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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球后视神经炎患者治疗前后图形视觉诱发电位渊责葬贼贼藻则灶 增蚤泽怎葬造 藻增燥噪藻凿 责燥贼藻灶贼蚤葬造袁孕灾耘孕冤的特征改变并进行

随访遥 方法院对 猿圆 例正常视力的被试者和 猿怨 例球后视神经炎患者进行双眼 孕灾耘孕 及图形视网膜电图渊责葬贼贼藻则灶 藻造藻糟贼则燥则藻贼蚤灶燥早则葬皂袁

孕耘砸郧冤检测和比较袁并在部分球后视神经炎患者治疗后进行 孕灾耘孕 随访研究遥 结果院猿怨 例球后视神经炎患者眼部的电生理主要
表现为 猿 个类型院怨 例 孕耘砸郧 大致正常或略低平袁孕灾耘孕 的 孕员园园 波形也大致正常袁但波幅降低尧潜时明显延长袁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有明显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曰圆园 例 孕耘砸郧 降低袁孕员园园 宽大畸变曰员园 例 孕耘砸郧 低平或消失袁孕灾耘孕 也低平甚至消失遥 员园 例球后视神

经炎患者经临床正规治疗后进行 孕灾耘孕 随访检测发现袁经治疗后 孕员园园 的幅值明显增大袁潜时缩短袁视力明显提高遥 结论院孕灾耘孕 对
球后视神经炎的随访和疗效考核是一个很敏感的指标并对治疗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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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神经炎泛指视神经的炎性脱髓鞘尧感染尧非特
异性炎症等疾病咱员暂袁为常见的眼科疾病袁好发于青少
年和儿童遥 临床上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类袁主要临床
表现为视力突然下降袁对光反应迟钝袁但在病变早期
常因眼底正常袁所以临床上易误诊袁延误治疗遥 一般
情况下袁 球后视神经炎在正确诊断后作对症治疗
和抗生素尧皮质类固醇治疗袁可望恢复遥 本研究在
分析球后视神经炎的视觉电生理特征的基础上袁
跟踪观察其治疗前后视觉诱发电位的变化袁 以评
价视觉诱发电位用于判断治疗效果和功能恢复情
况的价值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正常被试者为双眼视力正常者 猿圆 例袁男 圆园 例袁
女 员圆 例袁年龄 员怨耀圆圆 岁袁均为在读大学生遥 视神经
炎患者为眼科门诊患者 猿怨 例袁男 圆员 例袁女 员愿 例袁包
括年龄为 员员耀圆员 岁的儿童和学生 员源 例尧年龄 猿园耀源缘
岁的青壮年 员怨 例和老年患者 远 例袁所有患者经眼科
医生检查眼球前段尧眼底尧视神经尧对光反射后初步
诊断为球后视神经炎遥
员援圆 方法
分别对正常被试者和球后视神经炎患者进行图
形 视 觉 诱 发 电 位 渊责葬贼贼藻则灶 增蚤泽怎葬造 藻增燥噪藻凿 责燥贼藻灶贼蚤葬造袁
孕灾耘孕冤和图形视网膜电图渊责葬贼贼藻则灶 藻造藻糟贼则燥则藻贼蚤灶燥早则葬皂袁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圆冤园愿鄄员员员猿鄄园猿

