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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轴长度测量方法及进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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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配合临床实现人工晶体屈光度数计算，以及为日常眼病预防提供依据，眼生物参数
测量特别是眼轴长度测量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以眼轴长度为目标，论述了现有的眼轴长度测
量方法，包括超声测量方法和光学测量方法。重点概述了光学部分相干原理，低相干原理和
光学相干层析 (OCT) 技术在眼轴长度测量方面的研究进展，分别介绍了各方法及典型仪器的
测量原理、测量精度及范围，论述了眼轴长度测量的发展方向。光学测量方法以其无损伤、
快速、高精度等优点逐渐替代了超声测量方法，但对于晶体混浊眼还需依靠超声测量方法。
关键词：眼轴长度；部分相干；低相干反射；光学相干层析；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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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ordinate with the clinical implementation of intraocular lens diopter
calculation, and to provide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of eye diseases, the measurement of ocular
biological parameters, especially the axial eye length,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existing measurement methods of axial eye length, which includes
traditional ultrasonic measurement method and optical measurement method. This mainly
summarizes progress of the measurements of the axial eye length in the partial coherence
interferometry, optical low coherence reflectometry an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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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principle, measurement precision and range of each method and typical instrument are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xial eye length measurement is discussed. The ultrasonic
measurement method has been gradually replaced by the optical measurement method with the
advantages of no damage, rapid and high precision.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rely on ultrasonic
measurement for eyes which lens is opacity.
Keywords:

axial eye length； partial coherence interferometry； optical low coherence

reflectometry；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ultrasound

引

科做视力检查，特别是监测屈光度、眼轴、以及

言

角膜曲率的变化情况。
[7]

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是人 80%～90%

白内障是最常见的致盲性眼病 ，根据世界

的信息来源，是人体最为重要的器官之一。眼科

卫生组织 (WHO) 盲与低视力的标准，我国目前

光学生物测量主要通过各种眼科仪器测量患者眼

白内障的发病率高于 5%，因白内障丧失视力，

睛的眼轴长度、角膜曲率、前房深度以及角膜直

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针对白内障

径等生物参数，并对要求的拟植入眼内人工晶体

眼，手术摘除混浊的晶状体并植入人工晶状体

度数进行计算。眼轴长度是指角膜前表面至视网

(intraocular lens，IOL) 是唯一的有效方法。随着

膜色素上皮层的距离，在临床上白内障、屈光不

小切口超声乳化及人工晶状体手术的发展，患者

正、斜视、弱视、青光眼、硅油填充眼、黄斑水

已经不只是追求视力可见，而是追求术后能达到

肿等多种疾病都伴随着眼轴长度不同程度的变

正常的屈光状态

[8-10]

。现阶段人工晶体植入手术

化 。因此，眼轴长度是人眼屈光状态诊断，区

术后的实际屈光状态与预期状态还存在一定的偏

别真性近视与假性近视，测算白内障手术后人工

差，其主要因素是人工晶体度数的计算误差。而

晶体参数的重要参数之一。

人工晶状体度数预测的准确性取决于术前生物测

[1]

人眼屈光不正，特别是近视的发病率在世界

量的准确性。在人工晶状体度数的计算中，眼轴

范围内逐年增高。2016 年 6 月 5 日，北京大学

长度的测量值尤为重要，1 mm 的测量误差可以

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发布全球首份视觉健康国

引起大约 2.5D（1D=1m ）屈光误差

别报告——《国民视觉健康》白皮书。在中国，

误差大于 2D 的病例中，43%～67% 是术前生物

每 3 人就有 1 人是近视患者，近视已经成为“国

测量不准确的结果，白内障术后屈光误差

病”。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到 2020 年，

54% 来自眼轴长度的测量

我国 5 岁以上人口的近视患病率将增长到

的准确测量对于人工晶状体屈光度的计算、屈光

51% 左右，患病人口将达 7 亿。我国青少年眼

不正等眼病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

部屈光不正问题日益严峻，视力不良率居高不下

文以眼轴长度为主要论述目标对各眼轴长度测量

[2]

方法及设备进行对比，主要论述了眼轴长度测量

。学历越高，近视的人越多，而近视与眼轴增

长有正相关性

[3-5]

。近视低龄化直接导致高度近

−1

[11]

。在预测

[12]

