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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人工晶体
是白内障治疗唯一途径

白内障是常见的致盲性眼
病。 人眼中有一个组织叫做晶
状体， 正常情况下它是透明的，
光线通过它及一些屈光间质到
达视网膜， 才能清晰地看到外
界物体。 一旦晶状体发生混浊
就会影响视网膜成像， 此时光
线被混浊晶状体阻扰无法投射
在视网膜上， 导致视力受损 。
早期混浊轻微或范围较小时不
影响视力， 而后逐渐加重至明
显影响视力甚至失明。 白内障
的病因至今尚不明确， 有研究
认为， 老化、 遗传、 局部营养
障碍、 免疫与代谢异常， 外伤、
中毒、 辐射等， 都可能是引起
晶状体代谢紊乱的原因。 方家
华介绍， 白内障是中老年人最
常见的致盲性眼病， 发病与年
龄有关， 年龄越大， 患病率越
高。 有的人 30 多岁即可以患
病， 60 岁以上的人大多数有白
内障， 而 80 岁以上的人， 几乎
人人都患有白内障。

“白内障没有药物可以治
疗， 只能通过手术摘除 。” 方
家华介绍， 白内障并不需要等
到完全成熟后再手术， 手术熟
练的医生 ， 五分钟就可以完
成。 目前最常见的手术方法是
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加人工晶
体植入术， 也有小切口白内障
手术。 所有的患者， 白内障摘
除后都需要植入一个人造的镜
片， 也称为人工晶体或眼内眼
镜， 如果不植入， 将会造成高
度远视眼， 视力在 0.1 以下。

根据材质选人工晶体

方家华介绍 ， 自从 1949
年人工晶体首次植入到人的眼
球以来， 已经有近七十年的历
史了。 人工晶体种类繁多， 最
近几年不断有新的人工晶体应
用于临床， 患者该如何来选择
适合自己的人工晶体呢？

人工晶体的材质有聚甲基
丙烯酸甲酯 、 硅凝胶 、 水凝
胶 、 丙烯酸酯等 ， 材质的不
同， 可直接影响晶体植入、 表
面物质的粘附、 术后后发障形
成等。 硬性材料比如聚甲基丙

烯酸甲酯只能做成直径 5 毫米
以上的大晶体， 不能折叠， 价
格便宜， 只要几百元， 手术切
口在 6 毫米以上， 术后可能出
现明显的散光， 影响视力； 折
叠晶体比如水凝胶晶体则可以
通过直径 3 毫米， 或者 2.2 毫
米， 甚至 1.8 毫米的切口植入
到眼内， 切口小， 创伤小， 散
光小， 恢复快， 但价格比硬性
材料高。

根据像差及视觉需求
选择人工晶体

人的眼球具有多种像差 ，
依据像差的不同， 设计出了球
面、 非球面晶体。 非球面晶体
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 术后炫
光及视觉均一性比球面晶体
好。 球面和非球面晶体都是单
焦点晶体， 视远和视近只能选
择一个方面， 如果看远清晰，
看近就要佩戴老花镜， 如果看
近清晰， 看远就只有中等视力
了。 白内障手术主要考虑术后
的远视力， 如果对近视力没有
特别需求， 平时不看手机不看
报纸， 可选择这类晶体。

一些年纪较轻的患者， 平
时开车， 又依赖手机， 对远视
力和近视力都有要求。 为了解
决既能看远又能看近的问题，
又设计出了可调节晶体， 多焦
点晶体， 区域多焦晶体， 连续
视程， 三焦点晶体等。 这些晶
体价格较贵， 有的晶体两万多
元。 可调节晶体利用了人体自
身晶体悬韧带， 看近时相当于
佩戴了一百多度的老花镜， 远
期调节能力可能有所下降。 多
焦点晶体解决了看远看近的问
题 ， 显著提高了术后的脱镜
率， 但是会有部分光线损失，
对比敏感度下降， 辨色能力下
降， 夜间出现光晕和炫光等，
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有精神问
题或者适应能力差的人最好不
用。 另外， 多焦点晶体不适合
糖尿病和近视患者， 因为此类
患者很多需要激光治疗， 多焦
点晶体的衍射条纹会妨碍激光
治疗。

根据眼部情况选人工晶体

此外， 方家华还介绍， 患

者眼部健康状况也直接影响晶
体的选择。 如果患者有散光，
需要植入矫正散光的晶体， 散
光在 75 度以上都可以植入 ，
尤其 300 度以上的散光患者 ，
植入后视力提高明显。 散光晶
体有单焦点晶体和多焦点晶
体， 多焦点散光晶体既可以矫
正散光， 也可以解决看远看近
的问题。

按照人工晶体植入的位
置 ， 分为前房型 、 虹膜夹持
型、 后房型人工晶体。 由于前
房型人工晶体有很多并发症，
现在已没有使用， 虹膜夹持型
也应用得很少。 绝大多数患者
使用后房型晶体， 将晶体植入
到囊袋内， 如果患者囊袋本身
有异常， 或者手术设备稳定性
不好， 导致囊袋破裂， 则晶体
只能放在睫状沟， 甚至用缝线
固定。 可以导致晶体位置发生
倾斜或者度数误差， 影响术后
视力。

