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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后主导眼的转换规律
潘宿，谭浅，宋伟涛，宋亭葶，陶玉衡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眼科，长沙 410008)

[摘要] 目的：研究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在行白内障超声乳化吸取联合人工晶状体植入手术前后主导眼在两眼
之间的变化规律，分析主导眼的定位与视觉质量的相关性，并观察术后主导眼发生转换的患者有无眩晕的症状。
方法：收集60~80岁的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44例，58眼，术前测量主导眼并分为：A组，非主导眼作为手术眼， 35
人；B组，主导眼作为手术眼，9人；C组，A，B两组中于1个月后行对侧眼白内障手术患者14人，28眼。分别于手
术前1 d、术后1周与1个月时复查主导眼，并比较主导眼与非主导眼未矫正裸眼远视力(UCDVA)、对比敏感度(CS)、
最佳矫正视力(BCVA)以及等效球镜(SE)4种指标的变化情况，于术后第1天与1周时询问患者术后有无眩晕的症状。
结果：术后1天时手术眼UCDVA，CS，BCVA以及SE较手术前提高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A组主
导眼的视觉质量优于非主导眼，UCDVA，CS，BCVA两眼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E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B组双眼视力接近(视力表相差2行之内)，主导眼的UCDVA，CS，BCVA优于非主导眼，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术后：A组与B组再次测量所得的主导眼的UCDVA，CS，BCVA均高于非主导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两眼之间SE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患者术后非主导眼视觉质量提高超过原主导眼，在1周内主
导眼转换为手术眼的转换率为60.0%，1个月时转换率为80%，B组未出现主导眼的转换，C组双眼手术患者1个月内主
导眼还原率为100%，且双眼间视觉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主导眼的定位与UCDVA，CS，BCVA相
关，与SE相关性不明显；非主导眼术后视觉质量提高并超过原主导眼者会发生主导眼的转换，并伴随视物眩晕；双
眼短期内行对侧眼手术者，主导眼可还原为术前初始状态。
[关键词] 主导眼；年龄相关性白内障；视觉质量；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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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 of the dominant eye in the age-related cataract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rientation of the dominant eye and the visual
quality, and to observe whether the patients with the change in dominant eye were conver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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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zziness.
Methods: A total of 44 patients, with age-related cataract between 60 and 80 years old were
enrolled. Group A: the non-dominant (secondary) eye served as the surgical eye (n=35); Group B:
the dominant eye served as the surgical eye (n=9); Group C: the operation was performed on the
contralateral eye after a month (n=28). Measurement of the dominant eye was performed before
operation, 1 week after operation and 1 month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changes in the uncorrected
distance visual acuity (UCDVA), contrast sensitivity (CS), 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y (BCVA)
and spherical equivalent (SE) between the dominant and non-dominant eye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UCDVA, CS, BCVA and SE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t 1 day after the operation.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2 groups (P<0.05). Preoperative: in group A, the
UCDVA, CS, BCVA of ocular dominance were better than the non-dominant eye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 (P>0.05); in group
B, the UCDVA, CS, BCVA in the dominant eye were better than the non-dominant eye’s,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operation: the UCDVA, CS and BCVA
in the dominant eye in group A and group B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non-dominant eye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5),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SE (P>0.05). The
dominant eye’s transformation occurred in group A when the non-dominant eye’s postoperative
visual quality improved over the leading eye. The transformation rate was 60% in 1 week, and the
conversion rate was 80% in 1 month. In group C, the dominant eye reduction rate was 100%, and
the visual quality was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eyes (P>0.05).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patients with the dominant eye’s transformation felt discomfort, which could be relieved within
1 week.
Conclusion: The location of the dominant eye was correlated with uncorrected visual acuity,
contrast sensitivity, and the 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y. The dominant eye’s transformation
occurred when the non-dominant eye’s postoperative visual quality improved over the leading eye
after the surgery. If the contralateral eye’s surgery was performed in a short term, the dominant eye
can be returned to the initial state.
KEY WORDS

dominant eye; age-related cataract; visual quality; cataract phacoemulsification combined with
intraocular lens implantation

