴别，切莫误诊，贻误病情。

关键字 急进性高血压视网膜病变；高颅压视网膜病变；颅内静
脉窦血栓形成；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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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性巩膜炎的临床特征

“内旋复视”为主诉病例报告 1 例

交感性眼炎的影像学特征

纪淑兴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左绪宏
烟台毓璜顶医院

纪淑兴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观察结核性弥漫性巩膜炎的临床特征。

方法：临床检查确诊的后巩膜炎患者 5 例 10 只眼纳入研究 . 患
者中 , 男性 5 例 ,; 年龄 45 ～ 55 岁 , 平均年龄 (48.0±5.7) 岁 . 所
有患者常规行视力、裂隙灯显微镜和前置镜、B 型超声、眼底
彩色照相、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 (FFA)、视野、血流 OCT、胸
部 X 线片、眼部 MRI 检查。5 例结核性巩膜炎均表现为弥漫性，
患眼视力数指～0.8.所有患者均在结核病院确诊为活动性结核。
结果 5 例患者均表现为球结膜充血水肿、 巩膜血管扩张明显；
FFA 检查结果显示 , 眼底后极部早期可见点状强荧光 , 晚期荧
光渗漏；眼 B 超检查结果未见典型“T”形征 .MRI 检查结果显

示 , 后极部眼球壁呈弥漫型增厚，所有病变均表现为 T1WI 低信
号 ,T2WI 高信号 . 视野：视野环形缩窄。

结论 结核性后巩膜炎好发于中青年患者 . 弥漫型患者多伴有结
膜充血水肿等眼前节体征 ; 眼 B 型超声和 MRI 检查可见典型图
像特征 . 全身和 ( 或 ) 眼局部糖皮质激素治疗可有效缓解患者症
状。
 
关键字 关键词：巩膜炎 / 诊断 ; 巩膜炎 / 治疗 ; 疾病特征 ; 超声
检查 ; 磁共振成像 ; 

目的：汇报 1 例以“内旋”为主诉复视病例的诊治体会。病
例：女性，41 岁，主诉：发现双眼上方视物交叉半月。既往
史：否认眼部手术及全身疾病史。查体：视力，右眼 1.0, 左
眼 1.0；双眼运动大致正常。△ +Maddox ：REF  6m ：+2L/
R1 △， 33cm：+1L/R1 △  ;LEF 6m ：+3 △， 33cm：
+1 △  双 Maddox：REF 第一眼位 Intorsion10°， 上方注视
Intorsion15°，下方注视 Intorsion8°。复视相检查：右眼下斜
肌麻痹，眼底照相：右眼内旋。眼眶 CT，头颅磁共振均无异常
发现。给予营养神经等治疗 10 效果不显。诊断：后天性下斜肌

不全麻痹。反复询问病史，其丈夫提及其发病前为美容曾进行
面部肉毒杆菌毒素注射；给予激素，营养神经药物治疗半月症
状明显缓解。回顾分析其原因，考虑与面部肉毒杆菌毒素注射
后随组织间隙渗入右眼下斜肌，引起肌肉不全麻痹有关。结论：
面部肉毒杆菌毒素注射可引起眼外肌麻痹；以“内旋”为主诉
的单纯后天性下斜肌麻痹临床甚为少见，应注意可能存在局部
损伤因素。
 
关键字 眼球运动； 下斜肌麻痹； 肉毒杆菌毒素 

目的：多模式影像观察 3 例诊断为交感性眼炎的病例。 方 法： 对 诊 断 为 交 感 性 眼 炎 的 病 例， 进 行 眼 底 广 角 彩
照、 彩 色 拼 图、 眼 底 荧 光 血 管 造 影 (fundus fluoresc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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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例水通道蛋白抗体阳性 NMOSD 临床特点分析

眼弓形虫病的多模式影像观察

高延娥 1, 潘雪梅 1, 解孝锋 1, 王学静 1, 丁宝一 1,2, 毕宏生 1

1.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眼科研究所；  2. 山东中医药大学

纪淑兴 , 宣杰 , 沈厉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 的： 了 解 我 院 AQP4.Ab 阳 性 视 神 经 脊 髓 炎 谱 系 疾 病
（NMOSD）患者的临床特点。方法：我院自 2015.10.20 至
2019.3.19 共送检血清标本 257 份。其中 AQP4.Ab 阳性结果
23 份；MOG.Ab 阳性结果 1 份；MBP 阳性结果 7 份；共计 31 份。
研究 AQP4.Ab 阳性的 NMOSD 患者的临床特点。结果：23 例
AQP4.Ab 阳性患者中，男性 2 例，女性 21 例，男女比例为 2:21，
发病年龄为 6 岁 -65 岁，平均年龄：46.82±15.10 岁。其中
单眼发病 12 人，双眼发病 11 人，共计 34 眼，表现为视盘前

部炎症表现，视盘水肿的有 10 眼，颅脑或视神经或颈椎、胸椎
异常的有 5 人，出现全身症状的有 3 人，反复发作的有 9 人。
结论：我院 AQP4.Ab 阳性的 NMOSD 患者女性较多；患者复
发率高，视力预后差；我院为眼科专科医院，患者以眼部症状
为主，出现全身症状者少；并以后部炎症多见。AQP4.Ab 阳性
率较低的原因可能跟扩大了样本送检量有关，最初不能判断是
视神经炎还是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患者也进行了送检。AQP4.
Ab 检测对我们诊断疾病、判断疾病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目的：对活动性眼弓形虫病 (OcularToxoplasmosis,OT) 进行临
床观察。

方法：对 3 例活动性 OT 患者均行眼底广角彩照、彩色拼图、
光 相 干 断 层 成 像 (Optical Coherence Tonography,OCT)、
血 流 OCT、 眼 底 荧 光 血 管 造 影 (fundus fluorescein 
angiography,FFA) 和 吲 哚 菁 绿 血 管 造 影 (indocyanine green 

angiography,ICGA) 观察。

结果：本研究中 3 例 3 只眼的 OCT 检测结果显示活动性病灶区
呈局限性灰白色视网膜脉络膜浸润灶，呈均质性；随治疗进展，
灰白色病灶逐渐吸收呈局限性视网膜脉络膜萎缩，病灶吸收过
程中，病灶边缘可有少许出血。病灶可位于黄斑区或后极部。
血流 OCT 显示相应病灶处血流密度降低。眼内细胞因子检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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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iography,FFA) 和 吲 哚 菁 绿 血 管 造 影 (indocyanine green 
angiography,ICGA)、 光 学 相 干 断 层 扫 描（OCT） 以 及 血 流
OCT 的观察。

结果：一例 45 岁男性，左眼因”眼球破裂伤清创缝合、玻璃体
切除联合硅油填充术后“1 年半，右眼表现为罕见的、进展性、
大量视网膜下渗出、肉芽肿样浸润、纤维化为特征的交感性眼炎，
FFA 可出现视盘高荧光渗漏或荧光染色 , 黄斑暗区扩大 ,ICGA
早期有脉络膜血管扩张 , 中后期有片状低荧光 , 或环以高荧光带，
ICGA 较 FFA 检查可以显示更多、更大的低密度区，呈豹斑状
改变；OCT 显示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波动和多重高反射腔内沉

积和视网膜内外层的改变。一例 18 岁男性，在 8 个月前右眼因
“视网膜脱离”行“右眼巩膜外垫压 + 冷凝 + 放液 + 注气术”，
双眼视力下降 1 个月，双眼底呈晚霞样改变。另一例 42 岁男性，
右眼因”视网膜脱离“行”玻璃体切除 + 硅油填充术”，左眼
视力下降 3 个月，左眼底周边部大量 Dalen-Fuchs 结节。

结论：对交感性眼炎应早发现，早诊断，及时规范治疗，积极
治疗外伤眼，控制炎症，可防止复发及视力损害。
 
关键字 交感性眼炎；眼底荧光血管造影；吲哚菁绿血管造影；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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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神经损伤后 13 天视力自发恢复 1 例

Corneal sub-basal nerve analysis using in vivo confocal 
microscopy in dry eye patients: Analysis and clinical 
correlations

肖彩雯 , 宋雪菲 , 王业飞 , 张蕾蕾 , 范先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Ran Hao,Xuemin Li,Weiqiang Qiu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外伤性视神经损伤 (TON) 是外力对视神经冲击性损伤，常由额
部或额颈部的外伤所引起，大多数为单侧受损，可导致视力严
重障碍，甚至失明。受伤后视神经损伤后能否恢复视力，其关
键在于神经元的损伤程度及其恢复能力。一般认为，伤后有光
感或光感以上的视力，最终视力恢复的可能性较大。本课题组
发现一例患者右眼伤后即刻无光感 13 天后自行恢复，与以上观
点相悖，特报告如下。

    病例资料：患者，男，47 岁，因右眼外伤后视力丧失 2 天收
入我院。患者 2 天前骑车摔伤，右眼受伤，视力骤降，眼肿眼胀，
无恶心呕吐，无神志不清，无晕厥，至当地医院就诊行右眼睑
裂伤缝合。专科检查：右眼无光感，眼睑瘀肿，眉弓处伤口缝
线存，眼球位正，各方向运动可，球结膜出血，瞳孔圆，直径

约 5mm，直接对光反应消失，间接对光反应存在。辅助检查：
眼眶 CT 示右侧眼眶壁多发骨折。视觉诱发电位：右眼各波近消
失。临床诊断：右眼外伤性视神经损伤。患者及其家属因担心
手术风险拒绝经手术。仅给予大剂量甲基强的松龙冲击治疗三
天，同时辅以扩血管，营养神经，改善微循环，出院时患者右
眼仍无光感。13 天后患者发现右眼出现影动，至一个月时视力
提升至 0.15。

   目前对 TON，早期诊断与治疗是视力恢复的关键因素之一。
据报道伤后 7 天视力不恢复，复明的希望不大；而此患者在未
行手术治疗的情况下，伤后 13 天自行恢复部分视力，有驳与目
前对 TON 的认识，因此报道此患者的临床资料，以期发现影响
视力恢复的未知因素。

Purpose: This study aimed to observe corneal sub-
basal nerves and Langerhans cells using in vivo confocal 
microscopy (IVCM) in dry eye patients, as a tool for the 
evaluation of disease stage and severity, and for treatment 
monitoring at the microstructural level.
 

Methods:  A tota l  of  107 eyes f rom 62 pat ients 
were included. Ocular surface disease index (OSDI) 
questionnaire and other examinations were used to assess 
dry eye symptoms and signs. IVCM was performed to 
observe sub-basal corneal nerves and Langerhans cells. 
Corneal nerves were graded using both objectiv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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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眼内液弓形虫抗体 Goldmann-Witmer 系数 >3 可明确诊断。

结论： 可致盲的活动性眼弓形虫病之临床表现无特异性 ; 需与
脉络膜结核、眼弓蛔虫病、眼淋巴瘤等疾病鉴别，眼内液弓形

虫抗体 Goldmann-Witmer 系数 >3 可明确诊断
 
关键字 眼弓形虫病 ; 光相干断层成像 ; 弓形虫病 ; 视网膜脉络膜
炎 ; 吲哚菁绿 ; 荧光素血管造影术 ; 诊断 ; 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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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oral Vitamin B1 and Mecobalamin on the treatment 
of dry eye disease 
Xiaotong Ren,Yilin Zhou,Xuemin Li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Purpos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oral Vitamin B1 and 
mecobalamin on dry eye signs, symptoms and treatment 
satisfactions of patients with dry eye disease(DED).
Patients and methods: In this prospective single-blind 
study, patients with DE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 
groups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only artificial tears(group1); 
corticosteroids and artificial tears(group2); oral Vitamin B1, 
mecobalamin and artificial tears(group3); oral Vitamin B1, 
mecobalamin, corticosteroids and artificial tears(group4). 
Before and at 1 month, 2 months after treatments, 
dry eye signs, symptoms and treatment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ere assessed, which contains 10 symptoms of 
dryness, foreign body sensation, pain, burning, watering, 
asthenopia, blurred vision, itchy, more secretions and 
photophobia; 3 signs of tear meniscus height(TMH), tear 
film break-up time first(TBUTF) and tear film break-up time 
average(TBUTA).

Results: Two hundred and sixty-four eyes from 132 

patients (mean age, 55.3 years) were included. In the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each group,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roup 3 between 2 
months and 1 month in the symptoms of dryness, foreign 
body sensation, burning, the signs of TBUTF, the difference 
of the satisfication scores between after and before 
treatment(P<0.05). In group 3, there a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2 months after treatment and 
before in symptoms of dryness, foreign body sensation, 
photophobia, the signs of TBUTA(P<0.05). In the 
comparison of pre- and post-treatment between groups, 
the sympotom of drynes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1.month – baseline, 2.months – baseline between 
group1 and group4(P<0.05), 2.months - 1.month between 
group2 and group3(P<0.05), 2.months - 1.month between 
group3 and group4(P<0.05); the sympotom of foreign 
body sensation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2.months 
- 1.month between group 3 and group4(P<0.05); the 
sympotom of photophobia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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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ive methods.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dry eye 
symptoms and corneal nerve parameters, corneal nerve 
grading, and Langerhans cell number were analyzed.

Results: Corneal nerve length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nsitivity to ligh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CC] = -0.24, 
P < 0.05); nerve width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OSDI 
score, painful eyes, and blurred vision (CC = 0.41, 0.23, 
and 0.46, respectively, all P < 0.05); and nerve tortuosity 
with sensitivity to light (CC = 0.23, P < 0.05). Moreover, 
total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grading scores were both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OSDI scores (CC = 0.48 and 0.27, 

respectively, both P < 0.05). LC number was found not 
to b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dry eye symptoms (P > 
0.05).

Conclusions: IVCM is a useful tool to evaluate corneal 
sub-basal nerve changes in dry eye patients. Detailed 
nerve grading could help to understand and evaluate the 
disease pathophysiologic conditions and could be used for 
further treatment follow-up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onfocal microscopy; corneal nerve; dry eye 
disease; Langerhans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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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引导下经鼻手术治疗外伤性视神经病变的临床疗效评估

运用 OCTA 观察特发性黄斑裂孔术后的黄斑部血管变化

肖彩雯 , 张蕾蕾 , 宋雪菲 , 王业飞 , 范先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邹京伶 , 曾军 , 江冰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介绍和评估导航引导下经鼻视神经减压术治疗外伤性视
神经病变 (TON) 的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收集 2012 年 10 月至今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诊治和随访半年以上的 TON 患者 113 例，评估导航
引导下经鼻手术治疗外伤性视神经病变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伤后 3 天内和 3 天后进行视神经减压手术的视力改善情况，对
比手术和药物治疗对 TON 患者视力改善的差异，观察导航引导
下的经鼻手术的并发症，总结导航下经鼻视神经减压手术的技

术特点和临床优势。

结果：采用经鼻视神经减压术治疗外伤性视神经病变，28 例伤
后 3 天内行手术治疗，21 例患者视力提高 2 行以上；据受伤时
间大于 3 天行手术治疗者 53 例，视力有效提升着 34 例；导航
引导下可以准确辨识骨性视神经管，防止误伤，提高安全性。

结论：早期行导航下经鼻视神经减压术患者视力明显改善，预
后效果满意；手术安全。

目的 : 应用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血管成像技术观察特发
性黄斑裂孔（IMH）手术前后的黄斑部血管变化及探讨这些变化
与黄斑部解剖参数的关系。

方法：收集发性黄斑裂孔术后裂孔成功闭合的患者 31 例 31 眼，
为研究组，收集同期无眼部疾患的正常对照组 31 例 31 眼。比
较研究组手术前后与对照组在浅层视网膜血管密度、脉络膜血
流面积、中心凹无灌注区（FAZ）面积上的差异，并分析手术
前后 BCVA、裂孔直径、术后中心凹厚度（CRT）与手术前后

OCT 血管成像参数间的关系。

结果：IMH 术前较对照组脉络膜血流面积显著减少（P < 0.001），
术后脉络膜血流面积较术前显著增加（P =0.015）。IMH 患者
较正常对照 FAZ 面积显著增大（P =0.001），较术前显著减小

（P =0.002）。黄斑裂孔术后较术前浅层视网膜密度显著增加（P 
=0.014），总体浅层视网膜密度显著降低（P =0.015）。术前
BCVA、术后 BCVA 均与术前浅层视网膜血管密度呈负相关（分
别为 r=-0.485，P =0.026；r=-0.598，P =0.004），与术前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2.months - 1.month between group2 and group4(P<0.05), 
2.months - 1.month between group 3 and group4(P<0.05); 
the total score of symptom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1.month - baseline, 2.months - baseline between group1 
and group4(P<0.05).

Conclusion: Oral Vitamin B1 and mecobalamin relives 
some dry eye symptoms such as dryness, pain and 

photophobia, improves dry eye signs and treatment 
satisfaction. Oral Vitamin B1 and mecobalamin is thus 
a potential treatment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DED. 
Corticosteroids can also help relieve the DED symptoms 
overall.

Keywords Vitamin B1; Mecobalamin; Dry eye disease; 
Patients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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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OCTA 观察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 PDT 治疗前后
脉络膜毛细血管变化特点
陈长征 , 刘珏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利用光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OCTA）量化分析慢性中心
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CCSC）行半剂量光动力（PDT）
治疗前后脉络膜毛细血管变化。

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确诊为 CCSC 的 19 例（21 眼）患者纳
入研究，行 PDT 治疗并于术后 1 周、1 月、3 月进行随访。以
年龄、性别与 CCSC 组相匹配的 20 例（40 眼）正常人作为对照。
应用海德堡 EDI-OCT 检测 CCSC 患眼 PDT 治疗前后及正常
组的中心凹下脉络膜厚度（SFCT）。应用科林频域光相干断层
扫描仪同期获取所有受检者 OCT-Retina map 及 Angio-OCT 
3*3mm2 图像；记录 OCT-Retina map 模式下黄斑中心凹视网
膜厚度（CMT）；应用 Image J 软件对 Angio-OCT 3*3mm2 
脉络膜毛细血管层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并计算低像素区面积
比（即无血流信号或低灌注区面积比，FSV，%）。对比观察
CCSC 患眼 PDT 治疗前后 CMT、SFCT、FSV、BCVA 变化。

结果  CSC 组治疗前平均 CMT、平均 SFCT、平均 FSV 均较
正常组显著增加，CCSC 组治疗后 3 月时平均 SFCT 值、平均

FSV 较正常组增加，平均 CMT 值较正常组减小，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CCSC 组 PDT 治疗前后比较：PDT 治疗前后平
均 CMT、平均 SFCT、平均 FSV 总体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
前与术后 1 周、1 月、3 月比较，1 周与 1 月、3 月比较，平均
CMT 减少；1 月与 3 月比较。术前与术后 1 周、1 月、3 月比较，
1 周与 1 月、3 月比较，平均 FSV 减少；1 月与 3 月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前与术后 1 月、3 月比较，平均 SFCT 减少；
术前与术后 1 周比较，术后 1 月与 3 月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相关性分析显示：正常组 FSV 与年龄有相关性（r=0.716；
P=0.000）。

结论 OCTA 可观察及量化分析 CSC 患眼 PDT 治疗前后脉络膜
毛细血管变化。

关键字 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 ; 光相干断层扫描 ; 脉
络膜毛细血管 ; 光动力；治疗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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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Z 面积呈正相关（分别为 r=0.462，P =0.035；r=0.489，P 
=0.024）。黄斑裂孔最小直径、基底直径与术前浅层视网膜血
管密度呈负相关（分别为 r=-0.525，P =0.015；r=-0.455，P 
=0.038），与脉络膜毛细血管血流面积呈负相关（分别为 r=-
0.496，P =0.022；r=-0.517，P =0.016）， 与 术 前、 术 后
FAZ 面积呈正相关。术后 CRT 与术前浅层视网膜血管密度、术
后浅层视网膜血管密度呈正相关，与术前 FAZ 面积、术后 FAZ
面积呈负相关。

结论：黄斑裂孔黄斑部的解剖特征和血管特征是一个统一的整
体，在特发性黄斑裂孔形成和愈合过程中表现出协调关联的变
化。特发性黄斑裂孔的发病机制可能与脉络膜血流减少有关。

关键字 特发性黄斑裂孔；黄斑微结构；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
成像；视网膜血管密度；FAZ 面积；脉络膜血流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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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鼻内窥镜视神经减压早期联合高压氧治疗严重的外伤性视神经
损伤

一例“猫爪病”疑云解析

陈梦平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霞
延安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经鼻内窥镜视神经管减压早期联合高压氧治疗严重外
伤性视神经损伤的安全性和疗效

方法 回顾性病例研究，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3 月至 2019 年 1
月在我院住院的 23 例（23 只眼）外伤性视神经损伤的临床资料。
其中对照组 13 例给予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并联合血管扩张药
物、营养神经药，维生素类药物应用。治疗组 10 例除采取对照
组的相同的治疗外，均早期给予鼻窦内窥镜下行视神经管减压
术，术后 5 天联合高压氧治疗，高压氧每日 1 次，10 次一疗程，
间隔 2 至 3 天，共 2-4 个疗程，平均为 17 次。观察随访 3~12
个月，平均 8 个月。采用 χ2 检验，以 a=0.05 为检验水准

结果  治疗组 10 例，显效 3 例（30.0%），有效 3 例（30.0%），
无效 4 例（40.0%），总有效率（显效 + 有效）为 60.0%。对
照 组 13 例， 显 效 2 例（15.4%）， 有 效 3 例（23.1.0%），
无效 8 例（61.5%），总有效率为 38.5%, 总有效率（显效 +
有效）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所
有行视神经管减压联合高压氧疗的 10 例患者均未出现术中术后
出血，感染及损失周围组织等严重并发症

结论 经鼻内窥镜视神经减压早期联合高压氧治疗严重的外伤性
视神经损伤安全有效

关键字 视神经损伤，高压氧，视神经管减压

目的：一例“猫爪病”引发视盘水肿的治疗思考

方法和结果：29 岁女性患者，右眼视物不清伴转动痛 1 周，既
往 1 月前有猫爪伤病史，左手可见猫爪伤瘢痕。否认长期用药
史，否认类风湿关节炎史，否认应用避孕药，否认照射线病史，
否认先天性疾病病史。查体：右侧耳前淋巴结肿大，眼科查体：
VOD 0.04，矫正 0.1，VOS 0.04，矫正 1.0，右眼结膜无充血，
角膜亮，前房中深，房闪（-），虹膜清晰，瞳孔对光反射存在，
晶状体透明，玻璃体浑浊，眼底见：视盘形圆，色淡，界不清，
视盘前可见黄白色渗出、出血、水肿，后极部视网膜水肿，黄
斑中心凹光反射不清。B 超示右眼玻璃体腔炎性混浊，视网膜
脱离。视盘 OCT 示右眼视乳头水肿。黄斑 OCT 示右眼黄斑水肿，
视网膜浅脱离。眼底照相示黄斑区星芒状渗出样改变。眼眶 CT

示右侧眼环后缘弧形异常信号影，强化符号视盘炎。患者入院
后给予口服激素、环丙沙星抗炎抗感染对症治疗。治疗 1 周后，
视力：VOD 0.05，矫正 0.2，VOS 0.04，矫正 1.0，右眼底见：
视盘前黄白色渗出、出血较入院时减少。黄斑 OCT 示黄斑水肿
减轻。

结论：该患者考虑为猫爪病引发的右眼视神经视网膜炎。猫抓
病是由汉塞巴尔通体经猫抓、咬后侵入人体而引起的感染性疾
病，因此我们在询问病史时需要全面考虑每一个因素，避免漏诊、
误诊，同时需要与引起视盘水肿的各类疾病相鉴别。该病多为
自限性，一般 2 ～ 4 个月内自愈，可以给予汉赛巴通体敏感药
物氨基糖苷类、利福平、环丙沙星等治疗。

壁报交流—电子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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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氧联合复方樟柳碱局部注射治疗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颅脑肿瘤手术患者围手术期视功能管理

陈梦平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文芳 , 张爱迪 , 孙莉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高压氧联合复方樟柳碱颞浅动脉旁注射治疗前部缺血
性视神经病变的安全性和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10 月在我院住院的
43 例（49 眼）前部缺性视神经病变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对
照组 18 例（20 眼），给予激素冲击治疗并给予血管扩张药物、
营养神经药物，维生素类药物等。治疗组 25 例（29 眼），除
采取对照组的治疗措施外，同时联合高压氧和复方樟柳碱颞浅
动脉旁注射治疗，高压氧每日 1 次，10 次 1 疗程，间隔 2 至 3 天，
共 2-3 个疗程，平均为 18 次。复方樟柳碱注射液 2ml 颞浅动
脉旁注射，每日 1 次，10 次为 1 疗程，间隔 2 ～ 3 天，共 2 ～ 
3 个疗程。平均注射 22 次。观察随访 3~9 个月，平均 5 个月。
用 SPSS 统计软件包分析，采用检 χ2 验，以 a=0.05 为检验水
准

结果 治疗组 25 例（29 眼）中，显效 17 眼（58.6%），有效
7 眼（24.1%），无效 5 眼（17.3%），总有效率（显效 + 有效）
为 82.6%。对照组 18 例（20 眼），显效 8 眼（40.0%），有
效 4 眼（20.0%），无效 8 眼（40%），总有效率为 60%，
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
接受高压氧和复方樟柳碱局部注射的患者均能耐受，且无严重
的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高压氧联合复方樟柳碱颞浅动脉旁注射等综合措施治疗前
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安全有效

关键字 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高压氧，复方樟柳碱

目的  评估、分析颅脑肿瘤手术患者围手术期的视功能，研究眼
部临床特征及敏感的临床观察指标。

方法  选择 2018 年 7 月 -2019 年 2 月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神经
外科收治的 210 例颅内肿瘤患者全面进行的视功能评估（视力、
视野、视乳头 OCT、VEP、头颅 MRI）。

结果 脑肿瘤患者主要来自于垂体瘤，脑膜瘤，颅咽管瘤及听神
经瘤。颅脑肿瘤的患者有多种起病形式及临床表现，部分病人
可首先出现各种不同的眼部体征，眼科首诊率占 21%。颅内肿

瘤未累及视路或累及初期视功能损害常不明显；眼部常见表现
为视力下降、视野缺损，眼肌麻痹及复视；鞍区的占位性病变
更易引起眼部症状。对视力障碍与眼部体征不符、视野改变不
典型的病例应对患者进行详尽影像学检查，排查颅内肿瘤。

结论  视野是颅内肿瘤较为敏感的视觉评估指标；对颅内肿瘤围
手术期视功能评估，能最大限度发现视功能异常，促进视功能
恢复。

关键字 颅脑肿瘤 视功能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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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对模拟高海拔缺氧条件下大鼠视网膜形态及功能的影响

氢溴酸樟柳碱在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术后的使用与视神经保护

张文芳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律鹏 , 王娟 , 王雅东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利用 OCT 和 ERG 研究不同模拟海拔高度缺氧条件下大鼠
视网膜的形态及功能的改变，探讨中药丹参注射液的干预作用。

方法  8-10 周龄清洁级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丹参干预组
（20ml/kg 腹腔注射）和生理盐水对照组（20ml/kg 腹腔注射），

分别在高原环境负压模拟 1500 米、3000 米、500 米和 8000
米海拔 6H 后，检测 F-ERG 和 OCT，比较不同模拟海拔高度
下 大 鼠 ERG 和 OCT 的 改 变； 干 预 组 和 对 照 组 大 鼠 ERG 和
OCT 变化；模拟高海拔缺氧条件下大鼠视网膜的厚度与 OPs2
波幅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随着模拟海拔的升高，大鼠视网膜的功能逐渐下降，视网
膜的厚度逐渐增加，表现为 a 波波幅（uV）下降、b 波潜伏期（ms）