孕耘砸郧冤的检测咱圆暂遥
采用 载允缘愿缘园 型电生理学检测仪 渊上海无线电
圆员 厂冤袁刺激形式为棋盘格翻转刺激袁刺激参数院视
角 员猿援远毅尧空间频率 园援缘 糟责凿袁时间频率 员 匀扎袁平均亮
度 员园 糟凿 辕 皂圆袁对比度 怨园豫遥引导 孕灾耘孕 的电极为圆盘
状银原氯化银表面电极渊电极饱含生理盐水冤袁置于
枕骨粗隆上方 圆 糟皂 处袁 无关电极置于发际下 员 糟皂
处之额部皮肤上袁 接地电极置于外耳前方之侧面部
皮肤上遥 引导 孕耘砸郧 的电极为微纤维电极渊阅栽蕴袁圆苑 辕
苑载鄄杂贼葬贼蚤糟 云蚤遭藻则袁美国冤袁置于外眦部下眼睑内侧缘之
巩膜上遥 电极电阻小于 员园园 赘 辕 糟皂袁由电极引出之信
号输入阻容耦合放大器 员园 万倍放大后 袁经 粤 辕 阅 转
换进入计算机袁采样间隔 员员源 滋泽袁采样点数 圆 园源愿袁
平均叠加 员圆愿耀圆缘远 次袁检测结果经 阅 辕 粤 转换尧显示尧
测量并输出打印遥 被检者在暗室内坐于距刺激仪屏
幕前约 员 皂 处行 孕灾耘孕 及 孕耘砸郧 检测袁 注视屏幕上
棋盘格翻转刺激袁 检查时单眼注视袁 左右眼分别检
测袁并作定量分析遥
猿怨 例球后视神经炎的病例中袁员园 例采用皮质类
固醇尧抗生素尧血管扩张剂尧能量合剂及 月 族维生素
等综合治疗袁并在治疗前及治疗后 员耀圆 个月再行电
生理检测以评价其疗效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所有检测数据均用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
采用 杂孕杂杂员圆援园 统计软件袁贼 检验分析两组间差异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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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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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大畸变曰悦院孕耘砸郧 低平袁孕员园园 低平消失遥

图圆

球后视神经炎的电生理改变

圆援猿 孕灾耘孕 检测随访球后视神经炎的疗效
图 猿 是 圆 例患者渊治疗前视力均为 源援园冤治疗前
后的电生理资料遥经正规及时的眼科治疗之后袁其视
力分别提高到 缘援园 和 源援怨袁孕灾耘孕 的幅值较治疗前明
显增大袁潜时缩短袁表明 孕灾耘孕 的幅值和潜时变化与
视力有关遥

治疗 圆 个月后
粤院患者 员袁女袁员员 岁

员园援愿 依 猿援圆

治疗前

正常被试者 孕耘砸郧 各波数值 渊灶 越 猿圆冤
潜时渊皂泽冤

波幅渊滋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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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院孕耘砸郧 大致正常袁孕员园园 波幅减低袁潜时延长曰月院孕耘砸郧 低平袁孕员园园

正常被试者 孕灾耘孕 各波数值 渊灶 越 猿圆冤
波幅渊滋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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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 孕耘砸郧渊粤冤和 孕灾耘孕渊月冤记录

表1

波形

孕灾耘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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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员 对照组视觉诱发电位的特征
由图 员 可见袁 正常人从顶枕部引导的 孕灾耘孕 主
要以 孕员园园 为特征的三相复合波袁其中 孕员园园 波幅大尧稳
定袁常在图像刺激后 员园园 皂泽 出现袁故名 孕员园园袁它是评
价视神经功能的主要指标遥 其前后各有 员 个潜时分
别为 苑源尧员源缘 皂泽 左右的负波袁因其波幅小尧变异大袁
临床上不太重视遥 因此袁本研究主要观测 孕员园园 的潜
时和幅值袁 表 员 为正常对照组 孕灾耘孕 的统计学数
值袁与国内外一些研究者报道的资料相近咱猿原源暂遥 眼睑
内侧缘之巩膜上引导的 孕耘砸郧 反映视网膜光感受
器的功能袁以 责尧择尧则 命名袁其中 择 波稳定袁作为本文
观察的另一指标袁 表 圆 为对照组 孕耘砸郧 的统计学
数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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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猿援缘 依 圆援远