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已经
成为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最直接、最有效的治疗
方法[1]。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对手术效果
的要求越来越高，白内障手术已不只是单纯的复明
手术，患者对术后视觉质量及舒适度的要求也在不
断的提高。
人工晶状体(intraocular lens，IOL)在近年飞速发
展，从以往的硬质人工晶体到现在的折叠型人工晶
体，不仅降低了老式白内障囊外摘除大角膜切口造
成的术后角膜散光，而且折叠型人工晶状体组织相
容性也较硬质人工晶体大大提高，但是，因为折叠
型单焦点人工晶体对近距离视物有一定的限制，患
者术后需佩戴老花镜，对生活造成了不便，因此Kim
等[2]提出“假晶体眼单眼视设计”，通过对主导眼植

入–0.50 D以内的人工晶体，主要用于视远，而对侧
眼(非主导眼)植入–1.50~–2.50 D的人工晶状体，主要
用于视近。因为“模糊抑制机制”使在非主导眼所
接收的像更容易被大脑抑制，术后双眼同时视物时
的远、近未矫正视力效果均较为满意，立体视等双
眼视功能均较为理想，并且患者术后脱镜率较高[3]。
因此手术前对主导眼的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4]。
对于双眼患有白内障的患者，术前通过定位主导眼
来进行第一次手术眼的选择，可大大减少术后因主
导眼转换而产生的不适感，提高患者对手术治疗的
满意度。
国内外相关研究均发现主导眼并不是始终不
变的，在长期、一定程度的视力或其他视功能改变
的情况下，主导眼会向视力较好的一眼转变。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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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学者对成年小鼠主导眼的可塑性进行了相关研
究 [5-6]，发现在对成年小鼠的主导眼进行遮盖形成形
觉剥夺后，未行遮盖的非主导眼将会取代其成为新
主导眼。儿童弱视时使用的交替遮盖疗法，就是通
过遮盖，暂时抑制主导眼，给弱视眼以适当的良性
视觉刺激，减缓或消除来自主导眼对弱视眼长期存
在的抑制，从而提高视力 [7] 。但是，若一眼遮盖时
间过长则会出现弱视眼转换为主导眼，而原主导眼
受到抑制成为弱视。因此，老年人在单眼行白内障
手术或短期(1个月)内行双眼的白内障摘除联合人工
晶体植入术后是否也会像儿童一样出现主导眼的转
换，这种转换是否持久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近年相关研究 [8]发现：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
在单眼行白内障术后会出现主导眼的转换。然而，
国内未见有关双眼分次行白内障手术后主导眼的变
化，以及术后主导眼发生转换的过程中患者是否会
产生不适感这两方面的相关研究。
因此，本研究通过卡-洞法、Worth四点灯法定
位主导眼，测量裸眼远视力(uncorrected distant visual
acuity，UCDVA)、对比敏感度(contrast sensitivity，
CS)、最佳矫正视力(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y，BCVA)
以及等效球镜(spherical equivalent，SE)4种视觉质量指
标，从而进一步研究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手术前
后主导眼定位与视觉质量的相关性；同时，观察并
分析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后主导眼
的转换规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眼科2016年2月到2017年
3月行白内障超声乳化吸取联合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
术的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44例，其中男13例，女31
例。年龄60~80岁；均自愿参加本次研究，签署知情
同意书，并且能配合检查及手术。
排除标准：青光眼、眼外伤、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葡萄膜炎、角膜内皮失代偿、角膜瘢痕、斜弱
视等各种眼部疾患及严重的全身疾病等。术后1个月
内出现黄斑囊样水肿、激素性青光眼、角膜内皮水
肿、后发性白内障等并发症者。术后一旦发现前房
炎性反应较重或出现排斥反应或晶体移位，应及时
手术取出，该病例中途退出。
1.2 设备
Vision MON PACK3对比敏感度检测仪购自法国
METRO公司；SLIT LAMP SL-IE裂隙灯活体显微镜、
SP-3000P角膜内皮检测仪、CT.80A非接触眼压计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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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自日本TOPCON公司；Cirrus HD-OCT检测仪、眼
科生物光学测量仪IOL Master、眼部超声生物显微镜
840-UBM均购自德国ZEISS公司；眼部超声检测仪购
自法国Quntel MEDICAL公司；ARK-510A电脑验光/
