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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囊袋内手法碎核在小切口白内障摘除术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王剑锋，郁 佳，王爱莲，岳晓丽，杨洪霞。田 静 

[摘要]目的：探讨半囊袋内手法碎核技术在小切口白内障囊外摘除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对晶体核硬度在Ⅲ级以上的白内 

障患者 26例(27眼)行常规小切口手术，环形撕囊 ，采取半囊袋内手法碎核，将核碎为 2～3瓣，逐一取出。囊袋内植入人工晶 

体。结果：27眼均顺利碎核，无后囊破裂发生；术后 7眼出现上方角膜轻度水肿；2眼出现角膜中上方内皮轻度块状混浊，分别 

为Ⅳ级和 V级核。术后第 1天，视力>t0．5者20跟，其中I>0．8者8跟；术后7天，视力／>0．5者23眼，其中I>0．8者1O眼。结 

论：半囊袋内手法碎核技术增加丁前房操作的空间，减少了对角膜内皮细胞的损伤，操作安全，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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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al half-intracapsula chop technique in small incision non—phacoe mulsification cataract surgery 

WANG Jian—feng，YU Jia，WANG Ai—lian，YUE Xiao—li，YANG Hong—xia，TIAN Jing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anual half-intracapsula chop technique in small incision non—phacoe 

mulsification cataract surgery(SICS)．Methods：Twenty—six cases(27 eyes)of cataract with above grade—IU nucleus were performed 

conventional small incision cataract surgery using manual half-intracapsula chop technique．Each nucleus was separated into two or three 

pieces which were taken out one by one；intraocular lens was implanted in each eye．Results：The necli were successfully separated in 

27 eyes with nO posterior capsular rupture．After the operation，slight eoruea edema was observed in 7 eyes and slight massive opacity of 

the endothelium in 2 cases．The visual acuity of 20 eyes was improved to 0．5 OF over one day after the operation，among which more than 

8 eyes reached 0．8．The visual acuity of 23 eyes was improved to 0．5 or over one week after the operation，among which 10 eyes or over 

reached 0．8．Conclusions：Manual half_intracapsula chop technique can expand the operation space and reduce the lesion tO coneal 

endothelium．It is a safe method for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ata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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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白内障手术技巧的不断改进，小切口的非 

超声乳化 白内障囊外摘除术 (small incision non- 

phacoe mulsification cataract surgery，SICS)以其设备 

简单、手术成本低、简便易行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 

临床，结合手法碎核技术，可以使切口更小，术后散 

光更小，视力恢复更快，达到与超声乳化术相似的效 

果 。但是以往的手法碎核是将晶体核完全脱位 

入前房，再进行碎核，使本来就小的前房空间变得更 

小，容易损伤角膜内皮细胞，导致术后角膜混浊水肿 

的发生。2006年 9月至2008年 2月，我们在 SICS 

的基础上，开展了半囊袋内手法碎核技术，增加了前 

房操作空间，减少了角膜并发症的发生，取得较好效 

果 ，现作报道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晶体核硬度在Ⅲ级以_f二的白 

内障患者26例(27眼)，其中男 9例(9眼)，女 17 

例(18眼)；年龄 62～83岁。品体核硬度Ⅲ级7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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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级 19眼，V级 1眼。老年性 白内障 22例(22 

眼)，代谢性白内障3例(4眼)，并发性白内障 1例 

(1眼)。术前视力为光感 ～0．1。术前行常规全身 

检查及跟局部检查以及常规白内障术前准备。均行 

巩膜隧道切口和半囊袋内手法碎核。 

1．2 手术方法 行常规小切口白内障“一”字或反 

眉式巩膜隧道切口，环形撕囊，水力分离，单手或双 

手法转动晶体核，分离核与皮质床，将核上方翘起暴 

露赤道部，使核上半部脱位于前囊袋口呈倾斜位，晶 

体核前后方注入黏弹剂。将内切口扩大，两侧呈扇 

形略大于外切口，把碎核器托板伸入晶体核后方，碎 

核刀伸入晶体核与前囊之间，两手相向用力，将核劈 

成2瓣(若核较大而硬，可用同样的方法将核劈为 

3瓣)。劈开一瓣后，将托板向一侧移动至核瓣后 

方，一边轻压切口后唇，一边顺势将核取出。同法取 

出剩余核瓣或用注水圈套器取出。聚甲基丙烯酸甲 

酯(PMMA)一体式人工晶体植入囊袋内，瞳孔较大 

者用卡巴胆碱缩小瞳孑L，隧道切 口自闭。球结膜电 

凝粘合。球结膜下注射地塞米松2．5 mg。术后应用 

抗生素和激素，瞳孔小者用托吡卡胺活动瞳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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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术中无一例发生后囊膜破裂，均顺利植入人工 

