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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内界膜填塞治疗先天性视盘小凹伴浆液性视网膜脱离
姚 进袁蒋 沁鄢
渊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袁江苏

咱摘

要暂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目的院探讨微创玻璃体切割术联合自体内界膜填塞治疗先天性视盘小凹伴浆液性视网膜脱离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遥

方法院对 圆园员圆 年 苑 月耀圆园员源 年 苑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怨 例渊怨 眼冤先天性视盘小凹合并黄斑浆液性视网膜脱离的患者进行回顾

性分析袁所有患者采用 圆猿郧 微创玻璃体切割术联合自体内界膜填塞手术进行治疗袁其中 远 例做以视盘为基底的自体内界膜瓣

反转填塞覆盖封闭视盘小凹袁另 猿 例采用游离自体内界膜填塞覆盖视盘小凹遥 术后随访 远耀员圆 个月袁观察手术前后视力尧眼压尧

眼底照相尧云云粤尧视盘和黄斑 韵悦栽 变化遥 结果院术后 远耀员圆 个月时患者的矫正视力为 园援园缘鄄园援猿 不等袁眼压 员源耀员愿 皂皂匀早袁所有患者

均视网膜复位袁韵悦栽 显示视盘小凹处在呈无组织反射的筛板组织缺失暗区表面有一层中高反射带覆盖 渊即为填塞覆盖的自体
内界膜冤袁视网膜贴附良好曰随访 远耀员圆 个月无 员 例发生视网膜脱离复发遥 结论院微创玻璃体切割联合自体内界膜填塞法袁不仅

可以解除视网膜和视盘处的玻璃体牵引袁而且从解剖上封闭了视盘小凹袁阻止了玻璃体腔的液体通过视盘小凹进入视网膜下
的可能袁是一种更为安全有效的治疗先天性视盘小凹伴浆液性视网膜脱离的新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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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视盘小凹渊燥责贼蚤糟 凿蚤泽糟 责蚤贼冤是一种较少见
的视乳头发育不良袁最早由 宰蚤藻贼澡藻 咱员暂 于 员愿愿圆 年发
现并提出袁可能与胚裂闭合不全有关袁视盘小凹处
的神经组织有局部先天缺损袁源园豫耀远园豫的患者合
并黄斑部浆液性视网膜脱离遥 早期多无明显症状袁
一旦发生黄斑区浆液性视网膜脱离袁即导致视力急
剧下降和视物变形遥本院采用微创玻璃体切割联合
内界膜填塞法治疗先天性视盘小凹合并视网膜脱
离袁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袁现报告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对 圆园员圆 年 苑 月耀圆园员源 年 苑 月在本院行微创玻
璃体切割联合自体内界膜瓣填塞法治疗的 怨 例渊怨
眼冤先天性视盘小凹合并视网膜脱离的患者进行回
顾性分析袁患者中男 苑 例渊苑 眼冤袁女 圆 例渊圆 眼冤袁其
中 员 例男性患者合并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
病变袁年龄 员缘耀猿圆 岁袁术前矫正视力为手动 辕 眼前耀
园援员袁眼压 远耀员园 皂皂匀早袁术前进行眼底照相尧云云粤尧视
乳头和黄斑 韵悦栽尧月 超等检查遥 所有患者视盘小凹
均位于颞侧袁呈圆形或横椭圆形袁直径约为 员 辕 猿耀员 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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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孕阅 大小袁浆液性视网膜脱离位于视盘颞侧上下血
管弓之间遥云云粤 显示视盘小凹呈边缘清晰的持续性
弱荧光区袁脱离区内早期呈现斑驳状荧光袁晚期有
染料积存袁但无渗漏遥 韵悦栽 显示视盘小凹处筛板组
织缺失呈无组织反射的暗区袁视网膜脱离与暗区相
连袁 视盘小凹表面可见到纤维胶质膜高反射条带袁
不完全性遮盖小凹袁与视网膜表面牵引条带相连遥
员援圆 方法
所有患者采用 圆猿郧 微创玻璃体切割术袁 术中
完成玻璃体全切尧剥除视网膜及视盘前膜袁并在剥
除黄斑区内界膜的同时袁在视盘颞侧做以视盘为基
底的自体内界膜瓣且反转填塞覆盖封闭视盘小凹
渊远 例冤 或者游离自体内界膜片填塞覆盖视盘小凹
渊猿 例冤袁内界膜瓣 辕 片直径约 员 辕 圆孕阅 大小袁气液交换
后袁缘 例行 悦猿云愿 注入袁源 例行硅油注入袁 并于 猿 个
月后行硅油取出术遥所有患者术后随访 员圆 个月袁观
察手术后视力尧眼压尧眼底照相尧云云粤尧视盘和黄斑
韵悦栽 检查遥
圆