角膜曲率检测仪购自日本NIDEK公司；2016 Sovereign
Compact小白星超声乳化机购自美国眼力健公司。
1.3 分组
44例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共分为3组。A组：
首选术眼为卡-洞法与Worth四点灯法检查为非主导眼
(辅眼)者(以卡-洞法检测结果为准)，35例；B组：首
选双眼UCDVA在Snellen视力表相差小于2行，且卡-洞
法与Worth四点灯法检查术眼为主导眼的患者(以卡洞法检测结果为准)，9例；C组：A，B两组中患者1
个月后行对侧眼手术者，14例，28眼。
1.4 主导眼的检查
术前1 d、术后1周以及术后1个月时行卡-洞法联
合Worth四点灯法测量主导眼[9]。
卡-洞法：患者双臂伸展并用双手握住中间有
圆形孔洞的卡片，孔的直径约为3 cm，要求被检查
者双眼通过卡片上的孔观察前方3 m处与视平线一
致的视标。看到视标后，检查者依次交替遮盖双眼
中的一只，并询问患者在保持双臂与头部不动的
情况下是否仍然可以透过小孔看到前方的视标，通
过此种方法确定哪只眼睛与小孔及视标对齐，即未
被遮盖的眼可通过卡片上的孔看到远处的视标，那
么这只眼睛就是主导眼，另一只眼为非主导眼。
检查过程中交待患者不能歪头，手臂伸展后保持
不动。
Worth四点灯法：嘱被检者佩戴红绿眼镜，右眼
为红色镜片，左眼为绿色镜片，双眼同时睁开并观
察3 m处与视轴位于同一水平高度的四点灯。四点灯
为矩形灯箱，左右各有红灯一个，上方绿灯一个，
下方白灯一个，若患者戴镜后观察并描述为3个红
灯，则右眼为主导眼；若描述为2个绿灯，则左眼为
主导眼。重复测量3次，期间嘱患者闭眼休息，3次测
量一致的一眼记为主导眼。分别于术后第1天、1周、
1个月时再次测量。若四点灯测量出现主导眼不确定
者，以卡-洞法测量结果为准[9]。
1.5 手术过程
手术前行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点术眼充分扩
瞳，后行0.4%奥布卡因进行角膜表面麻醉，以角膜缘
10点钟方向作3 mm的透明角膜切口，前房内注射玻
璃酸钠黏弹剂维持前房的稳定性并保护角膜内皮，
连续环形撕囊，囊口直径约为5 mm，用0.9%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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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水行水分离晶状体与其囊膜，水分层晶状体核与
其皮质，后行超声乳化并吸取白内障的核及部分皮
质，灌注抽吸(irrigation and aspiration，IA)晶体残余皮
质并观察后囊膜是否完整，再次注入黏弹剂稳定前
房及囊袋，植入美国眼力健AMO ZCB00后房折叠型
非球面单焦点人工晶体，IA眼内残余的黏弹剂及晶状
体皮质，水化透明角膜切口至水密，观察前房稳定
后结束手术。C组术后1个月行对侧眼手术，植入相同
型号的人工晶状体。手术过程由同一名术者实施。
1.6 术前检查及用药
患者术前1 d进行主导眼相关检查(卡-洞法及四
点灯法各测量3次)；检查双眼UCDVA；使用Vision
monitor Mon 2014D对比敏感度测试仪测量双眼在
0.5， 1，2，5，10，20 cpd的6个CS值，综合验光检
查BCVA和SE，比较双眼视觉质量及屈光差异；裂隙
灯检查眼前节及眼底，行非接触式眼压测量、角膜
内皮细胞数检测、眼部超声生物显微镜检查、眼部A
型及B型超声等，排除其他眼部病变。双眼行光学相
干生物测量仪、角膜曲率检查，确定人工晶状体度
数，人工晶状体保留–0.2~–0.6 D的近视度数。术前1 d
行左氧氟沙星滴眼液、普拉洛芬滴眼液抗感染治
疗，降低术中瞳孔受刺激而缩小的发生率，减轻术
后炎性反应。
1.7 术后复查及用药
术后第1天、1周、1个月时复查双眼UCDVA，
并测量主导眼，测量方法同前，以卡-洞法测量结果
为主。术后1周及1个月时复查双眼CS，术后1个月
时复查双眼SE和BCVA，比较双眼以及手术前后术眼
的视觉质量差异。每一阶段复查时均行裂隙灯检查
眼前节及眼底、测量眼压，排除组内出现术后并发
症如白内障术后黄斑囊样水肿、角膜内皮失代偿、
后发性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等的患者。术后行左
氧氟沙星、泼尼松龙、普拉洛芬滴眼液局部抗炎抗
感染，使用玻璃酸钠滴眼液促进角膜上皮修复，减
轻异物感。术后第1天以及1周复查时询问并了解患
者术后舒适度，有无术后不适感，如步行不稳、眩
晕等。
1.8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
用均数 ± 标准差( x± s)描述定量资料的特征，资料根
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行符号秩和检验或配对 t 检验，
采用构成比描述定性资料的特征； P< 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 手术眼手术前后对比
A，B两组的患者手术眼术后第1天UCDVA较术
前明显提高( P <0.05，表1)，术后1周与1个月复查时
UCDVA均有提高，且视力变化趋于稳定。
在0.5，1，2，5，10与20 cpd的6个条栅分别进行
术眼手术前后CS的变化分析，结果示A组患者手术眼
在术后1周与1个月时CS有显著的提高，与术前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表2)。B组患者术后1周
与术前相比提高不明显(P>0.05，表3)；1个月后再次
复查CS时发现，虽然低频(0.5，1，2 cpd)上的视敏度
提高不明显，但是在中高频(5，10，20 cpd)的CS则有
相对明显的提高(P<0.05，表3)。

