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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移植联合白内障摘除及人工晶体
植入三联手术现状与思考
毕燕龙
（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眼科，上海

２０００６５）

【 摘要】 角膜移植三联手术包括角膜移植、白内障摘除及人工晶体（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 ＩＯＬ） 植入术。 其中角膜移植
的手术方式可大体分为穿透性（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ｎｇ ｋｅｒａｔｏｐｌａｓｔｙ， ＰＫＰ） 、前板层及后板层移植，白内障摘除的方式可为晶体
囊外摘除、超声乳化吸除及小切口手法摘除，ＩＯＬ 植入的时机可与角膜移植同步实施或待植床和全眼屈光参数稳
定后二期植入。 植入 ＩＯＬ 的方式为后房囊袋内、睫状沟处、巩膜壁缝线悬吊或巩膜层间晶体襻植入。 为了减少
ＰＫＰ 术中玻璃体腔正向压力（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ｖｉｔｒｅｏｕ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ＶＰ） 的风险，建议采用全身麻醉或玻璃体核心部微创切割
减压。 重视远视漂移问题后，后弹力层角膜内皮移植术（ Ｄｅｓｃｅｍｅｔ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ｋｅｒａｔｏｐｌａｓｔｙ，ＤＭＥＫ） 三联
术中的 ＩＯＬ 度数可较为准确地被术前测量。 波士顿人工角膜三联手术可较有效地使严重眼表角膜病变者增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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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角膜移植手术技术不断更新发展，从传

以像常规白内障术中可通过粘弹剂填充来开放，为

统的板层 角 膜 移 植 术、 穿 透 性 角 膜 移 植 术 （ ｐｅｎｅｔ⁃

安全起见，许多术者会把 ＩＯＬ 放置在非生理位置的

移植，即单纯针对角膜病变部位的移植方式，这在一

通道经睫状体扁平部进行核心部玻璃体切割来缩容

ｒａｔｉｎｇ ｋｅｒａｔｏｐｌａｓｔｙ， ＰＫＰ） 术已逐渐进展到成分角膜

睫状沟区 ［４］ 。 为避免以上问题发生，可在术中先单

定程度上减少了患眼的损伤，使得愈合加快的同时

玻璃体减压，或同时经另一睫状体扁平部灌注口调

减少了免疫排斥反应发生的概率。 成分角膜移植

压。 植入 ＩＯＬ 的顺序也可放到完全水密对位缝合

后，由于植床整体性的维持，也可避免术后大度数医

植片之后，在角巩缘制作常规白内障微切口，把 ＩＯＬ

源性散光的发生。 白内障手术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

放置到囊袋里。 也可在未完全缝合植片植床之前，

在手术切口更小、晶体乳化效率更高、人工晶体更具

在 １１ 点与 １２ 点位置的间断缝线空隙处植入 ＩＯＬ 到

个性化的选择和术后全程视力的获取等方面。 因
此，当前如何根据现有的新进展选择角膜移植联合
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三联手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

ＰＫＰ 联合白内障摘除三联手术
随着前板层角膜移植和后板层角膜移植的广泛

囊袋内 ［５］ ，但由于该 ＩＯＬ 植入通道会接触这个部位
的角膜内皮，ＩＯＬ 植入滑动的方向也随植片的大小
不同而成不同角度，对术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考
虑到 ＰＫＰ 术中植片的内皮细胞多处于水肿及缺氧
状态，不主张进行前后房彻底的粘弹剂超声乳化机
器辅助的高负压吸除，以免导致大片角膜内皮细胞

开展，ＰＫＰ 的适应证已明显缩小，但在角膜全层混

脱落而引发原发性的植片失功。

浊的病例，如持久的大泡性角膜病变、外伤性或慢性

２

炎症性的角膜白斑等都 还 需 以 ＰＫＰ 进 行 治 疗 ［１］ 。

前部板层角膜移植联合白内障摘除三联手术

ＰＫＰ 三 联 手 术 包 括 ＰＫＰ、 白 内 障 摘 除、 人 工 晶 体

当角膜混浊未累及内皮细胞时，均可通过板层

（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 ＩＯＬ） 植入，是治疗角膜白斑合并

或深 板 层 角 膜 移 植 手 术 （ ｄｅｅｐ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ｌａｍｅｌｌａｒ