延迟、b 波波幅（uV）下降、OPs 波幅（uV）降低、视网膜厚
度（um）增加（P<0.001）。丹参干预组从海拔 3000 米开始
出现 Ops 波幅改善（P<0.05），视网膜厚度下降（P<0.001）。
高海拔缺氧条件下大鼠视网膜的厚度与 OPs2 波幅的负相关
（P<0.001）。

结论  丹参对模拟高海拔条件下大鼠视网膜的形态及功能有一定
的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可能与改善视网膜的血液循环有关；
视网膜的厚度与 OPs2 波的波幅具有相关性，提示模拟高海拔
缺氧条件下大鼠视网膜形态学与功能学改变的程度基本一致。

关键字 丹参  高海拔 视网膜 OCT ERG

目的：分析氢溴酸樟柳碱片在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POAG）
手术后的应用，包括安全性、有效性，以及对视神经保护的价值。

方法：前瞻性研究，2018 年确诊为 POAG 并因眼压控制不良
而完成抗青光眼手术的患者共 262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130
例 / 眼）与对照组（132 例 / 眼）两组。对照组术后局部滴用
氯替泼诺混悬液，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膏；观察组加用氢溴酸
樟柳碱片 2mg，每天 2 次，连续服用 2 周，停用两周后完成第
二个疗效。观察术后 1 月及 6 月眼压、视野、视神经平均厚度
（RNFL），药物不良反应等指标。

结 果： 观 察 组 术 前 平 均 眼 压 32.4±8.9 mmHg， 术 后 6 月
21.7±10.2mmHg，对照组术前平均眼压 31.9±9.3mmHg，
术 后 6 月 22.8±11.2mmHg， 两 组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差
异 （P>0.05）。 观 察 组 术 前 视 野 平 均 缺 损（MD） 为 
-10.35+2.94 dB（n 130）， 对 照 组 为 -10.71+3.41dB（n 
13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半年观察组 MD

为 -12.35+3.12 dB（n 113）， 对 照 组 为 -15.71+5.11d 
（n 110）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t=5.907, P<0.001）。 观
察组术前 RNFL 为 76.3+11.9 μm （n 130）， 对 照 组 为
74.7+13.4 μm（n 13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术后半年观察组前 RNFL 为 72.3+12.0 μm（n 113）， 对 照 
组 为 67.5+15.3 μm（n 11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2.602, 
P<0.01）。药物不良反应包括口干（25 例）、疲乏（15 例）、
头昏（13 例）、头晕（12 例）、其他 （5 例），均在停药后
自行缓解。

结论：氢溴酸樟柳碱片在 POAG 手术后使用存在轻度的药物不
良反应，停药后缓解，安全性良好。对 POAG 患者术后 VF 及
RNFL 有较好的稳定作用，对视神经有一定的保护价值，但对
术后眼压没有影响。

关键字 氢溴酸樟柳碱，原发性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视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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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VEGF 眼内注射后发生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外伤所致急性黄斑神经视网膜病变一例

王海燕 , 宋晓瑾 , 孙董洁 , 朱锦婷 , 王雨生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杨波 1, 于丽 1, 肖骏 1, 李晓明 2

1.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2. 吉林省人民医院

目的：报道两例抗 VEGF 眼内注射后发生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
病例

方法：病例 1，39 岁男性，左眼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黄斑水肿
1 个月，每月一次，注射第二次抗 VEGF 后 25 天，左眼视力下
降 2 天就诊，检查发现左眼矫正视力 0.12，双眼眼压及眼前节
正常，左眼视盘水肿，以颞侧为著，视野缺损，视电提示，左
眼 P-VEP 和 F-VEP 幅值下降，峰时延长。诊断为左眼缺血性
视神经病变，病例 2，42 岁男性，左眼糖尿病视网膜黄斑水肿，
抗 VEGF 治疗后 2 周，突然出现左眼视力下降，查体：左眼矫
正视力 0.25，双眼前节安静，双眼眼压：31mmHg，左眼视盘

水肿，视网膜散在出血和光凝斑，OCT 提示左眼内层视网膜结
构模糊。诊断为左眼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左眼视网膜中央动脉
阻塞。头颅磁共振检查均无明显异常。

结果：经过球周激素注射，扩张血管，联合改善微循环营养神
经治疗后，病例 1 和 2 视力分别提高至 0.4 和 0.3。视盘水肿
消退。

结论：眼内注射抗 VEGF 后，需警惕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发生的
可能性，虽然无明确证据证实为注射或药物相关并发症，但需
引起重视。

49 岁女性，因车祸致胸部外伤肋骨骨折，2 天后发现左眼前黑
影就诊于眼科，视力：双眼矫正视力 1.0，双眼前节未见明显异常，
右眼底未见明显异常，左眼底黄斑区略暗。 红外光左眼可见黄
斑区片状低反射。OCT：可见外核层高反射条带，光感受器椭
圆体带反射减弱，嵌合体带反射缺失。诊断：左眼急性黄斑区
神经视网膜病变。2 周后复查，眼底荧光血管造影及脉络膜血管
造影双眼未见明显异常。OCT：右眼未见明显异常，左眼外核

层及椭圆体带反射消失。视野：右眼未见明显异常，左眼中心
暗点。多焦点 ERG 显示左眼黄斑区功能降低。目前认为可能与
深层视网膜缺血及炎症反应有关。给予抗炎及改善循环治疗，1
个月随访，患者自述症状较前无明显好转，OCT 检查较之前无
明显变化。

关键字 急性黄斑神经视网膜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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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路径在白内障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服用避孕药致双眼视乳头水肿一例

赵益 , 高月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屈娅 , 高利霞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探讨白内障患者护理中应用临床护理路径的效果。

方法：选取 2018 年 9 月 -2019 年 1 月期间于我院诊治的 98
例白内障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分组方法，将患者分为
实验组及对照组，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则采
用临床护理路径，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结果：实验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的疾
病知识掌握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差异显著，P<0.05,
有统计学意义；入院时，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情况差异

不大，P>0.05，无统计学意义；护理 2 周后，实验组患者的焦虑、
抑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差异显著，P<0.05, 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在白内障患者护理中应用临床护理路径，有效提高了白
内障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认知度，促进了患者的康复，缓解
了患者的不良情绪，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字  临床护理路径；白内障；应用效果；抑郁；焦虑

目的  总结我院近期收治的一例因服用避孕药导致双眼视乳头水
肿的病例  

方法  女性，46 岁，双眼视物模糊 20 余天。患者 2018-11-25
出现恶心呕吐一次，随后视物模糊，看楼梯时有错层感，头晕
伴耳鸣、耳痛，曾于当地医院输液 2 天后缓解（丹参川穹嗪、
地塞米松）。2018-12-12 感视力下降加重。既往史：2018 年
4 月在我院行 ICL 植入术，术后视力 1.5。个人史：痛经史，曾
服用避孕药（屈螺酮炔雌醇片）约半年。眼部专科检查：右眼
视力 0.8，左眼视力 0.7。双眼 ICL 在位，晶体透明，视乳头高
度水肿，伴视盘周边较多线性出血，散在渗出。FFA：双眼视盘
水肿。P-VEP: 双眼 P100 波幅值中度下降，峰时中度延迟。视
野：右眼生理盲点扩大及鼻上方旁中心暗点；左眼生理盲点扩
大及鼻下方部分视野缺损。颅脑核磁及 MRV：双侧视神经管积
液可能；左侧乙状窦部分狭窄。部分空泡蝶鞍。查脑脊液压力
400+mmH2O，脑脊液常规未见异常。给予甘露醇、甘油果糖
降颅内压治疗，同时给予低分子肝素治疗抗凝。患者有长期服
用避孕药物史，临床高度怀疑静脉窦血栓，建议查 DSA，患者

拒绝。10 天后复查脑脊液压力 250mmH2O，改低分子肝素为
华法林口服。出院诊断：高颅压症：静脉窦血栓形成。 

结果  颅内静脉窦血栓（CVST）是引起视乳头水肿最常见的颅
内病变，CVST 造成静脉血液回流不畅，使颅内静脉和毛细血
管的压力增加，继而导致颅内高压、癫痫等并发症。发病人群中，
女性约占 75%，主要与妊娠、产褥及口服避孕药物有关。避孕
药物作用于丘脑下部和垂体前叶 , 使孕激素和雌激素调节发生改
变 , 继而体内分泌的粘液尤其是宫颈粘稠度增加 , 造成血液浓缩 ,
从而使凝血因子增多 , 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导致 CVST 形成。
治疗原则包括对症、抗凝、溶栓及介入治疗。该患者行抗凝治
疗后效果明显，但同时需要监测凝血功能。 

结论 重视年轻女性视乳头水肿，寻找发病原因是治疗此类疾病
的根本。
 
关键字 视乳头水肿、颅内压增高、颅内静脉窦血栓、神经眼科、
避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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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视力下降为首发症状的颅内多发脑膜瘤一例

The etiology of extensive intracranial dural hypertrophy 
accompanied with visual pathway infiltration     

Novel Mutations and the Ophthalmologic Characters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Wolfram Syndrome

秦秀虹 1, 魏世辉 2, 卢建民 1

1.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 北京解放军总医院

Xiuhong Qin1,Shihui Wei2,Quangang Xu2
1.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Guohong Tian,Youjia Zhang,Lili Feng,Xiangmei Kong,Jihong Wu,Yuhong Chen
Eye and ENT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患者，男，18 岁，右眼视力下降伴耳鸣 3 年，左眼视力下降 7
个月。既往史及家族史阴性。眼科检查：Vod：光感，光定位不
确；Vos：0.01，矫正不应。角膜透明，虹膜无新生血管，瞳孔
3.0mm，直接、间接对光反应均正常，晶状体及玻璃体未见混
浊，双眼眼底视盘界清，色苍白，余眼底未见异常。脑脊液生化、
常规及病理未见异常。Leber 遗传性视神经萎缩 mtDNA 基因检
测常见及罕见突变位点均为阴性。眼眶及颈椎核磁平扫及增强
提示右侧视神经眶内段呈稍长 T2 信号，双侧视神经管内段、颅

内段鞘膜增厚，增强可见明显强化。小脑幕、双侧前床突、斜
坡、内听道处硬脑膜增厚，增强后异常强化。双侧桥小脑角区、
枕大池可见结节样等 T1 等 T2 信号增强扫描明显强化。术后病
理提示左侧颈静脉孔脑膜瘤，过渡型，WHO I 级。诊断为“颅
内多发脑膜瘤，双眼视神经萎缩”。给予手术切除、营养神经、
改善循环及抗氧化损伤治疗。
 
关键字 多发脑膜瘤；视神经萎缩；病理；

Intracranial dural hypertrophy is a common sign in certain 
diseases involving the dura mater, leading to dural 
hypertrophy. Many intracranial conditions or lesions involve 
the dura mater, leading to dural hypertrophy and abnormal 
dural enhancement, which can be observed with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In this paper, we report 4 
patients with extensive intracranial dural hypertrophy, 
three were diagnosed with idiopathic hypertrophic 
pachymeningitis (IHP) and one had immunoglobulin (Ig) 
G4-related hypertrophic pachymeningitis. They shared 

some common features such as visual impairment or optic 
atrophy. Vision loss was seen in all 4 patients due to visual 
pathway infiltration. Optic atrophy was found in 3 patients. 
These cases may emphasize the etiology of extensive 
intracranial dural hypertrophy accompanied with visual 
pathway infiltration.

Keywords intracranial dural hypertrophy, visual pathway, 
dura mater, etiologie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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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拔与翼状胬肉

小儿气管异物窒息致皮质盲一例

王青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吕秋兰 , 吕传东 , 吕东伟 , 吕金华
范县复明医院

目的：高海拔与翼状胬肉患病率的关系。

方法：对西宁及湟中县 3416 名人群进行眼病筛查。

结果：胬肉患病率为 2.6%，性别间无差异，但随年龄的增长而
增高，以 51 ～ 60 岁年龄组患病率最高，双眼发病居多，绝大
部分发生于鼻侧球结膜。

异物长期滞留于气管内，加之异物刺激使气管有血性及粘液性
分泌物，阻塞呼吸道而发生窒息，尽管根据有限的就诊环境尽
快取出了异物，还是给患儿带来了全身器官不同程度的损伤，

分析其视物不见的原因，于窒息缺氧酸中毒或炎症渗出致脑水
肿、中毒，干扰机体正常代谢等，造成脑动脉血流减慢或中断
引起脑组织缺氧，进而引起大脑视觉中枢损害

Background:  Wolfram Syndrome (WFS) is a rare 
autosomal recessive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which 
has a wide spectrum of manifestations including diabetes 
insipidus, diabetes mellitus, optic atrophy and deafness. 
WFS1 and CISD2 are two main causing genes of WF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llustrate the ophthalmologic 
manifestations and determine the genotype of Chinese 
WFS patients.

Results: Completed ophthalmic examinations and family 
investigations were performed on 4 clinically diagnosed 
WFS patients from 4 unrelated families. Genetic testing 
was done by the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of candidate 
genes. They all had severe optic atrophy. Genetic testing 
revealed that one patient carried a homozygous mutation 

(c.272_273del) in CISD2, two patients carried compound 
heterozygous mutations (c.1618T>G+c.2020G>A and 
c.1048T>A+c.2020G>A) in WFS1, and one patient carried 
a heterozygous mutation (c.937C>T) in WFS1. Three of 
them were novel mutations.

Conclusions: Our study indicated WFS in Chinese is 
a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with both wide spectrum 
of clinical features and genetic heterogeneity. We found 
three novel mutations in WFS patients, and to our best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of Chinese WFS patient 
with mutation in CISD2.
 
Keywords Wolfram syndrome; DIDMOAD; Optic atrophy; 
Next generation sequence; WFS1; CIS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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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ular Evaluation of the Retinal and Choroidal Vasculature 
Changes in Anterior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A case 
control study
Songguo Li
Peking University Shougang Hospital

Background
This study aimes to characterize the fundus structural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nonarteritic anterior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 (NAION)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acular 
vessel density, retinal nerve fibre layer (RNFL) parameters 
and visual field sensitivity (VFS) in NAION patient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ase control study was performed using 37 
eyes with NAION, 30 uninvolved contralateral eyes, and 27 
eyes of healthy age-matched subjects. Data on the retinas 
and choroidal vessel densities and VFS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Results
The NAION group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lower RNFL 
thicknesses, lower ganglion cell complexes (GCC), larger 
global loss volume (GLV) values and focal loss volume (FLV) 
values when compared with both uninvolved eyes and 
healthy eyes (p < 0.01 for all comparisons). The superficial 
vessel density (SVD) valus (whole, parafovea, superior-
hemi and inferior-hemi)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NAION 
eyes, followed by uninvolved eyes and healthy eyes (p < 
0.01; LSD, p < 0.05 for all comparisons). The deep vessel 

density (DVD) values (parafovea, superior-hemi and inferior-
hemi) were the lowest by a significant value in NAION eyes, 
followed by uninvolved eyes and healthy eyes (p < 0.01; 
LSD, p < 0.05 for all comparisons). However, DVD value 
measurements (whole and fovea) of healthy and uninvolved 
eye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average threshold 
deviation (TD) was -11.02 ± 3.75 dB for the overall field 
region, -6.01 ± 2.21dB for the affected superior field 
region and -9.98 ± 3.34dB for the affected inferior field 
region in NAION eye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the RNFL thickness and visual field(VF) 
loss (r = -0.788, p < 0.001).

Conclusion
In addition to peripapillary vascular changes occurring 
in NAION eyes, macular vessel density is also involved. 
Fur thermore,  NAION-un invo lved eyes exh ib i ted 
abnormalities compared with healthy eyes. This indicates 
that vascular changes may occur before changes in retinal 
thickness at the early stages of NAION.

Keywords Nonarteritic anterior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 
vessel density; choroid; ma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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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康复：从临床应用角度的思考与探索

661W 细胞基于 SILAC 定量的高通量泛素化修饰组学差异分析

刘熙朴 1, 魏世辉 1,2

1. 北京圣康华眼科医院   2. 解放军总医院

韩笑 , 王欣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对视觉障碍和视觉障碍的定义、分类和临床应用实践的
目的性、 技术路线及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探讨。

方法：对视觉障碍、低视力康复等概念的形成、发展历程、临
床实践状况等问题进行回顾总结；对视觉康复的概念、临床应
用价值、临床应用技术路线、未来发展方向等进行分析和探讨。

结果：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在低视力康复方面的工作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社会成果，但也遇到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发展
困难，包括技术层面问题、临床应用认识方面的问题，也包括

与医疗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相关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发展和完
善问题。

结论：需要从社会发展和民众对健康需求发展的角度，在健康
管理、医疗应用、康复技术、政策发展等多个方面，对视觉障
碍的定义、医疗康复技术、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
思考、研究，探索可适应社会新发展的视觉健康与视觉康复服
务体系的建设。
 
关键字 视觉障碍，视觉康复

目的：利用 SILAC 标记的高通量检测方法结合生物信息学，在
正常和高糖微环境下对类光感受器细胞（661W）泛素化修饰组
学进行差异分析。

方 法： 用 5.5 mM 和 50 mM 葡 萄 糖 培 养 基 分 别 处 理 661W
细 胞 系 24 h； 采 用 SILAC 标 记 法 通 过 L-13C-Lysine/
L-13C615N4-Arginine 和 L-Lysine/L-Arginine 分别标记正常
组和高糖组细胞并且 1:1 混合；经 SDS-PAGE 分离、切胶、肽
段提取、HPLC 分级、泛泛素化抗体富集肽段，通过高效液相
色谱进行质谱检测；经 MaxQuant 搜索、Swissprot-Mouse 数
据库匹配以及一系列生物信息学分析，获得正常和高糖微环境
下 661W 细胞的泛素化修饰组相关蛋白信息。

结果：高通量检测共获得可定量 661W 细胞的 1143 个蛋白和
3174 个泛素化修饰位点；与正常组对比，高糖组中 301 个蛋

白的 578 个泛素化位点表达升高，131 个蛋白的 176 个泛素
化位点表达降低（ratio > 1.5 或 ratio < 1/1.5，P < 0.05）；
Motif 分析获得 4 个泛素化修饰模块（D....K、K.L、D.....K、
KL）；分别获得泛素化高表达或低表达蛋白在 GO 分析、亚细
胞定位、KEGG 和结构域的分布情况；分别获得泛素化高表达
或低表达蛋白在 GO 富集、KEGG 富集和结构域富集的分布情
况。

结论：利用 SILAC 标记的高通量检测方法以及生物信息学分
析，系统地构建并分析了正常和高糖微环境下类光感受器细胞
（661W）泛素化修饰组学相关的差异蛋白信息。
 
关键字 类光感受器细胞（661W）；泛素化修饰组；蛋白质组；
SILAC；生物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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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P2 影响 NCOA4 介导铁自噬对铁死亡在光感受器细胞损伤
中的作用机制

SUMO 化和去乙酰化在光感受器细胞内影响高糖诱导的 NF-κB 
p65 表达

韩笑 , 王欣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韩笑 , 王欣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证明 PCBP2 与 DMT1 互作并影响 NCOA4 介导铁自噬，
从而影响 H2O2 处理类光感受器细胞（661W）的铁相关 ROS
活性并引发 GPX4 介导铁死亡发生。

方 法： 利 用 H2O2 处 理 661W 细 胞 系 建 立 光 感 受 器 细 胞 损
伤 模 型；DFO 和 Fer-1 处 理 661W 细 胞 建 立 铁 自 噬 和 铁 死
亡 抑 制 体 系； 构 建 DMT1、PCBP2、NCOA4 干 扰 RNA 及
pcDNA-GPX4 质 粒 转 染 并 建 立 DMT1、PCBP2、NCOA4
低 表 达 和 GPX4 高 表 达 体 系；RT-PCR 和 WB 验 证 FTH1、
DMT1、PCBP2、LC3II、NCOA4 和 GPX4 表 达 量；CO-IP
验 证 PCBP2 与 DMT1 互 作；FeRhoNox-1 染 色 共 聚 焦 显
微 镜 观 察 游 离 Fe 含 量； 电 镜 观 察 自 噬；H2DCFDA、C11-
BODIPY581/591 和 MitoSox Red 流 式 细 胞 术 验 证 胞 浆
ROS、脂质过氧化和线粒体超氧化。

结果：H2O2 处理 661W 细胞后 DMT1 与 PCBP2 结合增加，
DMT1、PCBP2 和 NCOA4 表 达 量 增 加 而 GPX4 表 达 量 降
低；铁自噬活性激活导致游离 Fe 增加；胞浆、脂质和线粒体
ROS 增加导致铁死亡发生；铁自噬抑制剂以及干扰 DMT1、
PCBP2 和 NCOA4 表达可抑制铁自噬活性；铁死亡抑制剂可增
加 GPX4 表达并降低铁死亡。

结论：光感受器细胞损伤中 PCBP2-DMT1 影响 NCOA4 介导
铁自噬活性并影响游离铁，从而影响细胞内铁相关 ROS 活性并
引发铁死亡。
 
关键字 铁自噬；PCBP2；NCOA4；铁死亡；光感受器细胞损
伤

目 的： 证 明 在 高 糖 微 环 境 中 类 光 感 受 器 细 胞（661W） 内
SUMO1 和 SIRT1 的表达情况，探讨 IκBα 的 SUMO 化和 NF-
κB p65 的去乙酰化对 NF-κB p65 表达的影响。

方 法： RT-PCR 和 WB 法 观 察 5.5 mM，25 mM 和 50 mM
不同浓度高糖培养基处理 661W 细胞系 24 h 后，SUMO1 和
SIRT1 在 mRNA 和蛋白水平上表达情况；WB 法观察细胞经
25 mM 和 50 mM 高糖培养基处理 24 h 的同时加入抗氧化剂
NAC 5 mM 作用 4 h 或者 DTT 10 mM 作用 1 h，SUMO1 和
SIRT1 在蛋白水平上表达情况；通过免疫双荧光染色法观察高
糖微环境下 SUMO1 与 IκBα、SIRT1 与 NF-κB p65 共定位情

况；WB 法观察正常和高糖条件下，过表达 SUMO1 或 SIRT1
对 IκBα 和 NF-κB p65 表达的影响；WB 法观察正常和高糖条
件下，加入 MG132 或 RES 10 μM 作用 4h，对 IκBα 和 NF-
κB p65 表达的影响。

结果：SUMO1 和 SIRT1 在 mRNA 和蛋白水平上随高糖浓度
升高而表达量增加（P < 0.05）；与高糖组对比，高糖培养基
中加入抗氧化剂 NAC 或 DTT 使 SUMO1 和 SIRT1 表达量下
降（P < 0.05）；在高糖微环境下，SUMO1 与 IκBα、SIRT1
与 NF-κB p65 分别共定位于细胞核；与非过表达组比较，在正
常和高糖环境中，过表达 SUMO1 或 SIRT1 条件下，IκB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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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O 化修饰 CMA 抑制 EGFR 降解在光感受器细胞内的作用机制

光感受器细胞损伤中 NIX 的 SUMO 化诱导 Fis1 的作用及其机制

韩笑 , 王欣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韩笑 , 王欣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证明 HSC70 的 SUMO 化可减弱 CMA 活性进而减少抗
凋亡蛋白 EGFR 被降解，通过激活 EGFR/PI3K/Akt 信号通路
来抑制 Caspase 凋亡途径，从而预防类光感受器细胞（661W）
损伤。

方法：利用 H2O2 处理 661W 细胞系建立光感受器细胞损伤
模型，并建立 SUMO 化激活组；基于 SILAC 标记的高通量液
相色谱 - 质谱检测不同体系的 HSC70 及其 SUMO 化改变；
通过共聚焦免疫荧光和免疫沉淀法分析不同模型体系 CMA 相
关蛋白的表达变化及 CMA 的活性变化；通过 CO-IF 和 CO-IP
验证 EGFR 与 HSC70 相互作用；利用共聚焦免疫荧光和免疫
印迹法分析 EGFR 和 caspase 相关蛋白的表达变化；通过 PI/
Annexin-V-FITC 双染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变化。

结果：定性并定量获得不同体系模型细胞中 HSC70 表达及其
SUMO 化的差异；明确 EGFR 与 HSC70 存在相互作用；证

明 H2O2 减 弱 HSC70 的 SUMO 化， 增 加 HSC70 表 达， 过
度激活 661W 细胞内 CMA，从而导致 EGFR 过度降解，抑制
了 EGFR/PI3K/Akt 信号通路，并通过激活 Caspase 凋亡途径
导致 661W 细胞损伤；SUMO 化可有效抑制过度的分子伴侣
介导自噬活性，HSC70 的 SUMO 化降低 HSC70 表达，减弱
661W 细胞内 CMA 活性，从而抑制 EGFR 过度降解，激活了
EGFR/PI3K/Akt 信号通路，并通过抑制 Caspase 凋亡途径，
从而抑制 661W 细胞损伤。

结论：SUMO 化影响光感受器细胞内 CMA 活性，最终调控
Caspase 凋亡途径；在光感受器细胞内建立 SUMO 化、自噬
和细胞凋亡三者紧密联络的体系，为研究视网膜神经保护提供
有价值的新思路。
 
关键字 SUMO 化；分子伴侣介导自噬；分子伴侣蛋白 70；表
皮生长因子；光感受器细胞损伤

目的：证明 SQSTM1 的 SUMO 化可减弱大自噬活性进而抑制
抗凋亡蛋白 BIRC7 被降解，通过 BIRC7-Caspase 信号通路来
抑制凋亡途径，从而预防类光感受器细胞（661W）损伤。

方法：利用 H2O2 处理 661W 细胞建立光感受器细胞损伤模
型，并建立 SUMO 化激活组；基于 SILAC 标记的高通量液相
色谱 - 质谱检测不同体系的 SQSTM1 及其 SUMO 化改变；通
过共聚焦免疫荧光和免疫沉淀法分析不同模型体系大自噬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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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量增加，而 NF-κB p65 表达量降低（P < 0.05）；在正常和
高糖环境中，加入 MG132 或 RES，IκBα 表达量增加，而 NF-
κB p65 表达量降低（P < 0.05）。

结论：在光感受器细胞中高糖介导氧化应激影响 SUMO1 和
SIRT1 的表达，进而影响 IκBα 和 NF-κB p65 的表达；IκBα 的

SUMO 化和 NF-κB p65 的去乙酰化影响 NF-κB p65 的表达，
可能是保护视网膜神经有效新靶点。
 
关 键 字 SUMO1；SUMO 化；SIRT1； 去 乙 酰 化；NF-κB 
p65；IκB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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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ILAC 定量标记的高通量 661W 细胞乙酰化修饰的研究

去乙酰化和去琥珀酰化在光感受器细胞内对高糖介导的氧化应激
的调控作用

韩笑 , 王欣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韩笑 , 王欣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通过高通量检测手段联合生物信息学，分析类光感受器
细胞（661W）在正常和高糖微环境下乙酰化修饰组学的差异。

方 法： 分 别 用 5.5 mM 和 50 mM 葡 萄 糖 培 养 基 处 理
661W 细 胞 24 h； 通 过 SILAC 标 记 法 利 用 L-13C-Lysine/
L-13C615N4-Arginine 和 L-Lysine/L-Arginine 分别标记两组
细胞并 1:1 混合；经 SDS-PAGE 分离切胶、提取肽段、肽段
HPLC 分级、泛乙酰化抗体偶联富集乙酰化肽段，进行高效液
相色谱质谱检测；经 MaxQuant 搜索、Swissprot-Mouse 数据
库匹配以及一系列生物信息学分析，获得正常和高糖微环境下
光感受器细胞（661W）的乙酰化修饰组相关蛋白信息。

结果：高效液相色谱质谱共检测到可定量 661W 细胞的 676 个
蛋白和 1254 个乙酰化修饰位点；与正常组对比，高糖组中 35

个蛋白的 66 个乙酰化位点表达升高，42 个蛋白的 52 个乙酰
化位点表达降低（ratio > 1.5 或 ratio < 1/1.5，P < 0.05）；
Motif 分析获得 10 个乙酰化修饰模块（EK.K、KK、KR、K.K、K.R、
KH、KY、KS、KT、K....K）；分别获得乙酰化高表达或低表
达蛋白在 GO 分析、亚细胞定位、KEGG 和结构域的分布情况；
分别获得乙酰化高表达或低表达蛋白在 GO 富集、KEGG 富集
和结构域富集的分布情况。