表1 A，B两组术眼手术前后UCDVA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surgical eye’s UCDVA in group A and
group B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组别

眼数

术前

术后1 d

Z

P

A组

35

0.20±0.15

0.67±0.29

–5.076

<0.001

B组

9

0.27±0.20

0.53±0.27

–2.384

0.009

表2 A组手术眼手术前后CS变化(x±s)
Table 2 Change of surgical eye’s CS in group A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x±s)
术前

1周

1个月

0.5

13.30±5.33

15.43±4.20*

17.71±2.78*

1

14.80±6.35

18.40±3.12*

19.70±2.56*

2

14.67±7.06

18.83±4.21*

20.67±2.59*

频率/cpd

5

13.56±6.81

17.63±5.26*

20.23±3.07*

10

8.23±5.44

13.66±6.41*

16.70±4.69*

20

2.33±2.84

6.36±6.02*

8.93±5.25*

与术前比较，*P<0.05

2.2 术前主导眼与非主导眼对比
比较A，B两组患者手术前的主导眼与非主导
眼(辅眼)4项指标(UCDVA，CS，BCVA，SE)，结果
显示：A组主导眼的4项指标明显优于非主导眼，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表4，5)；B组主导眼4项
指标优于非主导眼，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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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B组手术眼手术前后CS变化(x±s)

1周后复查主导眼时发现21人发生主导眼的转换，其
中7人出现Worth四点灯法测量不能确定主导眼的情
况，以卡-洞法测量结果为主，转换率为60.0%，且
UCDVA，CS，BCVA均提高的手术眼转换为新主导
眼；1个月时再次复查主导眼发现28人发生主导眼的
转换，转换率为80.0%，此时卡-洞法与Worth四点灯
法测量结果一致，未出现四点灯法测试不能确定的
患者。B组9例患者术后1周与1个月时复查均未发生
主导眼的转换。
对A，B两组患者分别在术后1个月时复查主导
眼与非主导眼UCDVA，CS，BCVA，SE，结果显示：
A，B两组患者术后主导眼的UCDVA，CS，BCVA均
优于非主导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表6，
7)，但是两组患者术后主导眼的SE与非主导眼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6)。

Table 3 Change of surgical eye’s CS in group B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x±s)
术前

