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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估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行角膜塑形镜矫正前后的视觉相关生活质量及立体视功能遥 方法 回顾

性系列病例研究袁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9 年 3 月因近视性屈光参差于湖州师范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眼科就诊并

行角膜塑形镜矫正的近视患者 源愿 例遥 采用 圆缘 项美国国家眼科研究所视觉功能问卷调查渊晕耘陨原灾云匝原圆缘冤中文版

评估角膜塑形镜矫正前后患者的视觉相关生活质量遥 通过近立体视检查图本评估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矫正前尧
矫正 3 个月后的立体视锐度遥 数据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及 字2 检验进行分析遥 结果 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行角膜

塑形镜矫正 3 个月后的视觉相关生活质量袁包括总体视觉情况尧精神健康状态尧近距离工作尧远距离工作尧驾驶和

周边视野的评分均较配戴前显著提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1冤袁但眼痛方面评分比矫正前明显降低袁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渊P<0.01冤袁而在一般健康状态尧社交功能尧社会角色限制尧独立性和色觉方面矫正前后比较袁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行角膜塑形镜矫正 3 个月后的近立体视功能优于矫正前袁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渊字2=18.450袁P<0.01冤遥 结论 配戴角膜塑形镜能够改善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的视觉相关生活质量及立体视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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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vision-related quality of life (QOL) and stereoscopic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myopic
anisometropia (MA) before and after correction with orthokeratology (Ortho-K) lens. Methods A total of 48 myopia pa鄄

tients who attended the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zhou University for MA and

underwent correction with Ortho-K lens from March 2015 to March 2019 were selected for a retrospective case-series
study.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National Eye Institute 25-item Visual Function Questionnaire (NEI-VFQ-25) was

used to assess the vision-related QOL of the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correction with Ortho-K lens. The stereoacuity of

patients with MA before correction and after 3 months of correction was assessed by the near-stereoscopic examination
diagram. Data were analyzed by paired sample t-test and 字2 test. Results The vision-related QOL, including overall vi鄄

sual condition, mental health status, near work, distance work, driving, and peripheral vision scores of patients with MA
after 3 months of correction with Ortho-K len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wearing,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1). However, the scores in eye pai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correction,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eral health sta鄄

tus, social functioning, social role limitations, independence, and color vision before and after correction(P>0.05).The
near-stereoscopic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MA was better after 3 months of correction with Ortho-K lens than that be鄄

fore correction,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字2=18.450, P<0.01). Conclusion Ortho-K lens can improve the
vision-related QOL and stereopsis in patients with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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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是全球性的社会性健康问题袁由于近距离工

镜片配戴及护理方法袁对患者进行科学的管理并保持

作生活需求的增加和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袁我国近视

有效联系遥 随访方案院开始配戴后 1 d尧1 周和 1 个月

一直在探索既能提高视力又能阻止或延缓近视进展

的异常情况进行对症处理或镜片调整遥 前 6 个月每月

的发病率不断升高袁且呈逐渐低龄化的趋势[1]遥学者们

的方法袁目前的研究显示袁角膜塑形镜在屈光矫正及
近视控制中有显著的效果袁逐渐得到临床眼科医生的
推荐及青少年和家长的青睐遥 角膜塑形镜是一种特殊
设计的高透氧硬性塑形用角膜接触镜袁 通过夜间配
戴袁合理的重塑角膜上皮层袁从而降低角膜屈光力袁改
善裸眼视力袁控制近视的进展遥 目前认为其可能的机

制与视网膜周边近视化离焦原理有关 [2-3]遥 在近视患
者中袁有一部分双眼屈光参差程度超过 2.0 DS袁这些

患者配戴普通框架眼镜时双眼成像大小差异较大而
容易无法耐受袁而角膜塑形镜矫正时能够很好的解决
此问题遥 屈光参差患者双眼视力差异较大袁往往存在
不同程度的双眼视功能异常且与屈光参差程度呈正

相关[4-5]遥本研究主要对近视性屈光参差青少年患者行
角膜塑形镜矫正并评估矫正前后的视觉相关生活质
量及立体视觉袁现报道如下遥

进行前 3 次复查袁若配戴后视力较差或其他可能存在

复查一次袁半年后 2耀3 个月复查一次遥 每次复查主要
评估裸眼视力尧眼压尧角膜及眼内情况袁镜片配适尧镜

片磨损情况及清洁度等遥 本研究采用的角膜塑形镜是
Lucid 角膜塑形镜遥

本研究于治疗前配戴框架眼镜时及角膜塑形镜

治疗 3 个月后评估患者的视觉相关生活质量及立体

视锐度情况遥 视力评估采用标准对数视力表袁结果转

化为最小分辨角的 logMAR 视力进行数据分析遥 视觉
相关生活质量分析使用中文版的 25 项视觉功能问卷
调查表 [8]渊25-item national eye institute visual function

questionnaire袁NEI-VFQ-25冤遥 NEI-VFQ-25 量表主要
评估视觉相关生活质量遥

立体视锐度的评估院Titmus 立体图本主要评估患
者的近立体视锐度袁检测图片包括定性筛查的苍蝇图
片袁及定量评估的动物图及圆圈图袁每幅图均对应各

自的视差值遥 检查时采用坐位袁图片置于前方 40 cm

1 资料与方法

处袁被检查者通过偏振眼镜观察检测图片袁记录能够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9 年 3 月于湖州师范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确诊为近视性屈光参差并接受角膜
塑形镜矫正的 9耀16 岁青少年患者 48 例袁 其中男 21 例袁

