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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氟化碳液在复杂性玻璃体视网膜手术中的应用 

秦 梅，郁 佳，王爱莲，杨红侠，高自清 

[摘要]目的：探讨全氟化碳液存复杂 玻璃体视删膜手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对 18例 (18眼)复杂性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 

病变患者进行玻璃体视网膜于术，在玻璃体切割巾、剥膜过程l1]或剥膜后少最多次沣入全氟化碳液，打开视网膜漏斗，稳定视 

网膜。再行眼内激光或冷凝，联合膨胀气体或硅油填允。术后复查视力，观察视网膜复位情况。结果：视网膜解剖复位率达 

77．8％。其中视力达0．05以 E者 10例，较术前明 改善(P<0．01)。全氟化碳液残留2例 ，继发性青光眼 1例。结论 ：全氟 

化碳液作为“流动的液体操作上具”麻用于复杂的玻璃体切除手术中町方便于术揲作，提高手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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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pernur0carbOn liquids in vitrectomy for complicated vitroretinopathy 

QIN Mei，Yu Jia，WANG Ai—lian，YANG Hong—xia，GAO Zi—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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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perflurocarbon liquids(p1a CLs)in vitreetomy for complicated vitroretinopathy． 

Methods：Eighteen cases(1 8 eyes)of complicated proliferative vitroretinopathy were treated by vitreetomy．A small quantity of PFCLs 

was used during and after retinal membrane peeling，retinal funnels opening and posterior retina stabilization．Edolaser phot0coagulation 

was performed and C3 F8 or silicon oil was filled．Visual acuity and retinal reattaehment condition were examined after the operation． 

Results：The rate of retinal reattachment reached 77．8％ ．The final visual acuity of 1 0 cases reached 0．05 or above．The effect was 

obvious(P<0．01)．A small alnount of PFLCs retained in 2 cases(1 1．1％)and secondary glaucoma occurred in l case．Conclusions： 

As a hydrodynamic operative h)()1．PFCI S can be used in vitreetomy for complicated vitroretinopathy to facilitate the operation and 

improve the outcome． 

[Key words]proliferative vitroretinopathy；perflurocarbon liquids；vitreetomy 

玻璃体曾被认为是眼科手术的禁 区，1970年 

Machamer首创闭合式玻璃体切割术 ，近20年来， 

玻璃体视网膜手术的开展愈加普遍，技术愈加成熟。 
一 些复杂性视网膜脱离，如视网膜脱离合并严重屈 

光问质混浊，或伴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PVR) 

等，应用普通外路的视网膜手术难以达到视网膜复 

位的目的，现代玻璃体视网膜手术为其治疗提供了 
一 个 较 有 效 的 新 途 径。近 年来，全 氟化 碳 液 

(perfluorocarbon liquids，PFCI S)和硅汕 (silicone oil) 

在复杂性玻璃体视网膜手术中的应用，又在很大程 

度上提高 手术的成功率 J。我院2005年4月至 

2007年 8月开展了此类手术，在复杂性玻璃体视网 

膜手术中应用非连续 PFCLs注入，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18例(18眼)，男 l0例，女 

8例；年龄 12～76岁。视力下降 10天至 3个月。 

术前视力：光感 5眼，手动 7眼，指数 一0．04 6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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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复发性或陈旧性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11眼，牵引 

性视网膜脱离3眼，玻璃体积血并发视 网膜脱离 

3眼，视网膜脱离合并脉络膜脱离 1眼。均不同程 

度并发 PVR C2～D】级，合并白内障 6眼。 

1．2 手术方法 (1)表面麻醉 +球后阻滞麻醉，开 

睑器开睑。球结膜瓣电凝止血。如合并晶体混浊， 

先行超声乳化晶体摘除术，然后闭合角巩膜隧道切 

口。(2)患者均行标准的经睫状体平坦部巩膜三切 

口玻璃体切割术，先切割中轴部，后切割周边部玻璃 

体。剥除视网膜前膜，松解固定皱褶。(3)从巩膜 

的玻璃体切割穿刺切口插入长的钝头针，将PFCLs 

注于视乳头前使其成一液球 ，再将针头置于液球内 

继续缓慢注入少量，利用 PFCLs的压力展平后极部 

视网膜，行赤道部和周边部视网膜切割，接着将 

PFCI S部分注入 PFCLs泡内，部分病例行眼内激光 

光凝，顶压视网膜，切割基础部玻璃体，最后注足 

PFCLs，在压平视网膜同时，又使得网膜下液从周边 

孔排出。视视网膜裂孑L情况再行眼内光凝或巩膜外 

冷凝。(4)有 9眼行气 一液交换，在灌注口进气体 

的同时，以笛针先吸出上方液体，再进入 PFCLs界 

面下吸出PFCLs，最后残留少量时，以带硅胶管笛针 

吸出，反复多次吸除，以避免 PFCLs的眼内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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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膨胀性气体如全氟丙烷气体(C F )。(5)9眼 

