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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ＯＣＴＡ)检查在青
少年受检者中的检查情况及其与眼轴之间的关系ꎮ
方法:前瞻性非随机临床研究ꎮ 收集青少年受检者 ３３ 例
６６ 眼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ꎮ 所有受检者行裸眼视力、屈
光度、矫正视力检查后ꎬ行眼轴测量及 ＯＣＴＡ 检查ꎮ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分析 ＯＣＴＡ 各检测结果及其与眼轴之间的
关系ꎮ
结果:受检者眼轴长度平均为 ２４ ４６±１ ５０ｍｍꎬ黄斑区平
均血管密度为(４７ ８８±２ ５６)％ꎬ黄斑区平均神经纤维层
厚度为 ２７８ ６１ ± １５ ０８μｍꎬ视盘周围平均血管密度为
(５７ ７９±２ ９９)％ꎻ视盘周围平均毛细血管密度为(５３ ０８±
３ ４９)％ꎻ其中眼轴长度与黄斑区神经纤维层厚度呈负相
关(Ｐ＝ ０ ００６)ꎬ眼轴与其他检测结果均不相关ꎮ
结论:青少年眼底 ＯＣＴＡ 的检测指标中ꎬ黄斑区神经纤维
层厚度与眼轴之间呈负相关ꎬ血管密度方面的检测指标与
眼轴均无相关性ꎮ
关键词: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ꎻ青少年ꎻ黄斑ꎻ视盘ꎻ
眼轴ꎻ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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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光学 相 干 断 层 扫 描 血 管 成 像 (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ꎬＯＣＴＡ)是近年来眼科检查技术方

面的重要进展之一ꎮ 它在 ＯＣＴ 检查技术的基础上ꎬ利用

血管内血液的流动ꎬ不需要造影剂ꎬ就能模拟显示眼部一

些组织的血管、血流分布方面的信息ꎬ为眼科相关疾病的

诊断治疗及随访提供了重要的检查手段ꎮ 目前 ＯＣＴＡ 已

经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网膜静脉阻塞、年龄相关性黄

斑变性等许多眼部疾病的诊治方面得到较广泛的应用ꎮ
相关的研究报道也很多[１－５]ꎮ 而利用 ＯＣＴＡ 研究青少年眼

底的血流分布情况及其与眼轴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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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很少[６－８]ꎮ 本文对青少年受检者眼底的 ＯＣＴＡ 的主要指

标进行了观测ꎬ并将 ＯＣＴＡ 的观测指标与眼轴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研究ꎬ现将结果报告如下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前瞻性非随机临床研究ꎮ 收集 ２０１８－０９ / １０ 在

我院就诊及查体的青少年受检者 ３３ 例 ６６ 眼的临床资料

进行分析研究ꎬ其中男 １８ 例 ３６ 眼ꎬ女 １５ 例 ３０ 眼ꎻ年龄

６~１８(平均 １１.８±３.１)岁ꎮ 纳入标准:(１)裸眼或者－３ ０ ~
０Ｄ 的屈光度行屈光矫正后视力正常ꎬ眼部及全身检查无

明显异常ꎻ(２)能够配合完成各项检查ꎬ且检查资料完整

可靠ꎻ(３)既往无除轻度近视外的眼部严重疾病史、眼部

外伤及手术史ꎻ(４)无全身性及家族性疾病史ꎮ 排除标

准:(１)屈光度超过－３ ０Ｄ 以上ꎬ或者眼压超过 ２２ｍｍＨｇ
者ꎻ(２)不能完成必须的检查项目者ꎻ(３)各种斜视者ꎻ(４)
存在全身性发育异常情况者ꎮ 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

会的批准ꎬ符合伦理学原则ꎮ
１ ２方法

１ ２ １ 常规检查项目　 所有受检者及其监护人对检查都

知情同意ꎮ 所有受检者在病史询问后均行裸眼视力、屈光

度、矫正视力、眼压、裂隙灯显微镜、直接眼底镜、眼位及眼

球运动等检查ꎮ 屈光度检查在自然瞳孔下进行ꎬ采用

ＫＲ８８００ 验光仪进行ꎬ验光 ３ 次ꎬ确认结果可靠后ꎬ取其平

均值作为被检查眼的屈光度结果ꎮ 所有受检项目均由固

定的熟练的同一检查者完成ꎮ
１ ２ ２眼轴测量 　 测量采用 ＩＯＬ Ｍａｓｔｅｒ ５ ５ 进行ꎬ测量 ３
次ꎬ确认结果可靠后ꎬ取其平均值作为被检查眼的眼轴测

量结果ꎮ 所有眼轴测量均由固定的熟练的同一检查者

完成ꎮ
１ ２ ３ ＯＣＴＡ检查　 测量采用 ＲＴＶｕｅ ＸＲ 进行ꎮ 检查在

自然瞳孔下完成ꎮ 黄斑部血管密度及神经纤维层厚度

(内界膜－色素上皮)采用 ＨＤ Ａｎｇｉｏ Ｒｅｔｉｎａ ６ｍｍ×６ｍｍ 的

程序ꎮ 视盘部血管密度及神经纤维层厚度采用 ＨＤ Ａｎｇｉｏ
Ｄｉｓｃ ４ ５ｍｍ×４ ５ｍｍ 的程序ꎮ 所有 ＯＣＴＡ 测量均由固定的

熟练的同一检查者完成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进行统计分

析ꎮ 各检测结果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ꎮ 眼底各检测结

果与眼轴的关系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ꎮ Ｐ<０ ０５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 眼轴及眼底观测指标的测量结果 　 本研究共有 ３３
例 ６６ 眼的资料采集完整ꎬ所有受检者的各项检查结果

