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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张女士问!小儿斜视一定要做手术吗"

专家答疑!小儿斜视不一定必须做手术#有些小儿斜视可

以通过配镜和视功能训练得到矫正# 有些小儿斜视必须通过

手术才能矫正#这要到专科医院通过全面检查才能下结论$

!!!!!!!"

儿童!尤其是婴幼儿双眼单

视功能发育不完全" 不能很好地协

调眼外肌的平衡" 任何不稳定的因

素都能促使斜视的发生# 双眼单视

功能是后天逐渐发育起来的" 婴儿

出生后两眼虽可转动" 但看不清物

体" 更谈不上双眼球协调运动和单

视功能" 这种功能的建立如同视觉

功能一样" 是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

得到应用" 更重要的是反复接受外

界清晰物像的刺激" 逐渐地发育和

成熟起来的$ 婴儿出生后两个月能

够大体融像" 精确融像功能的建立

要持续到
#

岁以后" 立体视功能建

立最迟"

$%&

岁才能接近成年人$ 这

段时间如果患有高度屈光不正和屈

光参差" 使两眼看到的物像大小不

等"清晰度差别太大"造成光学上的

障碍"不能形成双眼单视"也可引起

斜视%又由于视网膜黄斑发育异常"

黄斑疾病以及视觉传导通路出现疾

患"造成感觉上的障碍"不能形成双

眼单视"也可引起斜视%还由于一些

儿童原来形成的双眼单视不稳定"

此时任何一个外界因素的刺激"如

发烧&惊吓&轻微的外伤"都能使这

种不稳定的能力减弱或丧失而引起

斜视$ 经常听到一些斜视儿童家长

抱怨" 我孩子的眼睛是发烧烧斜的

或是从床上掉下来摔斜的''"其

实这些都是诱因" 真正的原因是双

眼单视功能没有牢固的建立" 这种

情况多发生在神经类型较弱的儿

童$

'"

先天发育导致儿童斜视$ 这

种斜视多由于先天眼外肌肉的位置

发育异常" 力量不平衡或支配肌肉

的神经麻痹所致$ 也有的由于孩子

生产过程中" 使用产钳造成婴儿头

面部损伤" 或者母亲生产时用力过

度"致胎儿颅压增高"产生大脑点状

出血"这种出血如果仅在一般区域"

不会造成影响" 如果在指挥眼球运

动的神经核处则会引起眼外肌麻

痹$

("

眼球发育特点使儿童易患斜

视$以前我们谈到由于儿童眼球小"

眼轴短"多为远视眼$又因为儿童角

膜及晶状体屈折力大& 睫状肌收缩

力强"即调节力强"这样的儿童要想

看清近处物体就需要更多的调节

力" 同时双眼也用力向内转产生过

量的幅度"最容产生内斜视"这种内

斜视是由内调节过强引起的" 叫做

调节性内斜$

)"

眼球运动中枢控制力不足$

这种斜视不是眼球本身出现了毛

病" 而是指挥中枢机能紊乱调控失

灵引起的$ 主要表现在双眼向内的

集合运动与双眼向外的外展运动之

间的不平衡$集合过强或外展不足"

或两者同时存在就产生了内斜%相

反的"外展过强&集合不足或者同时

存在" 就产生了外斜$ 如同拔河比

赛" 哪边力量强" 眼球就朝向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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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视窗$协办单位%周口市眼科医院

新农合定点医院

城市医保定点医院

国家卫生部健康快车白内障治疗中心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协作医院

眼病健康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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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眼科医院引进国际最先进的美国博士伦准分子激光

治疗机及多种智能化眼部检查设备" 开展最先进的个性化设计

的多种准分子激光手术"依托眼病专科技术优势"由具有
!$

年

数万例准分子激光治疗近视成功经验的国内一流屈光手术专家

及其技术团队全程医疗保障$ 治疗近视到周口市眼科医院是您

明智而正确的选择$ 地址!周口市八一大道南段新建路眼科医院

四楼 电话!

=(>(>$&

节假日照常上班$

专家简介

王慧"女"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周口市眼科医

院副主任医师"周口市眼科医院业务副院长$

!>=$

年

毕业"新乡医学院医学系"从事眼科临床近
'>

年"担任

斜视&弱视科主任近
!#

年$ 业务娴熟&技术精湛&医德

高尚$

!!!!!!

斜视与弱视为眼科常见病&多发病"其患病率分别

为
(?

和
'?%)?

$ 斜视不但引起弱视"而且影响双眼单

视功能的发育与建立$ 斜视多数于儿童时期发病"它除

了引起单眼及双眼视功能损害外" 也影响到外观与美

容$ 这对患者一生的心理&生理"对学习和工作影响很

大$斜视的治疗时机是一经确诊"即应开始治疗$研究表

明"

'