行半气 一液交换后，再行油 一液交换，或气 一液交换 

后，再油 一气交换，注入硅油，作为玻璃体内长久填 

充物。 

1．3 术后随访 手术后记录视力、角膜、晶体、眼压 

及眼底情况，随访 10～20个月，其中硅油注入保留 

在眼内约5～l2个月，视力检查取最佳矫正视力。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配对符号秩和检验。 

2 结 果 

2．1 视力或随访矫正视力 患眼术前视力仅为光 

感至指数，术后视力尤其矫正视力不同程度提高，视 

力达0．05以上者l0例(55．6％)。视力较术前有明 

显提高(P<0．O1)(见表 1)。 

表 1 患者手术前后矫正视力比较( =18) 

观察时间 光感 手动指数一0．04 0．05—0．1>0．1～0．3>0．3 P 

术前 5 7 6 O O O 
3．76<O．o】 术后 l 2 5 8 l 1 

2．2 视网膜复位情况 本组 18例均在手术中使用 

PFCLs，联合气体或硅油充填；随访期间，视网膜解 

剖复位成功者 14眼，网膜复位率达 77．8％。2眼因 

注气后气体吸收视网膜脱离再发，注硅油眼在带油 

期间视网膜复位均良好；l眼在取油后并发前部 

PVR致眼球萎缩；l眼取油后再发视网膜脱离，再行 

硅油注入。最终有 4眼视网膜未能完全成功复位。 

2．3 并发症 PFCLs残留2例(11．1％)，均嘱患者 

先低头，再取坐位，在裂隙灯显微镜下用一次性针头 

于角膜缘六点位穿刺，吸出前房内PFCLs，其中1例 

仍残留，导致虹膜及角膜轻度变性；发生手术 中 

PFCLs自裂孔进入视网膜下 1例(5．6％)，以笛针最 

终完全取出，但造成裂孔扩大；一过性继发性青光眼 

1例(5．6％)，经用药后眼压恢复正常；硅油填充眼 

9例中4例并发白内障或后发障，取油后前部增殖 

性病变致眼球萎缩 l例(5．6％)；手术中 1例原裂 

孔扩大，余未发生医源性裂孔并发症。 

3 讨论 

PFCLs自1988年 Chang首次报道应用于玻璃 

体视网膜手术中，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 J。 

其具有一些 特殊 的理化特性：(1)比重 为水 的 

1．76～2．03倍，因此注入的PFCLs因重力作用沉于 

后极部，使视网膜 自后向前压向色素上皮，其下的液 

体自后向前移动，从裂孔排出视网膜下液。(2)黏 

度低，无色、透明，且不与血、水和硅油相混，在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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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轮廓分明的界面，便于区别，也使得术者清晰地 

