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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CamⅢ筛查分析早产儿视网膜病变与吸氧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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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通 过 RetCamⅢ对早产儿 视网膜 病 变 进 行筛 查， 研 究不同氧浓度、 吸氧时间与早产儿 视网膜 病

变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 ROP) 发 生率 的 关 系。方 法 ：收 集 在 南 通 市 妇 幼 保 健 院 2015 年 5 月 —2018 年 2 月间 应 用
RetCamⅢ行 ROP 筛查的 1 076 例早产儿，按照吸氧浓度分为非吸氧组、<30%、30%~40%、>40% 组，按照吸氧时间分为
<7 d、7~14 d、>14 d 组，比较各组 ROP 的发生率。结果 ：1 076 例早产儿中 ROP 发生率为 19.80%，吸氧浓度越高，ROP 的发
生率越高 (P<0.05)，吸氧时间越长，ROP 的发生率越高 (P<0.05)。结论：吸氧浓度高、吸氧时间长的早产儿更易发生 ROP，筛
查对早产儿氧疗过程有指导意义。
[ 关键词 ]

视网膜病变；RetCamⅢ；吸氧浓度；吸氧时间 ; 早产儿

[ 中图分类号 ]

R774.1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1674-7887(2019)03-0191-03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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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oxygen concentrations,oxygen inhalation duration and the

[Abstract]

incidence of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ROP) by RetCamⅢ screening. Methods : 1 076 preterm infants were screened by RetCam
Ⅲ from May 2015 to February 2018 i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of Nantong. They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of non oxygen inhalation, <30%, 30%-40% and >40% according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oxygen inhalation, and then divided into
groups of <7 days, 7-14 days, >14 days according to the duration of oxygen absorption, and compared the incidence of ROP in
each group. Results : The incidence of ROP in 1 076 preterm infants was 19.80%. The higher the oxygen concentration, the higher
the incidence of ROP(P<0.05). The longer the time of oxygen inhalation, the higher the incidence of ROP(P<0.05). Conclusion :
Premature infants with high oxygen intake and long oxygen intake a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ROP. Screening of ROP has a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oxygen therapy in premature i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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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产儿 视 网 膜 病 变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

根据视网膜病变部位，分为Ⅰ、
Ⅱ、
Ⅲ区，根据病变严重

ROP) 是发生在早产儿或低体质量出生婴儿的视网膜

程度，分为 1~5 期，如同时合并有后极部至少 2 个象

血管异常发育和增殖性视网膜病变，是引起儿童致盲

限血管变形迂曲扩张者为 Plus 病变，用“＋”表示。

的主要原因。近些年，随着围生医学和新生儿学的

无 ROP 病变者每 2 周随访 1 次，有 ROP 病变者根据

高速发展，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eonatal intensive care

病变程度安排随访时间，
Ⅰ型阈值前病变和阈值病变

unit, NICU) 的广泛普及，我国的早产儿和低、极低体

患儿需进行治疗。随访终止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周

质量儿的存活率随之明显升高，同时伴随而来的问

边视网膜完全血管化，矫正胎龄≥45 周无阈值前病

题就是 ROP 发病率的升高。所以，ROP 应当引起社

变和阈值病变，ROP 病变完全消退或静止无进展。

会的广泛关注。ROP 的发生与早产、出生体质量低、

1.4

吸氧等多种因素有关

[1-2]

，其中，吸氧是其发生过程中

很重要的一环。本研究旨在观察吸氧浓度及时间与
ROP 发生的关系。
RetCamⅢ广域数字视网膜成像系统 ( 简称 Ret-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进

2

行分析，采用χ 检验比较不同吸氧浓度、吸氧时间的
ROP 发病率，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CamⅢ)作为近些年科技发展的新产物，
有研究[3]表明，

2.1 总体ROP发生率 本研究共对符合条件的 1 076

RetCamⅢ是 ROP准确、有效、安全的筛查工具。其检

例( 共 2 152 只眼 ) 早产儿进行 ROP 眼底筛查，其中

查可达 130°，检查范围可达周边部视网膜，同时能即

213 例 ( 共 398 只眼 ) 发生 ROP，发生率为 18.49%。

时保存图片，永久存档，有利于病变追踪，操作简单、

2.2

快速，还可用于远程会诊。本研究应用 RetCamⅢ对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出生的早产儿和 NICU及门诊早产
儿进行眼底筛查，现报告如下。
1
1.1