结

果

术后 远耀员圆 个月时患者的矫正视力为 园援园缘耀园援猿园
不等袁均较术前有不同程度提高袁眼压 员源耀员愿 皂皂匀早袁
所有患者均视网膜复位袁韵悦栽 显示视盘小凹处在呈
无组织反射的筛板组织缺失暗区表面有一层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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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层下积液消失袁贴附良好曰随访 员 年无 员 例发生

反射带覆盖渊即为反转的自体内界膜瓣冤袁使玻璃体
腔与视盘缺损区不再相交通袁黄斑区视网膜神经上

视网膜脱离复发遥 典型病例如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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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耀阅院为术前检查结果曰耘耀匀院为术后检查结果遥 粤院术前眼底照相显示视盘小凹位于颞侧袁视网膜脱离主要位于视盘颞侧上下血管弓之

间袁由于表面增殖膜的牵引颞侧血管走行变直袁术前袁灾燥泽院园援园圆曰月院术前眼底血管造影显示 云云粤 显示视盘小凹呈边缘清晰的持续性弱荧光

区袁脱离区内早期呈现斑驳状荧光袁晚期有染料积存袁但无渗漏曰悦院术前视盘 韵悦栽 显示视盘颞侧筛板组织缺失呈无组织反射的暗区袁表面呈
高反射的纤维胶质膜牵引视盘袁不完全性遮盖小凹袁视网膜脱离区与视盘小凹裂隙尧玻璃体腔相连曰阅院术前黄斑区视网膜神经上皮层浆液

性脱离袁表面增殖膜与视盘前增殖相连遥 行左眼微创玻璃体切割联合内界膜填塞 悦猿云愿 注入术曰耘院术后 猿 个月眼底照相显示网膜平复尧颞侧
血管走行基本恢复正常袁灾燥泽渊戴镜冤院园援圆曰云院术后 猿 个月 云云粤 显示视盘小凹处仍为弱荧光袁后极部网膜平复无荧光积存袁但可见到色素上皮

损害后呈现的透见荧光曰郧院术后 源 个月 韵悦栽 示视盘小凹处无组织反射暗区表面可见一层中高反射带覆盖渊即为转位的内界膜冤袁使玻璃体
腔与视盘缺损区不相交通曰匀院术后 源 个月黄斑区 韵悦栽 显示视网膜完全贴附遥

图员

猿

讨

左眼先天性视盘小凹伴浆液性视网膜脱离行微创玻璃体切割联合自体内界膜瓣填塞术治疗前后比较

论

先天性视盘小凹是视乳头的发育异常袁患病率
约为 员 辕 员园 园园园 咱圆原猿暂袁愿缘豫以上为单眼发病袁 多为散
发袁 无遗传倾向遥 大约 苑园豫的小凹发生在视盘颞
侧袁圆园豫位于中心袁 其余见于视盘下方尧 上方或鼻
侧遥 与位于中心的视盘小凹不同袁位于视盘边缘的
小凹常伴有视盘周围的视网膜脉络膜萎缩或 砸孕耘
改变袁随时间推移袁这些视盘旁改变可进展发生黄
斑浆液性视网膜脱离咱源暂遥 本研究这 怨 例伴有浆液性
视网膜脱离患者的视盘小凹均位于视盘颞侧遥
黄斑浆液性视网膜脱离是先天性视盘小凹的
常见并发症袁年轻的成年人多见袁本组患者的发病
年龄就居于 员缘耀猿圆 岁之间遥 一旦发生此并发症袁视