结论：利用高通量检测手段以及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系统地
构建了正常和高糖微环境下类光感受器细胞（661W）乙酰化修
饰组学相关的蛋白信息和互作网络。
 
关键字 SILAC；高通量；生物信息学；类光感受器细胞（661W）；
乙酰化修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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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的表达变化及大自噬的活性变化；通过 CO-IF 和 CO-IP 验
证 SQSTM1 与 BIRC7 相互作用；利用共聚焦免疫荧光和免疫
印迹法分析 BIRC7 和 caspase 相关蛋白的表达变化；通过 PI/
Annexin-V-FITC 双染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变化。

结果：定性并定量获得不同体系模型细胞中 SQSTM1 表达及其
SUMO 化的差异；明确 SQSTM1 与 BIRC7 存在相互作用；证
明 H2O2 减弱 SQSTM1 的 SUMO 化，增加 SQSTM1 表达，
过度激活 661W 细胞内大自噬，从而导致 BIRC7 过度降解，
激 活 了 BIRC7-Caspase 凋 亡 通 路， 导 致 661W 细 胞 损 伤；
SUMO 化可有效抑制过度的大自噬活性，SQSTM1 的 SUMO

化降低 SQSTM1 表达，减弱 661W 细胞内大自噬活性，从而
抑制 BIRC7 过度降解，抑制了 BIRC7-Caspase 凋亡通路从而
抑制 661W 细胞损伤。

结论：SUMO 化影响光感受器细胞内大自噬活性，最终调控
Caspase 凋亡途径；在光感受器细胞内建立 SUMO 化、自噬
和细胞凋亡三者紧密联络的体系，为研究视网膜神经保护提供
有价值的新思路。
 
关键字 SUMO 化；大自噬；SQSTM1；BIRC7；光感受器细
胞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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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对谷氨酸兴奋毒性易感性的类型特异性研究

应用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技术评估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急
性发作后视网膜脉络膜微循环的改变

陆博 , 韩笑 , 王欣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陆博 , 韩笑 , 王欣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探讨不同类型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对 N- 甲基 -D- 天冬氨酸
（NMDA）诱导的兴奋毒性的易感性。

方法：向 BD:YFP, JamB:YFP and Kcng4Cre:YFP 转基因小
鼠玻璃体腔内注射 0.75mmol/L NMDA，注射后 24 小时处死
小鼠，行视网膜铺片，采用共聚焦显微镜拍摄网膜铺片图像，
采用 Image J 计数存活及视网膜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结果：NMDA 注射后 24 小时 αRGCs 存活率最高为 29.1 ± 
3.9%，J-RGCs 存活率最低为 9.3 ± 0.7%, BD-RGCs 存活
率为 15.3± 2.4%，各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αRGC 是对 NMDA 兴奋毒性最耐受的 RGC 类型，而
J-RGC 是对 NMDA 兴奋毒性最敏感的细胞。RGC 类型遗传背
景的差异可能为理解 RGC 对病理损伤的选择性易感性以及在疾
病状况下 RGC 的保护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目的：验证在高糖环境中类光感受器细胞（661W）内 SIRT1
和 SIRT5 的 表 达 情 况， 探 讨 其 对 NF-κB p65 及 其 下 游 因 子
Glut1 表达的影响。

方法： RT-PCR 和 WB 法观察正常组（5.5 mM 葡萄糖培养基），
高糖组（50 mM 葡萄糖培养基）和高渗透压组（50 mM 甘露
醇培养基）处理 661W 细胞系 24 h 后，SIRT1 和 SIRT5 表达
情况；WB 法观察细胞经高糖培养基处理 24 h 之前和之后，分
别加入 CHX 10 µM 作用 4 h，SIRT1 和 SIRT5 表达情况；通
过 CO-IF 观察高糖下 SIRT1 和 SIRT5 分别与 NF-κB p65 共定
位情况；WB 法观察正常和高糖条件下过表达 SIRT1 或 SIRT5
对 NF-κB p65 及 Glut1 表达量的影响；WB 法观察正常和高糖
条件下加入 RES 和 QUE 10 μM 作用 4h，对 NF-κB p65 及
Glut1 表达量的影响。

结果：与正常组对比，高糖组中 SIRT1 和 SIRT5 在 mRNA 和
蛋白水平上随高糖浓度升高而表达量增加（P < 0.05），高渗
透压组未见明显增加（P > 0.05）；与经高糖培养基处理细

胞之前加入 CHX 对比，高糖先处理细胞后加入 CHX 的细胞
中 SIRT1 和 SIRT5 蛋白的合成减少受到抑制（P < 0.05）；
在高糖微环境下，SIRT1 和 SIRT5 分别与 NF-κB p65 共定位
于细胞核；与非过表达组比较，在正常和高糖环境中，过表达 
SIRT1 或 SIRT5 条件下，NF-κB p65 表达量降低（P < 0.05），
而 Glut1 表达量增加（P < 0.05）；在正常和高糖环境中，加
入 RES 或 QUE，NF-κB p65 表 达 量 降 低（P < 0.05）， 而
Glut1 表达量增加（P < 0.05）。

结 论： 在 光 感 受 器 细 胞 中 高 糖 介 导 氧 化 应 激 影 响 SIRT1 和
SIRT5 的表达，进而影响 NF-κB p65 及 Glut1 的表达；SIRT1
介导去乙酰化和 SIRT5 介导去琥珀酰化影响 NF-κB 信号通路，
可能是保护视网膜神经的新靶点。
 
关 键 字 SIRT1； 去 乙 酰 化；SIRT5； 去 琥 珀 酰 化； NF-κB 
p65；Glu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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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外周血中 circRNA 的转录组学
分析

视网膜生物学标记物在阿尔兹海默病人中的改变

索金珊 , 侯乃方 , 徐鑫令 , 张佳明 , 许皓妍 , 韩啸 , 郑砚文 , 王欣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陶锐 1, 汪茜 1, 赵倩华 2, 肖以钦 1, 陆肇曾 1

1.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眼科   2.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

目的 : 研究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non-arteritic 
anterior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NAION）患者外周血中
环状 RNA（circularRNA, circRNA）表达谱的改变，运用生物
信息学手段分析差异表达的 circRNA，预测 circRNA 在致病机
制中的作用。

方法 : 应用高通量测序方法测定 6 例 NAION 实验组和 5 例健康
对照组研究对象外周血中 RNA 的表达谱，原始数据质控得到高
质量数据用于分析差异表达的基因，利用聚类分析，火山图，
共表达网络，基因本体论（Gene ontology ，GO）分析和京都
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分析数据。采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
PCR) 技术对 12 例 NAION 和 12 例对照组进一步验证差异表
达的 circRNA，对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和预测。

结 果 : 高 通 量 测 序 结 果 显 示 NAION 患 者 外 周 血 中 有 49
个 circRNA 和 1161 个 mRNA 明 显 差 异 表 达。 其 中 有 个
24circRNA 表 达 上 调，25 个 circRNA 表 达 下 调（ 变 化 倍
数 ＞ 2 倍 且 P ＜ 0.05）。 经 实 时 定 量 PCR 验 证，hsa_
circ_0005583，hsa_circ_0003922, hsa_circ_0002021 和 
hsa_circ_0000462 在 NAION 患者外周血中显著下调（变化倍
数＞ 2 倍且 P ＜ 0.05）, 尤其是 hsa_circ_0005583 下调最显
著（P ＜ 0.001), 通过生物信息学预测，这些差异的 circRNA
可能与神经变性 , 氧化应激 , 免疫和代谢等过程相关。

结论 : NAION 患者外周血中 circRNA 表达谱发生显著变化，差
异表达的 circRNA 可能为 NAION 病因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字 NAION, 环状 RNA (circular RNA), 信使 RNA（mRNA）, 
高通量测序， qRT-PCR, ATM, SLC15A4, FRYL

目的：应用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 (OCTA) 观察原发性闭角
型青光眼急性发作后视网膜脉络膜微循环的改变

方法：收集于我院诊为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急性大发作患者
60 例，于急性发作眼压缓解后 24 小时、1 周、1 个月行双眼
OCTA 检查 , 所有受试者均接受 OCTA 对黄斑区视网膜及视盘
区扫描，同时测量 FAZ 面积和 MVD，RNFL 厚度和浅层视网
膜厚度 (ILM-NFL)。对侧未发作眼作为对照组，行自身对照。

结果：青光眼大发作组和对照组对比，发作后缓解后 1 个月，
FAZ 仍升高 , RNFL 厚度、ILM-IPL,MVD 仍下降，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结论：应用 OCTA 检查能早期发现青光眼引起的视网膜及视神
经微循环的各项改变，对早期青光眼的防控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目 的 用 频 域 光 学 相 干 断 层 扫 描（spectraldomain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SD-OCT） 研 究 阿 尔 兹 海 默 病

（Alzheimer’s disease，AD）患者视网膜各层厚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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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感染性视神经炎一例报道

免疫功能正常的鼻眼脑曲霉病一例

翁欢 , 肖以钦 , 陆肇曾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眼科

翁欢 , 肖以钦 , 陆肇曾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眼科

目的：探讨真菌感染性视神经炎病例的临床特征和治疗经验。

方法：病例回顾：患者，女，65 岁，5 个多月前出现右侧前额
部及眶部搏动性疼痛，诊断为右侧三叉神经痛。患者糖尿病史、
类风湿关节炎史，长期使用胰岛素、激素及免疫抑制剂。半个
多月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右眼视力下降，查体：VOD 无光感，
右眼外展受限，右瞳孔直径 4mm，RAPD（+），眼底视乳头
边界清，色淡红。VEP：右眼振幅下降，视野：右眼 30°全缺损。
脑脊液检测基本正常。CT 提示“右侧筛窦密度增高影，右眼眼
眶内侧及眶底肌椎外弥漫性增厚、强化，眶尖、圆孔、右视神
经管内段及蝶骨平台脑膜强化，提示炎性改变”。

结果：患者经鼻内镜下右侧翼腭窝、眶尖探查术 + 视神经减压

+ 右筛窦蝶窦开放术，病理示：曲霉菌。予伏立康唑抗真菌治疗，
用药后患者头痛、眼痛症状明显好转，视力恢复至手动 / 指数。

结论和讨论：视神经炎泛指累及视神经的各种炎性病变，细菌、
病毒、真菌等均可引起感染性视神经炎，局部感染如眼内、眶内、
鼻窦、口腔、颅内等以及全身感染均可成为视神经炎的病因。
该患者为糖尿病患者，且长期使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为真菌
感染的高危人群，根据病理，曲霉菌感染性视神经炎诊断明确，
且不排除眶内炎症造成压迫加重视功能损害可能。积极对因抗
真菌治疗以及对症视神经减压、鼻窦开放等处理，能最大程度
挽救视功能，减轻及延缓进一步神经系统损害。

关键字 真菌 曲霉菌 真菌感染性视神经炎

目的：探讨鼻眼脑曲霉病例的临床特征和治疗经验。

方法：病例回顾：患者，女，48 岁，4 个多月来无明显诱因下

左侧鼻塞，伴头痛，胀痛，流脓涕， 3 月余前左眼视力进行性
下降至手动，左眼上睑下垂，左眼除外展余方向运动受限，左
瞳孔直径 4mm， RAPD（+），眼底视盘界清，色可。MRI 示：

方法 共纳入符合入组标准的 AD 组 73 例（71.4±7.82 岁）正
常对照（normal control,NC）组 67 例（68.91±5.88 岁）。
用 Avanti，RTVue XR（Optovue Inc.,Fremont,CA,USA） 设
备中的 cross line,ONH,3D Disc,GCC,retina map 程序进行扫
描。用 IBM SPSS 22.0 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AD 组 的 视 乳 头 旁 神 经 纤 维 层（peripapillary 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p-RNFL）和节细胞复合体（ganglion cell 

complex，GCC）均较 NC 组变薄 (AD vs NC, p<0.01)。AD
组的内、外层视网膜厚度均较 NC 组变薄（p<0.01）
结论 AD 患者的 RNFL、GCC 和视网膜厚度较 NC 组明显变，
这些指标可能成为较好的 AD 诊断和随访生物学标记物。
 
关键字 阿尔兹海默病 OCT 神经纤维层厚度 节细胞复合体
(GCC)

书面交流



213

MOG 视神经炎一例报道

白内障术后糖尿病性视神经病变的检查分析

汪茜 , 翁欢 , 陆肇曾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眼科

王小军
浙江省青春医院

目的：探讨 MOG 视神经炎病例的临床特征和治疗经验。

方法：病例回顾：患者，男，20 岁，因“无明显诱因下右眼视
物模糊 2 月”入院。既往有类似发作史，可自行缓解。查体：
VOD：0.1，VOS：1.0；TOD：13mmHg，TOS:15mmHg，
双眼角瞳（-），晶体明，右眼 RAPD（+），右眼底视乳头界清，
色淡白。头颅 MRI：双侧脑室旁异常信号，白质病变可能。眼
眶 MR 增强：右侧视神经略细；副鼻窦炎。OCT：双眼 RNFL 层、
GCC 层变薄。血清检验：AQP4-Ab 阴性，抗 MOG 抗体：1:320。

结果：诊断 MOG 视神经炎。予甲强龙 500mg 冲击并逐渐减量，
口服强的松 60mg 时出院，辅以营养神经扩血管治疗。出院时
右眼视力上升到 0.4，2 周后复查视力升到 0.8。

结论和讨论：近年来有关 MOG-Ab 在视神经炎诊断和治疗中的
价值受到关注。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 (MOG) 是一种存在于
中枢神经系统的髓鞘蛋白成分，MOG-Ab 可在 NMO 发现 , 也
可在其他神经疾病如 MS 和 ADEM 中发现 , 故抗 MOG-Ab 阳
性疾病可能是独立于 NMO-Ig G 阳性的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 
(NMOSD) 的另一种疾病。MOG-IgG 阳性患者男性多见，易复
发 , 但长期随访发现其预后较 AQP4-Ab 阳性的 NMOSD 患者
好。因此在临床上怀疑 NMOSD, 而 AQP4-IgG 阴性的患者 , 
应完善 MOG-IgG 及 MRI 检查 , 以便明确诊断 , 同时鉴别其他
脱髓鞘疾病。

关 键 字 视 神 经 炎 抗 MOG 抗 体 髓 鞘 少 突 胶 质 细 胞 糖 蛋 白
（MOG）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病（NMOSD） 

目的 探讨白内障术后糖尿病性视神经病变 (DON) 患者的眼部检
查结果。 

方法 选择我院 2018 年 2 月―2019 年 2 月收治的 38 例 (44 只
眼 ) 白内障术后糖尿病性视神经病变患者 , 行视盘光学相干断层

扫描 (OCT)、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 (FFA) 以及视觉诱发电位 (VEP)
等眼部检查 , 对检查结果加以分析。

结果 表现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DR) 患者 12 只眼 (31.82%); 患
有 DON 疾病患者 12 只眼 (27.27%); 对于 DON 患者施以 F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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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左侧筛窦及中上鼻道软组织信号影，考虑侵袭性真菌性鼻
窦炎，累及左侧眶尖及左侧海绵窦，局部视神经显示不清，强
化明显，提示累及视神经可能。

结果：患者在鼻内镜下行鼻窦开放术 + 左眼眼眶减压术，病理：
曲霉性鼻窦炎。脑脊液生化、常规正常，诊断为“鼻眼脑曲霉病”，
予伏立康唑抗真菌治疗，患者鼻塞改善，左眼视力改善至 0.12，
左眼睑下垂及眼球运动恢复正常。

结论和讨论：曲霉菌是条件致病真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人
体的免疫系统可疑将其清除，免疫功能正常人群很少罹患。本
例患者无明确的免疫功能缺陷，MRI 检查提示同时累及鼻、眼、
脑三个部位，非常少见。鼻眼脑曲霉病主要表现为头痛、癫痫、
视物模糊、眼睑下垂、嗅觉障碍等，其对视功能的影响与其毒
素和病灶的直接压迫相关，伏立康唑是一种光谱抗真菌药，脑
脊液浓度高，对鼻眼脑型播散型曲霉病疗效确切。

关键字 真菌 曲菌 鼻眼脑曲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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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患者临床特征和视盘形态分析

Cell-Derived Microparticles Shedding in Vitreous Fluid from 
Proliferative Vitreoretinopathy

胡俊喜 , 闫义涛 , 任艳凡 , 王晓丽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胡俊喜 , 闫义涛 , 任艳凡 , 王晓丽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 目的 ] 分析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患者临床特征及
视盘参数 , 探讨其病变特征。

[ 方法 ] 回顾分析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医院确诊为
首次发病的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患者 52 例 52 眼 ,
另外选取同期于我院就诊的健康人 48 名为对照组。记录其人口
学特征、眼科常规检查、眼眶磁共振成像 (MRI) 检查和血清学检
查 , 应用光相干断层扫描仪 (OCT) 行视盘光相干扫描 , 对其视盘
参数进行分析。

[ 结果 ] 病例组和对照组在高血压史、高脂血症、视杯面积、视
盘面积、杯 / 盘面积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高血压史、

收缩压、甘油三酯、总胆固醇 (TC)、空腹血糖 (FBG)、视盘面积、
杯 / 盘面积比是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独立危险因
素。病例组全周视网膜神经纤维层 (RNFL) 厚度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 (P<0.05), 病例组各象限神经纤维层水肿厚度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P>0.05)。

[ 结论 ] 高血压史、收缩压、甘油三酯、TC、FBG、视杯面积、
杯 / 盘面积比是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危险因素。
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视盘水肿各象限无差异。 

关键字 视神经病变 , 缺血性 ; 视盘 ; 危险因素 ; 光相干断层扫描 ;

PUEPOSE.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find whether 
MPs shedding was higher in the vitreous of patients with 
proliferative vitreoretinopathy (PVR).

METHODS. Standardized flow cytometry method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following vitreous microparticle 
types and levels: phosphatidylserine-expressing MPs, 
photoreceptor cell derived MPs, microglial derived MPs and 
monocyte derived MPs. Samples were obtained from 22 

patients with eye injury, 32 patients with rhegmatogenous 
retinal detachment and 11 patients as control.

RESULTS. Vitreous fluid from patients and control 
contained comparable numbers of microparticles, 
which originated from photoreceptor cells, microglial 
cells and monocytes. Vitreous photoreceptor, microglial 
and monocyte microparticles levels were increased 
in eye injury and rhegmatogenous retinal de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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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发现 , 表现出视盘水肿症状、黄斑水肿症状、视盘新生血管
症状以及充盈缺损症状。OCT 表现主要集中于黄斑区增厚、水
肿以及萎缩症状。VEP 表现为 P100 波振幅降低以及潜伏期延
长。患者表现出多样化视野损害的情况。

结论糖尿病患者发生白内障后 , 存在较高概率的 DON 以及 DR
情况 ,FFA 检查对早期诊断具有显著价值。 

关键字 白内障 ; 糖尿病性视神经病变 ; 眼部检查 ; 结果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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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甲强龙治疗外伤性视神经视网膜损伤的临床
观察

婴幼儿“樱桃红点”眼底与 GLB1 基因突变导致神经节苷脂沉积
症

周星利 1, 王青 1

1.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彭春霞 , 刘丽丽 , 施维 , 赵军阳 , 李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探讨鼠神经生长因子联合甲强龙治疗外伤性视神经损伤。
方法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 60 例
外伤性视神经损伤患者为研究对象 , 按照随机数表将患者平均
分为两组 , 观察组 31 例 31 眼，对照组 29 例 30 眼。观察组患
者给予甲强龙冲击等常规治疗联合 NGF 30μg, 溶于注射用水 2 
mL, 肌注 ,1 次 /d,4 周为 1 个疗程。对照组给予常规甲强龙冲
击治疗并联合维生素 B12 肌注，1 次 /d,4 周为 1 个疗程，记录
治疗前后的最佳矫正视力 , 将两组患者的有效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观察组有效 24 例 , 无效 7 例 , 有效率 77.42%; 对照组有

效 12 例 , 无效 17 例 , 有效率 41.38%。两组有效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 <0.05)。治疗组伤后 2 d 内和 2 d 后就诊的有效率
分别为 80.36% 和 50.0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伤后
视力 ≤0.1 和 > 0.1 的有效率分别为 53.0% 和 90.00%,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P <0.05)。结论 NGF 联合甲强龙方案对外伤性视
神经损伤的疗效显著，能有效提高患者视功能。

关键字 视神经损伤 鼠神经生长因子 视力

目的 神经节苷脂沉积症（Gangliosidosis,GLS）是一种发生在
婴幼儿时期罕见的代谢病。主要是由于基因突变导致半乳糖苷
酶缺陷，导致神经节苷脂贮积在神经节细胞中造成神经系统退
行性变。此病往往早期累及眼部，以视力障碍及黄斑部“樱桃
红点”为特征性的表现。本文回顾一例因 GLB1 基因突变导致，
眼部伴有典型 “樱桃红点”的 GLS, 希望为临床上 GLS 的诊断
提供帮助。

方法 详细的回顾了一例 7 个月大男性患儿，因双眼视力丧失、
伴身体发育倒退就诊。眼部检查双眼瞳孔光反射迟钝，黄斑部“樱
桃红点”。神经科检：患儿反应迟钝，肌张力偏高，膝腱反射（+）、
巴氏征（-）、皮层拇指征（+）。

结果 头颅 MRI：双侧基底节、内囊前肢、外囊及最外囊见异常
信号，提示遗传代谢病。基因检测：患儿 GLB1 基因 C.1582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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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rol group. In eye 
injury patients, the photoreceptor and monocyte derived 
microparticles were much higher in thoes with proliferative 
vitreoretinopathy than in patients without proliferative 
vitreoretinopathy.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vitreous 
fluid contains high numbers of microparticles derived 

from photoreceptor cells, microglial cells and monocytes. 
Vitreous microparticles levels are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proliferative vitreoretinopathy, where they could contribute 
to disease progression.

Keywords Microparticles, Proliferative Vitreoretinopathy, 
Vitreous, Prolif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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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视神经炎免疫治疗

Anti-VEGF therapy prevents M2 macrophage recruitment in 
a murine oxygen-induced retinopathy model

由彩云
1.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 于金国

Yedi Zhou1,2,3,Yoshiyuki Kobayashi3,Shigeo Yoshida3,4,Luosheng Tang1,2
1.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Hunan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of Ophthalmic Disease
3.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Kyushu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al Sciences， Japan
4.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Kurum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Japan

目的：观察霉酚酸酯治疗特发性视神经炎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2 月于我院诊治的特发性视
神经炎患者 8 例，已除外感染性、外伤性因素，患者无全身免
疫系统疾病（风湿免疫科会诊）及颅内病变（MOG 抗体阳性 2 人，
头 MRI/ 脊椎 MRI 已除外神经系统受累）。既往采用激素治疗
仍反复发作超过三次，予以霉酚酸酯单独或联合糖皮质激素（口
服醋酸泼尼松剂量不超过 20mg）治疗。记录患者视神经炎症
情况，包括 FFA 检查、视神经 OCT 检查、视野检查，必要时
复查颅脑及 / 或视神经 MRI。患者给予免疫治疗后，常规每 6-8
周复查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记录患者炎症复发
及药物不良反应。

结果：霉酚酸酯治疗后三个月，所有患者眼部炎症得到有效控制。
霉酚酸酯治疗后一年，4 例（50.0%）患者可停用糖皮质激素
治疗；7 例（87.5%）患者无临床复发；1 例（12.5%）患者复发，
增加糖皮质激素剂量后炎症得到控制。治疗期间未观察到药物
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霉酚酸酯治疗特发性视神经炎，可有效控制炎症，预防
疾病复发，减少糖皮质激素的应用，阻止视神经进一步萎缩。

Objective: To investigation the relevance of VEGF and 
M2 macrophages in the mouse model of oxygen-induced 
retinopathy (OIR).

Methods: OIR was induced in C57BL/6J mice by 

exposing postnatal day (P)7 pups to 75% oxygen for 5 
days and then returning them to room air at P12. VEGF 
trap (aflibercept), selective M2 macrophage depletion drug 
(mannosylated clodronate liposomes, MCLs) and their 
controls were injected into the vitreous at P12 to ex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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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320G>A 突变 , 此基因的突变为文献报道的 GLS 致病基因，
患儿被确诊为 GLS。

结论 通过这一病例的回顾，提示对于眼底“樱桃红点”表现伴
有神经系统发育倒退的患儿，要进行神经节苷脂降解酶及相关

致病基因的检查，以尽早明确诊断。
 
关键字：婴幼儿“樱桃红”眼底，神经节苷脂沉积症，GLB1 基因，
代谢病，发育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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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内障护理门诊对提高患者术后自我保健能力的临床研究
刘美芳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眼科医院

目的：观察白内障专病护理门诊是否能有效提高老年性白内障
术后患者的自我保健意识和保健能力

方法：2018 年 1 月至今开展白内障专病护理门诊，主要针对老
年性白内障术后患者进行门诊处理。具体实施为：1、围手术期
护理诊治。包括术后复查时的眼部用药护理、眼部清洁以及敷
料更换；2、术后自我保健宣教。包括术后自我用药宣教、日常
护眼用眼宣教、眼部疾病防护宣教和心理健康宣教；3、术后基
本检查；包括视力、眼压、基本眼表状况以及前房炎症初查；
4、术后并发症分诊处理；根据基本检查结果和患者病情自述分
诊患者至白内障专病医师门诊复查或者相应眼病专病门诊复查，
整理患者病史以及检查资料并与白内障手术医师共同制定患者
术后诊疗方案。随即抽取 2018.01-2018.12 共计 100 名老年
性白内障患者作为实验组，回顾性分析其自我保健量化测评表，
满意度量化调查表评分情况。随即抽取 2017.01-2017.12 共计
100 名接受普通门诊护理的老年性白内障患者作为对照组，比
较分析两组得分情况。

结果：实验组男性 64 名，女性 36 名，平均年龄 64.8±13.5；
对照组男性 72 名，女性 28 名，平均年龄 66.8.1±15.3。实验
组自我保健量化测评表得分 96.9±3.1，对照组满意度评分查
表得分 86.7±6.7（P<0.01），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 ; 实验组
满意度评分查表得分 98.2±1.8，对照组满意度评分查表得分
90.5±3.6（P<0.05），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白内障专病护理门诊能有效提高老年性白内障患者术后
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可有效促进术后恢复，同时提高患者就
诊满意度。护理门诊在对患者进行基本筛查护理的同时能提高
患者术后并发症的检出率，但是专病护理门诊对主管护师的职
业素养以及专业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键字 白内障，护理，自我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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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at P17. qRT-PCR and immunofluoserence 
staining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mRNA levels and 
distributions of macrophage markers and molecules. 

Results: By immunofluoserence staining, VEGF and 
VEGFR1 were detected in the inner layer of OIR retina, and 
were partially overlaid with M2 macrophages. Intravitreal 
injection of aflibercept not only decreased the mRNA 
expressions of macrophage markers, but also attenuated 
the numbers of M2 macrophages in the OIR retinas. On 

the other hand, selective depletion of M2 macrophages 
conducted by MCLs also inhibited the mRNA expressions 
of HIF-1α and VEGFA.