圆援远 依 员援源

圆援圆 球后视神经炎 孕灾耘孕 和 孕耘砸郧 的改变
猿怨 例门诊确定为球后视神经炎的患者袁行常规
的眼科检查后作视觉电生理检测袁其电生理主要表
现为 猿 个类型院第一类渊灶 越 怨冤袁孕耘砸郧 大致正常或略
低平袁孕员园园 主要表现为波幅降低但波形大致正常袁但
潜时明显延长袁可达渊员员怨援苑圆 依 猿援远冤 皂泽袁与对照组相
比有明显统计学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员袁图 圆粤冤遥

第二类渊灶 越 圆园冤袁表现为 孕耘砸郧 降低袁孕员园园 或宽
大畸变或低平变异渊图 圆月冤遥
第三类渊灶 越 员园冤袁不仅表现为 孕灾耘孕 低平乃至
消失袁而且 孕耘砸郧 也明显异常袁表现为电位低平或消
失渊图 圆悦冤遥

治疗 员 个月后
月院患者 圆袁男袁源缘 岁

图 猿 用 孕灾耘孕 随访球后视神经炎疗效

猿 讨 论
因发病部位不同袁 视神经炎可分为球内段的视
乳头炎和球后段的视神经炎袁 急性球后视神经炎发
病急尧进展快尧视力急剧下降尧甚至无光感袁若不及时
治疗袁可转为慢性袁预后较差袁甚至出现视神经萎缩
等严重并发症遥早期诊断一般比较困难袁眼底检查常
无阳性发现袁无法提供早期客观的诊断依据遥本研究
发现视觉电生理检查已成为视神经疾病的早期诊断
及预后判断的重要手段之一袁孕灾耘孕 是视神经冲动由
视网膜尧视神经尧外侧膝状体向枕叶皮层投射的生物
电信号袁反映视觉信息自视网膜尧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向中枢的传导袁其中 孕员园园 稳定袁重复性好袁可作为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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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彩萍等院用视觉诱发电位随访球后视神经炎治疗的初步研究

和评价视功能的无创伤性客观指标 咱缘暂遥 孕耘砸郧 是后
极部视网膜综合电反应袁 起源于视网膜神经节细
胞层与内丛状层袁 主要反映视网膜光感受器及第
三神经元即神经节细胞的功能遥 其中 择 波最稳定袁
可作为人视网膜细胞活动分层分析的另一种有效
的指标咱苑暂遥
本研究在观察了 猿圆 位视力正常者视觉诱发电
位的特征之后袁 通过对 猿怨 例球后视神经炎患者的
孕灾耘孕 和 孕耘砸郧 检测袁分析其电生理特征发现院其中
怨 例患者 孕耘砸郧 大致正常或略低平袁孕员园园 波幅降低但
波形大致正常袁但潜时明显延长袁可能与病程较早袁
病情较轻袁 病变累及视神经数目少有关曰圆园 例患者
孕耘砸郧 降低袁孕员园园 或宽大畸变或低平变异袁 可能与其
病情较重袁病变影响视神经程度加重袁甚至反向侵
犯到视网膜有关曰员园 例患者 孕耘砸郧 及 孕灾耘孕 均低平
乃至消失袁可能与病情更重尧病程迁延尧病变逆向侵
犯视神经乳头有关遥 本研究结果较已有的关于球后
视神经炎患者的潜伏期延长及波幅降低的报道更
详细 咱愿原员园暂袁观察到球后视神经炎患者的 猿 类电生理
改变遥
本研究对 员园 例球后视神经炎患者运用正规眼
科治疗后袁观察到其电生理有明显改变袁孕灾耘孕 的幅
值较治疗前明显增大袁潜时缩短袁表明视觉电生理检
测袁 特别是联合 孕灾耘孕 及 孕耘砸郧 检测对球后视神经
炎治疗的随访具一定指导意义袁因此可认为凡球后
视神经炎患者无论在早期诊断或正规眼科治疗前后
均应及时作电生理检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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