均准确可信ꎬ图像清晰完整ꎻ各观测指标的测量值见

表 １ꎮ
２ ２眼轴与黄斑部视网膜及视盘各观测指标之间的相关

性　 将眼轴与其他各个观测指标分别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分析ꎬ其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１ꎬ从统计分析的结果可见ꎬ
只有黄斑区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厚度与眼轴之间有明确的

相关关系( ｒ＝ －０ ６２０ꎬＰ ＝ ０ ００６)ꎬ即随着眼轴的增长ꎬ黄
斑区神经纤维层厚度反而变薄ꎮ 而血管密度方面的检测

指标与眼轴之间均无相关性ꎮ

表 １　 眼轴与眼底观测指标的测量结果及相关性

检测指标 测量值(ｘ±ｓ) ｒ Ｐ
眼轴长度(ｍｍ) ２４ ４６±１ ５０
黄斑区血管密度(％) ４７ ８８±２ ５６ ０ １１５ ０ ６５０
黄斑区神经纤维层厚度(μｍ) ２７８ ６１±１５ ０８ －０ ６２０ ０ ００６
中心凹血管密度(％) １７ ６４±８ ２２ ０ １７７ ０ ４８２
中心凹神经纤维层厚度(μｍ) ２３６ ５０±９ ３４ ０ ２５０ ０ ３１７
视盘区血管密度(％) ５４ ９６±１ ７８ －０ ３４５ ０ ２０８
视盘区毛细血管密度(％) ４９ ７４±１ ６７ －０ ２９２ ０ ２９０
视盘周围血管密度(％) ５７ ７９±２ ９９ －０ ３０１ ０ ２７５
视盘周围毛细血管密度(％) ５３ ０８±３ ４９ －０ ２１１ ０ ４５０

３讨论

ＯＣＴＡ 检查技术是 ＯＣＴ 检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ꎬ在眼

底检查方面ꎬ它不仅提供 ＯＣＴ 的显示视网膜神经纤维层

结构的功能ꎬ同时它更是一种新的血管成像检查手段ꎬ能
够提供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甚至脉络膜层的血管分布结构

特征方面的信息ꎮ 与经典的荧光血管造影及吲哚菁绿脉

络膜血管造影相比ꎬ其无创、快速及可重复检查的优点是

毋容置疑的ꎮ 尽管它还有扫描检查范围小、固视要求高、
不能显示血流的动态变化等不足之处[１－５ꎬ９－１１]ꎮ

鉴于 ＯＣＴＡ 具有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结构显示功能及

眼底血管分布结构显示功能两个方面ꎬ同时考虑到青少年

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这一特点ꎻ而视网膜神经纤维层方面的

研究文章已经非常多了ꎻ所以本研究仅研究了青少年这一

特定受检人群的黄斑区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厚度这一指标

及其与眼轴之间的相关关系ꎻ同时还研究了这一特定受检

人群的视网膜血管密度方面的分布情况及其与眼轴之间

的相互关系ꎮ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青少年受检者黄斑区视

网膜神经纤维层的厚度平均为 ２７８ ６１±１５ ０８μｍꎬ并且与

眼轴长度有负相关关系ꎬ即随着眼轴的增长ꎬ黄斑区神经

纤维层厚度反而变薄ꎮ 这与余绍军等[１２] 应用 ＦＤ－ＯＣＴ 检

查所做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

受检者视盘周围血管密度是(５７ ７９±２ ９９)％ꎬ黄斑区血

管密度是(４７ ８８±２ ５６)％ꎬ这一点与眼底的血管解剖分

布特点相一致ꎬ与既往 Ｓａｍａｒａ 等的研究结果也是相一致

的[１３－１４]ꎮ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受检者眼底的血管密度与眼

轴之间没有明确的相关关系ꎬ提示青少年受检者眼轴的发

展尚没有与视网膜血管的密度之间形成相互的影响关系ꎬ
抑或是这一阶段眼底的血管密度分布仍然处于该组织应

有的血管应占比例范围之内的缘故ꎬ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可

能与所有受检者都基本处于正常发育阶段有关ꎮ
综上所述ꎬＯＣＴＡ 检查是一种新的眼底血管成像检查

手段ꎬ能够提供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甚至脉络膜层的血管分

布结构方面的信息ꎮ 具有无创、快速、可重复等优点ꎬ是眼

底许多血管相关疾病的诊治和随访的重要检查手段之

一[１－５ꎬ９－１１]ꎮ 在青少年受检者中ꎬＯＣＴＡ 检测的黄斑区视网

膜神经纤维层厚度与眼轴长度有明确的负相关关系ꎻ而眼

底的血管密度与眼轴之间没有明确的相关关系ꎮ 由于本

研究的样本数量有限ꎬ所得结论可能有失偏颇ꎬ这需要进

行多中心、大样本的相关研究进一步证实ꎮ
７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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