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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域成像系统与检眼镜在新生儿眼病筛查的临床对比研究 

盘洪军 

新兴县妇幼保健院  广东云浮 

【摘要】 目的 观察广域成像系统在新生儿眼病筛查的临床应用。方法 随机选择在我院出生的新生儿 400
例，采取知情同意与自愿原则，按随机方式分组，其中 200 例采取双目间接检眼镜系统筛查（对照组），另 200
例实施广域成像系统筛查（观察组），经观察对比，得出结论。结果 对于各项数据的对比来说，观察组检查方

法的各项数据更加有优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检查之后观察组患者新生儿眼病筛查结果明显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使用本研究方法进行检查，可为新生儿眼病提供更好的筛查方案，

降低漏诊率，降低医院感染概率，缩短检查时间，保障新生儿生命安全，可为广域成像系统在我院乃至粤北地区

的推广使用提供临床依据，为新生儿眼病筛查提供更好的思路和解决方案，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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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wide-area imaging system and ophthalmoscope in neonatal eye disease screening 

Hongjun Pan 

Xinxi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Yunfu, Guangdo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wide-area imaging system in neonatal eye disease 
screening. Methods: A total of 400 neonates born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informed consent and voluntary. Among them, 200 cases were screened by binocular 
indirect ophthalmoscope system (control group), and the other 200 cases were screened by wide-area imaging system 
(observation group). Results: For the comparison of various data, the data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advantageou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fter examination, the screening results of 
neonatal eye dise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Use the research methods for inspection, can provide better screening 
program for neonatal eye disease, reduce missed diagnosis,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hospital infection, shorten the 
testing time,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newborn babies, for wide-area imaging system in our hospital and provide clinical 
basis for use in north guangdong region, eye disease screening for newborn provide better ideas and solution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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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眼病筛查是指新生儿接受详细的眼病检查，

以避免未被发现的可治愈眼病，导致后天失明或威胁

儿童生命安全[1-2]。近年来随着临床医学技术的发展，

广域成像系统是临床实施新生儿眼病筛查的主要手段，

并且是目前最先进的婴幼儿眼病筛查设备，具有成像

清晰、广角、景深大、对焦快、图片存储、不易漏诊

等优点，可有效弥补双目间接眼底镜筛查的不足，显

著提高眼部疾病的检出率，其应用效果显著，可对接

省三级医院大数据库，对疑难病例进行及时远程会诊，

同时避免医疗纠纷。本研究采用广域成像系统筛查，

分析在出生的新生儿检查中的应用及影响，旨在提高

临床效果，经观察后临床效果满意，报告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们按随机方式分组我院 2020 年 1 月-2022 年 3

月出生的新生儿 400 例，采取知情同意与自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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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年龄 1-9d，平均为（4.68
±1.95）d，共 200 例；观察组：年龄 1-9d，平均为 （4.24
±1.88）d，共 200 例。 

纳入标准：①采用知情同意和自愿原则；②足月

儿可在出生 1 周内配合筛查，早产儿校正胎龄大于 32
周；③错过筛查的人在42天的回访中完成了初步筛查；

④均签署知情同意书；⑤瞳孔充分散大瞳孔 5 毫米以

上；⑥检查前 1 小时禁食，观察生命体征平稳；⑦没

有检查禁忌症，也没有传染性眼病；⑧住院分娩的新

生儿、足月儿和早产儿出生 1 至 7 天检查病情稳定。 
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双目间接检眼镜系统筛查。即给予

新生儿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 H20055546）散瞳，间隔 10-15min/次，

共 3 次。确保新生儿的瞳孔散大之后，并帮助新生儿

保持仰卧位，给予 1-2 滴盐酸奥布卡因滴眼液（参天

制药株式会社能登工厂，国药准字 J20100128），然后

用开睑器开睑，进行双目间接眼底镜筛查，并使用巩

膜压迫器辅助。 
观察组：实施广域成像系统筛查，以复方托吡卡

胺滴眼液散瞳，间隔 10-15min/次，共 3 次；散瞳后保

持仰卧位，滴 1-2 滴盐酸奥布卡因滴眼液，用开睑器

开睑后将氧氟沙星凝胶（湖北康正药业有限公司，国

药准字 H20055519）滴在眼表，行广域成像系统筛查，

并监督新生儿禁食和禁饮。筛查是按照先右眼后左眼

的顺序进行的，收集并保存后极部和周围象限的眼底

图片。检查室配备氧气和婴儿吸引器等紧急救援设备。 
1.3 指标判定 
记录两组新生儿眼病筛查结果并进行比较，均由

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进行确诊。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11.0 软件分析数据，以 χ2检验总检出