术的风险，减少额外花费，还具有术后视功能恢复快

健存的自体角膜内皮细胞可很大程度上减少术后医

的优点。 但 ＰＫＰ 同步三联手术也一直存在着难以

源性散光和彻底避免内皮型免疫排斥反应的发生。

克服的问题： （ １） 由于植床制备、 植片本身参数、

由于单纯的上皮型、基质型免疫排斥反应具有可逆

ＩＯＬ 植入位置、植片缝合、植片愈合过程、拆线时机

性，只要及时有效治疗，一般不会对植片透明度造成

等均会影响术眼的屈光状态，所以在 ＰＫＰ 同步三联

影响，所以前板层角膜移植术在我国这个以感染性

手术中不可能植入准确度数的 ＩＯＬ。 如果把 ＰＫＰ

角膜病变为主的国家来讲认可度和手术量都呈直线

同步三联手术改为分期手术，一期只行 ＰＫＰ 联合晶

上升的趋势，因此板层或 ＤＡＬＫ 术后发生白内障的

状体囊外摘除术，待植片拆线屈光状态稳定后，再行

手术方式和 ＩＯＬ 度数的计算问题必将成为未来备

二期 ＩＯＬ 植入术，虽然增加了二次手术的麻烦，但

受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实施前板层角膜移植术时已

能植入相对准确度数的 ＩＯＬ，并可术中同步矫正角

经存在白内障者，可考虑在充分切除病变角膜后再

。 （２） 在 ＰＫＰ 完全开罐状态下，由

手术，此时残存的角膜基质为透明状，尽管植床前表

白内障的最为经典的术式，这一术式可避免二次手

膜缘性的散光

［２］

ｋｅｒａｔｏｐｌａｓｔｙ， ＤＡＬＫ） 进行治疗，稳固的受体植床和

于玻 璃 体 腔 正 向 压 力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ｖｉｔｒｅｏｕ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面欠光滑，仍可以较安全地施行联合白内障摘除及

ＰＶＰ） 的存在，进行白内障晶体的连续环形撕囊操作

ＩＯＬ 植入手术。 与 ＰＫＰ 的同步三联手术类似，二期

难度较大，由于前囊口的紧绷和晶体核的逐步外移

ＩＯＬ 植入术可 避 免 度 数 偏 差 的 问 题。 鉴 于 ＤＡＬＫ

顶压，容易在连续环形撕囊未完全完成时，撕囊口向

术中一型大气泡形成后所暴露的角膜后弹力层前膜

晶体赤道部撕裂， 晶体核借 助 ＰＶＰ 会 顺 势 自 行 脱

相对牢固， 同 步 的 白 内 障 超 声 乳 化 手 术 也 可 以 考

。 （３） 由于处于开罐转态，娩核后，晶体后囊前

虑 ［６］ ，但如果 ＤＡＬＫ 术中所制作的为二型气泡，建

状体皮质，也容易在注吸皮质的过程中发生后囊膜

实施，因为此时裸露的后弹力层不足以抵抗任何内

的破裂。 （４） 囊袋内植入 ＩＯＬ 困难，由于囊袋口难

眼操作所造成的压力变化和植床扭曲。 因为前板层

出

［３］

凸与周边的前囊口相贴附，难以彻底吸净残留的晶

议在制作角膜植床之前进行白内障手术或以后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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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移植术中所采用的角膜材料多为保存后复水的
角膜植片，缝合植片后会形成水肿状态，因此不宜术
中缝合植片后同步实施白内障手术。 对于以往实施

可明显下降到 １６％ ［１０］ 。 减少再注气的次数与减少角
膜内皮细胞的再损伤和 ＩＯＬ 的钙化密切相关［１１］ 。 针
对晶体后囊膜不完整和瞳孔不规则的复杂病例，可同

过普通板层角膜移植术者，植床残存的基质混浊、植

期或先期行瞳孔成型术，较小的瞳孔有利于术中前房

片植床平面界面间及边缘交界处的混浊、植片的大

气泡的有效定压，因为在瞳孔开大的状态下，前房填

小及厚度等均可成为二期白内障手术的干扰因素，

充的气泡很容易向后，甚至通过 ＩＯＬ 襻间隙滑入玻璃

但如果操作得当，并不会对角膜内皮细胞造成明显

体腔。 角膜内皮移植三联手术可以快速地恢复患眼

损伤。

的视力，未来这一术式将会更广泛的开展。

３

４

角膜内皮移植联合白内障摘除三联手术

Ｂｏｓｔｏｎ Ⅰ型人工角膜（ Ｂｏｓｔｏｎ Ｋｐｒｏ） 是世界上

针对早期大泡性角膜病变、先天性角膜内皮病变
如 Ｆｕｃｈｓ 角膜内皮营养不良者，可采用临床常用的角
膜内皮移植方法，如自动板层角膜刀的角膜内皮移植
术（Ｄｅｓｃｅｍｅｔｓ ｓｔｒｉｐｐｉｎｇ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ｕｍ Ｋｅｒａ⁃
ｔｏｐｌａｓｔｙ， ＤＳＡＥＫ）、后弹力层角膜内皮移植术（ Ｄｅｓ⁃
ｃｅｍｅｔ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ｋｅｒａｔｏｐｌａｓｔｙ， ＤＭＥＫ） 、
后弹 力 层 前 膜 角 膜 内 皮 移 植 术 （ ｐｒｅ⁃Ｄｅｓｃｅｍｅｔｓ

人工角膜移植三联手术

使用最为广泛的人工角膜，术中也需要提供 １ 枚同
种异体角膜植片，借助中央区 ３ ｍｍ 直径透镜来辅
助成像，由于所含异物成分较多，即使受体晶体透明
也需一期摘除。 由于眼轴长度和透镜度数已知，术
中所需植入的囊袋内或睫状沟内 ＩＯＬ 度数就可以
准确地在术前预测。 以中央透镜代替角膜及 ＩＯＬ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ｋｅｒａｔｏｐｌａｓｔｙ， ＰＤＡＥＫ） 等进行

