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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周边离焦软性角膜接触镜与单焦点软性
角膜接触镜对青少年近视进展控制
效果的 Meta 分析
杨洋 张明洲 吕会斌 江晓丹 刘嫣 李学民

【摘要】 目的 采用 Meta 分析的方法系统评价周边离焦软性角膜接触镜( PDSCLs) 与单焦点软

性角膜接触镜( SVSCLs) 对青少年近视进展控制的效果。方法 利用计算机检索 MEDLINE、EMBASE
及 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在检索结果且纳入研究的病例中，将使用 PDSCLs 者列为干预组，将使用

SVSCLs 或框架眼镜者列为对照组，参与者均为学龄儿童。采用 Cochrane 系统评价的方法，由两名评

价员独立地收集数据。从选取的研究中提取信息 ( 包括作者、发表年份、国家或地区、研究中心、数

量、年龄、近用附加值、样本量、随访时间、失访人数、干预措施、结果及试验方法等) ，并通过 Downs and
Black 评分系统评估纳入研究的文献质量。干预组与对照组中屈光度和眼轴长度变化的差值通过加

权均数差( WMD) 计算，并计算两者的 95%可信区间。通过 I2 统计检验异质性，当 P＜ 0． 1 ( 或 I2 ＞
50%) 时，异质性显著，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I-V 异质性) 来评估; 否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逆方差) 来

评估。两组屈光度及眼轴长度的比较采用 Z 检验。结果 共检索到 542 项研究，其中 5 项高质量的

临床试验符合本研究的纳入标准，最终有 4 项研究纳入 Meta 分析，包括 310 例配戴 PDSCLs 和 298 例

配戴 SVSCLs 的儿童。对照组的研究中有 1 项采用框架眼镜，其余 3 项采用 SVSCLs。全部研究均为

单中心。在这些研究中，有 1 项为交叉试验，为防止两个干预期之间存在用药间隔时间，本研究仅纳

入第一次干预的结果。4 项研究中有 3 项是非随机对照试验，其余 1 项是随机对照试验( ＲCT) 。干预

组 1 项研究的近用附加值为+2．50 D，其余 3 项近用附加值为+2．00 D。4 项研究的随访时间为 10 ～
24 个月。与使用 SVSCLs 相比，使用 PDSCLs 可延缓近视儿童的屈光度进展 0．27 D ( 95%可信区间:

0．20～0．3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7．78，P＜0．05) ; 此外，使用 PDSCLs 还可减慢眼轴长度增长 0．12 mm
( 95%可信区间: －0．15～ －0．09) ，但经过统计学分析差异尚无统计学意义( Z= 0．54，P＞0．05) ，有待于扩大

样本进一步研究。在 12 个月和 24 个月随访期间，干预组和对照组间屈光度进展的 WMD 分别为0．29 D
( 95%可信区间: 0．20～0．39) 和 0．13 mm( 95%可信区间: －0．17～0．08) 。干预组和对照组间眼轴长度变化

的 WMD 分别为 0．26 D( 95%可信区间: 0．15～0．36) 和 0．12 mm( 95%可信区间: －0．17～0．07) 。结论 总

体而言，与 SVSCLs 相比，PDSCLs 可更有效地减缓近视眼的发展。但结果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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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Meta-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eripheral defocus soft