Conclusion: Anti-VEGF therapy by intravitreal injection 
prevented M2 macrophage recruitment in OIR model, 
and VEGF expressed by M2 macrophages might also be 
important in the pathogenesis of oxygen-induced retinal 
neovasc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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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ON 相关 LncRNA 的筛选及表达谱分析

以视力下降为首发症状的枕叶梗塞 1 例

徐鑫令 , 索金珊 , 张佳明 , 韩啸 , 侯乃方 , 郑砚文 , 许皓妍 , 王欣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眼科医院

冯立国 , 陈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通过高通量转录分析策略筛选在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
神经病变（non-arteritic anterior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 
NAION） 患 者 外 周 血 中 长 链 非 编 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与正常人外周血中差异表达的 lncRNA，通过
对 lncRNA 的表达谱分析，研究 lncRNA 与 NAION 发生发展
的关系，以期发现可作为 NAION 诊断与治疗靶点的 lncRNA。

方法：提取 6 例 NAION 患者和 5 例健康对照组外周血细胞中
RNA，应用高通量测序方法进行转录组测序，筛选出差异表达
的 lncRNA，并对得到的 lncRNA 进行转录组表达谱分析，通过
生物信息学方法对差异表达的 lncRNA 进行功能分析、聚类分
析和生物学预测。根据生物信息学结果，经 qRT-PCR 技术进
一步验证筛选出的 lncRNA 的表达情况。

结果：（1）通过高通量测序，发现 NAION 患者外周血中 998
条表达差异显著的 lncRNA。其中上调 lncRNA318 条，下调

lncRNA680 条（|log2 Foldchange| ＞ 1；P value ＜ 0.05）；
（2）通过 GO 和 KEGG 数据库分析，差异表达的 lncRNA 参
与 NAION 相关的多种生物学过程，如炎症反应，氧化应激，
细胞凋亡，免疫和代谢等；（3）经 qRT-PCR 方法将筛选出
的 10 条 lncRNA 在细胞水平进行表达验证，发现 2 条表达上
调的 lncRNA 在 NAION 患者外周血中表现为异常高表达。结
果提示两者可作为 NAION 诊断和治疗的潜在分子标记，对研究
NAION 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分子机制奠定基础。

结 论：（1） 建 立 NAION 相 关 LncRNA 差 异 表 达 谱， 筛 选
NAION 患者外周血中异常表达的 LncRNA。（2）预测差异表
达的 LncRNA 参与 NAION 发生发展的多条信号通路调控，并
为 NAION 诊断及治疗的研究提供新的线索。
 
关键字 NAION、长链非编码 RNA、转录组学、高通量测序、
生物信息学

目的：报道 1 例以视力下降为主诉的枕叶梗塞患者的眼部表现

方法 : 回顾性临床病例报告

结果 : 患者，男性，66 岁，因“双眼渐进性视物模糊 1 年余，
左眼突然视力明显下降 10 天”入院。系统性疾病：糖尿病 10
余年，目前口服格列齐特缓释片，30mg，每天一次，平日血
糖控制欠佳，空腹血糖在 10mmol/L 左右。1 年前缺血性脑梗
塞史。无烟酒嗜好，无冶游史。查体：一般情况可，神清，精
神可，回答切题，反应略迟钝。专科查体：VOD 0.12，VOS  
FC/10cm。双眼光定位正常，红绿能辨。左眼 RAPD+。双眼

角膜透明，PAC=1/3CT，前房清，瞳孔等大等圆，3mm，对
光反射存，晶体混浊，C2N2P0，散瞳后见视盘界清，色红润，
黄斑区反光暗，后极部视网膜散在网膜内出血，中心凹旁有数
颗硬性渗出。辅助检查：黄斑 OCT：黄斑区结构基本正常，除
内核层高反光斑块。眼底自发荧光：双眼后极部散在片状出血。
由于散瞳，粗测视野发现双眼左侧同向偏盲。进一步行 MRI 检
查发现：右侧枕叶新发梗塞。诊断为：右侧枕叶梗塞、双眼糖
尿病性视网膜病。

结论：临床中以视觉症状为首发表现就诊于眼科的神经系统性
疾病不少见，如中枢神经系统免疫性疾病，多发性硬性相关视

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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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中心神经眼科儿童及青少年住院患者疾病病因及流行病学特征
分析

开角型青光眼患者行 Express 引流钉植入的护理

曾茜 1, 谭少英 2

1.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 汕头国际眼科中心

杨俊容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分析单中心神经眼科专科病房儿童及青少年患者病因分布
情况，明确其流行病学特征。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一 2017 年 3 月解放军总医院神经眼科儿
童及青少年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 166 例纳入研究，男童 98 例，女童 68 例，男女比例 1
．44：1；年龄 2 ～ 17 岁，平均年龄 11.66±3.93 岁。病因
分布：炎症性病变 44 例 (26.51％ )，外伤性病变 28 例 (16.87％ )，
遗传性病变 22 例 (13.25％ )。发病构成比中，男童占比最多
的前三位为炎症性病变 21 例（21.43%）、外伤性病变 21 例
（21.43%）、遗传性病变 18 例（18.37%）；女童占比最多

的前三位为炎症性病变 23 例（33.82%）、特发性病变 11 例
（16.18%）、外伤性病变 8 例（11.76%）。单病因性别构成
比中，男童占比最多的前三位是遗传性病变（81.82%）、占位
性病变（80.00%）、外伤性病变（75.00%）；女童占比最多
的前三位是自身免疫性病变（55.56%）、炎症性病变（52.27%）、
特发性病变（50.00%）。视觉传入系统受累 154 例，累及视
神经 122 例，占传入神经系统的 79.22％，占全部儿童及青少
年神经眼科病例的 73.49％。

结论 本中心儿童及青少年神经眼科住院患者病变性质以视觉传
入神经系统障碍为主，视神经是最常见的受累部位；炎症性病变、
外伤性病变及遗传性病变是主要病因。

目的：探讨青光眼患者行 express 引流钉植入手术的护理措
施 . 方法：对 16 例行 express 引流钉植入手术的青光眼患者进
行有针对性的术前宣教、术后护理 , 以及出院指导和随访 . 结果 : 
16 例患者均成功植入引流钉 . 其中 1 例术后发生浅前房、低眼压 ,
经积极处理后恢复 . 出院时眼压均在正常范围 , 视力与术前相比

无明显降低 . 结论 :Express 青光眼引流钉植入术是治疗开角型
青光眼的一种有效方法，做好术前工作是确保治疗效果的重要
措施 .

关键字 青光眼 EXPRESS 引流钉 植入 护理

书面交流

神经炎、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以及中枢神经系统血管性疾
病、中枢神经系统占位性病变。近年来，脑卒中发病率逐渐升高，
且趋于年轻化，多数患者合并有糖尿病，临床上极易出现误诊、
漏诊。尤其是伴有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等眼部疾病的患者，我

们尤其要提高警惕，加强疾病鉴别诊断的能力，避免被表面现
象迷惑，延误治疗时机。
 
关键字 枕叶梗塞，偏盲，视力下降，糖尿病，视神经视路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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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前护理门诊在眼科围手术期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带状疱疹性眼炎致眶尖综合征一例

蒋秋菊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邓净月 , 周清
广州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探讨院前护理门诊在眼科围手术期患者中的应用及临床
效果。

方法：将医生诊断为角膜翼状胬肉，需要做角膜翼状胬肉切除 +
自体结膜移植的患者，采取随机分组法分组进行。对照组给予
医疗常规工作模式进行诊疗，即门诊患者就诊，医生开具住院
证，住院检查等待手术，手术，出院。观察组给予院前护理门
诊进行协助诊疗。即患者门诊就诊医生开具手术方式开始，门
诊护士分别从审核患者手术方式，协助医生审核患者检查资料，
联系手术医生，做好患者的围手术期的健康宣教。

结果：两组患者在等待手术的时间，心理焦虑和手术配合程度
以及对医护的满意度方面观察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对眼科围手术期患者实施院前护理，能够缩短患者就诊
住院时间，减轻患者焦虑，提高患者手术配合程度，提高患者
对医护的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字 院前护理门诊 眼科 围手术期

带状疱疹性眼炎是水痘 --- 带状疱疹病毒感染三叉神经眼支引
起眼睑及眼球病变的疾病。眶尖综合征是由于病变影响到视神
经孔及眶上裂，从而引起眶尖组织功能损伤的一系列临床表现
的总称。由带状疱疹性眼病导致的眶尖综合征非常罕见，现报
道 1 例带状疱疹性眼炎致眶尖综合征病例。患者，女，77 岁。
因“左颜面及眼部疼痛 10 天，发热 3 天”入院。10 天前无
明显诱因出现左眼睑红肿伴疼痛，及左侧头痛，未予治疗，3
天前患者左侧额部、上睑和鼻背部出现成簇疱疹，疱疹未越过
鼻中线累及右侧，伴寒战发热、恶心呕吐，呕吐物为咖啡色液
体，门诊以“发热查因”收入神经内科；经对症治疗、生命体
征平稳后，患者诉入院后左眼睁眼不能，请眼科会诊后转入我
科。患者既往“糖尿病”病史 8 年、“慢性肾脏病”15 年。
眼部检查：vod:0.12，vos: 指数 /20cm，NCT:R 14mmHg,L 
21mmHg，左眼颜面部水泡较入院前消退，鼻尖部水泡破裂已
结痂。左眼上下眼睑肿胀、压痛、睁眼困难、眼球固定，各方
向运动受限，球结膜重度充血，水肿，角膜后弹力层皱褶，房

水轻混，KP（+），瞳孔散大 6mm, 直接、间接对光反射消失，
人工晶体位正。右眼睑无水肿，结膜无充血，角膜透明，瞳孔圆，
d=3.5mm，瞳孔对光反射存在。初步诊断：1、带状疱疹性眼
炎合并眶尖综合征 2、高血压病 2 级 很高危 3、糖尿病性肾病 
4、冠心病 慢性心力衰竭。治疗：一、全身用药。1. 激素治疗、
2. 抗病毒治疗、3. 止痛。在使用激素全身治疗时，还应给于相
应的补钾、护胃等处理。二、局部用药。1. 典必殊眼药水；2. 更
昔洛韦眼用凝胶抗病毒；3. 贝他根与派立明眼药水降眼压；4. 贝
复舒生长因子凝胶修复角膜。三、冰袋物理降温。治疗 1 周后，
患者体温恢复正常，诉眼部疼痛较前减轻，左眼视力 0.04，眼
压 13mmHg, 睑周皮肤疱疹已结痂愈合，左眼可睁开 2mm，
结膜充血（+），角膜水肿较前减轻。

关键字 带状疱疹性眼炎；眶尖综合征；糖尿病性肾病；尿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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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ON 相关 miRNA 的筛选及表达谱分析

一组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患者临床特点观察

侯乃方 , 索金珊 , 徐鑫令 , 韩啸 , 张佳明 , 郑砚文 , 许皓妍 , 王欣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苏莉 , 王亦山 , 刘永民 , 刘永红
甘肃省中医院

目的：研究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non-arteritic 
anterior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 NAION）患者外周血中
MicroRNA（miRNA）与正常对照组人群外周血中 miRNA 表达
存在差异，通过对相关差异表达的 miRNA 分析，预测 miRNA
与 NAION 发生发展的关系。

方法：对 6 例 NAION 患者和 5 例正常对照组提取外周血 RNA
进行高通量 miRAN 测序，将过滤后的序列进行分类、注释，分
析筛选出的差异表达 miRNA，并使用实时定量 PCR 技术对其
进行验证，随后进行靶基因富集分析及生物学预测。

结果：通过高通量测序共得到 33 个 miRNAs 显著差异表达，
其 中 18 个 miRNA 表 达 上 调，15 个 表 达 下 调（| log2(fold 

change) | ＞ 1，P ＜ 0.05）。2. 通过 GO 数据库和 KEGG 数
据库分析，差异性表达的 miRNA 参与 NAION 的多种生物学过
程，如细胞间信号转导、血管生成、氧化应激、细胞凋亡、炎
症反应等。

结论：1. 本次高通量测序提供了 NAION 相关的 miRNA 差异表
达谱，筛选出 NAION 中异常表达的 miRNA。2. 预测差异表达
miRNA 可能参与了 NAION 的发生发展的多条信号通路。这为
将来对 NAION 病因及治疗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关键字 NAION、microRNA、差异表达、生物信息学

目的 观察了一组确诊为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患者临床特点

方法 对我院眼科 2011 年 4 月 -2018 年 10 月收治的 NMOSD
患 者 13 例， 其 中 女 性 12 例， 男 性 1 例， 年 龄 23-65 岁，
AQP4 抗体阳性者 9 例，MOG 抗体阳性 2 例，两种抗体均阴
性者 2 例。2 例 MOG 抗体阳性患者年龄分别 23 岁和 34 岁，
为本组 2 例年龄偏小者，其中 1 例为男性。病程 6m-8y。对该
组患者临床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患者确诊后均给予大剂量甲基强的松龙冲击治疗，除 2 例

MOG 抗体阳性者外其余 11 例患者联合免疫抑制剂序贯治疗。
AQP4 抗体阳性者 9 例患者及两种抗体均阴性 2 例患者病情均
有复发，视功能损害严重；2 例 MOG 阳性者视功能恢复明显好
与前者，并且年轻，发病时间 6-11m,2 例随访中未复发。

结论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是一组病情复杂，对视功能损害
严重的眼病，但对于血清不同抗体的患者，结果有明显差异，
MOG 抗体阳性患者病情较轻，视功能恢复理想。但因对该疾病
的认知时间短，病例数少，还需更长时间的观察和总结。

书面交流



222

Peritoneal macrophages attenuate retinal ganglion cell 
survival and neurite regeneration

Resting cerebral blood flow alterations specific to the 
retinitis pigmentosa patients revealed by arterial spin labeling 
perfus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Lingping Cen,Jiajian Liang,Tsz Kin Ng,Ciyan Xu,Yufen Liu
Joint Shantou International Eye Center of Shantou University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Xin Huang,Yin Shen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peritoneal macrophages and their activation on RGC 
survival and neurite regeneration in the retinal explant co-
culture system. 

Methods: Retinas of adult Fischer rats were co-cultured 
with primary peritoneal macrophages or zymosan-
treated peritoneal macrophages for seven days. The 
immunofluorescence and cell counting analysis was applied 
the co-cultured retinas. Gen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and oxidation-related factors was also conducted.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eritoneal macrophages 
significantly reduced RGC survival, neurite outgrowth and 
the length of regenerated neurites in the retinal explant by 

47.26%, 73.21% and 71.01% respectively (p < 0.001),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ddition of zymosan to 
peritoneal macrophages further attenuated the survival and 
neurite outgrowth of RGCs by 10.01% (p = 0.007) and 
9.82% (p = 0.042),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increased 
inflammatory and oxidation-related gene expression 
could be related to the enhanced RGC degeneration by 
zymosan. 

Conclusion: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primary peritoneal 
macrophages from rat attenuated the RGC survival 
and neurite regeneration, and macrophage activation 
aggravated the RGC degeneration. 

PURPOSE: Retinitis pigmentosa (RP) is a inherited retinal 
degeneration characterized by retinal photoreceptor 
cells death and progressive vision loss. Previous studies 
revealed that the atrophy of visual pathway and visual 
cortices was observed in RP patients. Whereas  alterations 
of resting cerebral blood flow (CBF) occurring in RP 
patients remains unknown.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resting CBF changes in RP patients using 

pseudo-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 (pCASL) perfusion 
method.

METHODS: 49 RP patients (31 males and 18 females) 
and 51 healthy controls (HCs) (30 males and 21 females) 
underwent  T1-weighted structural and pCASL sequence 
MRI  scans at rest. Two sample t-tests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CB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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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3, mediated by Rho-ROCK signaling pathway inhibitor, 
regulates axon growth of ganglion cells derived from retinal 
Müller cells
Xueyong Zhang,YUJUE WANG,YE HE,XUEZHI ZHOU ,JIAN JIANG,XIAOBO XIA,WEITAO SONG
XIANGYA HOSPITAL

Aim: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Rho-ROCK signaling 
pathway inhibitor-mediated STAT3 on axon regeneration of 
ganglion cells derived from retinal Müller cell differentiation.

METHODS: Retina Müller cells were isolated and purified 
from Day 21 Sprague Dawley (SD) rats ritena and then 
were differentiated into retinal stem cells. The stem cell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control group, 
Y27632 group, AAV-STAT3 and AAV-STAT3 + Y27632 
group). The axon length in each group were measured by 
ImageJ. Immunofluorescence were used to label the RGCs  
through specific antibody β-TUJ1. ROCK, GAP-43, STAT3 
and their downstream genes ,such as p21, Irf1 and Sprr1a 
were detected by qPCR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AV-STAT3 and 
AAV-STAT3 + Y27632 groups showed that the axon length 
of RGCs increased obviously. The AAV-STAT3 + Y27632 
group in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 qPCR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vels of GAP-43, STAT3 and their 
downstream genes in AAV-STAT3 group and AAV-STAT3 
+ Y27632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specially in 
AAV-STAT3 + Y27632 group.

Conclusion Y27632 combined with STAT3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axon growth of ganglion cells.

Keywords Müller cells, Retinal ganglion cells, stat3 , rho-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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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ASLtbx toolbox and spm12.Pearson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of CBF values with the 
clinical variables in RP group.

RESULTS:Compared wi th HCs, RP pat ient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CBF values in the bilateral cuneus/lingual 
gyrus/precuneus/posterior cingulate/middle occipital gyrus.
[voxel level at P < 0.01, Gaussian random field(GRF)-
corrected,  cluster level at P < 0.05]. Moreover,

In the RP group,  the CBF values in the left middle and 
inferior occipital gyru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ean 
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 (RNFL)  thickness, in contrast, the 

CBF values in several regions were correlated with and the 
duration of disease and onset age.

CONCLUSION:Our results highlighted that RP patients 
exhibited  decreased CBF values in the visual cortices and 
vision-related cortices,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verity of disease.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altered CBF 
might  be a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rans-synaptic retrograde 
degeneration of visual pathway in RP patients.
 
Keywords retinitis pigmentosa, cerebral blood flow,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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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心理护理对老年白内障患者的作用

临床护理路径下白内障手术患者的护理研究

循证理论在眼科手术护理中的应用

李新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李新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李新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分析探讨术前心理护理在老年白内障患者手术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选取 140 例需进行白内障手术的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按照随机分配的原则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70 例。对照组采用
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常规护理基础上进行心理护理干预。对
两组患者术前心理状态、手术成功率和护理满意度进行比较。

结果  所有患者术前均不同程度存在心理问题 ; 观察组患者手术
成功率和护理满意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

结论  对患者进行积极有效的心理护理可有效提高眼科手术成功
率及护理满意度。

关键字 术前；心理护理；老年患者

目的分析临床护理路径在白内障手术患者护理中的效果。

方法选取我科 2017 年 8 月 -10 月收治的白内障手术患者 12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
模式，观察组实施临床护理路径模式，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
果及满意度。

结果观察组的视力恢复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心理
压力、住院时间小于对照组（P <0.05），同时护理满意度远远

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在白内障手术患者护理过程中应用临床护理路径能够帮助
患者不断改善其视力水平，减轻心理压力、缩短住院时间以及
增加其对疾病的认识，有助于护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和满意度的
提高。

关键字 临床护理路径；白内障手术；护理

目的 分析和研究循证理论在眼科手术护理工作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科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收治的 160 例眼科
手术患者，按照随机分配的方法将其分为循证组和对照组各 8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方法，循证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采用循证护理方法。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的临床效果的优良率、
住院天数、术后及随访期并发症，以及满意度。分析两组的临
床治疗效果。

结果 护理后，循证组的优良患者共 78 例，达 97.9％，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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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诊为双眼视神经炎的 Vogt- 小柳 - 原田病一例

继发性颅高压导致视乳头水肿的临床特征及常见病因

项凯 , 其其格 , 萨其热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

冯超逸 1, 田国红 1, 陈倩 1, 赵桂宪 2, 陈伟民 3, 孙兴怀 1, 沙炎 1, 李振新 3, 王敏 1

1.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3. 上海德济医院

VKH 综合征是以黑色素细胞为靶细胞的累及多个系统的自身免
疫性疾病，病因尚不完全清楚。眼部可表现为脉络膜炎，脉络
膜视网膜炎、视乳头炎、视神经网膜炎等，眼外表现皮肤毛发
改变、脑膜刺激征、听力下降等。临床分期：前驱期、后葡萄
膜炎期、前葡萄膜受累期、前葡萄膜炎反复发作期 [1]. 漏诊误
诊率高。VKH 眼底表现中的的视盘水肿型，以视盘充血、水肿、

边界不清表现为主，视网膜水肿轻，神经上皮脱离不明显 [8]，
存在误诊为视神经炎可能。本文报道临床误诊为双眼视神经炎
VKH 综合征 - 视盘水肿型一例，分析原因以引起重视。

关键字 Vogt- 小柳 - 原田病 视神经炎 葡萄膜炎

目的  总结首诊眼科的继发性颅高压患者病因。

方法  病例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首诊
眼科的视乳头水肿中颅高压患者，对其人口学特征、眼部表现
及病因进行分析。

结果  54 例确诊继发性颅高压患者（108 只眼），其中女性 23
例， 占 42.6%； 平 均 年 龄 36.43±16.70 岁（5-67 岁）。 平
均病程 8.24±9.76 个月。视力分级呈双峰型：矫正视力 0.8 以
上及低于 0.1 至数指之间比率分别为 26.85% 和 28.70%。；
视乳头水肿 Frisén 分级最常见为 4-5 级与视神经萎缩，分别
占 42.59% 及 52.77%；视野损害最常见类型为生理盲点扩大

（28.70%）及弥漫性缩小（60.19%）。病因分析：脑肿瘤 22 例；
脑积水 16 例；脑静脉窦病变 15 例以及 1 例放射性脑病导致颅
高压。  

结论  以视乳头水肿首诊眼科的颅高压容易误诊及漏诊。首诊时
晚期视神经萎缩患者居多。眼部高频 B 超及 OCT 可用以早期
预测颅内压及视力预后。

关键字 大脑假瘤综合征；特发性颅内压增高；视乳头水肿；高
频 B 超；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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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2 例，占 2.5％，住院天数 2.5 ～ 12 d，平均 8d，满意
度达到 97.5%。对照组的优良患者共 53 例，占 59.9％，并发
症患者 27 例，住院天数 3.5 ～ 21 d，平均 14 d，满意度为
85%。循证组患者的优良率、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 <0.05）循证组患者的住院天数、并发症率明
显减少，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临床
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循证护理使护理的预后效果明显提高，减少患者的住院天
数，降低并发症率，提高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字 循证理论；眼科手术；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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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填充在合并裂孔的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玻切术中的应用
观察

服用不明药物后急性肾衰竭合并双眼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1 例

一例视神经炎病例报告

高雪霞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白若濛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李昕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观察眼内空气填充在合并裂孔的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玻切术中应用的疗效。

方法：回顾性分析自 2015 年 4 月 ~2019 年 1 月就诊于我院的
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 63 例（63 眼）。所有患者由同
一位高年资副主任医师行 25G 玻切，术中均发现视网膜有原发
裂孔，给予充分剥膜、激光及空气填充，术后俯卧位 1 周，随
诊 3 月，观察视力、并发症及视网膜复位情况。

结果：术后眼内出血 8 眼，药物治疗 4 周后自行吸收 5 眼，3
眼行玻璃体腔灌洗。随访期间无患者出现明显的视网膜脱离，

无明显眼压升高及眼内感染患者。随访 3 月术后视力提高者 58
眼，视力无明显提高者 5 眼。

结论：在合并裂孔的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玻切手术中，空
气填充不但避免了硅油填充带来的诸多并发症及二次手术，还
减轻了患者经济及精神上的负担。但是空气填充要求术中完全
解除增殖膜对视网膜的牵引，恢复视网膜的活动度，完全引流
视网膜下液，做好裂孔的激光光凝。空气填充在合并裂孔的增
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玻切术中应用安全有效。
 
关键字 视网膜病变，糖尿病，增殖期， 裂孔，空气

摘要：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ION)
是一组严重危害视功能的常见视神经疾病，是危害中老年人视
功能的重要原因之一。双眼同时发病的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较为
罕见，一般具有全身性的危险因素。我院收治 1 例服用不明中

药方剂后急性肾衰竭合并双眼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患者，本
文就此进行报道及讨论。

关键字 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急性肾衰竭；重度贫血

患者男性，38 岁，左眼患者男性，38 岁，左眼视物模糊，加重 1 周，
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就诊于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曾到我院门
诊就诊，视野检查（2019.1.4）提示“左眼下半视野缺损，右
眼未见异常”，双眼 OCT（2019.1.2）：左眼黄斑区视网膜未
见异常。双眼 FFA（2019.1.1）提示：双眼未见明显异常。头

颅 CT（2019.1.4）示：垂体扫描未见异常。门诊给予局部滴
眼水及口服药物治疗，无改善，视朦加重，下方视野黑影扩大。
患者双眼近视多年，戴镜治疗，有“痛风”“肾结石”“肾囊肿”
病史。
本次住院患者眼部情况：VOD 0.04 矫正 1.0，VOS 0.02 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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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与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分析

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与腔隙性脑梗死 相关性的回顾
分析

陈嘉莹 , 林远灏 , 黄瑞珠 , 冯捷彬 , 郑小薇 , 吴锐彬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马琴 1, 杨薇 1, 莫雅婷 1, 童绎 2, 高健生 1

1.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2. 福州东南眼科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与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关性，
旨在更好地诊治、预防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方法　回顾 2014―2018 年间本院、本科以及外院转诊的缺血
性视神经病变 157 例患者的资料 , 对患者的一般情况、既往史、
现病史等进行眼科情况、全身性情况统计并分析其各相应特征。

结果　本文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患者年龄 ( 56.0±22.3) 岁 , 血
管彩色超声波检查，检出：单 /双侧颈动脉硬斑 /混合斑块108例，
占 68.79%，颈动脉中膜增厚 52 例，占 33.12%，下肢各动脉

斑块 37 例，占 23.57%，高脂血症 138 例，占 87.89%，高
血压 76 例，占 48.41%，糖尿病 98 例，占 62.42%，缺血性
脑卒中 54 例，占 40.76%，诊治过程中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预
后与缺血性脑卒中有一定的相关性。

结论　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发生、预后与缺血性脑卒中相关 , 因
此推论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与缺血性脑卒中有共同的发病机制。
 
关键字 血性视神经病变 ; 缺血性脑卒中 ; 相关性

目的  探讨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N-AION）与腔
隙性脑梗死（LI）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总结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治疗
的 396 例（497 只眼）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患者
的视力、眼底、OCT、视野、电生理、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
CT 和 MRI 等资料，分析 N-AION 与 LI 之间的关系。

结果  （1）所有患者均经视野检查确诊为 N-AION；（2）396
例患者中有 72 例行 CT 检查，30 例诊断为腔隙性脑梗死，阳
性 率 为 41.7%（30/72）， 其 中 单 眼 22 例， 双 眼 8 例；120
例行 MRI 检查，108 例诊断为腔隙性脑梗死，阳性率为 90%
（108/120），其中单眼 72 例，双眼 36 例。（3）396 例患
者中有 274 例患者行颈动脉超声检查，其中动脉粥样硬化 172
例，占 62.8%（172/274）；396 例患者中有高血压病者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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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TOD：13mmHg TOS 11.3mmHg。右眼前节正常，眼
底未见异常。左眼角膜透明，瞳孔圆，直径约 3mm，相对性传
入性瞳孔障碍阳性，眼底视乳头边界清，C/D 约 0.3，网膜平伏
在位，未见渗出及出血。患者年轻男性，急性视力下降，伴眼
球转动痛。辅助检查：血沉（ESR）24mm/h。APQ4 检查 : 阴性。
MR 头颅示：双侧放射冠少许缺血灶。（2019.1.17）彩超：轻
度脂肪肝；胆囊壁小隆起样病变；脾 胰声像未见异常。双肾 膀
胱声像未见异常。（2019.1.22）心脏彩超：左室舒张功能减退，

二尖瓣返流（轻度），三尖瓣返流（轻度）。（2019.1.22）颈
总静脉声像未见明显异常。（2019.1.22）颈动脉彩超：双侧颈
动脉声像未见明显异常。（2019.1.18）MRI 眼眶示左侧视神
经稍增粗，其内信号欠均匀，考虑视神经炎改变。（2019.1.15）
VEP 检查：在各空间频率下，右眼 PVEP 反应在正常值范围内，
左眼 P100 潜伏期延长，N75 -P100 较右眼降低。（2019.1.18）
双眼脉络膜造影期间玻璃体见散在片状遮蔽荧光。诊断为：左
眼球后视神经炎。



228

视神经脊髓炎合并开角型青光眼一例

Methyl 3,4-dihydroxybenzoate protects retina in a mouse 
model of acute ocular hypertension through multiple 
pathways

朱苏宁 , 张玉婷
金华市中医医院

Ying Xu
GHM Institute of CNS Regeneration， Jinan University

目的 : 视神经脊髓炎合并青光眼的病例鲜见报道 . 两者的发病有
无关联性 , 青光眼如何定性 , 以及两症对视功能影响程度的评估
等方面有时使眼科医生迷惑 . 我们收治视神经脊髓炎合并青光眼
一例并观察了三年零五个月 , 本文拟描叙诊疗过程 , 强调以往病
史的重要性 . 以此抛砖引玉 , 期待引起同道们的兴趣 .