1周

1个月

0.5

18.00±1.63

17.57±3.64

17.85±3.43

1

20.28±1.79

20.29±2.43

21.57±1.61

2

19.85±2.11

19.86±4.67

22.42±2.22

5

18.71±3.86

19.43±3.99

21.14±1.77*

10

13.14±2.73

14.57±3.45

18.42±2.57*

20

3.28±4.49

7.57±6.35

11.42±2.57*

频率/cpd

与术前比较，*P<0.05

2.3 术后主导眼与非主导眼对比
对A，B两组单眼手术后患者再次进行主导眼的
测量，发现A组35例，即非主导眼手术的患者于术后

表4 A，B两组术前主导眼与非主导眼UCDVA，BCVA，SE比较(x±s)
Table 4 Comparison of UCDVA, BCVA, SE between dominant eye and undominant eye in group A and B before the surgery (x±s)
眼别

A组

B组

UCDVA

BCVA

SE

UCDVA

BCVA

SE

主导眼

0.46±0.32

0.73±0.32

–1.11±2.39

0.27±0.20

0.51±0.24

–2.17±3.88

辅眼

0.22±0.16

0.41±0.22

–1.98±3.21

0.26±0.18

0.42±0.15

–2.73±5.46

t

4.955

6.209

2.231

0.860

1.152

0.729

P

<0.001

<0.001

0.031

0.415

0.283

0.487

表5 手术前主导眼与非主导眼CS比较(x±s)
Table 5 Comparison of CS between dominant eye and undominant eye before the surgery (x±s)
频率/cpd

A组

B组

主导眼

非主导眼

t

P

主导眼

非主导眼

t

P

0.5

14.70±3.58

13.64±5.32

1.662

0.106

18.00±1.63

18.00±1.94

0.000

1.000

1

17.67±3.13

15.15±6.24

3.033

0.005

20.29±1.80

19.29±2.75

1.871

0.111

2

18.09±4.02

15.12±6.91

3.237

0.003

19.85±2.11

18.57±3.74

1.081

0.321

5

17.45±4.10

14.06±6.71

3.549

0.001

18.71±3.86

16.00±7.25

1.076

0.323

10

12.76±4.29

8.67±5.54

4.215

0.000

13.14±2.73

10.42±8.46

0.958

0.375

20

4.70±4.06

2.55±3.03

2.878

0.007

3.71±6.18

3.29±4.50

–0.402

0.702

表6 A，B两组术后1个月主导眼与非主导眼UCDVA，BCVA，SE比较(x±s)
Table 6 Comparison of UCDVA, BCVA, SE between dominant eye and undominant eye in group A and B after 1 month (x±s)
眼别

A组

B组

UCDVA

BCVA

SE

UCDVA

BCVA

SE

主导眼

0.72±0.33

0.97±0.23

–0.71±1.45

0.66±0.25

0.94±0.24

–0.96±1.02

辅眼

0.47±0.29

0.81±0.35

–0.44±1.47

0.27±0.20

0.47±0.22

–2.54±5.98

t

4.362

2.828

–0.951

3.215

5.344

0.813

P

<0.001

0.007

0.347

0.012

0.001

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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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手术后1个月主导眼与非主导眼CS比较(x±s)
Table 7 Comparison of CS between dominant eye and undominant eye after 1 month (x±s)
频率/cpd

