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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母细胞瘤术后羟基磷灰石义眼座一期植入探讨

杨冬梅

［摘要］目的:探讨儿童视网膜母细胞瘤( retinoblastoma，RB) 眼球摘除术后羟基磷灰石义眼座一期眶内植入的可行性。方法:

对 21 例( 21 眼) RB 患儿，施行眼球摘除联合无包裹羟基磷灰石义眼座一期眶内植入手术。结果:随访 3 个月至 5 年，义眼座

活动度良好，外形满意，眼眶及面部发育正常。2 例眼座暴露，其中 1 例暴露 4 mm ×5 mm，应用重组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滴眼

液治疗，1 例暴露9 mm ×9 mm，给予手术介入 + 羊膜覆盖，均治愈。结论:RB 术后羟基磷灰石义眼座一期植入效果好，有助于

儿童眼眶及面部发育，不影响放射治疗及 CT 检查，最常见并发症为眼座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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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xploration of the orbital lmplant at its early rtage after retinoblastoma operation
YANG Dong-mei

( Department of Ophthamology，Fuyang People's Hospital，Fuyang Anhui 2360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hydroxyapatite orbital implants after children-retinoblastoma-eyeball-excision
operations． Methods: For 21 cases ( 21 eyes) with retinoblastoma，enucleation was executed with the exposed hydroxyapatite orbital
implant at its early stage． Results: Three-month to five-year subsequent visits showed that the orbitals acted well in good shape and
developed desirably in the orbit and the face． For the two cases with orbitals exposure． One exposed 4 mm × 5 mm，cured with the
treatment of restoratin-superficial-skin-gowth-factor eyeliquid，the other exposed 9 mm × 9 mm，cured with the operation of amnion
cover． Conclusions: The hydroxyapatite orbital implants had satisfactory effects after retinoblastma operations，with good help for
children's orbits and faces growth，with little influence on radiotherapy or CT examination． The most common complication is the eye exposure．
［Key words］ retinoblastoma; hydroxyapatite orbital; orbit; exposure

羟基磷灰石( hydroxyapatite，HA) 义眼座，作为

目前较理想的人工眶内植入材料，已广泛应用于眼

球摘除术后［1］，但对于儿童期因视网膜母细胞瘤

( retinoblastoma，RB) 致眼球摘除，是否一期眶内植

入 HA 仍存在争议。2005 ～ 2009 年，我院使用 HA
义眼座，行儿童期 RB 眼球摘除术后眶内一期植入，

本文就其临床疗效作一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患儿 21 例( 21 眼) ，男 10 例( 10
眼) ，女 11 例( 11 眼) ，年龄 6 个月至 3 岁。眼球摘