方法 : 眼底照相 , OCT, 磁共振成像等影像学检查及自动视野计 ,
视觉诱发电位检测用于诊断 , 鉴别诊断 . 回顾收治前三年的资料
以及随访三年余观察结果 , 结合复习国际相关文献，对该症进行
描述。

结果 : 患者女性 ,28 岁。因左眼视物灰暗 , 视力骤降两天于今
年 4 月 15 日来诊 . 无青光眼家族史 . 2012 年及 2015 年四月
因眼压高 , 在他院诊断为开角型青光眼 , 双眼均先后两次滤过手
术 .2014 年患者出现腿部及胸背发麻伴行走不利 , 被诊为 " 多发
性硬化 , 脊髓炎”, 以甲强龙冲击及维持治疗 . 2015 年 12 月就
诊于我院时 , 双眼角膜正常 , 右眼无光感 ,IOP28mmHg, 视神经
苍白萎缩 ,C/D1.0 左眼 BCVA 0.8,IOP35 mmHg, 左眼经再次

滤过手术眼压控制 . 随访至今 , 无需用药眼压维持在 14 mmHg
以下 . 本次就诊查 : 右眼同前；左眼 0.1, 眼压 13 mmHg, 视盘
无充血水肿，C/D0.5.MRI: 延髓 , 全颈髓 , 胸髓 1-10 信号改变 ,
局部脊髓水肿 .P100 峰值延迟 , 振幅下降 . 视野见中心暗点 . 抗
SSA 抗体阳性 , 抗核抗体增高 (1:1000), 抗水通道蛋白 4 抗体
未查 . 经用大剂量甲强龙冲击并逐渐减量疗法 , 中心暗点明显变
淡 , 视力 0.2, 目前尚在治疗恢复中 .

结论 : 本例双症同时存在，对视功能可能造成叠加影响 . 术后国
外曾报道一例 NMO 合并青光眼 , 为长期使用激素所致 , 强调控
制眼压在视力恢复中的重要性 . 对于双眼青光眼患者要重视合并
其他疾病的存在 , 这有助于明确视神经损害的性质和原因 . 如果
明确一眼为视神经脊髓炎 , 则不能排除另眼受累的可能性 , 一旦
发生应及时合理治疗 .
 
关键字 视神经脊髓炎，开角型青光眼 , 皮质类固醇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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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42.9%（170/396）；有糖尿病者 106 例，占 26.8%
（106/396）；有高脂血症者 235 例，占 59.3%（235/396）；

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者 136 例，占 34.3%（136/396）。
138 例腔隙性脑梗死患者中，有高血压病者 70 例，占 50.7%
（70/138）； 有 糖 尿 病 者 81 例， 占 58.7%（81/138）； 有
高脂血症者 89 例，占 64.5%（89/138）；有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性心脏病者 57 例，占 41%（57/138）。

结论  （1）N-AION 与腔隙性脑梗死密切相关；（2）N-AION
还与高血脂、糖尿病及高血压密切相关；（3）对于 N-AION 患
者临床中应常规行 MRI 检查。
 
关键字 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腔隙性脑梗死 / 塞；糖尿病；
高血压病；核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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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MOG 抗体阳性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一例
郝美玲 , 韦企平 , 孙艳红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视 神 经 脊 髓 炎 谱 系 疾 病（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NMOSD） 的 概 念 于 2007 年 被 提 出 [1]， 根 据
Wingerchuk 等（2014 年） 新 提 出 的 NMOSD 诊 断 标 准，
NMO-ON 可 归 入 视 神 经 脊 髓 炎 谱 系 疾 病（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 NMOSD）。 2015 年 国 际 视 神
经脊髓炎（neuromyelitis optica，NMO）诊断小组修订了它
的诊断标准 [2]。NMOSD 是指病理机制与 NMO 相似，但病
灶和临床表现不完全符合 NMO，包括：（1）长节段横惯性
脊髓炎、复发性双侧视神经炎和孤立性视神经炎；（2）NMO 

伴有器官特异性或非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疾病；（3）伴有颅
内病灶的不典型病例；（4）亚洲视神经炎型多发性硬化 [2]。
大 约 90%NMO 患 者 和 50% NMOSD 患 者 NMO-IgG 抗 体
（aquaprorin 4，AQP4 抗体）阳性 [3]，而在 AQP4 抗体血清
阴性组中有 21.1% 的患者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抗体 (myelin 
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MOG) 阳性。MOG 抗体阳性
的 NMOSD 患者较少见，在儿童尤其少见，笔者现将我院收治
的一例儿童 MOG 抗体阳性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患者的临床
诊治经过报道如下。

Methyl 3,4 dihydroxybenzoate (MDHB) is a small molecule 
that shows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in vitro and in a 
photoreceptor-degenerative mouse model. Here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MDHB protects retina in a mouse 
model of acute ocular hypertension (AOH) and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OH was induced in mice by 
increasing intraocular pressure to approximately 90 mmHg 
for 60 min, then MDHB or vehicle was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daily up to 7 days. Immunostaining and multi-
electrode array recordings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retinas receiving the treatments. 
Western-blotting was applied to test the expression of 
several proteins related to oxidative stress and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initiated signaling. 
Results showed that AOH injury reduced the number of 
Brn3a-stained retinal ganglion cells (RGCs) and ChAT-
amacrine cells; thinned the inner retinal layers and induced 
apoptosis. Physiologically, AOH decreased the response 

of OFF and ON-OFF RGCs. All of these changes were 
reversed by MDHB-treatment. Mechanistically, MDHB 
appeared to work on three parallel pathways: (1) MDHB 
decreased the produc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the expression of 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 (Nrf2) and cytosol heme oxygenase 1 (HO-1); (2) It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BDNF and its receptor 
tropomyosin-related kinase B (TrkB), and activated the 
downstream AKT pathways; (3) It inhibited reactive gliosis 
by reducing GFAP and Iba-1 expression. Thu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MDHB protects retina against AOH injury 
by inhibiting oxidative stress, activating the BDNF/AKT 
signaling and inhibiting inflammatory pathways. Therefore, 
MDHB may serve as a promising candidate to treat retinal 
ischemia.
 
Keywords retinal ganglion cell, ischemia, BDNF, oxidative 
stress, gl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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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易忽视的罕见的遗传性视神经萎缩

认知行为干预对青光眼手术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自护能力及睡眠
质量的影响

韦企平 1, 孙艳红 1, 周剑 1, 王慧博 2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2. 北京市宣武中医院眼科

苏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随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和逐渐普及，Leber 家族遗传性病变和常
染色体显性视神经萎缩（ADOA）已通过基因检测得到及时诊断，
并在临床上为大多数眼科医师认识，减少了因困惑于病因而滥
用不必要的许多检查和浪费医疗资源。但临床上仍有部分和遗
传相关的视神经病变或视神经萎缩，因罕见而即使接诊也易被
临床忽视或漏诊。我们认为，除在分子遗传学领域拓展检测项目，
并将该类检测逐步下移基层外，更应加强临床普及，认识不同
遗传视神经疾病的发病特点，以便尽早发现和及时确诊，并为
优生优育提供依据。

本文介绍常染色体隐性视神经萎缩 (autosomal recessive optic 
atrophy, AROA)，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伴其他神经系统或全身体征（包括 . 常染色体
显性视神经萎缩伴先天性耳聋、. 常染色体显性视神经萎缩伴进

行性听力下降和共济失调、常染色体显性视神经萎缩伴耳聋，
眼肌麻痹和肌病、. 常染色体隐性视神经萎缩伴进行性听力下降，
四肢痉挛性瘫痪，精神颓废、性连锁隐性视神经萎缩伴共济失调，
耳聋，四肢瘫痪和反射消失、Behr 综合征 - 又称复杂遗传性婴
儿视神经萎缩 以及 Wolfram 综合征等），以及继发于其他遗传
疾病的视神经病变（包括数种）。现仅以常染色体隐性视神经
萎缩为例介绍其临床特点如下。

常染色体隐性视神经萎缩通常在 3 ～ 4 岁前就能发现。其父母
多为近亲结婚。临床表现为一段时间内视力进行性下降伴眼球
震颤，之后视力可稳定。视野多为旁中心暗点。视盘完全萎缩
且凹陷加深。该病致病基因仍不明确，一个法国家系突变位点
可能位于染色体 8q21-22。若有全身合并症又称 Behr 综合征。

目的 : 分析探讨青光眼行手术治疗患者给予认知行为干预对于改
善患者负面情绪、自护能力以及睡眠质量的效果。

方法 : 选择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本院收治的青光眼患者
60 例进行研究，按照随机原则分为两组，各 30 例患者。对照
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结合认知行为干预，分析
对比两组患者的负面情绪、自护能力以及睡眠质量的差别。

结果 :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SDS、SAS 评分差异不明显，无统
计学意义（P ＞ 0.05），护理后两组均有所改善，组内差异（P

＜ 0.05），但是观察组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
（P ＜ 0.05），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者的自护能力评分为
（89.3±4.4）分、睡眠质量评分为（5.1±1.1）分，对照组分
别为（78.3±3.8）、（11.4±3.3），经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 对于青光眼手术患者，采取认知行为干预能够显著改善患
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有助于提高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改善
患者的睡眠质量，有利于加强患者手术预后表现，适合在青光
眼的临床护理中应用。

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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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e 瞳孔 1 例

始料未及

张爱迪 , 李艳 , 张文芳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吴胜君
1.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报道 1 例 Adie 瞳孔，加深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对患者眼科及全身相关检查进行分析。

结果：患者男，36 岁，以“右眼视物不清一月”就诊。患者于
一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眼视物不清，无其他伴随症状来诊。
既往史无特殊。查体：裸眼视力：右眼：0.6，矫正不提高；右
眼裂隙灯下可见虹膜蠕动现象，右眼瞳孔欠规则 6mm，直接光
反消失，间接可见，RAPD（-）眼底未见明显异常；右眼眼压
13mmHg, 左眼查体未见明显异常。神经系统查体双侧膝反射
对称存在，辅助检查：头颅及眼眶 MR：未见明显异常； VEP

及视盘 OCT：未见明显异常；胸腺 CT 未见明显异常；行毛果
芸香碱试验（+）。

结论：临床上 Adie 瞳孔较为少见，需行毛果芸香碱试验即可确
诊，但要注意排除 Adie 综合征：其发生率为十万分之 4-7，除
了 Adie 瞳孔的表现外，可伴有胸腺瘤，还有深反射消失等特征。
本例患者考虑为单纯 Adie 瞳孔，无明显感染及外伤性诱因，病
因不明，目前给予低浓度毛果芸香碱点眼治疗改善症状，仍需
密切随诊观察病情变化。
 
关键字 Adie 瞳孔

目的：通过介绍一例罕见的硬脑膜动静脉瘘患者疾病情况，深
刻对该类疾病的认识，并掌握此类疾病的处理原则。

方法：报告一例硬脑膜动静脉病例，结合文献进行分析讨论。
 
结果：患者青年肥胖女性。发作性视物模糊，视力下降伴耳鸣，
颅内血管杂音，眼眶及同侧
头痛半年余。当地医院诊断：双眼视神经炎。予激素冲击治疗
后序贯减量，效果不佳。为行进一步诊疗来我科。既往：颅底
骨骨折；右侧耳漏。入院查体：生命征平稳，体重：100kg，
BMI：35.9。眼科查体：VOD：0.01，VOS 0.1。双眼前节均
未见明显异常。双眼眼底：视乳头呈火山口样水肿，边界不清，
静脉迂曲扩张。眼压：双眼 Tn。眼眶 MRI 示：T2 序列冠状位
及矢状位双眼球后“T 字征”，蛛网膜下腔长节段增宽。视神

经 OCT 示：双眼视乳头水肿。入院诊断：特发性颅高压。入院
后完善腰椎穿刺（初压为 [>300]mmH20），头颅 MRV、头颅
DSA。明确诊断：右侧后颅窝硬脑膜动静脉瘘。转入神经内科行：
右侧后颅窝硬脑膜动静脉瘘部分栓塞术及静脉窦支架置入术。
视力、耳鸣及颅内血管杂音均好转出院。
 
结 论： 硬 脑 膜 动 静 脉 瘘（duralarteriovenousfistulas，
DAVFs）多见于成年人。本例硬脑膜动静脉瘘形成后，表现为
颅内压增高至视神经受压，视力下降，临床较为罕见。对于视
力下降及颅内血管杂音需警惕硬脑膜静脉瘘可能，必要时进行
全脑血管造影协助诊疗。临床上应与 CVST 鉴别。
 
关键字 硬脑膜动静脉瘘 颅高压 CV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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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CG 对高糖介导的 Müller 细胞中 NLRP3 炎症体调控作用的研究

MOG 抗体在慢性复发性炎性视神经病变中的临床意义研究

都景霞 , 宋鄂 , 朱曼辉 , 王立
苏州大学附属理想眼科医院

邱怀雨 1, 周欢粉 2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2.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iabetic retinopathy，DR）是工作人群
致盲的第一位眼病。Müller 细胞是贯穿神经视网膜全层特化的
神经胶质细胞，释放多种促炎因子，是炎症因子的主要来源。
NLRP3 炎症体是由 NLRP3、ASC、Caspase-1 组成的蛋白复
合体。NLRP3 炎症体激活促进炎症因子 IL-1β、IL-18 的分泌，
诱导细胞焦亡调节宿主免疫反应。茶多酚（EGCG）是绿茶的
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抗炎的作用。本实验研究 EGCG 对高糖
介导的 Müller 细胞中 NLRP3 炎症体的影响。方法：体外培养
原代大鼠视网膜 Müller 细胞 20、30、40mM 的高糖培养基及
10、20、30μM 的 EGCG 混合培养基中，采用 Western Blot 
方法测量蛋白表达；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ELISA) 检测 Müller 细
胞上清液中炎症因子 IL-1β 和 IL-18 的含量；采用 TUNEL 方
法检测 Müller 细胞焦亡情况。结果：高糖上调 NLRP3 炎症
体 NLRP3、ASC、Caspase-1 蛋 白 的 表 达，30mM 的 高 糖

对 NLRP3 炎症体作用最强，并呈浓度依赖性（p ＜ 0.05）。
高糖上调 GSDMD 蛋白的表达（p ＜ 0.05），同时炎症因子
IL-1β、IL-18 分 泌 增 加（p ＜ 0.05）。30mM 高 糖 条 件 下，
Müller 细 胞 焦 亡 数 量 明 显 增 加（p ＜ 0.05）。EGCG 抑 制
NLRP3 炎症复合体蛋白 NLRP3、ASC、Caspase-1 的表达（p
＜ 0.05）；EGCG 抑 制 GSDMD 的 表 达 及 炎 症 因 子 IL-1β、
IL-18 分泌（p ＜ 0.05）。20μM 的 EGCG 的对 NLRP3 炎症
体及炎症因子的抑制作用最强。同时 20μM 的 EGCG 可以明显
抑制高糖引起的 Müller 细胞焦亡（P ＜ 0.05）。结论：EGCG
通过抑制高糖介导的 NLRP3/IL-1β 通路的激活，使 Müller 细
胞焦亡减少。从而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关键字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Müller 细胞 NLRP3 炎症体 EGCG

目 的： 分 析 髓 鞘 少 突 胶 质 细 胞 糖 蛋 白 抗 体（myelin 
olIg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 antibodies,MOG-IgG） 在
慢性复发性炎性视神经病变（chronic relapsing inflammatory 
optic neuropathy ,CRION）中的临床意义。并比较 MOG-IgG
阳性和 MOG-IgG 阴性 CRION 患者的临床特点。

方法：收集 2015 年 12 月至 2018 年 4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北京朝阳医院眼科诊断为 CRION 患者的病例资料并随
访至少一年。根据 MOG-IgG 的检查结果分为 MOG-IgG（+）
CRION 与 MOG-IgG（-）CRION，比较两组在男女比例、发
病年龄、初次发病眼别、初次发病视力、视力预后、复发及影
像等方面的特点。

结果： MOG-IgG（+）CRION 组中 6 例（23.1%）患者初次
双眼发病，MOG-IgG（-）CRION 组初次均为单眼发病。随访
中 MOG-IgG（+）CRION 组有 20 例（76.9%）累及双眼，明

显高于 MOG-IgG 阴性组（21.5%）组（P<0.001）。年平均
复发次数 MOG-IgG（+）组（3.36±0.90）明显高于 MOG-
IgG 抗体阴性组（2.55±0.69）（P=0.015）。在随访时间内，
10 例（38.5%）MOG-IgG（+）CRION 组伴有颅脑或脊髓病
灶引起的其他神经系统症状，明显高于 MOG-IgG（-）组（0
例）（P=0.006）。 眼 眶 核 磁 检 查 结 果 显 示 MOG-IgG（+）
CRION 组更容易累及二个节段及以上部位（P=0.014）。

结论：在 CRION 患者中，MOG 抗体对于疾病诊断、治疗及转
归有重要临床指导意义，应引起高度重视。具体表现为 MOG-
IgG（+）CRION 发病年龄较轻，易累及双眼，且累及的视神经
节段较长，容易复发。随访过程中，更容易出现颅脑及脊髓等
神经系统症状。
 
关键字 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抗体（MOG-IgG）；慢性复发
性炎性视神经病变（C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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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型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的临床特点分析

误诊为双眼视神经炎的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1 例

董玉 1,2, 周欢粉 2, 徐全刚 2, 孙明明 2, 魏世辉 2

1. 云南省中医医院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张爱迪 , 李艳 , 孙莉 , 张文芳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成人型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LHON）的临床特
点。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眼科 2010
年 3 月 ~2018 年 1 月收治的 18 岁以上（成人型）65 例确诊
LHON 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患者的的发病年龄、既往病史、
视力、瞳孔及相对性瞳孔传入障碍（RAPD）情况、电脑视野、
mtDNA 突变位点、视盘平均神经纤维层厚度（Ave RNFL）、
视觉诱发电位（VEP）等相关资料，总结本类患者的发病特点
及眼科专科检查特点。结果：65 例（125 眼）患者发病年龄
18-65 岁，平均 29.74 岁，中位数 26.00，其中男性 60 例（119
眼），女性 5 例（6 眼），男：女为 12：1。表现为双眼同时
视力下降的 37 例（56.92%），表现为双眼先后视力下降的
23 例（35.38%），表现为单眼视力下降的 5 例（7.69%）。
有既往病史的 25 例。随着病程的延长，视力损害程度逐渐加
重。瞳孔对光反射灵敏 26 例（40%），对光反射迟钝 38 例
（58.46%），对光反射消失 1 例（1.54%），RAPD 阳性 19

例（29.23%）。电脑视野 68.33% 表现为中心及中心偏上暗
点。65 例患者 mtDNA 突变位点检查均为阳性，单基因突变 61
例（93.85%），多基因突变 4 例（6.15%）。单基因突变病
例 中，11778G>A 者 37 例（60.66%），14484G>A 者 8 例

（13.11%），11696G>A 者 6 例（9.84%）。病程 <3 个月者，
视盘 Ave RNFL 厚度增加者较变薄者多见，而病程 >6 个月者，
视盘 Ave RNFL 厚度变薄者较增加者多见。病程 <12 个月者，
视觉诱发电位 P2 波峰时值随病程延长而延长，病程 >12 个月者，
P2 波峰时值则无明显的延长倾向。结论：成人型 Leber 遗传性
视神经病变多见于中青年男性，以严重的双眼视力下降、瞳孔
对光反射迟钝、视野表现为中心及中心偏上暗点、随病程延长
视盘 Ave RNFL 厚度变薄为主要特点。

关键字 成人型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瞳孔对光反射；电脑
视野；视盘 Ave RNFL 厚度

目的：报道 1 例误诊为双眼视神经炎的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加深临床医生对此病的认识。

方法：对患者既往就诊资料进行分析，进行眼科及全身相关检查。

结果：患者男，19 岁，以“发现双眼无痛性视力下降半月余”
为主诉就诊。患者于半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双眼视力下降，
不伴视物变形或遮挡，不伴眼痛、眼球转动痛，不伴头痛、恶
心呕吐来诊。既往史无特殊。查体：裸眼视力：右：0.12，左：0.12；
双眼矫正不提高；RAPD(-)，眼底视乳头界欠清色红， C/D 
0.2，黄斑（-）；余眼科查体（-）；眼压：右 16mmHg，左
15mmHg。神经科查体未见明显异常。辅助检查：头颅及眼眶

MR：未见明显异常； VEP：双眼 P100 峰时值延迟，波幅降低；
双眼 ERG 未见异常；视野：双眼中心暗点。FFA 提示双眼视神
经炎？视盘 OCT 提示双眼视盘神经纤维层肿胀；行大剂量激素
冲击治疗后效果欠佳，血清 MOG、MBP 及 AQP4 抗体检测均
（-），后行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mtDNA 检测提示 11778
位点（+）。

结论：临床上，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是一种线粒体脱氧核
糖核酸（mtDNA）位点突变导致的母系遗传病，是目前最为
常见的遗传性视神经病变和线粒体病，最常见的突变位点为
11778,14484,3460 三个位点。该病多见于青年男性，常双眼
同时或先后发病，其预后和突变位点有关。本例患者双眼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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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英 -35 导致双眼视乳头水肿 1 例

继发于颅脑术后的眼缺血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观察

杨亚军
内蒙古红十字会赤峰朝聚眼科医院

孙莉 , 张文芳 , 张爱迪 , 杨义 , 李艳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达英 -35（炔雌醇环丙孕酮片）是临床常用的避孕药物，也用于
治疗妇女雄激素依赖性疾病，以及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高雄
性激素症状，常见的不良反应有恶心、呕吐，体重增加，情绪

改变、肝脏功能紊乱、黄褐斑等，但导致双眼视乳头水肿的未
见文献报道，本院遇到一例达英 -35 导致双眼视乳头水肿患者。
关键字 达英 -35 视乳头水肿

目的：探讨继发于颅脑术后的眼缺血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征。

方法：分析我院诊治的继发于颅脑术后的眼缺血综合征患者 5
例 9 只眼的临床特征，包括 BCVA、前后节照相、FFA、颈动
脉超声、TCD、MRA 等检查结果以及颅脑手术相关检查结果。

结果：5 例患者既往均有鞍区肿物切除术病史（包括鞍区脑膜瘤
3 例，垂体瘤 1 例，颅咽管瘤 1 例），术后规律复查未见肿瘤
复发征象，术后至少半年无明显诱因出现视力下降。5 例患者中
男性 3 例 5 只眼，平均年龄 56 岁。双眼发病占 80%，出现虹
膜新生血管 2 例 2 只眼，眼压均未超过 21mmHg，9 只眼眼底
均有动脉变细、静脉轻度扩张但不迂曲的基础改变，2 例 3 只
眼出现视乳头水肿，4 例 8 只眼出现视盘新生血管及盘周血管
吻合支，2 例 3 只眼出现视盘旁线状出血，1 例 2 只眼出现后

极部点片状出血及片状棉绒斑，黄斑区反光欠清，2 例 4 只眼
出现黄斑区神经纤维层变薄征象。1 例 1 只眼出现玻璃体积血，
所有患者 TCD 检查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颈内动脉狭窄。所有患者
均行营养神经、改善循环、抗氧化损伤等治疗，并根据 FFA 提
示行视网膜激光治疗，1 例玻血患者行玻璃体切割及视网膜激光
治疗，治疗后虹膜新生血管完全消退，视盘新生血管部分消退。

结论：继发于颅脑术后的眼缺血综合征多见于中年男性，双眼
发病，常出现于颅脑手术后，考虑与原发肿瘤的压迫及术后局
部缺血再灌注损伤有关，病情程度不等，高危因素及发病机制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字 颅脑术后 眼缺血综合征

书面交流

出现急性视力下降，眼底双眼视盘充血，盘周毛细血扩张，轻
度迂曲，视野、VEP、视盘 OCT 均提示异常，头颅及眼眶 MR
排除颅内占位性病变，激素冲击效果欠佳，患者无明显家族史，
结合患者发病年龄及眼部检查结果，考虑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
病变可能，行 mtDNA 突变位点检测提示 11778 位点阳性即明

确诊断。此类患者临床罕见，诊断困难，常需与其他视神经疾
病鉴别，行 mtDNA 检测可明确诊断，此病尚无明确有效药物
治疗方法，目前仍需密切随诊观察病情变化。
 
关键字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235

BBS7 基因新突变导致 Bardet-Biedl 综合征

一例视神经萎缩引发的思考

邢东军 , 李志清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王春艳 , 王雨生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患者，女，35 岁。因“双眼视物模糊半年，伴眼前黑影遮挡，
右眼 1 年 4 月，左眼 10 月”2018 年 3 月于我院就诊。患者
2016 年 11 月出现“右眼前黑影遮挡”，2017 年 5 月出现“左
眼视物模糊，伴黑影遮挡”，2017 年 2 月及 8 月曾于当地医
院就诊，分别诊断“右眼玻璃体混浊”，“双眼玻璃体混浊”。
无家族史，既往：32 岁闭经。2017 年 10 月检查发现“双侧卵
巢萎缩”。专科检查：矫正视力：右眼 -1.00DS/-0.50DC×80
由 0.1 → 0.4-2；左眼 -0.75DS/-0.50DC×90 由 0.1 → 0.25-
1。双眼前节安静。眼底：双眼视盘边界清，色淡，颞侧视盘为
著，C/D 约 0.3，黄斑中反可，视网膜平伏。视盘 OCT：除下
方外双眼神经纤维层变薄。视野检查：双眼颞侧偏盲。视觉电
生理检查：双眼 F-ERG 各项反应未见异常，右眼 P-VEP 峰时
可，幅值降低，左眼 P-VEP 峰时延迟，幅值降低，双眼 F-VEP
波形存在。化验：垂体泌乳素：2000mIU/L。头颅平扫 + 眼眶

增强 MRI：1. 鞍区占位病变，考虑垂体大腺瘤；2. 眼眶 MRI 增
强扫描未见异常。2018-4 于我院行“内镜下经鼻蝶垂体腺瘤切
除术”。术后 1 年，矫正视力：右眼 -1.50DS/-0.50DC×70
由 0.3 → 0.8；左眼 -1.00DS/-0.50DC×90 由 0.4 → 1.0-4。
眼部检查基本同前。视野检查：双眼颞侧上方 1/4 象限视野缺
损。患者发病早期两次于当地医院就诊，均诊断“双眼玻璃体
混浊”，误诊的原因，第一固定的思维，眼前黑影，没有详细
询问是黑影飘动还是固定黑影，认为是飞蚊症；第二患者叙述
不清，门诊就诊病人的时间有限，与患者接触的时间有限，如
何能在短时间内问到有用的信息，准确把握病情，减少误诊的
几率，这需要医生的耐心与细心，同时需要医生扎实的基本功，
避免固定思维。从该患者的病情转归，可以看到，及时的手术，
解除对视交叉的压迫，患者的视功能得到恢复，视野好转。