corneal contact lens ( PDSCLs) and single vision soft contact lens ( SVSCLs) on the control of juvenile
myopia． Methods MEDLINE，EMBASE and Cochrane retrieval Library database by computer，and the
search results a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cases，will use PDSCLs as intervention group，will use SVSCLs or
glasses as a control group，participants were school-age children． Using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Cochrane
system，two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collected data to extract information from the selected study ( including
the author，publication year，country or region，research center，quantity，age，with added value，sample
size，follow-up time，the number of lost，intervention measures and results and test methods) ，and through the
Downs and Black scoring system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trial included in the test． In two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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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the difference of diopter and eye axis was calculated by weighted mean difference ( WMD) ，and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were calculated． Heterogeneity was examined by I2 statistics，when the P＜0．1 ( or
I2 ＞ 50%) was estimated using a random effects model ( I-V heterogeneity ) to account for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Otherwise，we use the fixed effects model ( inverse variance) to evaluate． The two groups of
refraction and axial length werecompared using Z test． Ｒesults A total of 542 studies were retrieved，of
which a total of 5 high quality clinical trials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of the study． In the end，a total of
4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the Meta analysis，including 310 cases of wearing PDSCLs and 298 cases of wearing
SVSCLs． All studies were single center． In these studies，there was a crossover trial，in order to prevent the
time interval between the two dry expectations，this study included only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intervention．
Three of the four studies wer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and the other one wa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 ＲCT) ．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the added value of the one studies was +2．50 D，and the other 3 items
were +2．00 D． 4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a period of 10 to 24 months． Compared with SVSCLs，PDSCLs
delay the progression of myopia in children with myopia of 0．27 D (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20～0．34) ，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Z= 7．78，P＜0．05) ; slow axial length growth of 0．12 mm (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15～ －0．09)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Z = 0．54，P＞0．05) ，
need to expand the sample for further study．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of 12 and 24 months，the WMD of
the refractive index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0．29 D (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20～0．39) and 0．13 mm (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17 ～ 0．08) ． The WMD of the axial length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0．26 D (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15～0．36) and 0．12 mm
(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17～0．07) ． Conclusion Overall，compared with SVSCLs，PDSCLs is more
effective in s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myopia，whil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sults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Key words】 Myopia; Peripheral defocus; Single vision; Dual focus; Multifocal;

Meta-analysis

近视眼是最常见的眼部疾病之一，有潜在的致

盲并发症，如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及青光眼等。目

前，近视眼被认为是许多国家的主要公共卫生问

题［1］。Gottlieb 等［2］报道，光学矫正和药物可延缓学

龄儿童的近视进展，从而降低成年后的近视程度。
软性角膜接触镜具有光学优势以及轻便、美容等特

点。前期研究发现，部分遮盖动物眼可导致眼球形

态发育不规则［2-3］。近年来，一些研究试图使用矫正

周边离焦的角膜接触镜( 包括多焦点软性角膜接触

镜、双焦点软性角膜接触镜、离焦性软性角膜接触镜

及其他角膜接触镜) ，以达到矫正周边离焦控制近视

眼的目的［4］。目前，矫正周边离焦作为控制近视眼

的新方法之一，已越来越得到业内的重视。本研究

回顾了目前可用的临床对照试验，以评估各项研究

的有效性。此外，还针对周边离焦软性角膜接触镜
( peripheral defocus soft contact lens，PDSCLs) 和单焦

点软性角膜接触镜 ( single vision soft contact lens，
SVSCLs) 对学龄儿童屈光度变化及眼轴长度增长情

况进展的影响进行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期待为近

视眼的治疗提供参考。

资料与方法

一、文献检索策略

两名评价员通过统一的关键词检索 MEDLINE、
Cochrane Lybriry 及 EMBASE 数据库。检索关键词

为近视眼、临床试验、随机及角膜接触镜等，并对检

索到文章的参考文献进行筛选以获得潜在的研究。
两名评价员独立筛选文章的标题、关键字及摘要。
根据摘要，将其分为纳入、待定及排除，对纳入和待
定的文献进行全文浏览并进一步筛选。

二、纳入与排除标准
1． 纳入标准: 纳入符合以下标准的临床对照试

验: ( 1) 平行对照研究或者交叉对照研究; ( 2) 试验
中近视眼患儿年龄在 7～14 岁之间; ( 3) 干预组使用
PDSCLs，对照组使用 SVSCLs 或框架眼镜; ( 4) 研究
结果包括从干预开始到随访结束时屈光度数和眼球
长度的变化。

2． 排除标准: 排除数据不全、无完整数据及重复
发表的文献。

三、资料提取
两名评价员独立地收集数据，从选取的研究中

提取信息( 包括作者、发表年份、国家或地区、研究中

心、数量、年龄、近用附加值、样本量、随访时间、失访
人数、干预措施、结果及试验方法等) 。必要时联系
作者，获取文章的详细数据，如遇分歧通过讨论解决。

四、质量评估
两名评价员采用 Downs and Black 评分系统分

别对纳入分析的四项研究进行评估。该评分既可用
于随机对照试验 ( ＲCT，Ｒ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也可用于非 ＲCT，内容包括 5 个部分，总共 27 个条

目，满分 29 分［5-6］。本研究对 Downs and Black 评分
进行分级 ( ≥20: 非常好; 15 ～ 19: 良好; 11 ～ 14: 中

等;≤10: 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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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统计学分析方法