辨认，便于取出。(3)沸点较高，可以进行光凝治 

疗。因此，在眼科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如用于严重 

PVR、巨大裂孔视网膜脱离、外伤性视网膜脱离、糖 

尿病性增殖性视网膜病变、脱位的晶状体及人工晶 

体、脉络膜上腔出血等。尤其在严重 PVR中，原来 

极为复杂或几乎不能进行的玻璃体切割手术，在 

PFCLs的帮助下，可行性增加。 

在复杂性玻璃体视网膜手术中，视网膜因下液 

积聚浮起，在行玻璃体切割时很容易吸到视网膜，造 

成医源性裂孔，我们在切除玻璃体前后应用 PFCLs， 

进行少量多次注入玻璃体腔，同时行玻璃体切割： 

(1)增加了切割时的安全性，尽可能避免如医源性 

裂孔等并发症；(2)作为液体动力工具，能较好展平 

皱缩或翻卷的视网膜，同时可显示出未松解的牵拉 

条索或星形皱襞，有利于视网膜前膜的剥除，也有利 

于最大限度地将玻璃体切割干净；(3)如有视网膜 

周边孔，PFCLs将视网膜下液自后极推向周边，经周 

边孔排出，免除了在后极部作视网膜切开放液的操 

作。我们认为这对于眼后节手术医生来说的确是较 

为安全有效的。 

对于复杂性视网膜脱离，以往单纯采用巩膜外 

扣带术治疗时不易成功_2 J。我们采用玻璃体视网 

膜手术，并在术中掌握使用 PFCLs的时机及技巧， 

术后网膜复位率可达 77．8％。明显提高了复杂性 

视网膜脱离的治愈率，并与国内相关报道_4 接近。 

但在没有完全解除增殖膜时，手术中 PFCLs可能进 

入视网膜下，造成严重并发症，并可导致角膜和视网 

膜的毒性 。因此，在注入和取出 PFCLs时应注 

意：(1)注入时先打一 PFCLs泡，然后针头进人泡内 

连续注入，再次注入时，针头要完全浸入 PFCLs，如 

在其上面注射，将形成很多小水珠。(2)注入的速 

度不宜太快，在注入的同时观察视网膜复位情况，尤 

其到裂孔边缘时，如一次注入太多太快，极有可能在 

牵引未完全松解时，使 PFCLs进入视网膜下。(3) 

注入的量不能过多，一般不超过灌注针平面，如达到 

或超过其平面，PFCLs会被灌注液打成小水珠，很可 

能进入视网膜下。(4)如 PFCLs不慎进入视网膜 

下，立即停止注射，用带硅胶管的笛针 自裂孔伸入到 

视网膜下吸出，也可分次吸出。我们术中遇到 1例， 

经小心谨慎处理，最终完全吸出。(5)在吸出PFCLs 

前，用笛针先将其上的平衡盐液，尤其是裂孔周围的 

液体吸出，再吸出PFCLs，以避免平衡盐液进入视网 

膜下，发生视网膜再脱离。(6)为避免 PFCLs残留， 

作气 一液交换过程中，最好看到 PFCLs泡逐渐变小 

直至消失，如屈光问质较差影响观察，(下转第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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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3种量表评分均与 ICH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 

度相关，对预测患者的肢体功能预后有一定的作用， 

其中改良ICH量表对预后判断的敏感性 、特异性及 

符合率最高。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认为，以上两种量 

表由于都采用了 NIHSS，可能对于患者神经功能恢 

复的预测效果稍好，但是 NIHSS量表内容繁琐，临 

床应用费时、复杂，并且要求评定者具有一定的神经 

科专业知识 ，不利于临床推广应用。ICH评分量表 

临床应用方便快捷，预测效果较为准确，较好地兼顾 

了使用的简便性和预测的准确性，便于对 ICH急诊 

患者进行快速临床评价，决定治疗措施。 

当然，ICH评分系统也存在不足之处，如 ICH 

评分的分值只能反映评定当时及评定后较短时间内 

患者的情况，随着患者病情变化，ICH分值可能发生 

较大变化。一些评估指标可能随时问发生变化，如 

血肿量的变化。ICH发病后的早期有 14％ ～38％ 

的患者会出现血肿增大  ̈，如果出现血肿扩大，相 

应的 GCS、血肿体积 、血肿破人脑室内等指标就可能 

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使得 ICH评分的分值改变。因 

此，我们认为动态监测患者 ICH评分的分值，可以 

弥补此项不足。 

由于条件受限，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研究样 

本量较小；ICU收治患者多为危重病例，轻症病例较 

少；未进行 ICH评分的动态监测；未探讨存活患者 

ICH评分与神经功能恢复情况的关系等。还需在以 

后的工作中积累更多病例，进行更长时间的观察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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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72页)可以反复多次以带硅胶管笛针吸取。 

应用 PFCLs的主要并发症是在术中进入视网 

膜下及术后眼内残留，术中处理如上所述。术后，如 

发现 PFCLs残留眼内，可根据情况做处理：(1)大量 

残留者，可再次行气 一液或硅油 一PFCLs交换方式 

取出；无晶状体眼可在局麻下行前房穿刺取 PFCLs 

联合硅油注入术；颞下方放置硅油灌注管，令患者取 

头低坐位，角膜缘六点钟位穿刺。(2)少量 PFCLs 

残留或疑 PFCLs术后残留者，可采取俯卧位，残留 

的PFCLs在无晶状体眼可进入前房，再取坐位，于 

角膜缘六点钟位穿刺取 出。(3)极少量或几滴 

PFCLs残留，不一定引起眼内毒性和并发症，也有报 

道。。 少量PFCLs残留未发现明显的眼内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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