另外， 白内障手术质量还
与医生的手术技术及手术设备
有关 。 手术前要确定晶体度
数， 正常人植入的晶体度数一
般在两千度到两千五百度， 如
果术前测量误差较大， 将直接
影响术后的视力。 决定晶体度
数的两项参数是角膜曲率和眼
球长度， 而测量这两项参数的
仪器不同， 准确度也不同， 也
与操作技师的熟练程度有关。
对于高度近视眼和做过角膜屈
光手术的患者， 必须使用生物
测量仪， 通过特殊的公式， 才
能算出准确的人工晶体度数。
“刚才提到的陈老汉， 术后视
力只有 0.1， 通过验光检查 ，
有 200 度的近视和 150 度的散
光， 佩戴眼镜后视力达到 0.8，
造成近视的原因是术前测量误
差较大， 而散光与患者本身的
条件， 以及晶体选择不当、 手
术切口大有关。” 方家华介绍。

总之， 人工晶体的材料和
设计在不断更新， 种类繁多，
各有优劣， 尚不能完全达到人
眼自然晶状体的生理状态和功
能。 医生和患者术前要进行良
好的沟通 ， 依据患者经济条
件、 视觉要求、 眼内情况等选
择适合患者的人工晶体。

白内障术后效果不理想？
专家： 也许是人工晶体没选对

本报记者 王璐 通讯员 黄配

本报讯 (通讯员 毛晓婷) 12 月 1 日， 长
沙市第三医院眼科病房格外温暖。 刚做完双
眼下睑睑内翻矫正手术的小患者蒙蒙迎来了 4
岁生日， 医护人员特意给蒙蒙买了生日蛋糕，
陪她在病房里度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

乖巧可爱的蒙蒙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但眼睛经常流泪。 原来是她双眼下睑内翻 ，
导致睫毛扎向角膜产生异物感。 近日， 蒙蒙
住进了该院眼科。

据了解， 小儿下睑内翻是比较常见的眼科
疾病， 下睑内翻多会引起倒睫， 本该向前生长
的睫毛却向上生长， 擦到眼表。 幼儿时期， 睫
毛较短且柔软， 对角膜一般没有损伤， 但是当
孩子慢慢长大， 睫毛也会慢慢长长、 长硬， 如
果下睑位置发育不好， 仍旧存在倒睫毛， 就会
擦伤角膜， 在角膜上形成创面， 继而引发感
染。

������本报讯 （通讯员 喻露） 67 岁的杨大伯一
年来偶尔间断的出现过小量血尿 3-4 次， 每次
经休息， 自行口服消炎药物、 清热下火药物后
血尿就消失了， 且身体没有其他不适， 也就没
放在心上， 直到最近尿中出现血块才来到长沙
市中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院） 泌尿外科门诊
求治。

经过一系列的尿液检查、 CT、 膀胱镜检
查后， 杨大伯被确诊为膀胱癌， 由于已发生了
全身远处转移， 失去了宝贵的手术治疗时机。

该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谭伟发介绍， 血
尿是大约 90%以上膀胱癌患者最初的症状 ，
通常表现为无痛性、 间歇性、 全程、 肉眼血
尿。 可能仅出现 1 次或持续 1 天至数天， 可自
行减轻或停止， 有时患者服药后与血尿自止的
巧合往往给患者 “病愈” 的错觉。

谭伟发提醒患者， 一旦出现血尿， 无论次
数、 量的多少， 都切不可忽视， 应立即前往正
规医院明确病因， 再进一步对症处理。

������本报讯 （通讯员 徐珊） 将陌生人认作为
熟人， 并常伴有被害妄想， 认为这个陌生人
是熟人伪装的， 企图要害自己， 这个奇怪而
罕见的症状在医学上被称为弗雷格利综合征，
又称替身综合征。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近日
接诊一名 40 岁女子王女士， 她见人就喊姐夫，
总认为周围的人都是姐夫装扮成的， 要来害
她， 医生诊断她患了替身综合征。

从 2014 年开始， 王女士出现精神异常，
总怀疑有人要害死她， 当时被诊断为精神分
裂症。 到了 2017 年， 王女士的 “古怪行为”
越演越烈。 11 月中旬开始， 有一点特别奇怪，
她总觉得周围的所有人都是她姐夫， 大家要
害她。 最后在该院被确诊为替身综合征。

该院酒瘾网瘾科周旭辉主任介绍， 替身综
合征患者会出现奇怪的妄想， 认为有人乔装
改扮成许多不同的人， 还时常偏执地认为此
人要害自己。 “替身综合征很容易出现暴力、
自杀、 自伤的行为， 如果不及时干预， 可能
会出现冲动、 伤人、 毁物、 自杀行为， 所以要
及时干预。” 周旭辉提醒， 如果有这样感觉的
患者， 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寻求专业人士的帮
助。

�������68 岁的陈老汉因白内障导致右眼视物模糊， 不久前他在当地医院接受免费白内
障手术， 本以为可以“重见光明”， 孰料术后陈老汉右眼视力却并未明显提高， 只有
0.1， “感觉术前术后没区别。” 陈老汉对此表示很无奈。 为什么白内障手术后效果
不理想？ 长沙市第一医院眼科主任、 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后方家华告诉记者， 白内障
术后视力提高不太理想原因很多， 术前合并眼底、 视神经、 高度近视及散光等病变，
术后并发症等都能影响白内障术后恢复效果。 此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人工
晶体的选择， 如果没有选择合适的人工晶体， 将直接影响术后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