岁左右早期矫正斜视愈后较好"年龄越大"恢复越

困难$ 外斜视即使在年龄较大时手术"也有恢复双眼视

觉功能的机会"但发病早的内斜视如果未能在
#

岁前双

眼视觉发育尚未完成时矫正眼位"则几乎不能恢复双眼

视觉功能$ 在这里我向大家阐述几个儿童斜视问题"希

望大家能对儿童斜视有更深入地认识"做到早发现早治

疗$

什么是斜视( 我们常说的五官端正就是指口鼻居

中"两耳&双眼完全对称"如果有一点歪斜"那就一定是

出了什么毛病# 双眼更是醒目的部位"不允许丝毫的偏

差# 我们如果留心的话"就会发现有少数人两只眼睛看

东西不正"这就是我们要谈到的眼病)))斜视# 斜视有

许多种"最常见眼球向内偏斜"医学上称内斜视"俗称

*对眼+!*斗眼+$ 眼球向外偏斜"称外斜视"俗称*斜白

眼+$ 儿童更易得这种病" 据统计每
!@@

个儿童中就有

'%(

个儿童患斜视病$

儿童斜视什么时候手术最适宜, 儿童斜视原则上

早期手术" 根据不同情况" 手术的年龄有一定的伸缩

性$ 儿童斜视的类型不同"手术时机也不同$ 一般分以

下几种情况,

!"

出生后或
$

个月以内就发现的内斜视"

称为先天性内斜$ 手术时机应在双眼视功能者发育之

前的
!%'

岁进行$

'"

六个月以后发现的内斜视"切不可

马上手术"一律先行散验光"如有远视先戴足量矫正眼

镜
(%$

个月"如果眼斜完全矫正"则不必手术"继续戴

镜就可治愈$ 如戴镜
$

个月以上"内斜仅是减轻"残存

斜视即应尽早手术"戴镜后斜视无改善者"更应早做手

术$

("

患儿双眼视力正常"通过散瞳验光无明显屈光不

正"证明戴镜治疗无效"应尽早手术$

)"

斜视合并弱视

的儿童原则上先治疗弱视"后治疗斜视$只有视力提高

了"手术效果才能巩固$但对于那种大斜度的斜视则要

先手术矫正斜视"再治疗弱视"这是因为重度斜视眼不

能很好地注视$斜视不矫正"弱视就不能很好地得到治

疗$

#"

外斜视儿童最佳治疗途径就是早期手术$尤其是

间歇性外斜视"虽有负镜-戴近视眼镜.治疗和辐辏训

练等非手术治疗方法"但这些方法仅能减轻斜视度"多

达不到治愈目的$该病首选手术治疗"并应在未形成显

性外斜"双眼视功能尚未全部丧失之前尽早手术矫正"

该病在
)%$

岁手术最适宜$

$"

单眼内斜视可先采用遮

盖疗法"促使变成双眼均能注视的交替性斜视"然后再

进行手术"这样对恢复双眼视功能更有利$如遮盖半年

以上仍无效"也可先行手术$

&"

斜视度很小"并且经常

有变动的间歇性斜视"最好暂缓手术"以观察是否可以

自愈"如外斜度逐渐加大"再手术也不迟$

="

对于合并

有眼内疾患"如视网膜等发育异常"视力无法恢复的单

眼内&外斜视"手术宜推迟至
!'

岁之后进行"以免术后

无双眼视控制而变成外斜视或外斜复发$

>"

先天麻痹

性斜视应早期手术治疗" 特别有代偿头位的儿童应在

(

岁左右就手术矫正$ 后天引起的麻痹性斜视"不可急

于手术"应尽力寻找病因"同时药物治疗"半年后治疗

无效"再考虑手术$

为什么儿童斜视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根据儿童

各时期双眼视功能发育情况可以看出" 在婴幼期和幼

儿期"双眼视觉反射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以后波动

逐渐减少"至
#

岁基本停止"至
=

岁波动期完全结束"

如无严重障碍则将终身保持下去$但在这个不稳定时期

影响视觉反射的任何障碍均可诱发斜视"而任何斜视都

可导致双眼视功能的丧失$ 从另一方面讲"由于这个时

期双眼视功能形成不稳定"既易丧失"又易恢复"所以如

若一旦发现斜视"及早就诊"尽早治疗"不但斜视能得到

矫正"而且可使丧失或发育不良的双眼视功能也可以得

到恢复"继而达到功能性治愈这个最理想的目的$ 反之

延误治疗"错过视功能发育期"则视觉丧失&骨骼畸形&

代偿头部都无法恢复" 既使将来经过手术斜视得到矫

正"那也只是外观上的美容矫正$ 而且由于没有双眼视

功能这个粘合剂的作用"矫正的眼位仍有再度斜视的危

险$

在这里我们再次大声呼吁"儿童斜视绝非仅仅影响

美观"儿童一经发现要尽早检查"积极治疗"而且力争在

幼年得到及时的治疗"以促进正常视力和双眼视功能的

恢复$ 如若抱着*等长大再说吧+的老观点"那将是一个

极大的错误"会导致孩子的终身遗憾$ 这里我们还要向

斜视儿童的爸爸妈妈多说几句$ 儿童斜视类型有很多"

治疗方法也不一样"少部分斜视不需要手术治疗"大部

分则需要手术%有些斜视需要先采用非手术治疗一段时

间"再根据治疗结果决定是否手术%有些斜视需要一次

手术"有些则需要多次手术%这些都是由医生根据病情

决定的$ 有些家长在配合治疗上"采取只要不给孩子做

手术怎样都行"一提到给孩子做手术"就打退堂鼓"即使

孩子的父母同意了"可老人也通不过"甚至因怕做手术

连医院也不去了" 岂不知这样疼爱孩子只是疼爱一时"

误了一生$所以家长要端正思想"相信科学"使自己的孩

子健康活泼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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