ROP与吸 氧 浓 度 及 时间关系

各组 胎 龄及
出生体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均 P>0.05)。
<30%、30%~ 40%、>40% 组的 ROP 发生率均高于非
吸氧组 ( 均 P<0.01)。吸氧浓度 30%~ 40% 组和 >40%
组的 ROP 发生率均高于<30% 组 (P<0.01)，吸氧浓度

对象与方法

>40% 组 的 ROP 发 生率 高于 30%~ 40% 组 (P<0.05)。

市妇幼保健院出生的早产儿，以及收住入 NICU 和眼

吸氧 7~14 d 组和 >14 d 组的 ROP 发生率均高于吸氧
<7 d 组 ( 均 P<0.01)，吸氧 >14 d 组的 ROP 发生率高于

科门诊早产儿进行 ROP 眼底筛查，全部早产儿进行

7~14 d 组 (P<0.01)，见表 1。

对象收集

2015 年 5 月―2018 年 2 月在南通

筛查前均由父母签署眼底检查同意书。排除先天性
白内障、先天性青光眼、视网膜脱离等眼部疾病，
共

表1

ROP与吸氧浓度的关系 (x±s, n, %)
n

组别

胎龄 / 周 出生体质量 /g

ROP

1 076 例。并按照吸氧浓度分为：非吸氧组、吸氧浓度

非吸氧组

295 31 ±1.5 1 670.2±274.3 11( 3.73)

<30% 组、吸氧浓度 30%~ 40% 组、吸氧浓度 >40% 组，

吸氧浓度 <30%

588 30 +4±2.3 1 563.6±397.2 112(19.05)

+3

按照吸氧时间分为：<7 d 组、7~14 d 组、>14 d 组。

30%~40% 146 30 +5±2.4 1 634.9±494.7 62(42.47)

1.2

>40%

检查方法

所有检查均由经验丰富的眼科医

师应用 RetCamⅢ(Clarity 公司，美国 ) 进行。参照《中

吸氧时间<7 d

国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指南(2014 年 )》对患儿进
行眼底检查。首次筛查开始于患儿矫正胎龄 32 周
或出生后 4 ~ 6 周。检查前先用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
双眼散瞳，5 min/ 次，共 5~ 6 次，聚光手电检查充分

3

讨

47 30 +3±2.9 1 456.9±576.8 28(59.57)
239 30 +6±2.2 1 694.9±391.1 27(10.84)

7~14 d

303 31 ±1.8 1 665.2±388.8 73(24.09)

>14 d

239 30 +1±2.6 1 538.3±460.2 102(42.68)

论

散瞳后取仰卧位，爱尔凯因滴眼液表面麻醉后用儿

ROP 是发生在早产儿的眼部疾病，其发生与低胎

童开睑器撑开眼睑，用 RetCamⅢ行眼前节检查并拍

龄、低出生体质量、吸氧、宫内感染、贫血、新生儿呼吸

照，在眼球上涂左氧氟沙星凝胶作为耦合剂，将探头

窘迫综合征、颅内出血等有关 [4]。

置于角膜表面进行眼底检查，检查顺序为先右眼后

毕明超等 [5] 报道吉林省 ROP 发生率为 20.37%，

左眼，每眼按照后极部、颞侧、上方、鼻侧、下方的顺序

蒋春秀等 [6] 研究显示柳州地区 ROP 发病率为 5.2%，

行 360°旋转行眼底视网膜照相及保存。

金俊霞等 [7] 报道 ROP 的发生率为 18.2%。本研究中早

1.3

产儿 ROP 发生率为 18.49%。ROP 发生率的不同可能

筛查方法

参照《中国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

指南(2014 年 )》及 ROP 国际分类法对 ROP 进行诊断，

与不同地区筛查标准及对疾病认知程度不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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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与各地新生儿医疗水平及是否规范用氧有关。
吸氧对挽救早产儿的生命有重要意义，但也增加

及时治疗，规范氧疗，从而提高 ROP 筛查率及降低
ROP 患病率。

了ROP 的发生率。ROP 的发生过程中，视网膜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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