女 27 例袁平均年龄渊12.23依2.71冤岁遥 纳入标准院淤单眼或
双眼近视袁近视度数均臆-6.00 DS袁顺规散光臆-1.50 DC袁
逆规散光臆-0.75 DC袁双眼屈光参差渊等效球镜值冤

逸-1.00 DS[6-7]遥 于所有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的最佳矫

区分的最小视差图片遥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的生活质量采用 Chan 等 [9]

改进的中文版的 25 项视觉功能问卷调查表渊Chinese
version of 25-item the national eye institute visual func鄄

tion questionnaire袁CHI-VFQ-25冤评估袁包括总体视觉

情况尧一般健康状态尧社交功能尧精神健康状态尧社会

正 logMAR渊The logarithm of the minimum angle of res鄄

角色限制尧远距离工作尧近距离工作尧驾驶尧独立性尧眼

21 mmHg冤遥 患儿及家属了解并愿意接受角膜塑形镜

分别代表患者能够完成该内容的程度为0袁25%袁50%袁

olution袁logMAR冤视力均臆0.0袁眼压在总称范围渊10耀

痛尧色觉及周边视野等方面袁分为 5 级袁分别为 0耀4 分袁

的治疗方案同时能够满足随访要求遥 本研究纳入病例

75%及 100%袁对应的量表分数范围为0耀100 分袁分值

均经眼前后节检查排除眼部器质性疾病袁包括眼部活
动性炎症尧干眼症尧圆锥角膜尧斜视尧弱视尧青光眼及眼
底疾病等角膜塑形镜的眼部及全身禁忌证袁所有检查
均遵守湖州师范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规定袁取得患者及
其监护人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1.2 方法

越高袁反映视觉相关生活质量越佳遥 本研究中青少年

的驾驶评分主要评估非机动车的驾驶情况遥 Chan 等[9]
对于中文版 NEI-VFQ-25 量表信度系数的研究显示袁
量表内的 12 项内容 Cronbach忆s 琢 值均在 0.5耀0.9 间遥

立体视锐度的评估采用 Titmus 立体图本袁通过

患者能够区分的最小视差值的图片将患者的立体视

角膜塑形镜验配及随访流程遥 所有近视性屈光参
差患者均采用角膜塑形镜矫正袁患者初诊时进行全面
详细的常规检查袁包括散瞳验光尧最佳矫正视力尧眼压尧
屈光介质及眼底尧角膜地形图尧眼轴长度尧角膜内皮计
数检查袁根据检查结果选择试戴片试戴评估后定制角
膜塑形镜袁明确配戴随访方案袁指导患者或其监护人

锐度分为不同立体视觉程度袁包括中心凹立体视渊臆
60义冤尧黄斑立体视渊70义耀200义冤尧周边立体视渊300义耀800义冤

及无立体视遥 所有问卷评估及立体视锐度检查均由
一位眼科专科技师进行评估遥 本研究共纳入患者

48 例袁所有患者均在眼科技师的协助下完成中文版
NEI-VFQ-25 量表及立体视视锐度评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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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袁计数资料
采用频数表示袁计量资料采用 Kolmogorov-Smirnov 检
验进行正态性检验袁并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进行描
述遥 所有患者角膜塑形镜配戴前及配戴 3 个月后的视
觉相关生活质量各指标分析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袁高
屈光参差组和低屈光参差组近立体视锐度变化的分
析采用 字2 检验遥 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行角膜塑形镜矫正前及矫正
3 个月后的视觉相关生活质量各项目评分比较
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行角膜塑形镜矫正 3 个月
后的视觉相关生活质量袁包括总体视觉尧精神健康尧近
距离工作尧远距离工作尧驾驶和周边视野等方面评分
较矫正前均明显提高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0.01冤袁
但在眼痛方面评分比矫正前明显降低袁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渊P<0.01冤袁而在一般健康尧社交功能尧社会角色限
制尧独立性和色彩视觉方面袁角膜塑形镜治疗前后比
较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1遥
表 1 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行角膜塑形镜矫正前及矫正 3 个月后的

3 讨论
屈光参差是指双眼屈光状态在性质或程度上存
在差异袁近视性屈光参差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类型袁
即单眼为近视袁另一眼为近视或正视眼袁双眼屈光度