。因此，眼轴长度

设备的特点及其主要发展趋势。

视风险增加，而高度近视的并发症：夜间视力
差、开角型青光眼、周边变性区和裂孔、后玻璃

1

传统的眼轴长度测量

体脱离牵拉黄斑区、黄斑区视网膜萎缩和脉络膜
新生血管等，极大影响了日后生活质量和职业选
择。国内外研究指出，眼轴与角膜曲率比值大
[6]

超声测量通常采用超声波对眼睛进行扫描，
通过接收眼球结构中各界面的超声回波信号进而

于 3.0，是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危因素 。预防近

得到深度信息。所测量的眼轴长为从角膜前表面

视最有效的做法为每 3 个月或者每半年去专业眼

和视网膜内界膜之间的距离，不包括神经上皮层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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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的厚度

。应用于眼科测量方面的超声技术主

2

要有 A 超、B 超或两者的结合。

基于光学原理的眼轴长度测量

A 超测量是指基于回波时延的深度扫描，基
于脉冲反射原理，根据声波的时间与振幅的关

由于光学测量方法采用的光源波长远比超声

系，接收在不同声阻抗组织中回波的不同强度及

波长短，因此具有更好的轴向分辨率。光学测量

速度来获取组织的结构信息。A 超所形成的是一

手段以其非接触、高精度、测量时间短的显著优

维图像，虽然对组织病变解释较难，但有着良好

势，在临床上的应用较为广泛。其与超声测量回

的鉴别能力。传统的用于眼部 A 超探头的频率

波信号的机制类似，主要利用眼睛的“透光”特

为 10 MHz，其轴向测量分辨率可达 200 μm，精

性，通过接收眼球前后表面的主要反射光实现测

[14]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

量。其中与超声测量不同的是，光学测量技术所

内，A 超曾作为临床上眼轴长度测量的“金标

测得的眼轴长度为沿视轴方向从泪膜到视网膜色

度可达 100～120 μm
准”

[15]

。通常 A 超测量眼轴的方式有接触式或

素上皮层的距离，相比于超声的测量更接近真正
[21]

浸润式，所能测得的轴向参数有：整体眼轴长、

意义上的视轴

前房深度、晶体厚度、玻璃体厚度，其中眼轴长

量方面已逐渐在临床上得到认可，成为不可或缺

度的后反射界面为内界膜。接触式超声进行眼轴

的测量手段。

测量时需要用表面麻醉剂，容易对角膜表面产生
磨损。浸润式超声是较为常用的一种手段，该方
法在人眼与探测器之间覆盖上生理盐水来避免二
者直接接触。

2.1

。目前光学方法在眼轴长度测

基于光干涉原理的眼轴长度测量
光学相干生物测量在 1986 年由 Fercher 和

Roth 提 出

[22]

， 主 要 利 用 部 分 相 干 干 涉 (partial

B 超是指在不同深度的超声回波探测，回波

coherence interferometry，PCI) 技术，用 780 nm

强度在屏幕上用光点表示，通过换能器的一维运

波长的近红外激光分成两束射入人眼，经眼球角

动得到二维断层切面图像来呈现出断面结构，通

膜前表面和视网膜色素上皮层反射后，与参考臂

常将其应用于球内、框内的病变等。B 超也分为

反射光形成干涉信号，再由光电探测器所接收，

接触型和水浴型，通常采用水浴 B 超，测量时

进而推算出反射面之间的距离，并根据眼球的折

根据 B 超图像调整眼位，选择理想眼位采集水

射率来计算实际的眼轴长度。

平轴扫描图像并利用电子测量尺进行眼轴长度测
[16]

量

1999 年 Haigis 等通过改良 PCI 技术，推出

。

了集合眼轴长度、角膜曲率、前房深度、白到白

A、B 超测量除了精度限制的其他弊端也比

等多参数眼生物参数测量仪器，并可根据这些生

较明显：(1) 通常采用仰卧式，由于重力的原因

物参数结合多种人工晶体计算公式为白内障手术

会导致测量在轴向上产生误差；(2) 在接触式超

治疗提供人工晶体度数的参考。其测量及成像部

声测量过程中，探头与角膜的接触，需要眼部麻

分的光路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醉，增大了角膜磨损和感染的风险

[17]

[23]

