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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investigate the surgical method and efficacy of
extraction of deep orbital magnetic foreign bodies by
mean of an orbital strong magnet.
誗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with deep orbital magnetic foreign bodies
(OMFB) in Hebei Eye Hospital from June 2014 to May
2017 was processed. A total of 23 eyes were enrolled,
among them, 14 eyes of extraorbital OMFB, 9 eyes of
intraorbital OMFB. The rate of extraction of foreign bodies
and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observed.
誗RESULTS: All eyes of intraorbital foreign bodies were
successfully extracted with 100% success rate. Twelve of
14 eyes of extraorbital foreign bodies were extracted with
86% success rate. Mild orbital hemorrhage were found in
2 eyes. There was no other obvious complication such as
visual loss, orbital massive hemorrhage or limited ocular
movement.
誗CONCLUSION: It蒺s an ideal surgical method to extract
the deep orbital magnetic foreign bodies by mean of an
orbital strong magnet, with mini - injury, high success
rate, short duration and few complications.
誗 KEYWORDS: orbital foreign body; magnetic foreign
body; strong magnet;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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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眼眶深部磁性异物摘出术中眶内异物磁铁应用
的手术方法和治疗效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河北省眼科医院 2014-06 / 2017-05 眼
眶深部磁性异物住院患者 23 例 23 眼的临床资料,其中肌
锥外眶内异物 14 眼,眼球后肌锥内异物 9 眼。 应用眶内
异物强力磁铁摘出眶内深部磁性异物,观察异物摘出成功
率和术后并发症情况。
结果:肌锥内异物 9 眼均顺利摘出,成功率 100% ;14 眼肌
锥外眶内异物者中摘出异物 12 眼,成功率 86% 。 术后轻
度眶内出血 2 眼,未发生视力下降、眶内大量出血、眼球运
动受限等并发症。
结论:眼眶深部磁性异物应用眶内异物强力磁铁进行手
术,手术创伤小、成功率高、时间短、并发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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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眶内铁质异物临床并不少见,异物眶内存留可造成异

物周围组织肉芽肿样反应及纤维粘连,使眼球运动受限,
位于眼球壁附近的异物其铁锈亦可向眼球组织扩散,造成
视功能损害及患者的精神负担[1-2]。 因此,较大的眶内异
物原则上应及时摘出。 眶内较浅的异物摘出相对容易,但
眶内深部的异物手术时难以将其暴露,眼科常用的磁铁又
不能进入眼眶深部进行吸引,如何将异物取出,目前国内
外尚无满意的手术方法,若处理不当可能引起严重手术并
发症,甚至出现失明的严重后果[3]。 2014-06 以来,我们
应用眶内异物强力磁铁摘出眶内深部磁性异物,取得了满
意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摇 选取 2014-06 / 2017-05 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
伤科收治的眼眶内深部磁性异物患者 23 例 23 眼,其中男
18 例 18 眼,女 5 例 5 眼,年龄 12 ~ 63(平均 33. 47依14. 71)
岁。 致伤原因:铁锤敲击铁器异物伤 16 例 16 眼,车床加
工异物伤 5 例 5 眼,铁矿石炸伤 2 例 2 眼。 异物经皮肤进
入眶内 13 眼,经过眼球进入眶内 10 眼。 所有患者术前均
行横断位及冠状位 CT 检查,显示异物位于眶内肌圆锥外
14 眼,位于肌圆锥内 9 眼(图 1)。 对巨大异物同时进行 X
线正侧位片检查,了解异物的大小及形状。 对于陈旧性眶
内异物,如果异物小、位置深,无明显症状,特别是眶尖部
异物具有良好视力者,我们采用保守治疗未进行手术,不
在统计范围。 本研究经患者同意及其家属同意,并经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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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眼眶异物 CT表现摇 A:肌锥内异物;B:肌锥外异物;C:眶内异物伴眼球破裂。