目的：本课题目的是研究一例 Bardet-Biedl 综合征家系（图 1）
的致病基因突变。

方法：根据先证者（图 2-3）眼部及全身表现明确诊断后，运用
新一代测序技术（包含 381 个遗传性视网膜疾病致病基因）对
该家系的先证者进行高通量测序，经原始数据处理、生物信息
学分析初步确定候选致病基因突变；然后通过 Sanger 测序方法
对家系进行共分离验证。

结果：通过高通量区域捕获测序，发现先证者的 BBS7 基因突
变 c.728G>A（p.C243Y）和 c.349T>C（p.S117P），这两

个突变位点分别位于两等位基因，c.349T>C基因突变为新突变，
该突变位点来源于父亲。BBS7 基因突变位点 c.728G>A 已有
报道 [1]。

结 论： 本 研 究 在 一 例 Bardet-Biedl 综 合 征 家 系 中 找 到 了 的
BBS7 基因新发突变位点 c.349T>C，扩大了该基因的突变图谱。
BBS7 基因发生 c.349T>C 突变很可能与 Bardet-Biedl 综合征
密切相关。Bardet-Biedl 综合征新突变位点的发现，对该病的
临床诊断和未来基因治疗有重要意义。

关键字 BBS7，基因，Bardet-Biedl 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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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真凶

不明原因视神经萎缩两例

崔红培 1,2, 周欢粉 2, 徐全刚 2, 魏世辉 2

1.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 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2.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崔红培 1,2, 周欢粉 2, 徐全刚 2, 魏世辉 2

1.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 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2.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目的：癌症患者双侧视乳头水肿需仔细甄别。

方法：介绍 2 例癌症患者双侧视乳头水肿的临床资料。

结果：患者 1，女，61 岁。头痛、双眼视力下降 2 月，伴间断
头痛、恶心、呕吐，情绪低落。2016 年行“肺癌切除术”，病
理：浸润型腺癌。查矫正视力：双眼 0.5，双视盘水肿隆起，盘
周出血，黄斑水肿。视野：双眼环形暗点。OCT：双眼视盘神
经纤维层增厚，盘斑间神经上皮脱离。总胆固醇 6.73mmol/L，
血癌胚抗原：97.01μg/L。颅内压：>320mmH2O。脑脊液：
淡黄色，微浊，白细胞 12×106/L，癌胚抗原 588μg/L。脑脊
液涂片见退变核异型细胞，考虑腺癌细胞。头颅 MRI：双侧视

神经蛛网膜下腔增宽，右侧顶叶小圆形强化病灶，枕叶局部软
脑膜强化。转肿瘤内科治疗。患者 2，女，24 岁。双眼阵发性
黑矇 55 天，体位改变明显。2018 年行“甲状腺切除术”，病
理：甲状腺乳头状癌。查双眼 1.0，双视盘充血水肿，边界模糊。
视野：双眼生理盲点扩大。OCT：双眼视盘神经纤维层增厚。
头颅 MRI+MRV：空泡蝶鞍，双侧视神经蛛网膜下腔增宽，右
侧横窦、乙状窦移行处狭窄。DSA：左侧横窦狭窄。给予抗凝、
降颅压治疗，病情好转。

结论：癌症患者的双侧视乳头水肿易被误诊为癌转移。本组患
者 1 例为癌性脑膜炎，1 例为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应打破常
规思维，仔细甄别。

目的：警惕双眼视神经萎缩罕见原因。

方法：介绍 2 例双眼视神经萎缩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患者 1，男，32 岁。主诉：双眼视力下降 22 年，加重 3 月。
10 岁配镜时发现双眼视力不能矫正正常，当地诊断“双眼视神
经萎缩”，治疗无效。入院查体：矫正视力：右眼：0.4+，左眼 0.3，
双眼视盘边界清，色灰白，颞侧见萎缩弧，视网膜豹纹状改变，
黄斑中心凹光反射弥散。FVEP：双眼 P2 波峰时值及波幅可。
视野：右眼正常，左眼生理盲点略扩大。OCT：双眼视盘、黄
斑神经纤维层均变薄。眼眶 MRI：双侧视神经纤细。Leber 遗

传性视神经病变线粒体 DNA：未见突变。迈基诺视神经萎缩相
关基因：OPA1 突变。患者 2，男，52 岁。主诉：双眼视力下降，
右眼 15 年，左眼 4 年。入院查体：右眼：手动 /30cm，左眼：
0.02，矫正无助。右眼 RAPD（+），双眼视盘边界清，色灰白，
黄斑中心凹反光不清。眼眶 MRI：双眼视神经纤细，蛛网膜下
腔增宽。OCT：双眼视盘和黄斑神经纤维层均变薄。FVEP：右
眼 P2 波峰时值相对左眼延迟，双眼波幅降低。Leber 遗传性视
神经病变线粒体 DNA：未见突变。迈基诺视神经萎缩相关基因：
OPA3 突变。

结论：对于临床不明原因双眼视神经萎缩患者，应重视基因检查。

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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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治性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治疗策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 视神经炎激素治疗并发 CSC 一例

侯豹可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于荣国 , 李志清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目的：对 NVG 患者，分别应用两种手术策略，分析比较内窥镜
下睫状体光凝联合玻璃体手术治疗难治性 NVG 的临床效果

方法：前瞻性临床研究，随访期 6-12 个月。2017.6-2018.1
随机入院青光眼房角关闭期 NVG 患者 12 眼，分为 2 组：A 组
采用内窥镜下睫状体光凝 + 玻璃体切除 +PRP 手术，B 组采用
青光眼阀植入手术，两组均在术前行玻璃体腔抗 VEGF 注药，
必要时行白内障超声乳化及人工晶体植入术（二期）。观察指标：
术前及术后眼压、BCVA、术后眼底原发病情况及手术成功率，
术中及术后并发症情况。所得数据（眼压，BCVA）应用 SPSS
软件进行处理。

结果：两组术前眼压、BCVA 无明显差异，均完成临床操作，
无手术操本身作引起的并发症。A 组入组 5 眼，CRVO 2 眼，
DR 2 眼 Coast 病 1 眼，术后 3 月、6 月及 12 月眼压均在正常
范围（1 眼用 2 种抗青药物）；最终随访期后视力较术前有较大

提高，BCVA 0.02-0.1 3 眼，＞ 0.1 2 眼（卡方检验，P ＜ 0.05）；
5 眼屈光介质透明，眼底清晰可见，原发病无复发；B 组 7 眼，
玻璃体手术术后 2 眼，CRVO 3 眼，DR 2 眼。术后 3 月、6 月
及 12 月眼压正常范围内 5 眼；BCVA HM-0.02 3 眼，0.02-
0.1 3 眼，＞ 0.1 1 眼（卡方检验，P ＜ 0.05）；2 眼虹膜新生
血管增加行视网膜周边冷冻 +TCP 治疗。A、B 两组比较，术后
眼无明显差异（T 检验，P ＞ 0.05），BCVA A 组优于 B 组（T
检验，P 小于 0.05）。

结论：对于青光眼房角关闭期 NVG，内窥镜下睫状体光凝联合
玻璃体手术是一种较好的治疗策略，术后患者远期 BCVA 优于
青光眼阀植入术。

关键字 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内窥镜下睫状体光凝，玻璃体手术，
青光眼阀

患者：男性，37 岁。 主诉：双眼视力下降 2 月，右眼加重一周。
现病史：两个月前外院先后诊断为“双眼葡萄膜炎、双眼视神
经炎”，曾有双眼眼球转动痛，目前双眼百利特 TID 点眼，治
疗效果欠佳。
既往史：5 年前左眼 神经上皮层脱离，4 年前双眼 神经上皮层
脱离，诊断为 CSC OU; 具体治疗不详 , 已痊愈。
患者否认全身其他疾病病史及过敏史， 2019-01-25 风湿免疫
检查：IgE 233.0 IU/ml 抗链“O”253.0 IU/ml。
眼科检查
矫正视力：VOD 0.3，VOS 0.8 眼压：OD 15.3mmHg，OS 
18.0mmHg

眼部检查： 右眼 RAPD（+）；双眼前节未见明显异常，玻璃
体轻度混浊；眼底：双眼视盘边界不清，轻度隆起，表面毛细
血管充血，黄斑区可见数个黄白色点状病灶，边界清晰。视野
检查：双眼中心区域内可见不规则旁中心暗点；OCT 示双眼视
盘水肿，FFA 示早期视盘表面血管扩张，晚期视盘荧光渗漏，
黄斑区可见数个点状窗样高荧光。诊断为双眼视神经炎；双眼
陈旧性中浆。经试验性激素治疗后视力明显提高，双眼视野明
显改善，后给予患者口服激素治疗，并续惯减量。六周后，患
者诉右眼事无遮挡，遂复查双眼 OCT 以及 FFA+ICGA, 结果显
示双眼中浆复发，考虑到患者中浆复发的位置在中心凹以外，
可以行眼底激光治疗，另外患者目前视神经炎对激素治疗较为

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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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膜角膜内皮综合征继发青光眼合并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1 例

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 EDI OCT 分析

温银萍 1, 林思勇 1, 郑伟 1, 李志清 2

1. 天津爱尔眼科医院   2.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韩梅 , 马楠楠 , 丛春霞 , 李立 , 王健
天津市眼科医院

患者男性，35 岁，主因“右眼突发视物不清半个月”，以“右
眼孔源性视网膜脱离”收入院。患者 1 周前于外院诊断“右眼
青光眼”给予药物治疗，2 天前复诊时发现右眼视网膜脱离该院
建议手术。既往体健，无家族性遗传性疾病史，我院行眼科检查：
右眼视力：HM/10cm，眼压：18.0mmHg，眼睑无红肿，挤
压泪囊区未见分泌物，球结膜无充血，角膜光滑透明 ,KP（-），
房闪（-），房中深 , 虹膜纹理模糊、后粘连，瞳孔移位、呈横
椭圆形改变约 5×10mm 大小，其上缘距上方角膜缘 2mm，晶

状体透明，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盘色略苍白，赤道部 10：00
位血管弓旁可见一马蹄形裂孔、约 4PD 大小，7:00-13:00 位
视网膜局限性隆起累及黄斑。入院后行右眼玻璃体切除联合硅油
填充术，术后第一日眼压为 40.0mmHg，给予降眼压药物治疗，
降压效果不明显，行前房穿刺放液降眼压治疗；检查眼底见网
膜复位佳，于玻璃体切除联合硅油填充术后 40 天，行硅油取出
联合小梁切除术，术后眼部按摩，眼压可降至 14.0mmHg。

目的：探究 NAION 患者的脉络膜厚度、视网膜厚度与 logMAR 
BCVA、视野的相关性。比较患者的脉络膜和视网膜厚度与健康
人之间是否有差异。

方法：纳入确诊的 NAION 患者 39 例 39 眼，同期纳入性别和
年龄匹配的健康体检者 44 名 44 眼。采用 SD-OCT 及 EDI 测
量，范围视盘周围 3.4 mm 区域 RNFL 平均厚度及上、下、鼻、
颞 4 个象限的 RNFL 厚度及脉络膜厚度，黄斑区神经纤维层
（RNFL）、神经节细胞层（GCL）、内丛状层（IPL）、外丛
状层（OPL）、内核层（INL）、外核层（ONL）、光感受器层
的厚度。所有受检者均行视野检查。评价 logMAR BCVA、视
野平均缺损（MD）与视盘周围 RNFL 平均厚度、脉络膜厚度、

黄斑区 RNFL、GCL、IPL、INL、OPL、ONL、光感受器层厚
度的相关性。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NAION 组 0.5、1、2、3、6 个月
的黄斑区 1mm 内 RNFL、GCL、IPL 厚度均明显变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NAION 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NAION 组 0.5、1、2、3、6 个月的黄斑区 3mm 内 GCL、IPL
厚度明显变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均 P<0.05)。视盘周围上
方、下方、鼻侧 RNFL 平均厚度与平均缺损呈中度线性正相关
（P<0.05）。 黄 斑 中 心 凹 1、3 mm 内 RNFL、GCL、IPL、
INL、OPL、ONL 和光感受器层厚度与 MD 均无明显线性相
关。NAION 组黄斑中心凹 1 mm 内 RNFL、GCL 与 log MAR 

书面交流

敏感，治疗正处在续惯减量阶段，为防止停用激素引起视神经
炎的复发，遂采用眼底激光治疗来控制中浆病情。激素治疗仍
续惯减量。三周后复诊，最佳矫正视力：VOU 1.0， 眼压：OD 
17.3mmHg，OS 16.0mmHg ; 视野检查：未见明显旁中心暗点；
OCT 示：视野神经上皮以完全恢复。

对于视神经炎患者应用激素期间如果诱发中浆复发可根据不同
情况采取不同方法：1. 如果眼底激光可以治疗中浆，就可不停
激素采取激光治疗；2. 如果不能使用激光治疗，可根据患者病
情选择停用激素或者减量。

关键字 视神经炎；激素；CSC; 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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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发 Adie 瞳孔的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1 例

基于高场磁共振成像技术对正常大鼠视网膜的解剖学观察

赵颖
青岛市市立医院

许庆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报告 1 例伴发 Adie 瞳孔的 NAION 病例。

方法：病例报告。

结果：患者男性，52 岁，因“右眼下方视物遮挡 1 周，视近模
糊 3 天”就诊。患者 1 周前右眼出现下方视物遮挡，前方以及
上方视力无下降，无眼红眼痛等不适，3 天前自觉右眼下方视物
遮挡加重，伴视近模糊。既往病史：2 型糖尿病史 10 年，高血
压病史 20 余年。入院检查：右眼矫正加小孔视力 0.5，左眼矫
正视力 1.0，右眼瞳孔散大强直，直径约 6mm，左眼瞳孔直接、
间接对光反应灵敏。眼底检查：右眼视盘上方呈苍白色边界模
糊的局限性隆起，视盘周少量放射状出血，左眼为拥挤视盘。
视野检查见右眼下方视野缺损。眼底荧光造影检查符合前部缺
血性视神经病变特征。0.1% 毛果芸香碱试验右眼瞳孔缩小而左
眼瞳孔正常。全身检查：双侧颈动脉狭窄，右侧为重度狭窄。

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排除感染性、压迫性、脱髓鞘性视神经病
变和瞳孔相关自主神经病变。诊断为“右眼 NAION、右眼 Adie
瞳孔”，给予改善循环、营养神经、抗凝治疗，建议至神经外
科治疗颈动脉重度狭窄。

结论：NAION 是我国血管神经眼科学的常见疾病，多与糖尿病、
高血压、动脉硬化、夜间低血压等全身异常以及视盘拥挤有关。
而 Adie 瞳孔多见于青年女性，病因不明，可能与睫状神经节病
毒感染有关。本例 NAION 患者具有明显缺血性疾病的危险因素，
而缺乏明确的炎症指标，推测其 Adie 瞳孔发生机制与睫状神经
节局部缺血有关。

关键字 瞳孔散大；非动脉炎性；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目的：研究大鼠视网膜的高场磁共振成像解剖。

方法：8 只 Sprague-Dawley 大鼠在扫描前麻醉（36% 的乌拉
坦溶液 0.083 mL /20 g，腹腔内注射）。采用高场强小动物磁
共振扫描仪（Varian, 9.0T），利用自旋回波序列进行增强扫描，

参数如下：重复时间为 1 秒，回波时间为 22.7 毫秒；视野为 4
厘米 ×4 厘米；层厚为 1 毫米；矩阵为 256×128；激励次数为 1。
对比剂使用钆喷酸葡胺注射液（0.1mmol/kg,Magnevist;Bayer 
Schering Pharma, Berlin, Germany），经腹腔注入（0.1mM 
Gd-DTPA/L/kg），注射后立即进行磁共振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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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VA 呈负相关 (P<0.05)；黄斑中心凹 3 mm 内 GCL 与 log 
MAR BCVA 呈负相关 (P<0.05)。

结论：视力、视野平均缺损程度与 OCT 检查的视盘周围及黄斑
区的视网膜、脉络膜厚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可以依据 OCT 的

参数变化来预测患者视功能恢复情况。

关键字 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光相干断层扫描，
增强深度成像，视网膜 ，脉络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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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大鼠视网膜的高场磁共振成像可分为三个带：紧邻玻璃
体的高信号内带，由神经节细胞层、内核层及相应的视网膜血
管组成；无血管的外核层及其感受器节段，表现为低信号；高
信号的外带，巩膜血管层。磁共振测得的视网膜 / 脉络膜复合体
厚度约为 282±43um。

结论：磁共振是一种无创且不受研究介质影响研究视网膜的有
效工具。
 
关键字 大鼠视网膜，磁共振

糖皮质激素对间接外伤性视神经病变的疗效及视力预后相关因素
分析

左眼眼外伤右眼开角型青光眼伴黄斑囊样水肿外板层孔一例

李东洁 , 岑令平
汕头国际眼科中心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五附属医院

殷心轩 , 李志清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目的：探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ONTT 方案）对间接外伤性视
神经病变的患者的疗效和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回顾分析自 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 10 月的 74 例 74
眼间接外伤性视神经病变的患者的临床资料。激素治疗（参考
ONTT 方案）组 38 例，保守治疗组 36 例。根据最终随访视力，
评价两种治疗方案的疗效（X2 检验）。通过单因素分析（X2 检验）
和多因素分析（Logistic 回归分析）筛出影响视力预后的相关
因素。

结 果： 患 者 平 均 年 龄 33±15 岁。 受 伤 到 治 疗 平 均 时 间
12.9±14.7 天。 平 均 随 访 时 间 为 10.6±14.1 周。 交 通 外 伤
（38.2%）为主要原因，其次依次为钝挫伤（20.6%），摔伤
（20.6%），工作相关外伤（11.8%），运动伤（2.9%）。共
41 只眼视力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好转率为 53.9%。最终随访
视力激素组 -1.44±0.63logMAR，好转率为 60.5%；保守治
疗组 -1.34±1.70logMAR，好转率为 50%，两组间视力差异

（P=0.527）及好转率（p=0.48）无统计学意义。去除伤后无
光感患者，激素治疗患者的最终随访视力 -0.67±0.64logMAR，
好转率为 73.3%；保守治疗患者的视力 -0.73±1.05logMAR，
好转率为 56.7%，两种治疗方案的视力预后（P=0.02）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好转率无统计学差异（X2=1.83，P=0.28）。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受伤时间到治疗的间隔时间（X2=9.36，
P=0.004）是影响视力预后的不良因素。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伤后有光感（OR=11.959，P=0.003）是视力预后改善的
有利因素。

结论：ONTT 方案治疗对视力预后无明显影响，伤后有光感的
患者激素治疗的视力预后优于保守治疗。受伤时间到治疗时间
以及伤后有光感是影响间接性外伤性视神经病变的视力预后的
因素。
 
关键字 外伤性视神经病变，糖皮质激素，预后

患者男，37 岁，主因右眼下降伴视物变形 2 个月。既往左眼
挫伤史 3 年，诊疗过程不详，视力光感。无糖尿病、高血压、

药 物 过 敏 史。 眼 部 检 查： 右 眼 裸 眼 视 力：0.25, 矫 正 视 力：
+1.50*30=0.3 眼压：58.3mmHg 视力外眼未见明显异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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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一例

糖尿病视神经病变与治疗

叶秋英 , 胡珊 , 周慧 , 李双农
深圳爱尔眼科医院

韩梅 , 丛春霞 , 李立 , 王健 , 段红涛
天津市眼科医院

患 者 男，50 岁。 以“ 右 眼 视 力 下 降 伴 视 物 遮 挡 1 年 余。”
为 主 诉， 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 就 诊 我 院。10 天 前 曾 外 院 就
诊为“高度疑诊多发性硬化”入院治疗，予以营养神经、活
血药物治疗，口服“甲泼尼松龙片 8mg”治疗 1 天，具体不
详，患者自觉视力略改善。既往体健。专科情况：视力：右眼
0.04，矫正 0.3；左眼 0.12，矫正 1.0。眼压（NCT）：右眼
13.0mmHg，左眼 13.0mmHg。24 小时动态眼压：右眼波动
在 10.7-14.7mmHg，左眼波动在 9.0-13.3mmHg。双眼前节
（-），右眼 RAPD(+)，晶状体密度增高，眼底视盘色淡界清，
C/D≈0.8，A:V≈1:2；黄斑区中心凹中心反光减弱，周边网膜
未见明显出血及渗出。左眼晶状体密度高，眼底视盘色正界清，
C/D≈0.5，A:V≈1:2；黄斑区中心凹中心反光减弱，视网膜未见
明显出血渗出。辅助检查：血尿常规、凝血四项、血糖、肝肾
功、血脂、ANCA 二项及风湿三项大致正常，感染四项均阴性。
FFA：右眼视盘颞上方早、晚期均为边界清晰的低荧光区；左眼

未见明显异常（图 1）。视野检查（30-2）：右眼下半侧视野缺损，
左眼大致正常（图 2）。OCT 检查示右眼视盘上方、下方盘周
RNFL 明显变薄，左眼大致正常（图 3）。VEP 右眼 P 波幅明
显降低，潜时延长；左眼 P 波幅和潜时均正常。眼眶 MRI 增强
检查示双眼视神经未见异常。双侧颈动脉系彩色超声示：双侧
颈动脉内中膜增厚，右侧颈动脉窦部斑块形成。睡眠呼吸监测示：
重度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以呼吸暂停为主，重度低氧
血症。诊断：1. 右眼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2. 右眼
正常眼压性青光眼 ? 3. 双眼屈光不正 4. 双眼玻璃体混浊 5. 睡
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重度）。治疗：予左氧氟沙星滴眼
液预防感染，灯盏细辛、甲钴胺片、复方樟柳碱、能量合剂及
鼠神经生长因子营养神经、活血、改善循环等对症治疗。
 
关键字 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临床表现，危险因素

目的：重视糖尿病视神经病变（DON）。

方法：文献回顾 DON。

结果：糖尿病史 5 年内的患者，视神经病变发病率约为 16％；

0 到 I 期的 DR 患者中有 25% 伴有视神经损害，而 V 期的 DR
患者 85％以上均有视神经异常。DON 可见于各期 DR 中， DR
越严重，发生 DON 的可能性越大。DON 与视网膜病变并发时，
症状容易被掩盖，在临床上容易被忽视，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因此早期识别 DON 非常重要。糖尿病性视乳头病变（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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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透明，前方深度可，瞳孔 2.5mm，对光反射迟钝，晶状体点
状混浊，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盘界清色淡 C/D=0.8；左眼裸眼
视力光感矫正无提高，眼压：55mmHg，角膜水肿，基质新生
血管长入，角膜结膜化，瞳孔开大，晶状体全白混浊，膨胀，
眼底窥不入。检查回报 UBM：右眼全周虹膜小梁夹角开放，睫
状体前旋 OCT：右眼 黄斑水肿，神经上皮层浅脱离，视网膜局

部劈裂。诊断为：1. 右眼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2. 右眼 黄斑
囊样水肿 3. 右眼 黄斑板层裂孔 4. 右眼 先天性白内障 5. 左眼 
陈旧性眼外伤 6. 左眼 角膜结膜化 7. 左眼 外伤性白内障针对该
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我们展开一系列讨论。
 
关键字 青光眼 眼外伤 黄斑囊样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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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体腔注射曲安奈徳治疗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一例

2 型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对瞳孔反射灵敏度的影响研究

孙静波 , 肖铮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孙静波 , 马明利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观察玻璃体腔注射曲安奈徳治疗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
视神经病变一例。

方法：选取临床一例确诊为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患者，因肾脏疾病病情不能控制无法耐受全身激素治疗，患者
有恢复视功能的迫切意愿，遂给予局部玻璃体腔注射曲安奈徳
注射液 1mg，观察患者视功能恢复情况及眼底视盘水肿消退情
况，以及眼局部安全性指标。

結果：患者注射后第一天患眼视力由 4/20 提高为 8/20，眼底
检查未查及视盘水肿明显改善，注射术后一周时复查视力降为
4/20，术后一个月时视盘水肿消退、术后三个月时视力稳定于

4/20，视野无明显改善。玻璃体腔注射药物术后三个月内复查
眼压始终处于正常范围，未见其他眼局部激素相关并发症。

结论：玻璃体腔注射激素治疗能够快速缓解非动脉炎性前部缺
血性视神经病变引起的视力下降，但效果不能稳定持久，可能
与患病病因未能解除、视神经缺血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患者
全身病情未能有效控制有关。可增加观察病例进一步评估局部
治疗方式的方法、效果及安全性，作为无法耐受全身激素治疗
的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患者的一种治疗选择。

关键字 玻璃体腔注射，曲安奈徳，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
经病变

目的：评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瞳孔反射的受损程度，寻找
瞳孔反射与视功能检查的相关性，为临床提供一种无创、准确
的客观检查方法。

方法：选择 40-60 岁的 20 例诊断为 2 型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的临床病例，以及 20 例同年龄组正常对照患者进行瞳孔对
光反射检查，眼部检查排除其他影响瞳孔因素，分别分析最佳
矫正视力，眼前节分析仪使用瞳孔检测程序进行瞳孔初始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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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性缺血性视神经病变（ION）需要进行鉴别。DP 好发于
年轻患者，多双眼受累，无症状或轻度视力下降。查体特征性
表现为视乳头轻度水肿，表面辐射状毛细血管扩张，可伴有线
状网膜内出血和硬性渗出。糖尿病性 ION，好发于中老年人，
多单眼急性起病，视力下降明显，一般 RAPD 阳性，眼底表现
为视乳头色淡，节段性或扇形水肿。非增殖期 DR 并发 DP 与
ION 的发病率高于增殖期 DR，研究发现：1. 小视盘、杯盘比
比值较小的患眼容易发生 DP、AION、视神经萎缩；2. 糖化血
红蛋白水平迅速降低的糖尿病患者最有可能发生 DP；3. DM 病
程较长、有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易发生 AION。治疗原发病即糖尿

病，但最好缓慢降血糖。

结论：当遇到小视盘、C/D 比值小于 0.18，长病程 DM 患者
时，应避免血糖下降过快，最好将 3 个月内的 HbA1C 最大降
幅控制在 1.5% 内，并行相关的检查以明确有无 DON。早期发
现 DON，尽早对神经细胞进行保护治疗；DON 的治疗提倡综
合性治疗，其中神经营养治疗可用于各类 DON。

关键字 糖尿病视神经病变，发病率，分类，鉴别，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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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cium Barbarum Polysaccharides improves visual function 
and mediates reactions of retinal glial cells in acute ocular 
hypertensive mice
Xuesong Mi1,Kwok-Fai So2
1.The 1st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2.GHM college of Neural Regeneration of Jinan University

Purpose:
Our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 of Lycium Barbarum polysaccharides (LBP) on 
retinal ganglion cells (RGCs) in acute ocular hypertensive 
(AOH) mice.  However, whether visual function would be 
recovered along with survival of RGCs remained unknown. 
As to the important element in neurovascular unit, the 
reaction of retinal glial cells during neuron damage from 
AOH insult is needed to be investigat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LBP on visual 
function change of AOH mice and glial change in AOH 
retina. 
 
Methods: AOH mouse model was established in unilateral 
eye for one hour by introducing 90 mmHg ocular pressure. 
The other eye was used as normal control. The animals 
were grouped and fed with LBP solution (1mg/kg) or 
PBS vehicle daily from 7 days before the AOH insult 
till sacrifice at day 4 post operation. Visual functions of 
mice were analyzed using optokinetic test (OKT) and 
electroretinography (ERG). The effects of LBP on retinal 
glial cells were examined by the glial cell number counting 
(for astrocytes and microglia) as well as the associated 

biomarker changes using S-100, GFAP, GS and AQP-4 as 
well as Iba-1.
 