采用 Stata13．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干预组

与对照组中屈光度数和眼轴长度变化的差值通过计

算加权均数差 ( weight mean difference，WMD; 即为

干预组的平均变化量减对照组的平均变化量) 获得，

并计算两者的 95%可信区间。通过 I2统计检验异质

性，当 P＜ 0． 1 ( 或 I2 ＞ 50%) 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 I-V异质性) 来评估; 否则，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 逆

方差) 来评估。两组屈光度和眼轴长度的比较采用
Z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文献检索结果及纳入研究特征

按照上述检索方法，共检索到 542 项研究，其

中，有 221 项重复报告，316 项与本研究无关，均被

排除。其余 5 项高质量的临床试验符合本研究的纳

入标准，最终有 4 项研究纳入 Meta 分析［8-11］，检索筛

选的流程见图 1。
在纳 入 研 究 的 文 献 中，Jeffrey 的 研 究 包 括 第

一年随访和第二年随访两组数据，故本研究共纳入
5 组数据。纳入研究的 4 项临床试验的所有干预组

均采用 PDSCLs，对照组中 Jian Ge 的研究采用框架

眼镜［10］，其余 3 项采用 SVSCLs［8-9，11］。全部研究均

为单中心，分布在中国香港［9］、中国大陆［10］、新西

兰［8］及美国［11］四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些研究中有

一项为交叉试验［8］，为防止两个干预期之间存在用

药间隔时间，本研究仅纳入第一次干预的结果。这

四项临床试验共包含 608 只眼，其中 310 只眼采用
PDSCLs 治疗，288 只眼采用 SVSCLs 或框架眼镜治

疗，四项研究中有三项是非 ＲCT［8-10］，其余一项是
ＲCT［11］。干预组有一项近用附加值为+2．50 D［9］，其

余近用附加值为+2．00 D［8，10-11］。4 项研究的随访时

间为 10～24 个月。见表 1。
二、质量评价结果
根据 Downs and Black 评分，4 项试验的分数在

17～24 分之间( Jian Ge = 21，Chi Ho To = 24，John Ｒ．

Phillips= 22，Jeffrey = 17) 。根据本研究对 Downs and
Black 评分的分级，3 项研究的得分在非常好的范

围，其余 1 项研究的得分在良好的范围。
三、Meta 分析结果
( 一) 屈光度进展的变化

在纳入分析的 4 项研究中，与 SVSCLs 相比，采

用 PDSCLs 治疗的患者屈光度进展变化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WMD=0．27 D，95%可信区间 0．20～0．34，Z=

图 1 研究筛选流程图

表 1 纳入分析的文献的基本情况

通讯作者( 年份) 国家或地区 研究中心 眼数［( 左 /右) ，例］ 年龄( 岁) 试验设计 近用附加值( D) 盲法 随访时间( 月)

Jian Ge( 2011) 中国 单中心 164( 86 /78) 7～14 非 ＲCT +2．00 无 12

Chi Ho To ( 2014) 香港 单中心 256( 130 /126) 8～13 非 ＲCT +2．50 双盲 24

John Ｒ． Phillips ( 2010) 新西兰 单中心 70( 35 /35) 11～14 ＲCT +2．00 研究者设盲 10

Jeffrey ( 2013) 1 美国 单中心 64( 32 /32) 8～11 非 ＲCT +2．00 无 12

Jeffrey ( 2013) 2 美国 单中心 54( 27 /27) 8～11 非 ＲCT +2．00 无 24

注: Jeffrey ( 2013) 1为第一年随访的数据; Jeffrey ( 2013) 2为第二年随访的数据; ＲCT 为随机对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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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8; P＜0．05) 。由于 5 组数据间的屈光度变化有较

明显的异质性( I2 = 98．3%，P＜0．05) ，因此选用随机

效应模型来评估。见图 2。
由于 Jeffrey 的试验中干预组和对照组受试者的

随访时间有差异［11］，因此在排除该试验后，异质性

明显减少( I2 ＜0．01%，P＞0．05) ，但两组屈光度进展

的变化差异仍具有统计学意义( WMD= 0．24 D，95%
可信区间: 0．16～0．32，Z= 5．63; P＜0．05) 。见图 3。

( 二) 眼轴长度增长的变化

在纳入分析的四项研究中，采用 PDSCLs 治疗与

采用 SVSCLs 治疗相比较，患者的眼轴长度增长变化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WMD = －0．12 mm，95%可信区