除原因: 临床诊断为 RB 眼内期。
1． 2 义眼座材料及类型 采用义眼座为石家庄科

兴新技术产品有限公司生产，其化学成分为 HA 陶

瓷，材料内部为内联多孔，孔径 200、300 和 500 μm。
由于存在许多孔隙，单位体积重量轻。制成球形，直

径 16 ～ 22 mm。本组病例均选择义眼台孔径 500

μm，直径 18 mm 7 例，20 mm 10 例，21 mm 4 例。
1． 3 手术方法 全身麻醉妥当后，按常规摘除眼球

( 术中避免挤压眼球，剪除较长视神经) ，在断离直

肌前用 5-0 号涤纶编织线做预置线。用血管钳将 4
条直肌固定于手术巾上。在 HA 义眼台上用长 5 号

注射针钻 2 个隧道，进针与出针针距 1 cm 左右。用

长约 30 cm 的 5-0 号涤纶编织线穿过隧道使呈“U”
形，并将“U”形缝线两端结扎在一起以防滑出。用

庆大霉素 8 万 u 将球浸泡，美蓝定中心。眼球摘除

后用适当大小的钢球( 16、18、20、22 mm 直径 4 种规

格) 置入肌锥内。一方面压迫止血，并可扩张肌锥

腔，另一方面作为估计所需植入 HA 义眼座的大小。
用 2 张消毒过的塑料薄膜边缘部分重叠置于手术

野，以减少眼座植入时的阻力。将义眼座置于薄膜

上，义眼座连同塑料薄膜一起压入肌锥内。植入时

要注意美蓝标记的 3 个定点朝上。用拇指将眼座连

同塑料薄膜一起压入肌锥内，一边压，一边将薄膜慢

慢从眼座下抽出，同时观察定位点，调整抽、压的力

量以保持定位点在中央。用小弯止血钳在眼座与眼

球筋膜之间做分离，在分离时如感到眼座不够深或

有偏斜，也可作一些调整。将内、外直肌与眼座上的

272 J Bengbu Med Coll，March 2011，Vol． 36，No． 3

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1.03.044



线结扎。用线结上的 1 根线或 2 根线分别与上、下
直肌结扎。用 6-0 号可吸收缝线间断缝合眼球筋膜

及结膜切口。缝合眼球筋膜结膜时张力一定要小，

以防张力过大结膜裂开致使眼座暴露。结膜囊涂抗

生素眼膏并置眼膜。术后加压包扎并全身应用抗生

素 5 ～ 7 天，术后不需拆结膜缝线，3 ～ 4 周行义眼

配制［2］。

2 结果

随访 3 个月至 5 年，术后切口一期愈合，义眼座

活动度良好，无感染、脱出、排斥现象，外形满意，眼

眶及面部发育正常。2 例发生眼座暴露，其中 1 例

术后半个月眼座暴露 4 mm × 5 mm，给予重组人表

皮细胞生长因子滴眼液治疗，1 例术后 1 个月眼座

暴露 9 mm × 9 mm，给予手术介入，即咬除 HA 义眼

座前极 + 筋膜结膜密缝 + 羊膜移植覆盖，2 例均

痊愈。

3 讨论

RB 是儿童最常见的原发性眼内恶性肿瘤［3］。
目前眼球摘除手术为其首选治疗方法。但眼球摘除

术后严重影响患儿的容貌，并且儿童期眼眶的发育

延续到青春期，眼眶的正常发育有赖于眶内容的存

在［4］。儿童期眼球缺失，眼眶失去支撑，可导致眼

眶及同侧面部发育不良，造成双侧面部不对称，至成

年后形成严重面部畸形，因此及时眶内植入填充物，

可促进眼眶发育，减少外观畸形。
理想的眶内植入物应具备以下特点: ( 1 ) 能矫

正眼球丧失后的眶容积缺失; ( 2) 活动度好，安装义

眼后可达到最佳美容效果; ( 3 ) 具有良好的成形性、
组织耐受性和稳定性，质轻，对周围组织刺激和压迫

小［5］。
1985 年 Perry 首先将 HA 作为眶内植入物应用

于眼科整形，大量动物实验证实 HA 义眼座植入眶

内，结缔组织及新生血管迅速长入空隙中，血管化后

暴露于外环境中再不发生排斥，而有周围上皮组织

覆盖，HA 完全具备理想眶内植入物的特点［5］。以

往因担心植入物干扰眶内病变和肿瘤复发的检查治

疗，对一期植入 HA 义眼座存在争议，但 Arora 等［6］

研究 HA 义眼座眶内的放射衰减和散射性，认为它

并不影响为预防肿瘤复发而进行的放射治疗和 CT
检查。有学者［1］研究表明，对 RB 未累及视神经末

端者，术后多不需行放射治疗，其术后生存率与加用

放射治疗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对因 RB 至眼球无法保留患儿，施行眼球摘除

联合无包裹 HA 义眼座一期眶内植入术优缺点及手

术注意事项: ( 1) 无包裹 HA 义眼与眶内组织直接接

触，接触面广，血管化快，程度高，抗感染力强，义眼

台暴露发生率低，本组仅有 2 例暴露，约占 9． 5%，

与杨华胜等［7］报道相近( 无包裹带预置线义眼台暴

露发生率 8． 2%，异体巩膜包裹义眼台暴露发生率

20%，放疗后暴露发生率 60% ) 。( 2) 术中应用庆大

霉素浸泡义眼座可降低感染风险，减轻术后反应。
( 3) 选择合适大小的义眼座是矫正眼眶畸形的关

键，比较理想的植入物尺寸应为眼轴实际长度减 2
mm［5］。人出生时，眼球已较大，矢状径 17 mm，3 岁

时增至平均 22． 5 ～ 23 mm，3 ～ 14 岁，只增长 1 mm，

以后变化较小。对于儿童为促进眼眶发育，应植入

偏大的 HA 义眼座。12 岁左右儿童，眼眶植入物应

按成人大小，5 ～ 6 岁植入 21 ～ 22 mm，3 岁植入 20
～21 mm，1 岁植入 18 mm。( 4) 有学者［5］认为一个

固定大小的眶内植入物，并不能刺激眼眶发育达到

正常水平。我们的方法是在行眶内一期植入义眼座

后，随年龄增长，及时更换义眼片，以防止儿童生长

后继发性眼眶畸形。( 5 ) 术后敷料绷带加压包扎，

可较少眶内水肿和出血，减少患儿哭闹造成的眶压

高，义眼座移位，创口崩裂，眼座暴露，一般加压 5 ～
7 天。( 6) 术后不拆线，增加了结膜层的牢固性，避

免了拆结膜缝线时因患儿不配合可能造成的结膜裂

开。( 7) HA 义眼座虽然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但还

有一些并发症，最常见的是眼座暴露，姜冬［8］认为，

为防止义眼座暴露，术中四条直肌应与义眼座前 1 /
3 处缝合固定，使义眼座深度适合，术中充分分离和

严密缝合筋膜囊，使结膜创口无张力，如需放疗，应

在术后 1 个月进行。义眼座暴露后的处理: 对 ＜ 5
mm 者，给予保守观察，取出眼膜，重组人表皮细胞

生长因子及抗生素滴眼液以促进结膜上皮生长并预

防感染。如果义眼座暴露 ＞ 5 mm 者，可手术介入，