Results:
LBP reduced RGC loss in AOH insult, which data was as 
same as our previous report. Under the treatment of LBP, 
the recovery of animal’s visual function was detected 
on OKT scores (0.218±0.013 cpd in LBP+AOH group 
vs. 0.150±0.014 cpd in PBS+AOH group, p=0.04, 
n=15) and amplitude of ERG waves (LBP+AOH group vs. 
PBS+AOH group as 27.76±1.79μV vs. 20.40±1.75μV in 
PhNR; 84±3% vs. 66±2% reduction of baseline values in 
a-waves; 67±2% vs. 59±3% reduction of baseline values 
in b-waves, p<0.01, n=15). The number of astrocytes and 
microglia were increased after AOH insult. However, less 
increased numbers were observed in LBP+AOH group 
compared to PBS+AOH group, showing with astrocytes 
(43.5% reduction, p=0.004, n=15) and microglia (25.9% 
reduction, p=0.005, n=15). Histologic data showed the 
changed shape and expression of retinal glia biomarkers 
for astrocytes, Müller cells and microglia in LBP+AOH 
group compared to PBS+AOH group.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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瞳孔收缩幅度、瞳孔收缩持续时间、瞳孔扩大持续时间、瞳孔
扩大最高速度等，所有指标进行组间比较。

結果：20 例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瞳孔初始直径为 2.34 
±0.56mm，患眼较正常对照组眼瞳孔直径 小（p<0.05 )；收
缩幅度为 1.16 ± 0.23mm，患眼收缩幅度降低 (p<0.01)。 患

眼瞳孔扩大幅度为 1.45 ± 0.42mm，患者患眼扩大幅度减小
（p<0.01）。
结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瞳孔直径、收缩幅度及扩大幅
度较正常人群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关键字 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瞳孔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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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个病例浅谈动眼神经麻痹

Association between anterior chamber depth and central 
macular thickness after intravitreal dexamethasone implant in 
eyes with retinal vein occlusion

郭佳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peng wang,Mei X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目的：通过收集临床典型病例，探讨动眼神经麻痹患者的评估、
病因、定位诊断及治疗方法。

方法：临床收集三个不同病因，典型动眼神经麻痹患者，遵循
神经内科定位定性 Midnight 诊断原则，结合患者病史、神经系
统查体、影像学检查等剖析患者病因以明确诊断。一方面从复
视患者询问病史、查体着手，复习动眼神经解剖学特点，掌握
动眼神经麻痹的评估，总结动眼神经麻痹的病因，尤其儿童患
者的疾病特点；另一方面，根据动眼神经解剖走形，从动眼神
经核病变、动眼神经束病变、蛛网膜下腔、海绵窦病变、眶尖
病变等五部分分析动眼神经麻痹患者病因。最后，探讨动眼神

经麻痹患者的治疗，分非手术和手术治疗两部分。

结果：动眼神经麻痹患者的病因中以微血管缺血和动脉瘤最为
常见，并总结归纳不常见病因。儿童患者与成人不同。依据患
者不同病因给予对症治疗。

结论：动眼神经麻痹病因复杂众多，需眼科和神经内科共同分
析以明确诊断，从而制定治疗方案。

关键字 动眼神经麻痹，病因，治疗

Purpose: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the 
association betweenanterior chamber depth (ACD) 
and central macular thickness (CMT)after intravitreal 
dexamethasone implant in eyes with central (CRVO) 
or branch retinal vein occlusion (BRVO) using anterior 
segment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S-OCT) an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OCT)

Methods:Forty eyes of 32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macular edema (ME) due to central or branch retinal 
vein occlusion (CRVO/BRVO) were treated with an 
intravitreal dexamethasone implant (Ozurdex) at baseline 
and evaluated until month 3and 6. ACD and CMT were 
measured at baseline、months 3 and months 6 using 
anterior AS-OCT and OCT respectively.Cli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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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LBP could improve visual 
function of AOH mice. The neuroprotective role of LBP is 
related to regulate the reactivity of retinal glial cells. The 
remolding effect of LBP on retinal astrocytes was also 
observed. However, further examination will be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morphological 
remolding.
 
Keywords  Neu rop ro tec t i on ;  Lyc i um Ba rba rum 
Polysaccharides; retinal ganglion cells; microg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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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兜转转这一回

神经纤维瘤病 I 型一例

张琳轶 , 陈利双
宁波市江东区眼科医院

杨义 , 张文芳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病史：因“双眼先后视物不见伴头痛伴双下肢麻木 2 天”入
院  。既往史：既往患有地中海贫血，结核史  。体检：视力：
双眼光感不确，瞳孔直径约 5mm，直接对光反射迟钝，屈光介
质清，眼底视盘界清，色淡，C/D0.3，黄斑反光可见。免疫五
项未见异常、生化全套未见异常、血常规未见异常、凝血功能
未见异常、血沉：30mm/h( 参考范围 0-20)。入院诊断：1、球
后视神经炎？ 2、癔症？入院后检查：   2019-01-10 颅脑 MR
平扫 + 增强：1、两侧侧脑室、额叶、胼胝体压部偏右多发新近
梗塞改变，结合临床病史，结核性血管炎所致？附见：左侧上
颌窦囊肿；鼻咽部 Thornwaldt 囊肿。双侧视神经增强扫描未见
明显异常。胸部 CT 平扫：双肺多发斑片影，感染考虑，右上肺
胸膜下少许慢性炎症考虑。诱发电位：SEP 双下肢 p40 波潜伏
期延长、双上肢正常范围； 双眼视神经 VEP 未引出。

补充诊断：感染性脑血管炎？
结核感染 T 细胞检测（结核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血

结核杆菌抗体测定：（-），痰涂片找抗酸杆菌三次： （-）。   
脑脊液穿刺 ：成功穿刺后即测压为 16cmH2O（无升高），脑
脊液清亮透明，无色。脑脊液白细胞计数：15（参考值《10） 
葡 萄 糖：2.32（ 参 考 值 2.20―3.90） 氯：133.90（ 参 考 值
118―132）。 涂片找抗酸杆菌（-）。
抗核抗体 :(+）ANA-IIFA 滴度：1:1280。
   修正诊断：自身免疫性脑炎？
   视神经脊髓炎抗体检测：抗 AQP4 抗体为 1:3200，抗 MOG
抗体：阴性                         抗 GFAP：阴性

 修正诊断：视神经脊髓炎

治疗：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500mg  静脉滴注 每天一次 *5
天，逐步减量；丙种球蛋白针  1.75g 静脉滴注  每天一次。
回访：家属诉病情无好转，身体无异常改变 

目的：报告一例要求眼科会诊的 I 型神经纤维瘤 病例报告：一位 16 岁的年轻男性因右下肢无力 1 月，神经内科
要求眼科会诊，眼科检查：视力：右眼：1.0 左眼：1.0 眼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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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systemic disorders, intraocular pressure, and 
visual outcomes were recorded. 

Results:The mean ACD in the diseased eyes at months 6 
was significantly shallower than in the eyes at baseline and 
month 3; The CMTin the diseased eyes at months 6 was 
significantly thinner than in eyes in baseline and month 3. 

Conclusions:Intravitreal dexamethasone treatment 
resulted in alterations in the macular thicknessand ACD in 
patients with BRVO/CRVO.These data showed that AC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MT changes after intravitreal 
dexamethasone treatment.

Keywords Central retinal vein occlusion, Branch retinal vein 
occlusion, Dexamethasone intravitreal im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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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治疗动眼神经麻痹有效性系统评价及网状 Meta 分析

利用 OCTA 探究 NAION 慢性期黄斑区和视盘周围的视网膜血管
密度

贾茜钰 1, 叶河江 2

1. 成都中医药大学眼科学院   2. 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

张馨予 , 童禹鑫 , 江冰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采用基于频率统计法数据填补策略的网状 Meta 模型分析
评价针灸治疗动眼神经麻痹的临床疗效。

方法 计算机检索 Cochrane Library、Pub Med、EMbase、
AMED、Nature、Science Online、
World Sci Net、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库 ( CB) 、中国期
刊全文数据库 ( CNKI) 、万方资源数据库建库至 2018 年 12 月
收录的随机对照试验 / 半随机对照试验 ( RCT/CCT) 文献，对
每项纳入的研究进行质量和偏倚风险评估。结果共纳入 12 项研
究、824 例样本。网状 Meta 分析结果显示，针刺 ( 10.9% ) 、

针刺 + 艾灸 ( 4.8% ) 、耳穴 + 中药 ( 4.2% ) 、针刺 + 中西药
(8.4% ) 、艾灸 + 西药 ( 3. 2% )  、中西药 ( 8.1% ) 、中药 ( 5.7% 
) 、针刺 + 西药 (7.2% ) ，针灸疗效最佳。针刺结合西药相较于
单纯使用西药具有优势 ( P ＜ 0.05) 。

结论：针刺、中药、西药为治疗本病的最佳疗法可能性大，但
确切疗效的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
 
关键字 动眼神经麻痹 ; 针刺 ; 网状 Meta 分析

目的：利用 OCTA 探究 NAION 慢性期黄斑区和视盘周围的视
网膜血管密度、视盘结构、GCC 丢失比与健康组的差异。

方法：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神经眼科专科门诊就诊并愿意参与本次研究的发病大于 3 个
月且视盘水肿已消退的 NAION 患者入组。并招募与这些患者性
别、年龄匹配的正常人群作为健康对照组。详细询问病史、一

般信息、血压、血脂、血糖情况，检测最佳矫正视力、视野（VFI、
MD、PSD）、眼压、眼前节、眼底，利用 OCTA 扫描黄斑区
和视盘周围不同层次的视网膜厚度及视网膜血管密度。

结 果：NAION 组 患 眼 18 只， 健 康 组 18 只。NAION 组 视 野
VFI（%）、 视 野 MD（dB）、 视 野 PSD（dB） 的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58.44 ±23.78、-15.20±7.73、10.97 ±3.78 与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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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16mmHg OS:18mmHg 双眼角膜透明，前房清，房闪（-），
双眼瞳孔直接对光反射及间接对光反射均正常，双眼虹膜表面
可见多发的棕褐色的粟粒样大小圆形结节，右眼眼底黄斑区血
管弓上方可见视网膜浅层血管异常，余未见明显异常。全身体
格检查发现皮肤上多出形状大小不一的牛奶咖啡斑，头颅 MR
提示：左侧丘脑及中脑内囊异常信号。上述检查因符合Ⅰ型神
经纤维瘤的临床诊断标准而被确诊。

讨论：神经纤维瘤病 ( NF) 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根据临
床表现和基因定位分为神经纤维瘤病 I 型和 II 型，可累及皮肤、
眼、神经、骨骼等多个系统。因此多学科会诊对该病的明确诊
断至关重要；此外神经纤维瘤患者病变的眼部损害在眼部的表
现各种各样，几乎可累计眼部的各结构，对这类病人的会诊应
该仔细而谨慎

关键字 I 型神经纤维瘤；多学科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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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珠单抗玻璃体腔注射联合激光治疗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黄斑水
肿

Choroidal vascular changes in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stenosi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in Chinese population

史凯 , 徐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Shuang Li1,Xuqiang Lang1,Hongyang Li1,Wei Wang1,Yanling Wang1,Kang Wang1,Shuang Li1,Xuqiang Lang1,Hongyang 
Li1,Wei Wang,Yanling Wang1,Kang Wang1
1.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目的：观察和分析雷珠单抗玻璃体腔注射联合视网膜激光光凝
术治疗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branch retinal vein occlusion, 
BRVO）继发黄斑水肿（macular edema,ME）的疗效。

方法：选择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我组收治的 42 例（42
眼）BRVO 继发黄斑水肿患者 , 随机分为 2 组，单纯黄斑区格
栅样光凝组作为对照组，雷珠单抗联合黄斑区格栅样光凝作为
实验组，每组各 21 例（21 眼）。实验组给予玻璃体腔注射雷
珠单抗 0.05mL（0.5mg），每次间隔 1 月，第 1 次注射雷珠
单抗 7 天后行黄斑区格栅样光凝治疗。连续随访 3 个月，观察
并分析治疗后 1、4、8、12 周两组患者的最佳矫正视力（BCVA）、

黄斑中心视网膜厚度（CMT）和眼内压（IOP）。
结果：术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BCVA、CMT 值相近（P〉0.05）；
术后 4、8、12 周两组患者的 BCVA 较术前显著增高、CMT
值较术前显著降低（P〈0.05）；术后 8、12 周实验组患者的
BCVA 值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CMT 值显著低于对照
组患者（P〈0.05）。术前、术后 4、8、12 周两组患者的 IOP
测定值组间、组内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
均未出现眼内感染、晶状体浑浊加重、IOP 升高等并发症。

结 论： 雷 珠 单 抗 玻 璃 体 腔 注 射 联 合 视 网 膜 激 光 光 凝 术 治 疗
BRVO 继发黄斑水肿较单纯黄斑区格栅样光凝术疗效更显著。

Objective: To evaluate choroidal vascularity index (CVI) 
in eyes with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ICA) stenosis using 

binarization tool in enhanced depth images scanned by 
spectral domain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书面交流

组 数 值（98.15 ±1.69、-1.35 ±1.15、1.86 ±0.68） 具 有
显 著 差 异（p<0.001)。NAION 组 视 盘 周 围 ILM-IPL 在 3mm
圆范围内的颞侧、上方、鼻侧、下方血管密度（%）分别为
52.00±8.13、50.64±10.27、52.00±8.54、55.33±9.33，
与 健 康 组 相 应 数 值（64.43±3.28、62.87±4.66、
59.33±3.43、64.33±3.79） 有 显 著 差 别（p<0.001)。
NAION 组黄斑区 ILM-IPL 在 3mm 圆范围内的颞侧、上方、鼻侧、
下 方 血 管 密 度（%） 分 别 为 53.06±4.03、50.79±5.30、
51.69±4.63、51.95±5.84，与健康组数值（57.34±2.28、

57.55±2.95、56.86±3.34、56.59±3.10） 有 显 著 差 别
（p<0.001)。

结论：NAION 慢性期患眼在黄斑区和视盘周围的血管密度比健
康组显著减少，且可作为较好的诊断及随诊指标。更多相关性
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关键字 NAION, O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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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conducted 
in 162 patients with ICA stenosis, and 20 normal control 
subjects matched with the age, sex, etc. According to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the study was divided into a normal 
control group (20 cases), a mild stenosis group (64 cases), 
a moderate stenosis group (61 cases), and a severe 
stenosis group (17 cases). Enhanced depth imaging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EDIOCT) was performed to scan 
macular fovea, which was separated into a luminal area 
and a stromal area using image binarization. The choroidal 
vascularity index (CVI) was defined as the ratio of the 
luminal area to the subfoveal choroidal area.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age or sex 
among groups. Subfoveal choroidal thickness (SFCT) in 
the severe stenosi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group (P<0.05). By contrast, the CVI in 

moderate stenosis group and severe stenosi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P<0.001). When CVI=65% was set as the cut-off value, all 
162 patient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VI ≤ 65 
(n = 75) and CVI > 65% (n = 87). The proportions of mild 
stenosis, moderate stenosis, and severe stenosis in CVI ≤ 
65 group and CVI > 65%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01).

Conclusion: CVI may be a useful indicator for early 
diagnosis and monitoring of choroidal vascular changes in 
ICA stenosis.
 
Keywords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spectral domain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binarization tool, choroidal 

青光眼患者视感知觉功能训练效果分析
李晓霞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世纪坛医院

目的：青光眼患者进行短暂的视知觉训练（visual perception 
training, VRT）效果评价。

方法：收集门诊病情控制稳定的青光眼患者，进行 20 分钟短暂
的视知觉功能训练，记录患者训练前后最佳矫正视力，眼压，
视野平均敏感度（mean sensitivity, MS），平均缺损（mean 
defect, MD），区域化的视野损失值；并对视野进行功能分区，
比较各功能区 MS 变化；训练前后脑视觉各参数；以及训练前
后视觉体验。

结果：与训练前相比，患者最佳矫正视力提高，统计学无显著

差异；眼压无明显变化；区域视野损失部分得以提高，平均
MD，MS 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患者知觉眼位，粗糙立体视，
精细立体视均得到改善；超过一半患者认为训练后视觉体验得
以改善。

结论：青光眼患者视神经依然具有重塑性，脑知觉训练能显著
改善患者的视野及精细立体视及运动立体视，改善患者的日常
视觉体验。

关键字 脑视觉训练，可塑性，青光眼，立体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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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阶段老年性黄斑变性的脉络膜厚度及微结构改变评估

Markedly elevated serum level of Th17 related cytokine/
chemokines in acute MOG-IgG associated optic neuritis

陆琳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Hao Kang1,Nanping Ai2,Hongjuan Liu2,Yong Tao1,Shihui Wei2

1.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2.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目的：比较老年性黄斑变性（AMD）不同阶段的患者脉络膜微
结构的改变和脉络膜厚度的变化，并对病因进行初步探讨。

方法 根据 2013 年 Beckman 对于 AMD 分期的共识，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7 月的门诊 AMD 患者进行了回顾性研究。
G1 为正常组（32 例），G2 为中晚期 AMD 患者的正常眼组
（26 例），G3 为早期 AMD 患者（29 例），G4 为中期 AMD
患者（28 例），G5 为晚期 AMD 患者（39 例）。通过蔡司频
域 OCT 的 EDI 功能对黄斑区中心凹层面的图像进行采集，测
量中心凹下方的脉络膜厚度（Subfoveal choroidal thickness  
SFCT）及该层面脉络膜 Sattler’s layer area 的面积百分比（the 
Sattler’s layer SA）；并用 en-face 功能采集黄斑区 RPE 层
下方 20um 深度 6*6mm 区域的冠状面图像，直观观察脉络膜
中小血管层的血管密度。

结果：共 96 人 154 眼参与了统计分析，平均年龄 67.1±9.2 岁。
SFCT 在 G1 组 为 295.4±56.8 μm； G2 组 为 306.7±68.4 
μm，G3 组为 293.8±80.4 μm，G4 组为 215.6±66.2，G5
组为 200.4±66.6 μm ；前三组没有统计学差别 (P=0.53),G4
及 G5 组对的 SFCT 明显低于前 3 组 (P<0.001)。SA 结果显示
出 类 似 的 趋 势，G1 为 47.2%, G2 为 45.8%，G3 为 47.6%, 
G4 为 41.1%。en-face 也显示 G4 及 G5 组的脉络膜中小血管
层的密度明显低于前 3 组。

结论：在中晚期的 AMD 患者中出现脉络膜厚度的变薄及脉络膜
Sattler’s layer 面积的变小，而这种改变主要决定于脉络膜中
小血管层的萎缩。脉络膜血管床的萎缩造成局部的缺血缺氧，
可能为 AMD 的发病原因之一。

PURPOSE: Myelin 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 antibody 
(MOG-IgG) associated optic neuritis (ON) represents a 
subgroup of autoimmune demyelination that is separate 
from multiple sclerosis (MS) and aquaporin 4 (AQP4) Ab-
positive neuromyelitis optica (NMO), and can have a 
relapsing course. The T helper 17 (Th17) subset of CD4 T 
cell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G-IgG 
associated autoimmune demyelination. Unlike 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s (NMOSD) and idiopathic 
demyelinating optic neuritis (IDON), there is a paucity 
of literature on immunopathology and serum cytokine/

chemokines in MOG-IgG associated demyelin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study the differences in 
immunopathogenesis based on the cytokine/chemokine 
profiles in MOG-IgG positive and negative groups.

METHODS: We measured the levels of Th17 cells 
related cytokines/chemokines by using eu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in 74 serum samples,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health control (HC) 
group (n=15), IDON group (n=20), AQP4-IgG positive ON 
group (n=18), and MOG-IgG positive ON group (n=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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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um IL17, IL21, IL28, IL31, CXCL1, CXCL2, CCL2, 
CCL11, CCL20 and LT-α were detected by using multiple 
immunochemiluminescence ELISAs. MOG-IgG was 
detected by using a commercial fixed-cell based assay 
employing HEK293 cells transfected with full-length human 
MOG.

RESULTS: The serum of MOG-IgG positive ON patients 
showed an obvious elevation of Th17 cells related 
cytokines/chemokines compared to all MOG-IgG negative 
ON patients. Serum IL17, IL21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ON patients with MOG-IgG positive than in all the other 
3 groups. The serum levels of IL28, IL31, CXCL1 and 
CCL11 were higher in ON patients with MOG-IgG positive 
than in the HC group and the IDON group. The serum 
concentration of CCL2, CXCL2 and CCL20 in the MOG-

IgG positive and AQP4-IgG positive group is higher than 
the HC group. No difference in serum LT-α level was found 
among the 4 groups. Adjuste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ed a positive association of IL17 and IL21 levels with 
the serum concentration of MOG-IgG in ON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elevated serum level of Th17 cells 
related cytokine/chemokine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MOG-IgG positive demyelinating ON. 
This cytokine/chemokine profiling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disease pathogenesis and improves both our ability to 
monitor inflammation and our response to treatment.

Keywords Th17 related cytokine/chemokines MOG-IgG 
optic neuritis

10 例酷似视神经炎的神经眼科疾病临床分析
李艳 , 张文芳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对 10 例临床表现酷似视神经炎的其他神经眼科病疾病行
分析，总结该 10 例病例的临床特点，减少误诊。

方法 对 2015 年 9 月至 2019 年 4 月之间在兰大二院眼科收治
的临床表现与视神经炎极其相似的 10 例患者进行回顾性总结及
分析；

结果 很多疾病很容易被误诊为视神经炎，近几年我科诊治的相
关疾病有眶尖感染 1 例，肌锥内占位 1 例，Rathke 囊肿 1 例，
脑膜瘤 1 例，颅内感染 2 例，垂体瘤 2 例 [1,2] ，Leber 遗传性
视神经病变 1 例（11778 位点异常），白塞氏病相关性视神经
炎 1 例。

结论 神经眼科疾病考虑要全面，不能轻易诊断为视神经炎，以
上 10 例患者最终经我们修正诊断后得出的结论是：1. 要有详细
的专科检查，尤其是视神经的相关检查；2. 详细询问病史，包
括全身情况（如感染史）及家族史；3. 未做特殊检查之前不要
轻易下诊断；4. 要丰富神经眼科知识，有颅内疾病的概念，要
开阔思维方式，要有综合全面诊断的思路，即便是多学科会诊
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5. 患者临床表现不典型的时候要想到特
例。总之，神经眼科的疾病一定要和视神经炎仔细鉴别，尽量
有针对性完善辅助检查，平时加强一些少见疾病的学习，打破
思维定式，减少误诊。
 
关键字 视神经炎，神经眼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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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两例斜视探讨

EGCG 激活自噬介导的高糖培养 Müller 细胞的保护作用

张桂鸥 , 郭长梅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王立 , 宋鄂 , 朱曼辉 , 都景霞 , 徐交文
苏州大学附属理想眼科医院

目的：异常两例斜视探讨

方法：分析两例非共同性斜视通过发现异常 kappa 角及交替遮
盖与角膜映光检查结果不一致的病例，并分别进行进一步检查，
诊断两位患者均存在眼底病变，而非单纯的斜视。

结果：其中一例为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例，另一例为
家渗导致的双眼视网膜脱离，并分别予以激光及垫压手术治疗。

结论：交替遮盖与角膜映光检查不一致时，特别是非共同性斜
视应行 Kappa 角检查，出现异常 Kappa 角应考虑存在黄斑异
位等疾病可能。 家渗、视网膜脱离、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等多种
疾病均可导致黄斑异位。 仔细检查更有利于疾病的诊断、治疗。
 
关键字 非共同性斜视，异常 kappa 角，眼底病变

目的：探讨 EGCG 激活自噬后对高糖培养视网膜 Müller 细胞是
否具有保护作用。

方法：将 Müller 细胞随机分为低糖，高糖组，高糖 +EGCG 组，
高糖 +3MA 组。Western blotting 检测各实验组凋亡蛋白情况；
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密度变化；CCK-8 及 Edu 细胞增殖情况；
TUNEL 检测凋亡水平；免疫荧光检测 GFAP 蛋白表达情况。

结 果：1）EGCG 降 低 高 糖 培 养 的 Müller 细 胞 中 Clea-
caspase-3 表达，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HG 组 Müller 细胞密度降低，加入 EGCG 后细胞形态及密
度得到改善；
3）NG, HG, HG+EGCG 组 增 殖 细 胞 百 分 率：
NG:75±4%,20±5%,73±8%, EGCG 可 明 显 提 高 高 糖 培 养

Müller 细胞增殖活性，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 ＜ 0.01）；
4）NG 组，HG 组 , HG+EGCG 组 和 HG+3MA 组 视 网 膜 
Müller 细 胞 凋 亡 指 数 分 别 为 :3.14±1.01, 14.34±3.87，
4.05±2.03，20.82±4.06，EGCG 组 凋 亡 细 胞 数 明 显 减 少
（P<0.05）。5）EGCG 组模型大鼠视网膜 GFAP 的表达明显
下降。

结论： EGCG 可激活 Müller 细胞的自噬，抑制 Müller 细胞凋亡；
减少糖尿病大鼠视网膜中 Müller 的 GFAP 蛋白表达，具有保护
视网膜 Müller 细胞的功能。
 
关键字 EGCG；Müller 细胞；自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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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CG 激活自噬介导的高糖培养 Müller 细胞的保护作用

首诊于眼科的脑室间肿瘤性病变一例

NMDA 受体甘氨酸位点拮抗剂对视网膜缺血再灌注损伤后视网膜
神经细胞内核层厚度的影响

王立 , 宋鄂 , 朱曼辉 , 都景霞 , 徐交文
苏州大学附属理想眼科医院

苏钰 , 李璐 , 易佐慧子 , 陈长征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邱伟强 , 张恺耘 , 张纯 , 王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探讨 EGCG 激活自噬后对高糖培养视网膜 Müller 细胞是
否具有保护作用。

方法：将 Müller 细胞随机分为低糖，高糖组，高糖 +EGCG 组，
高糖 +3MA 组。Western blotting 检测各实验组凋亡蛋白情况；
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密度变化；CCK-8 及 Edu 细胞增殖情况；
TUNEL 检测凋亡水平；免疫荧光检测 GFAP 蛋白表达情况。

结 果：1）EGCG 降 低 高 糖 培 养 的 Müller 细 胞 中 Clea-
caspase-3 表达，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HG 组 Müller 细胞密度降低，加入 EGCG 后细胞形态及密
度得到改善；
3）NG, HG, HG+EGCG 组 增 殖 细 胞 百 分 率：

NG:75±4%,20±5%,73±8%, EGCG 可 明 显 提 高 高 糖 培 养
Müller 细胞增殖活性，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 ＜ 0.01）；
4）NG 组，HG 组 , HG+EGCG 组 和 HG+3MA 组 视 网 膜 
Müller 细 胞 凋 亡 指 数 分 别 为 :3.14±1.01, 14.34±3.87，
4.05±2.03，20.82±4.06，EGCG 组 凋 亡 细 胞 数 明 显 减 少
（P<0.05）。5）EGCG 组模型大鼠视网膜 GFAP 的表达明显
下降。

结论： EGCG 可激活 Müller 细胞的自噬，抑制 Müller 细胞凋亡；
减少糖尿病大鼠视网膜中 Müller 的 GFAP 蛋白表达，具有保护
视网膜 Müller 细胞的功能。
 
关键字 EGCG；Müller 细胞；自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凋亡；

患者男，34 岁，因“双眼视力下降 1 月”就诊，既往体健，否
认高血压、糖尿病史，否认家族史，否认外伤史。查体：VOD 0.2， 
VOS 0.4，双眼眼压正常。双眼外观正常，眼球运动未见明显
异常。双眼角膜透明，前房中深，房水清，瞳孔圆约 3mm，对
光反射正常，RAPD(-)，晶体及玻璃体未见明显浑浊。眼底双眼
视盘水肿，边界不清，黄斑区未见明显出血渗出，视网膜平伏。
眼底FFA提示双眼视乳头高荧光， 视野提示：双眼视野广泛缺损。
VEP 提示：双眼峰时、振幅异常。考虑患者年轻，实验室检查