间: －0．15～ －0．09，Z= 0．54; P＞0．05) 。由于 5 组数据

间的眼轴长度变化没有明显的异质性 ( I2 = 0． 2%，

P＞0．05) ，因此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评估。见图 4。
由于 Jeffrey 的试验中干预组和对照组受试者的

随访时间有差异［11］，因此在排除该试验后，异质性

明显减少( I2 ＜0．01%，P＞0．05) ，且两组屈光度进展

的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WMD=－0．13 mm，95%可

信区间: －0．16～ －0．09，Z= 0．51; P＞0．05) 。见图 5。
( 三) 不同治疗阶段的治疗效果

本研究同时对比了 12 个月和 24 个月随访期的

屈光度及眼轴长度变化，来评估不同干预时间的近

视眼控制效果。在 12 和 24 个月随访期间，干预组

和对照组间屈光度进展的 WMD 分别为 0．29 D( 95%
可信区间: 0．20 ～ 0．39) 和 0．13 mm ( 95%可信区间:
－0．17～0．08) 。干预组和对照组间眼轴长度变化的
WMD 分别为 0．26 D( 95%可信区间: 0．15 ～ 0．36) 和

图 2 干预组与对照组屈光度变化的 Meta 分析

图 3 排除 Jeffrey 的研究后干预组与对照组屈光度变化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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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干预组与对照组眼轴长度变化的 Meta 分析

图 5 排除 Jeffrey 的研究后干预组与对照组眼轴长度变化的 Meta 分析

0．12 mm( 95%可信区间: －0．17～0．07) 。

讨 论

屈光不正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眼部疾病和

致盲的重要原因之一。相较美国和欧洲近 20% ～
50%的患病率，亚洲地区近视眼的患病率更高，如台

湾，香港及新加坡的患病率近 60 ～ 80%［12-15］。且近

视眼患病率在近几十年内急剧上升，预计在未来

十年内，将有约 25 亿人可能患有近视眼［16］。大量

研究表明，近视眼存在许多危险因素，如遗传、环境

影响及调节滞后等［17-19］，但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

确［20］。近年来，近视眼在青少年阶段的发病率逐渐

增高。Khoo 等［21］指出近视眼的进展与年龄增长呈

线性相关，故在早期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减缓近视

眼的进展速度至关重要。Smith 等［22］认为来自周边

视网膜的视觉信号在眼球黄斑区正视化的过程中

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可能是近视眼发生的关键因

素。Ｒd［23］的实验动物模型研究发现，眼球周边离

焦可以调控眼球的生长，特别是周边远视离焦，是促

进眼球生长和近视发生及进展的高危因素。近年来，

随着新的实验动物模型的建立和新的检测技术的出

现，周边离焦与近视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24］。
Sankaridurg 等［25］曾设计出多款能够减少周边

视网膜离焦的框架眼镜，以控制近视发展。该项研

究将 210 名 6 ～ 16 岁中轻度近视儿童分为 4 组，第
1～3 组分别配戴不同设计的多焦框架眼镜，第 4 组

配戴普通的单光眼镜，分别在 6 个月和 12 个月后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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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其屈光度和眼轴长度的变化，并测量其在戴镜和

不戴镜情况下的周边视网膜离焦数据，结果发现
4 个组的患者近视发展程度并无差别。此外，由于

软性角膜接触镜具有良好的光学优势以及轻便、美
观等特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屈光不正患者的喜爱。
目前，已 逐 渐 成 为 矫 正 屈 光 不 正 的 重 要 方 式 之