差值逸1D[6-7]遥 人类视觉系统发育敏感期主要在 12 周
岁以前袁在 2耀3 岁时视觉的可塑性最强袁之后逐渐减

弱遥 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发生的年龄相对较晚袁因其
可以用正视眼或低屈光度的一侧眼看远袁而相对高屈
光度的眼看近袁能够形成交替注视袁故而近视性屈光
参差患者往往不会伴随弱视遥 但近视性屈光参差引起
双眼视网膜形成大小和清晰度不等的两个物像袁若屈
光参差很大时袁由于大脑无法将不同大小的物像融

合袁常导致立体视低下甚至缺损[3袁10]袁故而在精细工作
及立体视觉工作时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遥

人类获取信息主要形式是视觉信息袁不同程度的

视觉障碍都可能会导致视觉相关生活质量下降 [8袁11]遥

目前对于视觉相关生活质量的评估以 NEI-VFQ-25
问卷袁且以往的研究显示 NEI-VFQ-25 问卷中文版依

据中国人群的特点而改制[12]袁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一
致性袁能够准确的反映中国视力障碍人群的视觉相关
生活质量状态遥
以往对于单纯屈光不正患者的视觉相关生活质

视觉相关生活质量各项目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角膜塑形镜矫 角膜塑形镜矫正

项目
总体视觉渊1 项冤
一般健康渊1 项冤
社交功能渊2 项冤
精神健康渊4 项冤
社会角色限制渊2 项冤
远距离工作渊3 项冤
近距离工作渊3 项冤
驾驶渊2 项冤
独立性渊3 项冤
眼痛渊2 项冤
色彩视觉渊1 项冤
周边视觉渊1 项冤

正前渊n=48冤

3 个月后渊n=48冤

3.29依0.69

3.38依0.49

2.29依0.81
6.42依1.18
8.41依2.08
5.29依1.20
7.17依1.46
6.79依1.64
5.00依1.41
7.79依1.67
5.21依1.17
2.83依0.76
2.25依0.85

t值

P值

3.08依0.65

5.382 0.000**

6.54依1.13

1.003

9.67依1.99
5.48依1.28
8.67依1.40
8.01依1.67
6.29依1.16
7.89依1.59
4.08依1.21
3.00依0.78
2.75依0.74

0.812

0.432

有助于改善其视觉相关生活质量 [13]袁但与正视者相
比袁通过框架矫正或软性角膜接触镜矫正的屈光不正

0.334

患者的视觉相关生活质量仍明显偏低[14]遥 近视性屈光

0.352

致其对框架眼镜的耐受力差袁部分屈光参差程度逸

5.154 0.000
1.084

量研究显示袁屈光不正患者给予正确处方的矫正能够

**

6.042 0.000**

参差患者因双眼屈光度差异较大袁成像大小的差异导

4.873 0.000**

2.0 DS 的患者无法耐受框架眼镜的矫正而选择欠矫遥

0.652

0.523

都能有效的提高近视患者的视力袁但屈光手术后的患

0.973

0.322

4.992 0.000

**

5.823 0.000**
4.152 0.000

**

2.2 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行角膜塑形镜矫正前后的近
立体视锐度比较
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行角膜塑形镜矫正屈光参
差后的近立体视锐度优于矫正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字2=18.450袁P<0.01冤遥 见表 2遥

以往的研究显示袁框架眼镜尧角膜接触镜和屈光手术

者视觉相关生活质量最优袁角膜接触镜其次袁而框架
眼镜配戴者再次之[15]遥

本研究主要关注近视性屈光参差青少年患者配

戴角膜塑形镜对视觉相关生活质量的影响袁结果显示袁
角膜塑形镜矫正能够明显的改善近视性屈光参差青
少年患者的总体视觉情况尧精神健康状态尧近距离工
作尧远距离工作尧驾驶和周边视野等视觉相关生活质
量袁这可能与角膜塑形镜能够解决屈光参差引起的物

表 2 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行角膜塑形镜矫正前后的近立体视锐度比较[n渊%冤]
组别
角膜塑形镜矫正前

角膜塑形镜矫正 3 个月后
字2 值

n

无立体视

周边立体视

黄斑立体视

中心凹立体视

48

1渊2.08冤

2渊4.17冤

4渊8.33冤

41渊85.42冤

48

5渊10.42冤

12渊25.00冤

18.450
0.000

P值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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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小差异和双眼视网膜离焦成像问题有关遥 角膜塑
形镜矫正屈光参差后袁 双眼均拥有良好的裸眼视力袁

渊21/48冤和 85.42%渊41/48冤袁由此可见袁角膜塑形镜矫正
能够明显的改善多数近视性屈光参差患者的立体视觉遥

良好的远近距离工作能力和广泛的周边视野袁能够更

综上所述袁本研究认为对于近视性屈光参差青少

好地完成非机动车驾驶袁从而实现良好的总体视觉袁

年患者行角膜塑形镜矫正有助于提高患者的视觉相

但角膜塑形镜在配戴过程中袁偶有异物不适感袁故而

关生活质量袁促进立体视觉的重建遥 角膜塑形镜可作

导致眼痛评分较矫正前有明显的加重遥 在视觉相关生

为近视性屈光参差青少年患者屈光矫正的优先方式遥

活质量的一般健康状态尧社交功能尧社会角色限制尧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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