。

，同时会

基于 PCI 测量眼轴长度的代表性产品为德

压迫前房；(3) A、B 超测量易受操作者主观因

国 Zeiss 公司的 IOL Master 500，以波长为 780 nm

素影响，为保证测量方向与结果的准确性，对操

的红外激光二极管作为迈克尔逊干涉仪的光源，

作者要求较高；(4) 对非正常眼如高度近视、眼

通过干涉仪中的分光部件将其分为两路，分别经

球后壁变形等的测量精度不高。

干涉仪的样品臂和参考臂反射后合束。合束后的

此外，在对硅油填充眼测量眼轴长度时采
[18]

用 CT

、核磁

[19-20]

光束沿视轴方向进入人眼到达角膜及视网膜色素

的方法进行测量，但这两种

上皮层后反射，在一侧干涉臂移动过程中使两束

方法检查费用较高，测量值的精确度不如光学测

激光的光程差小于相干长度时产生干涉，干涉信

量，CT 测量还涉及到辐射的安全问题，因此较

号经 APD 接收并转化为电信号进行模数转换并

少使用。

呈现，经眼球屈光折射率的换算即可得到眼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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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5]

度，眼轴长度测量范围为 14～40 mm

[28]

。

反光镜

光电二极管
反光镜

固视灯
分光棱镜
激光二极管

眼睛 衍射元件 1/4波片 分光棱镜

透镜

APD

图 1 IOL Master 500 的眼轴长度测量光路系统示意图
Fig. 1

IOL Master 500 eye axial length measuring optical path
system schematic diagram

日 本 Nidek 公 司 的 AL-Scan 光 学 测 量 仪 ，
主要采用 830 nm 的近红外激光二极管作为探测
光源，利用 PCI 技术进行眼轴长度的测量，眼
轴长度测量范围为 14～40 mm，并可实现三维
自动跟踪和拍摄的功能

[26-27]

。此外该仪器通过提

高算法信噪比实现对严重白内障眼睛的眼轴长度
测量，但对极其浑浊的白内障无法屈光的眼睛，
该仪器附带一内置超声生物测量模块来弥补光学
测量的不足。
此外，基于低相干原理的眼轴长度测量，主
要利用迈克尔逊干涉仪结构的低相干反射
(optical low coherence reflectometry，OLCR)原理
设计，采用低相干光源如超辐射发光二极管
(superluminescent diode，SLD)，使其在眼轴长度
测量上拥有更高的分辨率和准确性

[28-29]

。与

PCI 原理不同的是，OLCR 技术在光源上采用宽
谱带超连续光源，采用光纤传导，可降低光源的
强度，减少对患者眼睛的影响，且各散射光返回
时不重叠，易区分得到多层结构的信息

• 75 •

[30]

。其

眼轴长度测量主要利用眼球结构各界面的反射与
参考臂的反射光形成的干涉信号，从而得到眼球
内部一系列的轴向参数，包括：角膜厚度、前房
深度 (角膜后表面至晶体前表面)、晶体厚度、眼
轴长度。
基于 OLCR 测量眼轴长度的代表性产品有
美国 Haag-Streit 公司的 Lenstar LS900，该仪器
采用 820 nm 相干长度约 30 μm 的 SLD 激光作为