一［26-27］。Ticak 等［28］尝试采用双光软性角膜接触镜

进行治疗，但却不能实现类似角膜塑形术那样可使

周边 视 网 膜 处 于 近 视 离 焦 状 态 的 能 力。而
Kang 等［29］则尝试采用多焦点软性角膜接触镜，结

果发现它能使患者周边视网膜处于近视离焦状态，

并由此推测多焦软性角膜接触镜可能具有控制近

视进展的作用。但目前为止尚无临床研究表明其

假设的正确性［30］。此外，还有学者质疑周边离焦对

近视进展的影响［31-32］。Kwok 等［31］观察 10 名高度

近视成年人在戴软性角膜接触镜和不戴镜的情况

下测量其鼻侧和颞侧视网膜屈光状态，发现在戴镜

条件下，患者周边视网膜处于近视离焦状态。因

此，该作者认为若周边离焦能够影响近视进展，那

么高度近视者配戴软性角膜接触镜也可控制近视

进展。Backhouse 等［32］分别测量了 10 名中高度近

视的成年人不戴镜、配戴框架眼镜及配戴软性角膜

接触镜的情况，并观察患者鼻侧和颞侧周边视网膜

的屈光状态，发现在配戴软性角膜接触镜的情况

下，周边视网膜处于近视离焦状态，而前两种情况

处于远视离焦状态。此外，Kang 等［33］的研究结果

表明，配戴软性角膜接触镜和配戴框架眼镜一样，

没有控制近视的作用。
本研究评估了当前使用 PDSCLs 对近视进展影

响的临床对照试验研究。尽管各种 PDSCLs 存在一

些设计差异，但这些角膜接触镜的客观差异或患者

报告的差异并不大［34］。在所纳入的研究中，双焦点

或多焦点角膜接触镜均有一个视远的中心区，其外

侧被多个近附加区域层层包围。本研究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相比，配戴 PDSCLs 的干预组患者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程度的进展，其中，屈光度增

长减缓 0．27 D，眼轴长度增长减缓 0．12 mm。不过

也应当指出其临床意义有限，这可能与一些未知的

偏倚产生有关，还需要纳入更多更高质量的研究进

行综合分析。
既往研究多局限于随访一年的近视眼控制效

果，而缺少长期的疗效评价［35］。Chua 等［36］认为，近

视眼在治疗一年后才可能被证实是否有效。此次

分析纳入的两项研究，其随访时间达到 24 个月。本

研究结果显示，与配戴 SVSCLs 相比，配戴 PDSCLs
对近视进展的控制可能随时间延长而减弱，或是

PDSCLs 对近视进展控制存在一定的范围限制。这
一点或许与机械张力理论一致，即眼球赤道的扩张
减少了调节，导致睫状体-脉络膜张力增加，因此长
期佩戴 PDSCLs 对于近视进展控制的作用有限［37］。
此外，在本研究中，有三项非 ＲCT，其屈光度增长的
差异没有明显异质性，这提示试验质量是影响分析
结果的一个主要来源。尽管研究人员试图通过匹
配年龄和性别来消除对照组的偏倚，但仍有不可避
免的偏倚混杂其中。故非同期的临床对照试验，常
存在一些未知因素导致研究结果的偏差，提示我们
应尽量少用。

Berntsen 等［38］为幼年实验动物配戴凹透镜，结
果表明会加速动物眼轴长度的增长，从而证实高度
调节滞后是近视进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这项
研究还发现，与正视人群相比，近视者近距离活动
调节反应较低。在本研究纳入分析的 4 个研究项目
中，研究结果显示配戴 PDSCLs 的近用附加值多为
+2．00 D，只有一项研究为+2．50 D。笔者认为由于
个体间调节滞后有一定差异，对不同儿童予以相同
的近用附加值并非理想的控制手段，由此也限制了
PDSCLs 控制近视进展的效果。因此，为了平衡调
节和辐 辏，减 少 近 距 离 工 作 导 致 的 一 过 性 近 视，
Hung 等［39］建议临床医师应对调节滞后的个体进行
定量测量，然后再予以特定度数减少周边离焦。

应当指出的是，与 SVSCLs 相比，PDSCLs 虽具
有优越性，但同时也有其局限性。Souza 等［40］指出
PDSCLs 与普通的角膜接触镜一样，会对角膜、结膜
及泪膜等产生一些不利影响。角膜接触镜的屈光度
分布效果受瞳孔直径影响，而个体间瞳孔直径具有高
度变异性。相同年龄，甚至同一患者的不同情况下，

多焦点角膜接触镜在远近校正方面均有不同的效果。
这就为配制个体化角膜接触镜带来诸多困难［41］。

综上所述，与 SVSCLs 相比，PDSCLs 可更有效
地控制儿童近视眼屈光度和眼轴长度的增长变化。
但本次研究仍然存在许多缺陷。首先，纳入研究的
质量存在差异。比如其中一项研究为非同期临床
对照试验［11］，尽管研究人员试图消除偏倚，但仍不
能排除掺杂未知因素。其次，不同试验的随访时间
长度各不相同，目前尚缺乏对近视控制进展进行长
期的随访观察。再次，由于潜在的发表偏倚，本研
究可能高估了 PDSCLs 组的控制效果。并且，由于
纳入研究的数量有限，故无法通过漏斗图找出出版
偏倚。致使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还有待更
多高质量的研究结果以供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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