A组

B组

主导眼

非主导眼

t

P

主导眼

非主导眼

t

0.5

17.16±2.90

16.40±2.67

2.113

0.042

17.86±3.44

16.00±2.38

1.982

0.095

1

20.03±2.65

18.73±3.01

2.949

0.006

21.57±1.62

18.57±1.90

7.937

<0.001

2

20.97±3.01

18.76±4.26

3.253

0.002

22.42±2.23

17.00±4.32

3.634

0.011

5

20.35±3.01

17.95±4.32

3.452

<0.001

21.14±1.77

16.29±3.90

3.378

0.015

10

16.95±4.61

13.70±5.28

3.719

<0.001

18.43±2.57

11.71±5.99

3.113

0.021

20

9.76±4.79

5.62±5.17

5.163

<0.001

11.42±2.57

4.85±4.18

4.547

0.004

2.4 对侧眼手术后对比
C组为单眼术后1个月时行对侧眼患者，共14
人，28眼。复查发现，患者双眼行白内障手术后主导
眼可还原为第1次手术前水平，即初始的主导眼。术
后1周时复查发现，13人行卡-洞法测量出现主导眼还
原，其中有3人出现Worth四点灯法测量不确定，1人
未发生主导眼还原，转变率为92.9%。1个月时再次测
量主导眼，发现14人主导眼均还原为术前水平，且
卡-洞法与Worth四点灯法测量主导眼结果一致，未出
现四点灯法测量不能确定主导眼的患者。
比较并分析手术后1个月时双眼视力及视觉质量
的差异性，对UCDVA，CS，BCVA以及SE进行比较以
及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行白内障超声乳化吸取
联合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后，双眼间UCDVA，BCVA以
及SE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表8)，但是在进行

P

双眼CS比较时发现在低频与高频主导眼要优于非主
导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表9)，而中频CS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9)。

表8 C组对侧眼术后1个月主导眼与非主导眼UVDVA，
BCVA，SE对比(n=14，x±s)
Table 8 Comparison of UCDVA, BCVA, SE between dominant
eye and undominant eye in group C after 1month (n=14, x±s)
眼别

UCDVA

BCVA

SE

主导眼

0.71±0.32

1.01±0.25

–0.46±0.45

辅眼

0.61±0.33

0.9150.34

–0.42±0.44

t

1.341

1.365

–0.499

P

0.191

0.184

0.626

表9 C组对侧眼术后1个月主导眼与非主导眼CS对比(n=14，x±s)
Table 9 Comparison of CS between dominant eye and undominant eye in group C after 1month (n=14 , x±s)
频率/cpd

眼别

0.5

1

2

5

10

20

主导眼

18.82±1.99

21.36±1.50

22.36±1.86

22.18±1.99

20.09±1.38

13.09±2.98

辅眼

18.27±1.62

21.18±1.54

21.63±1.03

21.90±1.37

18.45±3.86

11.66±3.21

t

2.206

0.690

1.388

0.396

1.491

2.276

P

0.052

0.506

0.195

0.700

0.167

0.046

2.5 主导眼与不适感

2.6 并发症

A，B两组行单眼白内障超声乳化吸取联合人

44例患者术后均未出现并发症，如：人工晶体

工晶体植入的患者在术后1周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移位、眼前房毒性反应综合征、脉络膜脱离、脉络

不适感，A组在1周出现主导眼转换的21名患者出现

膜上腔出血等。仅有5例患者因核型白内障硬度较

了视物眩晕感；B组9例患者中仅2人出现了相同的

大，3级核以上，术后第1天出现角膜内皮水肿，术

症状，不适感均在1周内缓解，C组患者术后无明显

眼BCVA低于1.0，术后1周复查时完全缓解，角膜内

不适。

皮计数检查内皮细胞数均大于2 000 个/mm2，处于正

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后主导眼的转换规律 潘宿，等

常范围，并且与手术前比较并未出现明显的细胞数
量减少(减少低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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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A组患者主导眼的4项指标均优于非主导
眼。术前B组患者双眼UCDVA在视力表上相差小于2
行，虽然其主导眼的UCDVA，CS，BCVA以及SE与

3讨 论

非主导眼相比无明显差异，但是其平均值仍处于较
高水平；术后A，B两组患者复查主导眼的UCDVA，

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是一种因晶状体透明度降

CS以及BCVA这3项指标，结果发现均明显高于非

低，引起患者以视物模糊、戴镜矫正后视力不提高

主导眼。但是SE在手术后两眼进行对比发现差异不

且进行性视力下降为主的疾病[1]。以往研究[10]发现白

明显，可能与手术造成的角膜散光等原因有关。进

内障、角膜白斑等形觉剥夺性障碍眼病会引起脑源

一步说明，主导眼在双眼中的定位，主要为视力较

性神经营养因子释放减少，影响神经节细胞的功能

好、视敏度较高，综合视觉质量较优的一只眼。但

及形态结构直至出现不可逆的损害。因此，早期行

是，它的定位与SE的相关性不明确，需进行深入的

手术治疗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对患者术后视力以及视

研究。Chia等 [13]在2007年对543名9岁屈光不正的儿

觉质量的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童进行主导眼与SE以及眼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