晶体。术后第 1天视力>10．5者 20眼(74．1％)，其 

中I>0．8者 8眼(29．6％)；术后 7天视力 ≥0．5者 

23眼(85．2％)，其中≥0．8者 10眼(37．4％)。术 

后并发症：角膜水肿 7眼，多为上方的轻度水肿，经 

治疗后 1～3天均能恢复；2眼出现角膜中上方内皮 

轻度的块状混浊，1眼为Ⅳ级核，1眼为 V级核，经 

治疗恢复出院。无瞳孔变形和前房出血发生。 

3 讨论 

3．1 手术切口 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后形成的散光 

是影响裸眼视力恢复的重要原因，而散光的程度与 

切口的大小、形状、位置、缝合方式、线结的松紧等因 

素有关，其中切口的大小最为重要。切口长度与白 

内障术后手术源性角膜散光程度成正比 ]。张磊 

等 比较超声乳化、小切口、大切口3种白内障手术 

方法显示，小切口与大切口相比有更好的早期视力 

恢复和较低的手术源性散光；小切口与超声乳化相 

比，早期视力恢复和手术源性散光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在小切 口手术中，借助碎核技术，加大切 口弧 

度，缩短切口弦长，可以使手术切 口缩小到4 111113左 

右 ，接近超声乳化手术切 口大小，手术效果可以 

与超声乳化媲美。一个同样擅长小切口白内障手术 

和超声乳化手术医生所做的手术，视觉效果是差不 

多的 J，患者角膜内皮细胞计数、手术源性散光无 

明显差异，但晶状体掉进玻璃体的发生率很低 。 

3．2 半囊袋内碎核的特点 在小切口白内障手术 

中，由于前房空间较小，晶体核的厚度比前房深度 

大，当晶体核脱位于前房后几乎没有可操作空问，器 

械再进人前房行手法碎核时，容易损伤角膜内皮细 

胞，导致术后严重的角膜混浊水肿，影响视力恢复， 

因此，保持足够的前房空间是减少角膜损伤的重要 

措施。本研究在常规小切口手术的基础上采用半囊 

袋内手法碎核技术，增加了前房操作空问，减少了角 

膜并发症的发生。其主要特点是：连续环形撕囊，采 

用双手转核法，双手接力交替旋转晶体核，使核与皮 

质床分离。转核时仅使核上部翘起，露出晶体上方 

1／2～1／3赤道部，使核呈倾斜位，半脱位于前囊口， 

用黏弹剂将上方虹膜向后压，同时将黏弹剂注人晶 

体与后囊之问，再在晶体与周边前囊之间注入多量 

黏弹剂，使前房空间增大，然后进行手法碎核，根据 

核的硬度将其劈成 2～3瓣。由于碎核时大部分核 

位于囊袋内，相对扩大了前房手术操作空问，可有效 

地减少对角膜内皮细胞的损伤，尤其对于Ⅳ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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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手术操作比较安全，术后并发症极少，取得了 

较好效果，术后视力恢复较快。本组术后 7天视力 

I>0．5者 23眼(85．2％)，i>0．8者 10眼(37．4％)。 

手术并发症与术者的技术熟练程度有关。本组中角 

膜水肿多发生在早期实施碎核的白内障患者中。由 

于碎核后的切口更小，减少了巩膜隧道内出血导致 

术后前房积血的发生，本组无一例发生前房积血。 

3．3 碎核时注意事项 (1)对于Ⅲ级核，碎核比较 

容易，核可以从较小的隧道切口取出。Ⅳ级以上硬 

核，由于核的中央最硬，碎核时容易斜向两侧，可顺 

势斜向一侧，同法再劈另一侧，避开中央最硬处，将 

其劈成3瓣。(2)当两手相对用力时，下面的托板 

位置要保持平衡，不能被上面的碎核刀“压”下去， 

也就是不能向后囊方向移位，以防后囊破裂。(3) 

碎核刀要缓慢切下去，不能用力过猛，以防刺破后 

囊。尤其对于硬核，中央较硬，当用力过猛时，碎核 

时核会向一侧滑脱，造成囊膜损伤。(4)碎核时注 

意保护角膜内皮细胞和后囊，碎核前在晶体前后方 

需注入较多的黏弹剂。后方的黏弹剂可以将后囊向 

后推开，减少后囊破裂的发生，前方的黏弹剂增加了 

前房操作空间，避免角膜并发症的发生。(5)硬核 

瓣劈开后，将托板向一侧移动至核瓣后方，一边轻压 

切口后唇，一边顺势将核取出，主要借助黏弹剂的力 

量，避免向角膜方向过度施加压力而损伤角膜内皮 

细胞。或者用劈核刀和托板夹住核块将其拖出。勉 

核中出现核碎裂现象时，可以注入黏弹剂，轻压切口 

后唇，将核冲出。(6)在取核前，要用黏弹剂将上方 

的虹膜向后压，防止器械退出时将虹膜带出引起虹 

膜根部断离，在用注水圈套器取核时不要注水太快 

太多，以免引起后囊破裂。(7)遇到切 口相对较小， 

核瓣较硬取出困难时，不可强行将核套出，可将切口 

稍加扩大，以减少对角膜内皮细胞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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