的综合屈光度数，因此不植入 ＩＯＬ 将开展得越来越

治疗。 与 ＰＫＰ 术相比，角膜内皮移植属成分角膜移

广泛。 植入该人工角膜后，当存在玻璃体视网膜病

植，具有术后散光小、排斥性低、无缝线相关并发症、

变时，尽管中央区透镜直径较小，仍可通过现代广角

创口小、术后眼球抵御外伤能力强等特点，ＤＳＡＥＫ

镜对玻璃体视网膜状况进行清晰观察，通过周边部

三联和 ＤＭＥＫ 三联报道已不少见。 内皮移植尤其

点状巩膜外顶压，对周边部玻璃体和视网膜进行彻

是 ＤＭＥＫ 和 ＰＤＡＥＫ，由于术后角膜中央光学区可

底的处理 ［１２］ 。 另外，ＢｏｓｔｏｎⅠ型、Ⅱ型、骨齿型等人工

近乎恢复到生理解剖状态，为同步实施白内障摘除

角膜均可以在前后房贯通的硅油眼中使用，这具有其

及 ＩＯＬ 植入术创造了屈光条件。 术前及术中受体

他同种异体角膜移植不可比拟的优势。 印度产仿

角膜的脱水处理有利于较准确地收集白内障手术所

Ｂｏｓｔｏｎ Ｋｐｒｏ 的 ａｕｒｏＫｐｒｏ 人工角膜采用 ＰＭＭＡ 光学

需的角膜参数，同时有利于较清晰地进行内眼的操

柱镜、１６ 孔 ＰＭＭＡ 背板和钛扣，售价低廉、效果相仿，

作。 ＩＯＬ 度数计算时应考虑到 ＤＭＥＫ 术后有向远

可成为备选移植物［１３］ 。 如何提高生物相容性、减少

视漂移的倾向 ［７］ ，这种远视漂移在接受 ＤＳＡＥＫ 的
患眼中更为确定，这主要由于术后角膜后表面地形
的改变，在 ＤＳＡＥＫ 三联手术中预留 － １ ５Ｄ 左右的
近视有助于防止这种远视漂移

［８］

。 对角膜前后表

面 Ｋ 值的准确测量更是有利于精确地计算所需的
ＩＯＬ 度数 ［９］ 。 正是由于 ＤＭＥＫ 术后全眼屈光状态

柱镜后增殖膜形成、避免同种异体角膜植片的溶解、
定制具有准确角膜和晶体屈光力的个性化薄柱镜将
是国产人工角膜今后研发的热点。
５

角膜移植后二期 ＩＯＬ 植入术式的选择
不论何种角膜移植联合白内障摘除术后，如果

的可预测性，针对规则散光的患眼，可以考虑一期植

尚未植入 ＩＯＬ，且植片植床稳定、相对透明，玻璃体

入矫正散光的 Ｔｏｒｉｃ 人工晶体。 由于没有并发症的

视网膜条件许可，均可在拆除角膜缝线，且眼表屈光

同步角膜内皮移植三联手术中植入的 ＩＯＬ 及晶体后

状态稳定后考虑二期植入 ＩＯＬ。 如果之前晶体囊袋

囊膜是完整的，手术结束时前房填充的气体能相对稳

完整可考虑重新打开积化的囊袋口，把 ＩＯＬ 植入到

定地进行移植膜片的顶压，但术后短期内需要再次向

囊袋内。 如果前后囊袋已经完全贴附、积化，且晶体

前房注气的比例仍高达约 ５０％，但如果前房填充换成

后囊膜完整，可考虑二期 ＩＯＬ 植入到睫状沟处。 如

等容惰性气体如 ２０％ＳＦ６，则术后需再次注气的比例
· ４０４·

果残存的晶体囊袋不足以支撑二期 ＩＯＬ，需考虑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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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悬吊或巩膜层间固定 ＩＯＬ 襻，传统的 ＩＯＬ 悬吊缝
线可能不足以长期支撑 ＩＯＬ，研发不降解、不吸收、

［５］

ｓｋｙ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ｎｓ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Ｊ］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Ｂａｌｔｉ⁃

点方向。 而针对角膜移植后这一特殊的眼表状态，
晶体襻固定技术可在最小程度上减少角膜缘异物刺

［６］

期植入技术是日本学者 Ｙａｍａｎｅ 提出的双针引导晶

［７］

体襻末端膨隆巩膜层间置入技术。 但该技术目前在

６

展

［８］

望

ＩＯＬ 位置 和 度 数 均 会 存 在 一 定 的 偏 差， 二 期 植 入

性散光产生少，角膜移植三联手术也可同步实施。

［９］

［１０］

［１１］

体，从而避免 ＩＯＬ 植入物刺激是未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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