率等计数资料（n，%），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眼病筛查总检出率对比 
检查后观察组总检出率明显比对照组高，经 χ2 检

验，2 组总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数据见表 1。 
2.2 两组新生儿眼病筛查结果状况 
对照组 200 例患者：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者 6 例；

新生儿视网膜出血者 50 例；先天性白内障者 3 例；虹

膜或脉络膜缺损者 1 例；眼型白化病者 1 例；先天性

视乳头发育不良者 1 例；角膜白斑者 1 例；先天性小

眼球者 1 例。 
观察组 200 例患者：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者 17 例；

新生儿视网膜出血者 63 例；先天性白内障者 14 例；

虹膜或脉络膜缺损者 12 例；眼型白化病者 12 例；先

天性视乳头发育不良者 12 例；角膜白斑者 11 例；先

天性小眼球者 15 例。 

表 1 两组患者眼病筛查总检出率对比[n（%）] 

组别 n 总检出率 

观察组 200 156（78.00） 

对照组 200 64（32.00） 

χ2值 - 42.747 

P 值 - 0.000 
 
3 讨论 
近年来，新生儿眼病，特别是早产儿眼底出血、

视网膜病变（ROP）、先天性青光眼、先天性白内障

等眼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由于新生儿缺乏独立性，

身体的各种功能尚未成熟，无法口头表达自己的视力

障碍或眼睛不适，而一些新生儿眼病有一定的隐匿期，

因为视力的发育有很强的时间限制，所以不会出现新

生儿视力受损的现象，而一些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的

新生儿如果不及时发现和治疗，甚至可能会威胁到他

们的生命，所以新生儿眼部疾病的筛查只能通过一些

特殊的设备检查才能发现[3-5]。 
目前我国新生儿眼病筛查设备主要是视频双目间

接检眼镜系统和广域成像系统，视频双目间接检眼镜

系统是临床眼科疾病检查的传统方法，但由于新生儿

配合差、视野小、成像质量差等因素，操作难度大，

学习周期长，上手困难，观察眼底范围窄，图像倒置，

视频图像清晰度低，很容易漏诊，临床应用效果不好[6-8]。

随着临床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广域成像系统筛查已

逐渐取代双目间接眼底镜筛查，它是一种可以有效观

察新生儿眼底的无创筛查方法，并实时采集图像并存

储，可有效发挥快速、操作简单、效率高的优点，在

新生儿眼病筛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显著达到了更

加直观、便捷的效果，并已广泛应用于临床[9-10]。 
广域成像系统的学习曲线较短，使用起来相对容

易，具有清晰的成像、广角、景深、良好的对焦和图

像存储，还可连接省内三甲医院大数据库，对疑难病

例进行及时远程会诊，降低漏诊率，降低医院感染率，

避免医疗纠纷。广域成像系统可以及时发现一些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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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致盲性眼病为新生儿眼疾筛查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新

选择，因此深受患者及家属的好评，具有良好的社会

效益。本研究使用不同的检查方式对比数据，得出结

论。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新生儿眼病筛查结果明显

优于对照组，两组间数据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
表明观察组使用广域成像系统筛查的效果优于对照组。

结果显示，广域成像系统可临床应用于新生儿眼部筛

查，可以保证新生儿一些致盲性眼病的及时发现，挽

救一些可避免的失明，降低医疗风险，并为新生儿眼

病筛查提供安全便捷的检查方案。此外，这种方法比

视频双目间接检眼镜系统更昂贵，但可以降低漏诊率

和医院感染率；这项新技术也可以在我院（当地）开

展，提高了当地的医疗技术水平，可以吸引更多患者

就诊，我院（地区）经济收入大幅度增加，实现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同时，医护人员也需要积

极做好宣教工作，积极与家人沟通，获取他们的联系

方式，详细说明及早实施新生儿眼底筛查的重要性和

目的，以确保新生儿眼底筛查的顺利开展。 
总之，使用本研究方法进行检查，可为新生儿眼

病提供更好的筛查方案，降低漏诊率，降低医院感染

概率，缩短检查时间，保障新生儿生命安全，可为广

域成像系统在我院乃至粤北地区的推广使用提供临床

依据，为新生儿眼病筛查提供更好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和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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