1. 2 方法
1. 2. 1 眶内异物强力磁铁的处理摇 我们自行研制的眶内
异物强力磁铁,分为直头和弯头两个型号,直头用于眼眶
深部异物的取出,弯头用于眼球后肌锥内异物取出。 磁铁
的磁源为钕铁硼强磁制作,直径 6mm,镶嵌于金属手柄
(图 2)。 经特拉斯计测量磁头磁力达 4 500Gs,用高压蒸
气灭菌法(压力 205. 8kPa,温度 132益 ~ 134益,时间 4 ~
5min)对磁铁反复消毒数次,磁力大小无明显变化。
1. 2. 2 手术方法摇 异物经过皮肤进入眶内的新鲜伤口,用
血管钳深入异物伤道向两侧轻轻分离,如伤口较小,眶内
磁铁不能进入者,按皮肤纹理走向适当扩大创口,用直头
眶内异物磁铁插入伤道内接近异物直接将其摘出(图 3)。
陈旧性眶内异物,根据异物位置选择皮肤切口或结膜切
口,用血管钳向异物方向钝性分离,然后用磁铁通过切口
接近异物将其摘出,如异物被机化包裹,将机化物切开后
摘出异物。 位于眼球后肌锥内异物,做结膜切口,沿眼球
壁表面向后分离,用弯头眶内异物磁铁进入到眼球后肌锥
内将异物吸出(图 4)。 对伴有眼球贯通伤后部贯通口容
易暴露者予以缝合,域期行玻璃体视网膜手术。 异物取出
术后加压包扎术眼。 观察所有患者异物摘出成功率和术
后并发症情况。
2 结果
2. 1 异物取出情况摇 患者 23 例 23 眼中,9 眼肌锥内异物
均顺利摘出,成功率 100% ,有 4 眼后部贯通口进行缝合;
14 眼肌锥外眶内异物者中摘出异物 12 眼,成功率 86% ,
有 2 眼异物位置较深,位于眶尖部未能将其摘出。 异物最
大 12mm伊7mm伊5mm,最小 2mm伊2mm伊1. 5mm。
2. 2 手术并发症情况摇 术后 2 眼轻度眶内出血,经药物治
疗后好转。 未发生因手术造成的视力下降、眶内大量出
血、眼球运动受限加重、眶内感染等并发症。
3 讨论

深部眶内磁性异物如何摘出,目前尚无满意的手术方
法,部分学者[4-5] 采用外侧开眶进行异物摘除,术中需要
将眶外侧壁锯开折断,寻找并摘出异物,手术操作相对复
杂,创伤较大,外眦部常留有明显的瘢痕。 另有学者[6-8]

采用 X 线透视下摘出异物,但显示屏无立体视觉,较小的
异物 X 线显影欠佳,异物在软组织内活动度较大不易钳
取,由于眶内软组织在 X 线下不显影,故异物夹取过程中
容易造成眶内组织,特别是视神经的损伤,产生严重的手
术并发症,并且术中患者及术者需要接受较多的 X 线辐
射。 近年来,有学者[9]报道应用鼻内窥镜取出眶内异物成
功的病例,但手术适应证范围较窄。

磁铁是眼部磁性异物取出最有效的工具,眶内深部异
物手术时由于磁铁难以到达异物附近,又有眶内组织及眼

摇 摇

图 2摇 眶内异物强力磁铁。

图 3摇 眶内深部异物取出。

图 4摇 眼球后眶内异物取出。

球的阻挡,故目前常用的眼科磁铁难以将其取出。 我们研
制的眶内异物强力磁铁,磁源为第 3 代稀土永磁材料钕铁
硼(Nd-Fe-B)制作,具有极强的磁性[10-11],磁头的直径为
6mm,能够顺利通过眼球与眼眶壁之间的间隙进入眼眶深
部。 手术时,弯头眶内异物磁铁能够沿眼球壁进入眼球后
异物所在部位将异物摘除,直头磁铁能沿异物进入眶内的
通道直达异物所在部位将异物摘除。 本组 9 眼眼眶肌锥
内异物均在数分钟之内将异物取出,可能与眼眶肌锥内组
织密度较低、异物与之机化粘连相对较轻有关。 肌锥外眶
内异物本组共 14 眼,异物取出 12 眼,其中有 3 眼异物被
机化组织包裹,将机化组织切开后取出异物,有 2 眼近眶
尖部异物尽管有异物磁性反应,但难以将其吸出,为防止
并发症的发生遂放弃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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眶内异物手术常见的手术并发症是眶内出血及视
神经损伤,其发生原因主要为异物夹取时直接损伤及牵
拉所致。 对于眶内异物手术,朱豫等[12] 认为,术前不能
确定异物位置,选择手术入路不当,不能直接分离达到
异物,靠术中感觉或 X 线透视下强行分离靠近异物,必
然导致不可挽回的眶内重要组织损伤。 我们在异物摘
除时,当磁铁接近异物后,异物就会自动移向磁铁,从而
容易发现异物并将其取出,避免了盲目夹取可能造成的
损伤,从而减少了手术并发症的发生。 本组患者中仅 2 眼
术中轻度眶内出血,压迫眼球后出血停止,余患者均未出
现视力下降、眶内大量出血、眼球运动受限加重、眶内感染
等并发症。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眼眶深部磁性异物取出术中应用
眶内异物强力磁铁具有以下优点:(1)创伤小:肌锥内异
物术中仅做结膜切开,肌锥外异物仅对原伤口轻度扩大即
可,创伤明显小于外侧开眶;(2)成功率高:本组 23 眼眼
眶深部异物者中取出异物 21 眼,成功率为 91% ;(3)手术
时间短:手术方法简便,多数病例数分钟即可将异物取出;
(4)手术并发症少:磁铁接近异物后能够相互吸引,从而
将异物顺利取出,避免了盲目夹取造成的眶内组织损伤。
因此,眼眶深部磁性异物摘除术中应用强力磁铁是较理想
的手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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