主导眼无论是对于白内障手术联合人工晶体植

示，主导眼与SE以及眼轴之间均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入，还是屈光矫正手术，其对术后患者视力以及视

以上结果显示：主导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

觉质量的恢复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4, 11] 。双眼单视

行白内障超声乳化吸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人为干

的主要基础之一是双眼所接受的物象要具有相同程

涉单眼的视觉信号传入，提高非主导眼的视觉质量

度的清晰度，白内障手术以及屈光矫正手术等解决

至超过原主导眼，会使大脑视觉中枢重新定位，而

了这一问题。与此同时，单眼视中存在模糊抑制机

发生主导眼的转换，转换为视觉质量较优眼，并且

制，非主导眼在双眼视中更容易被主导眼所抑制，

在1个月内主导眼的转变基本稳定。综上所述，由于

即便是非主导眼视力较主导眼稍差(视力表上相差2行

手术眼视觉质量的提高并超过原主导眼，主导眼将

以内)，也能保证在双眼视时有单一的清晰的物像，

会发生转变，并伴随视物眩晕的不适感。而手术眼

不会影响双眼单视，并且在视远时主导眼占优势，

本身就是主导眼的患者术后未出现转换。但是，本

视近时，非主导眼占优势[3]。双眼白内障患者人工晶

次研究中并未分别评估UCDVA，CS，BCVA，SE 4

体单眼视设计就基于这一原理 [12]。年龄相关性白内

项指标对主导眼的影响力大小，并且对主导眼发生

障患者术后主导眼的转换与视力、视觉质量的提高

转换仅进行了定性研究，究竟双眼视功能相差多少

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时才会出现主导眼的转换这一方面的定量分析需要

从以上对白内障患者手术前后UCDVA，CS的变

在今后进一步研究。在本研究中，A组35人中1个月

化比较分析中发现，年龄相关性白内障的发生不仅

后仍有9人未出现主导眼的转换，通过对手术前后

仅会影响患者的视力，同时也会削弱视精细物体的

的数据比较发现：这9名患者未行手术的一眼的晶

能力。因本次研究中B组患者双眼间视觉质量差异较

状体在裂隙灯下观察没有出现明显的混浊改变，并

小，主观上并未察觉哪一只眼睛较好，哪一只眼睛

且在行手术前原主导眼的UCDVA≥1.0、CS在6个不

较差，并且对双眼手术的意愿较强，术前谈话与患

同频率的cpd间均处于正常范围，在术后原主导眼的

者及其家属交待本项目研究内容与手术眼选择的目

UCDVA，CS，BCVA以及SE与手术眼持平，甚至仍高

的后均表示理解以及同意。因此，B组与A组患者手

于手术眼，因此在两只眼的视觉传入信号相对平衡

术治疗过程均较为顺利，且术后依从性较高，但是B

且差异不大的情况下主导眼并不发生转换而保持原

组患者数量较少。与此同时，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有的状态。

B组中患者术眼在术后复查的CS在0.5，1，2 cpd的低

同时，在A组中，1周时复查发生主导眼转换的

频条带的敏感度比较术前水平没有明显的提高；然

21人中出现术后视物眩晕的不适感。其中，16人仅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5，10，20 cpd的中高频条带的

有术后第1天轻度眩晕，1 d内可缓解，5人出现伴有

敏感度明显提高，由此说明白内障手术不仅仅提高

“步行不稳，走路深一脚浅一脚”较为明显的不适

了患者的视力，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精细视觉，为术

感，不适感均在1周内消失。在1个月时复查出现主导

后主导眼发生转换与视力、视觉质量相关这一理论

眼转换的另7名患者未出现不适，原因可能是在术后

奠定了基础。

短期内未出现转换，适应期较其他患者长，因此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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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明显的不适。然而，在B组中，双眼间主导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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