即咬除 HA 义眼座前极少许 + 结膜筋膜充分分离缝

合 + 表面羊膜移植覆盖，以使结膜减张上皮生长切

口愈合。( 8 ) 眼球摘除时应尽量避免挤压眼球，并

剪除较长视神经，一般不少于 10 mm，以防瘤体残留

和肿瘤细胞扩散。( 9) 义眼座一期植入较二期植入

手术简单，损伤小，术中无需寻找 4 条直肌，术后义

眼球活动度好，眼眶凹陷、结膜囊狭窄较少发生，义

眼座较早刺激眼眶，促进颅面骨的发育，减少面部发

育畸形，避免因义眼座二期植入术后的进一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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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法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3 520 例体会

朱小林1，代云俊1，胡中生1，宁小江1，廖虹涞1，李晓宁2

［摘要］目的:探讨三孔法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LC) 的方法和体会。方法:对 3 520 例行三孔法 LC
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3 397 例成功施行三孔法 LC，75 例中转四孔法 LC，48 例中转行开腹胆囊切除术，平均手

术时间 32 min; 术后平均住院 3． 6 天。无手术死亡及术后严重并发症。结论:三孔法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安全可靠。
［关键词］腹腔镜术; 胆囊切除术; 三孔法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572 ［文献标识码］A

Surgical experiences of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with three holes: report of 3 520 cases
ZHU Xiao-lin1，DAI Yun-jun1，HU Zhong-sheng1，NING Xiao-jiang1，LIAO Hong-lai1，LI Xiao-ning2

( 1． Department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Dianjiang People's Hospital，Dianjian Chongqing 408300;

2．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The Second Hospital Affiliated to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Hebei 0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thod and experience of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LC) with three hole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3 520 cases accepted the routine LC with three hole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ree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ninety-seven cases underwent successful LC，while 75 cases were converted to LC with four-hole，48 cases switch to
cholecystectomy through laparotomy． The mean operation time for LC with three holes was 32 min． The averag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as 3． 6 days． There were no death and serious complications after the surgery in all cases． Conclusions: The method of LC with three
holes is safe and reliable．
［Key words］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three holes method

随着医学技术的日渐成熟和经验的不断积累，

腹腔 镜 胆 囊 切 除 术 (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LC) 以其创伤小、恢复快等优越性，已被广大患者所

接受。在熟练掌握四孔法的基础上，我们于 1999 年

2 月至 2009 年 3 月共施行 3 520 例三孔法 LC。现

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3 520 例中男 1 460 例，女 2 060
例; 年龄 8 ～ 89 岁。慢性结石性胆囊炎 2 285 例，

胆囊息肉及息肉样变 863 例，急性结石性胆囊炎

372 例。伴有糖尿病 187 例，高血压 205 例，慢性

肺部疾患 46 例，上腹部手术史 5 例，下腹部手术

史 88 例。
1． 2 手术方法 持续硬膜外麻醉或气管插管全身

麻醉。术前不插胃管、尿管。取脐上缘作 10 mm
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

切

整形手术，减轻患儿的痛苦，降低手术费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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