力会急剧减退遥浆液性视网膜脱离发生的机理有多
种解释袁 以往认为视网膜下液可能有 猿 个来源咱缘暂院
玻璃体腔内液化的玻璃体经小凹进入视网膜深层曰
蛛网膜下腔的脑脊液经小凹进入视网膜深层曰小凹
内血管的渗漏遥 前者是目前被广泛接受的理论袁由
杂怎早葬则 在 员怨远圆 年最早提出并由 蕴蚤灶糟燥枣枣 和 月燥灶灶藻贼 等咱远暂
进一步阐述和证实院视盘小凹的黄斑浆液性视网膜
脱离有孔源性成分渊孔在视盘冤袁与玻璃体牵引有关
渊韵悦栽 显示视网膜和视盘处有玻璃体牵引冤袁视盘小
凹与视网膜连通最早出现在视盘颞侧袁玻璃体腔的
液体顺着压力梯度通过视盘小凹流到内层视网膜
下袁使得内层视网膜和外层视网膜分离遥 本组患者
的 韵悦栽 也都显示了视盘颞侧存在视盘小凹和脱离
视网膜相连通袁同时在视网膜和视盘表面有玻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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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感光细胞的激光损伤袁可能是一种更为安全有效
的治疗先天性视盘小凹伴浆液性视网膜脱离的新

视网膜脱离的方法主要是玻璃体切割手术联合视
盘颞侧光凝咱苑暂遥 尽管玻璃体切割手术联合视盘颞侧

方法遥
咱员暂

宰蚤藻贼澡藻 栽援 耘蚤灶 枣葬造造 增燥灶 葬灶早藻遭燥则藻灶藻则 凿藻枣燥则皂蚤贼葬贼 凿藻则 泽藻澡灶鄄

斑束的部分神经纤维袁所以仍然不是理想的治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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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凝的效果优于单独玻璃切割尧气体填充或光凝治
疗 咱愿原怨暂袁但视盘颞侧光凝不可避免地会损伤经过乳
法遥
因为先天性视盘小凹处筛板组织缺失袁视盘小
凹的黄斑浆液性视网膜脱离是一种野隐匿孔冶的视
盘病变袁所以同治疗孔源性视网膜脱离一样袁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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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尧封闭裂孔是手术成功的关键遥 微创玻璃体切
割可以很好地解除玻璃体牵引袁那么如何无损伤地
封闭野裂孔冶就是治疗的另一个关键遥 也就是说袁理
想的治疗视盘小凹伴黄斑浆液性视网膜脱离的方
法应该是通过制造一个野屏障冶来阻止液体流经小
凹遥
自体视网膜内界膜瓣袁是很好地封闭裂孔的材
料袁已在高度近视黄斑裂孔的修复手术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咱员园暂遥 作为 皂俟造造藻则 细胞的基底膜袁视网膜内界
膜不仅是 皂俟造造藻则 细胞的来源渊皂俟造造藻则 细胞位于内界
膜瓣的表面冤袁也是 皂俟造造藻则 细胞增殖的支架 咱员员暂遥 所
以袁 自体视网膜内界膜瓣反转覆盖填塞视盘小凹袁
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野屏障冶袁阻止玻璃体腔的液体
通过视盘小凹进入视网膜下遥本研究 怨 例患者采用
微创玻璃体切割联合内界膜瓣填塞法均获得了很
好地效果袁 术后的视盘 韵悦栽 检查结果显示视盘小
凹表面为一层中高反射带覆盖袁也就是作为野屏障冶
反转覆盖填塞的自体内界膜瓣袁使玻璃体腔与视盘
小凹的筛板缺损区不再相交通袁 视网膜完全复位袁
随访 员 年均未见复发遥
由此可见袁微创玻璃体切割联合自体内界膜填
塞法袁 不仅可以解除视网膜和视盘处的玻璃体牵
引袁而且从解剖上封闭了视盘小凹袁阻止了玻璃体
腔的液体通过视盘小凹进入视网膜下的可能袁大大
提高了手术成功率袁而且避免了对乳斑束神经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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