未见明显炎症指标升高，颅内占位可能性大，行颅脑眼眶 MRI
平扫 + 增强提示：1. 双侧脑室间肿瘤性病变（5×4.9×6.6cm），
生殖细胞瘤可能性大 2.双侧脑室积水3 双侧眼眶未见明显异常。
诊断为 1. 双侧脑室间肿瘤性病变 2 脑积水 3 双眼视乳头水肿，
建议手术治疗。患者因手术风险大未行治疗，门诊随访。
 
关键字 视野缺损 ；颅内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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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纺丝复合载药膜的制备及其在大鼠 TON 模型中的应用

妊娠高血压视网膜病变患者产前 VEGF、IGF-1、ET-1 和 NO 的
检测及其意义

李玲琍 1, 邓芬 1,2, 王磊 1

1. 温州医科大学   2. 眼视光学和视觉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周星利 , 王青 , 罗一青 , 春花 , 刘锐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研究 NMDA 受体甘氨酸位点拮抗剂在视网膜缺血再灌注
损伤后对视网膜神经细胞内核层厚度的影响。
 
方法：采用升高眼内压的方法建立大鼠视网膜缺血再灌注模
型。将 SD 大鼠 105 只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实验对照组和实
验治疗组，其中实验治疗组根据再灌注后不同时间玻璃体腔注
药分为 1、3 和 6 小时组。实验结束后 24 小时过量麻醉处死大
鼠，取眼球。采用 HE 染色，Hochest 标记细胞核，Thy1.1、
PKCα 和 Calretinin 等抗体免疫荧光标记视网膜内神经节细胞、
双极细胞和无长突细胞，用 TUNEL 法检测细胞凋亡。观察各组
标本视网膜结构和内核层厚度变化。采用共聚焦显微镜定位凋

亡细胞，并比较各组视网膜凋亡细胞数。

结果：视网膜缺血再灌注损伤后视网膜水肿，变薄，凋亡细胞
主要出现在神经节细胞层和内核层，其中包括神经节细胞，双
极细胞和无长突细胞。治疗组视网膜内核层明显厚于实验对照
组，凋亡细胞数显著少于实验对照组。

结论：NMDA 受体甘氨酸位点拮抗剂可抑制视网膜缺血再灌注
模型中视网膜神经细胞的凋亡从而保护视网膜神经细胞。
 
关键字 甘氨酸位点拮抗剂；缺血再灌注；凋亡；NMDA 受体

目的 : 探讨妊娠期高血压视网膜病变患者产前血管新生因子及血
管内皮功能变化 , 分析其与视网膜病变程度的关系。

方法 : 以 82 例妊娠期高血压视网膜病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 设
为观察组 , 依据 Duker-Elder 眼底分期标准可分为Ⅰ期 (n=42)、
Ⅱ期 (n=25) 和Ⅲ期 (n=15), 另选取妊娠高血压无视网膜病变者
作为对照组 , 比较各组患者血管新生因子及血管内皮功能指标水
平 , 并分析各指标与视网膜病变程度的关系。

结果 : 观 察 组 患 者 VEGF、IGF-1 和 ET-1 水 平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且随着眼底病变程度的加

重 ,VEGF、IGF-1 和 ET-1 水平均显著升高 ; 观察组患者 NO 水
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且随着眼底病
变程度的加重 ,NO 水平显著降低。Spearman 相关分析结果表
明 , 妊娠高血压视网膜病变程度与 VEGF、IGF-1 和 ET-1 水平
呈显著正相关性 , 与 NO 呈负相关性。

结论 : 妊娠期高血压视网膜病变患者存在明显血管新生因子水平
异常 , 血管内皮功能紊乱 , 与视网膜病变程度呈一定相关性。 

关键字 妊娠期高血压； 视网膜病变； 血管新生因子； 血管内
皮功能

为改善外伤性视神经损伤后的修复障碍，利用静电纺丝法制备
具有三维立体构架和药物缓控释的神经修复载药膜片。通过体
外药物释放曲线反映不同膜片下药物释放速率情况，筛选出合
适载药的复合载药膜片。通过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初步探明复
合载药膜片是否能短期抑制视神经损伤处炎症介质的释放、增

加神经生长相关蛋白的表达、延缓视网膜神经节细胞（RGCs）
凋亡。
 
关键字 静电纺丝；复合载药膜；大鼠 TON 模型；视神经修复；
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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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视力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 1 例

伴 SLE 的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

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在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中的治疗潜力

王影 , 李满 , 魏彬彬 , 赵子德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程先华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李东丽 , 宫媛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患儿，男，1 岁 3 个月。三个月大时患儿家长发现双眼不追物就诊。
查双眼畏强光，不追物。眼球震颤，双眼瞳孔直径约 3mm，对
光反射检查配合差。眼底视神经界清，色淡白。精神活动可，
肢体活动自如。辅助检查：电生理显示：双眼视神经传到功能
中度阻滞，右眼视杆、视锥功能重度降低，左眼视杆、视锥功
能中度降低。MRI 显示双枕叶萎缩、多发囊性变并周围胶质
增生，伴部分皮层坏死及陈旧性出血；髓鞘化延迟，侧脑室扩
张，双侧额颞部脑外间隙增宽，双侧乳突粘膜增厚。明确诊断
为：视皮质发育不良，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
病 (hypoxie-ischemic encephalopathy, HIE) 是围生期各种因
素引起缺氧缺血性脑损伤 (Hypoxic-ischemic Brain Damege, 

HIBD) 所导致的脑部病变，可导致新生儿早期死亡、脑性瘫痪、
发育障碍和癫痫等脑损伤综合征。该病是导致新生儿死亡和新
生儿期后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患儿生后 6 个月后，轻型患儿
可自愈，如若仍有临床症状者为预后不良组。本例患儿主要表
现为视功能障碍。经针刺联合鼠神经生长因子注射、高压氧治
疗 20 天后，患儿出现明显双眼追光、追物。病例提示：在缺血
缺氧性脑病婴幼儿患病早期进行积极治疗具有临床价值。
 
关键字 视力障碍；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针灸；高压氧；鼠
神经生长因子

我院收治一例 48 岁女性，因“左眼视力下降 7 年，右眼视力
下降 5 天余”入院，眼眶 MRI 增强示：1、右侧视神经异常强
化，考虑炎性改变可能，请结合临床；2. 左侧视神经较右侧稍
细；AQP-4 抗 体 (+)； 根 据 成 人 NMOSD 诊 断 标 准 (IPND，
2015)，符合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的诊断；该患者既往 SLE
病史 4 年余，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患者经甲泼

尼龙冲击治疗并序贯减量，患者右眼视力显著提高。
 
关键字 神经系统自身免疫疾病 / 治疗； 视神经脊髓炎 / 诊断；
水通道蛋白质 4；红斑狼疮，系统性 / 诊断；红斑狼疮，系统性
/ 治疗；病例报告

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是一种对患者视力具有破坏性结果的常
见神经眼科疾病，由于对本病的发病机理认识不充分，临床上
尚缺乏疗效确切的治疗方案。我们总结了 NAION 的病理生理特
点，该类患者眼中黄斑神经节细胞复合体和视乳头周围视网膜

神经纤维层厚度明显变薄和轴突损伤，视网膜和视盘中的血液
灌注不足和微血管的丢失， 视神经损伤后导致 RGCs 的凋亡和
视神经萎缩，缺血性梗塞后存在多核型白细胞的浸润和巨噬细
胞的吞噬和清除等细胞免疫反应均参与其中。

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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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患者的艾森克人格问卷分析

真菌性蝶窦炎合并双眼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 1 例

王勇 1, 周歆 1, 任美侠 1, 王润生 1, 雷涛 1, 张天布 2

1. 西安市第四医院   2. 陕西省人民医院

程先华 , 邹时鹏 , 廖洪斐 , 王耀华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目的：探讨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Non-arteritic 
Anterior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NAION）患者的人格
特点。

方法：NAION 患者 65 例，所有患者均来自西安市第四医院眼
科门诊，另外选择年龄与 NAION 组相近的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
组 60 例。两组使用相同的艾森克人格问卷进行评估比较。

结果：艾森克个性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NAION 组精神质（P）、
内外向（E）、神经质（N）量表得分较正常对照组均不同程度

的升高，但只有 N 值有显著性差异（P ＜ 0.05）。按照性别分
别分析后发现男性 NAION 患者与正常对照组男性各维度得分无
明显差异，NAION 组女性的 N 值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女性（P
＜ 0.05），而 P 和 E 维度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相比于对照组，NAION 患者存在性格缺陷，具有神经质
倾向的心理人格特征，且以女性患者为著。

关键字 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心理社会因素，艾
森克人格问卷

目的：分析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合并真菌性蝶窦炎患者的治
疗方法。

方法：患者中老年女性。因左眼视力下降 18 月余，右眼视力

下降半年加重 3 天就诊。既往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病史 3 年。眼
科检查：视力右眼：光感左眼：无光感；双眼瞳孔圆，直径约
6mm。左眼 RAPD（+）。眼眶 CT：左侧蝶窦腔内慢性炎症改变，
其间见散在高密度“絮状”钙化影。眼眶 MRI 示：左侧蝶窦内

书面交流

间充质干细胞不仅具有多向分化潜能，并能分泌多种细胞因子
促进血管形成，改善血流灌注和氧供，因此一直是缺血性疾病
血管再生治疗的研究热点。研究发现间充质干细胞源性外泌体
（MSC-exosomes）含有 MSCs 来源的细胞特异性蛋白质和
核酸，能够部分模拟 MSCs 功能且能透过血脑屏障，其成功地
将营养和免疫调节因子递送至视网膜内部并有效促进受损视网
膜神经节细胞（RGCs）的存活和神经再生；与 MSCs 非常相
似地改善缺血后神经组织的损伤，并诱导与增强血管神经发生
相关的长期神经保护作用。 此外，在 AION 中，视网膜的特殊
结构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位置来研究 MSC-exosomes 的缺血
后神经修复功能和其在视网膜中的分布。

临床试验证据显示，基于细胞的疗法不是替代受损细胞，而是
通过向细胞内递送功能性蛋白质分子和 mRNA 信号来发挥作用。
MSC-exosomes 与 MSCs 非常相似地通过各种作用机制保护
视神经和促进轴突再生，促进血管生成，抑制氧化应激和纤维化、
减少细胞凋亡以及免疫调节作用为成功的眼部缺血性视神经病
变重塑建立适当的微环境，从而快速启动细胞修复功能。尽管
MSCs 移植在再生医学中具有巨大的应用，但与活细胞相比，
MSC-exosomes 更稳定，可保留，可避免异基因免疫排斥等。
这在眼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中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新型非
细胞治疗方法，值得进一步眼科学方面的的探索。

关键字 外泌体；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AION）；间充质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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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窥镜下经鼻蝶视神经减压术

空蝶鞍症首诊于眼科门诊 2 例

顾倬 , 张文芳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张炯
常州爱尔眼科医院

目的：外伤性视神经病变，多需急诊行视神经减压手术，因其
解剖位置深，周围解剖结构复杂，且毗邻重要脏器，但对患者
视功能造成严重损害，多急诊手术处理，以往采用经颅、经眶
前部等入路，手术创伤大，术后并发症多。本研究采用内窥镜
下经鼻蝶行视神经减压取得良好效果，且手术过程简单，手术
创伤小。方法：回顾性、非病例对照研究。方法：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 月，我们采用内窥镜下经鼻蝶行视神经减压，

术后定期随访，对其进行回顾性研究。结果：患者 5 人（5 眼），
年龄 13―45 岁，术前视力均为 NLP，除 1 例因颅底骨折错位，
术中出血术后视力仍为 NLP，其他 4 例均有不同程度视力恢复。
结论：内窥镜下经鼻蝶行视神经减压术是一种有效治疗外伤性
视神经病变方法，术后患者恢复快，并发症少。
 
关键字 内窥镜，视神经减压

病例 1：患者 杨某 男 28 岁 因双眼模糊十二年，来门诊就
诊。 病 史： 患 者 眼 镜 店 都 无 法 配 镜。 来 我 科 门 诊 检 查： 视
力 OD-0.12,OS-0.1. 眼 压：OD：11.6mmHg， 左 眼 OS：
12.7mmHg. 眼前节：（-）。眼底镜检示：双眼视神经均萎缩，
视神经的垂直杯盘比（C/D）OD-0.4，OS:0.5. 盘缘面积（mm2）
OD 0.8, OS 1.5、神经纤维（RNFL）的厚度均匀变薄 ISNT 数
据 -OD:71-75-45-38；OS:68-73-41-35。CT 报 告 : 示 空 蝶
鞍症。询问病史，否认眼外伤病史。
病例 2：患者 李某 男 68 岁 因右眼模糊十个月，曾在外院治疗，

效果不佳，有头部外伤的病史。半年来患者在某多家眼镜店配镜，
结果均矫正不应。被介绍来眼科就诊。来我科门诊检查：视力
OD-0.15,OS-0.7. 眼压：OD：13.6mm，左眼 OS：15.7mm.
眼前节：（-）。眼底镜检示：双眼视神经均萎缩，视神经的垂
直杯盘比（C/D）OD-0.4，OS:0.5. 盘缘面积（1.73mm2）、
神经纤维（RNFL）ISNT:64-77-42-31. CT 报告 : 示空蝶鞍症。
两例均诊断为 : 1. 视神经萎缩 2. 空蝶鞍 。眼科治疗：低碘饮食，
加强休息，给予鼠神经生长因子肌肉注射 14 天，复方樟柳碱颞
浅动脉旁注射 28 天，同时口服甲钴胺片。同时就诊于神经内科。

书面交流

见混杂信号影，病灶周围可增强，考虑囊性病变。血清 AQP4-
Ab（+）。闪光 VEP：双眼未测及稳定波形。诊断为：1. 双眼
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 2. 左侧真菌性蝶窦炎 3. 系统性红斑狼疮 
5. 狼疮性肾病。

结果：患者于全麻下行“鼻内镜下经蝶筛入路蝶窦开放 + 蝶窦
病灶清除术”。术中见蝶窦自然开口粘膜水肿，闭合。开放扩
大蝶窦口，将蝶窦前壁充分打开后见蝶窦腔内大量黄白色泥样
物充填，留取部分泥样物送微生物培养。患者术后视力提高，
随诊时视力逐步提高，患者因免疫反应导致双侧视神经受损，

但患者仅通过单侧功能性内镜鼻窦手术，术后未改变患者口服
糖皮质激素的类型及剂量，术后第 1 天双眼视力均有改善，且
术后随访双眼视力逐步缓慢改善，证实双眼视力下降均有真菌
性蝶窦炎的因素参与。故而认为本患者双眼视力下降为免疫反
应和局部真菌感染共同导致发病。

结论：眼科医师需要重视影像学检查结果，培养多学科思维，
避免临床工作中因对多学科疾病认识不足造成不必要的漏诊、
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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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视网膜色素变性合并单眼急性视神经炎及病例回顾

应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对眼睑痉挛脑功能的研究

黄咏恒 , 王敏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韩颖 , 黄晓凤 , 梁战华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通过对我院 1 例视网膜色素变性合并单眼急性视神
经炎患者的诊治过程进行汇报，结合文献检索，回顾截止至今
的 3 例以往曾被报道过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合并视神经炎病例，
总结诊治过程的特点。

【方法】：对我院的 1 例视网膜色素变性合并单眼急性视神经
炎患者诊治过程进行描述，结合以往 3 例曾被报道过的病例（共
4 例病例）进行回顾总结。

【结果】：4 例患者当中年龄最小者 4 岁，最大者 30 岁，4 例
患者的病史及电生理结果皆符合视网膜色素变性，2 例患者视神

经炎为单眼发作，2 例患者视神经炎为双眼发作，2 例患者视神
经炎确诊是通过眼科检查以及病史，2 例患者视神经炎确诊曾通
过眼眶磁共振协助，4 例患者在经过针对视神经炎的治疗后，患
眼视力都有所提高。

【结论】：视网膜色素变性合并急性视神经炎发作为罕见情况，
临床上遇到视网膜色素变性患者出现无法解析的病程变化时，
应完善相关病史询问、辅助检查（眼眶磁共振），以早期识别
视神经炎发作，并对此进行干预，最大程度的挽救患者视功能。

关键字 视神经炎，视网膜色素变性，眼眶磁共振

目的：利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分析眼睑痉挛（blepharospasm，
BS）患者在执行语义流畅性测验（Verbal Fluency Task,VFT）
任务时脑血流动力学的变化，来研究前额叶功能的异常是否可
以作为影响眼睑痉挛的因素，以探讨眼睑痉挛的发病机制。方
法：收集我院神经内科门诊和病房，符合入排标准的原发性眼
睑痉挛患者，共 20 例（2 例男性，18 例女性），健康对照组
20 例（2 例男性，18 例女性），两组分别按照年龄、性别、
文化程度相匹配。分别记录病例组和健康组在执行 VFT 任务时
额叶脑血流的变化。原始数据用近红外成像仪自带的 Verl.61e

系统软件分析。利用 SPSS 21.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组内比
较激活的脑区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分析；组间比较每个通道平均
△ Oxy-Hb 的差异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利用 Spearman 相
关性检验 BS 组患者 JRS 评分、病程时间与各个通道的△ Oxy-
Hb 有无相关性。结果：1.BS 组和对照组间年龄、性别、文化
程度、HAMA 评分、HAMD 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2. 与对照组相比，BS 组患者分别用 3 个字组词的个数虽无统
计学差异，但平均数均较对照组少，且两组的组词总数具有统
计 学 差 异（P ＝ 0.025 ＜ 0.05）3. 在 执 行 VFT 任 务 期 间，

书面交流

经复方樟柳碱主导治疗空蝶鞍引起的视神经萎缩，患者主观上
的最佳矫正视力的轻度提高，眼底彩照展示形态略微改善外，
而频域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成像 (SS-OCT）观察：GDX 的地形
图的显著改变；同时垂直杯盘比（C/D）均缩小，盘缘面积平均
增加 0.01-0.02（mm2）、神经纤维（RNFL）的厚度均略增加。
讨论：对于无症状的空蝶鞍症，往往以视力下降就诊于眼科。

神经生长因子肌肉注射结合复方樟柳碱颞浅动脉旁注射，对于
空蝶鞍引起的视神经萎缩有一定帮助，但可能因病例数量有限，
可能结果不免片面。
 
关键字 空蝶鞍 视神经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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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组和对照组额叶的通道均被激活（P ＜ 0.05）。4. 在执行
VFT 任务期间，BS 组在覆盖额叶区的 32 个通道中，CH37、
CH47、CH48 这三个通道的△ Oxy-Hb 明显低于对照组，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5.BS 组患者 JRS 评分、病程时间与各
个通道的△ Oxy-Hb 无相关性（P ＞ 0.05）。结论：1. 眼睑痉

挛患者可伴有认知功能减低；2. 眼睑痉挛患者较健康人眶额叶
皮层活性减低。3. 眼睑痉挛患者执行 VFT 任务期间，额叶氧合
血红蛋白的变化与痉挛严重程度和病程时间无明显相关性。
 
关键字 眼睑痉挛，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 语义流畅性测验

单眼视盘黑色素细胞瘤一例

抗 MOG 抗体阳性视神经炎一例

李晓明 1, 杨波 2

1. 吉林省人民医院   2.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眼底内科

徐丽 , 庄晓彤 , 张更华 , 刘秋实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 的： 报 道 一 例 中 年 女 性 的 单 眼 视 盘 黑 色 素 细 胞 瘤
（melanocytoma of optic disc，MCOD）病例。

方法：53 岁女性，因“左眼视物模糊 1 天”于吉林省人民医院
眼科神经眼科门诊就诊。患者 1 周前于我院循环内科就诊，诊
断为“高血压病 3 级”，给予对症治疗。1 天前出现左眼视物模糊。
余既往史：无特殊。
查体：矫正视力：右眼 0.8，左眼 0.7。双眼眼前节未见异常。
眼底检查见左眼视盘色暗，视盘颞侧偏下方见片状棕黑色病灶，
最大直径约 1.5PD，视盘周边见环形灰白色病灶，棕黑色病灶
颞下方见片状灰白色病灶，病灶颞侧及下方见近环形视网膜下
色素沉积，余未见明显异常。眼部 B 超显示左眼视盘上有一肿
物状强回声，质地均匀，与脉络膜界限清晰，无压陷或挖空现象。
视盘 OCT 示：左眼视盘前缘有一条带状高反射信号，信号强度
接近于色素上皮层，下部为低反射信号。Humphrey 30°视野检
测：左眼生理盲点扩大，伴鼻侧周边视野缺损。

结果：根据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结果，临床诊断“左

眼视盘黑色素细胞瘤”。
MCOD 是一种少见的眼内良性肿瘤，是细胞色素痣的一种类型。
它通常发生于视盘或其临近的视网膜和脉络膜，通常影响视力，
且愈后良好。MCOD 一般边界清晰，且主要向视网膜浅层生长，
一般不侵犯脉络膜，而当肿物边缘不清晰，延伸至周边临近视
网膜及脉络膜，且有视网膜渗出，或影响视力时，则需要与视
乳头黑色素瘤相鉴别。

结论：MCOD可导致视力有下降、生理盲点扩大和周边视野缺损。
患眼视力下降原因可能与病变压迫视神经纤维、视盘供应血管
或视网膜血管而发生视盘局部缺血性病变。MCOD 如合并脉络
膜色素痣时，患者定期复查眼底，一旦瘤体有扩大，瘤体颜色
发生改变，或瘤体周边脉络膜痣扩大，需进一步检查。
 
关键字 视盘黑色素细胞瘤，视盘占位，视盘肿瘤，视盘黑色素
瘤

目的：抗 myelin 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MOG）抗体
阳性视神经炎可以发生在视神经、视交叉、视束部位，预后良
好但是容易复发。本病例为抗 MOG 阳性视神经炎，光感消失，

经过激素冲击治疗有效。

病例：男性患者 28 岁，左眼球后部疼痛持续一周，三天前左眼

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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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奈唑胺相关视神经病变

脊髓膜脑炎继发视神经周围炎一例

李晓明
吉林省人民医院

徐丽 , 庄晓彤 , 张更华 , 刘秋实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报道一例青年女性出现的利奈唑胺相关视神经病变。

方法：33 岁女性，双眼无痛性视力下降 2 周就诊。14 个月前
于当地传染病医院诊断“支气管结核”、“白塞氏病”。给予
口服异烟肼、乙胺丁醇、吡嗪酰胺，静点利福平治疗，用药 40
余天后药敏试验（-）。12 个月前于当地传染病医院临床诊断“耐
多药性肺结核”、“支气管结核”。给予加替沙星、克拉霉素、
丙硫异烟肼及吡嗪酰胺口服治疗。11 个月前口服利奈唑胺片
400mg/ 日。7 个月前出现双眼脚趾麻木伴游走感。2 周前发现
双眼视力下降，3 天前自行停用抗结核药物。余既往史无特殊。
查体：双侧脚趾和手指感觉功能减退。矫正视力：右 0.04，左
0.04。双眼瞳孔等大同圆，对光反射灵敏，直径约 3.0mm，
RAPD（-）。双眼视盘轻度充血，C/D 约 0.3，黄斑中心凹反
射（+）。Hymphrey 视野（30-2）示双眼盲中心暗点。PVEP
示双眼 P100 峰时正常，振幅轻度下降。FERG 示双眼各波幅
未见异常。视盘 OCT（SD-OCT）示双眼上方盘周平均神经纤
维层厚度略增厚。眼眶磁共振 + 增强未见异常。石原氏假同色图：

右 眼 11/36， 左 眼 9/36。FM 100 色 觉 检 查， 错 误 评 分： 右
196，左 248。错误区域长轴对应于红色和绿色混淆轴。FFA
未见异常。Leber 视神经病变线粒体基因检测（-）。

结果： 临床诊断：双眼利奈唑胺相关视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变。
嘱继续停用利奈唑胺，营养神经治疗。16 天后神经眼科门诊复
诊时，双眼矫正视力：右 0.9，左 0.9。双眼中心暗点基本消退。
石原氏假同色图，右眼 36/36，左眼 36/36。FM 100 色觉检查，
错误评分：右 104，左 120。

结论：利奈唑胺可导致双眼视神经病变，早期诊断尤为重要。
利奈唑胺相关视神经病变及时停用利奈唑胺后视力多可逐渐恢
复正常。

关键字 利奈唑胺相关视神经病变，药物相关视神经病变，利奈
唑胺

目的：视神经周围炎与脱髓鞘性视神经炎不同的眼窝内炎症疾
病，眼底可以伴有或不伴有视乳头水肿。可以分为特发性和继
发性，继发性的需要治疗原发性疾病。本例患者为脊髓膜脑炎

导致的继发性视神经周围炎。

病例：女性，40 岁，不明原因发热就诊于内科，由于出现复视，

书面交流

自觉视野缩小，当地医院就诊怀疑视神经炎转诊。初诊检查：
右眼无异常，左眼视力 0.9，RAPD（＋），视神经乳头水肿。
视野检查颞侧视野残存。造影 MRI 左视神经高信号。三天后光
感消失，怀疑左眼特发性视神经炎，采用激素冲击治疗，三天
后出现光感，治疗开始厚 4 周，左眼视力 1.0，视野有改善。血
液检查 AQP4 阴性，抗 MOG 阳性。三个月后自觉头晕，在神

经内科就诊，诊断抗 MOG 抗体阳性脑炎，再次应用激素冲击
治疗。眼部症状无再发。

结论：抗 MOG 抗体阳性视神经炎激素冲击治疗效果明显，但
是容易再发，而且炎出现视神经脊髓炎，也容易合并全身其他
疾病，需要定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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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burn-Mason 综合症一例
易佐慧子 , 陈长征 , 余信远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男，20 岁，因“间断头痛 3 年余，右眼视力下降 1 年余”至我
院神经外科就诊，入院神经科查体无特殊，腰穿提示：脑脊液
生化正常，颅脑 MRI 提示鞍上及三脑室、眶内占位，周围可见
血管流空信号，颅脑 CTA 提示鞍区血管畸形，沿视神经向眶内
及视网膜蔓延，DSA 提示：视网膜 - 脑动静脉畸形，视野检查
提示右眼颞侧视野偏盲，FFA 检查提示先天性视网膜动静脉畸
形，OCT 提示视网膜内积液，综上考虑 Wyburn-Mason 综合症，

因考虑手术风险较大，患者及家属决定保守治疗，定期复查。
Wyburn-Mason 综合症是一种罕见的以先天性视网膜及颅内动
静脉畸形为典型特征的疾病，眼部表现为单眼大范围、严重扩
大扭曲的视网膜血管畸形，部分视网膜动静脉畸形患者有较好
视力，引起视野缺损可能由于中脑梗塞或出血，视力下降可能
见于视神经病变或黄斑改变等。目前主要治疗方式包括观察、
放疗、血管内栓塞或手术切除。

书面交流

转诊眼科。检查：右眼视力 1.0，左眼 1.2，眼前节未见异常，
双眼视盘水肿，FFA 检查视盘高荧光，双眼外展受限。MRI 提
示视神经外层高信号，脑脊髓液检查单核细胞和蛋白升高，髓
压正常。颈部强直、髓液检查单核升高、MRI 提示脑内点状出
血，由于有脑神经系统障碍，诊断无菌性脊髓膜脑炎。视神经
周围炎是其继发性病变。由于内科治疗后髓膜脑炎症状减轻，

眼部没有特殊治疗。发病 7 个月后复视、视神经乳头水肿消失，
视力没有改变。

结论：髓膜脑炎是视神经周围炎的原因之一，有自然恢复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