光源 。激光配合旋转立方体以一定的重复率
和速度发出纵向扫描光线，经耦合器分为扫描光
和参考光，通过旋转立方体改变参考臂的光程
长，扫描光通过被测物分辨出屈光指数相近的组
织，再与反射界面垂直的光束形成干涉信号进行
分析处理。结果显示，眼轴的测量范围为
14～32 mm，分辨率可达 10 μm。
天津索维公司的光学生物测量仪 SW−9000
作为国产的新兴产品在近两年进入市场，该仪器
主要利用点光源 820 nm 的 SLD 通过低相干度光
学反射测量技术，可在 5 s 内完成单眼多参数测
[30]
量，其原理图如图 2 所示 。主要利用标尺光
源作为内源标尺，利用标尺光源样品臂与标尺光
源参考臂的干涉波形，信号光源参考臂与信号光
源零点臂的干涉波形，信号光源参考臂与信号光
源样品臂的干涉波形及照明板成像光路的成像一
次精确的计算出眼球的全部生物参数。其独特的
光学延迟结构使测量信号信噪比更高，速度更
快，精度更高。该设备的眼轴长度测量范围为 12～
[31]
34 mm，精度可达 10 μm 。
[32]
日 本 Tomey 公 司 的 OA−2000 和 日 本
[33]
Topcon 公司的 Aladdin ，这两套仪器的测量原
理相同都是基于低相干式反射，所采用的激光光
源是波长为 820 nm 的 SLD。
综上所述，目前基于光干涉技术的眼轴长度
测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 PCI 技术；一
类是基于 OLCR 技术。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光
[34]
源的不同以及干涉仪的光路搭建 。其中光源
的区别： IOL Master500 的光源为多模激光二极
管 (multimode laser diode，MMLD)，其光谱曲线
是 离 散 的 ， 相 干 距 离 约 为 150 μm； 而 Lenstar
LS900 的光源则是连续的 SLD，相干长度约为
[35]
[34]
30 μm ，两者光谱如图 3 所示 。测量过程
中，光源的不同导致测量结果精度不同。对于
MMLD，在组织界面的前后会产生一系列旁瓣
次峰，而 OLCR测量只是在组织的前后界面处产
生单个峰值。如图 4 所示，PCI 技术只能得到视
网膜 RPE 层的反射以及旁瓣；而 OLCR 技术可
得到多个峰值，角膜前后面反射峰之间的距离
即为角膜中心光学厚度，角膜后表面至晶体前
表面的距离为前房光学深度，晶体前后面反射峰
的距离为晶体中心光学厚度，而从角膜前表面至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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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尺光源参考臂
1

2

3

5

4

6

7

8

9

10

11

12

13
光学延迟线
标尺光源样品臂

14

信号光源参考臂

15

信号光源零点臂
16

信号光源样品臂
照明板成像光路
信号调整单元

26

25

数据处理单元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注：1-标尺光源；2-光电传感器；3、23-光纤耦合器；4、5、6、12-偏振控制器；7、10、13-准直器；
8、14-平面反射镜；9-波分复用；11-光学延迟线；15-液体透镜；16-LED照明光源；17-眼角膜；
18-照明板；19-分束镜；20-成像透镜；21-图像处理器；22-数据处理单元；
24-信号调节单元；25-信号光源；26-光电探测器

图 2 索维 SW-9000 的光路系统图
Fig. 2

The optical path system diagram of SW -9000

视网膜 RPE 反射面的距离为眼轴光学长度。因
此 PCI 技术只能在一次测量中获得眼轴长度，
相对强度

而 OLCR 技术则可以一次测量眼睛轴向的所有
距离。
相对强度

780
波长/nm
(a) MMLD

820
波长/nm
(b) SLD

图 3 两种激光的理想光谱曲线
Fig. 3

The light spectrum of two ideal la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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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幅值

测量峰值

次大值

14

26
眼轴向RPE层反射位置/mm
(a) PCI
角膜前后面反射峰

相对幅值/dB

30
25
20

晶体前后面反射峰

15

视网膜RPF反射峰

10
5

眼轴向各反射面位置

0
(b) OLCR
[34]

图 4 基于 PCI 和 OLCR 原理测量眼轴长度测量的峰值显示
Fig. 4

2.2

[34]

The peak value of axial length measurement based on PCI and OLCR

基于 OCT 成像原理的眼轴长度测量

科生物测量仪器，其主要基于扫频 OCT(swept-

基于相干技术测量眼轴长度的方法是基于单
轴线扫描，而 OCT 是涉及面扫描得到图像来获
取 眼 球 参 数 信 息 ， 受 技 术 限 制 ， OCT 可 以 在
mm 量级厚度上进行高分辨的成像，但是不能实
现较大 Z 轴的扫描范围，一般的 OCT 技术可能
会受深度扫描的限制。
有研究使用超长扫描深度 OCT 对眼球结构
进行成像，采用 840 nm 的 SLD，其分辨率为
7.7 μm，但对视网膜部分成像并不够清晰，且成

source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SS-OCT) 技
术，使用不同的频率扫描眼睛不同深度的光截
面图像来得到眼参数信息

[41-42]

，该仪器的眼轴

测量范围为 14～38 mm。在对特殊眼 (如晶状体
分散或倾斜等) 检测时，可以更及时地被发现，
相比于 PCI 及 OLCR 技术可以实现更快的数据
采集。由于可以通过对黄斑区中心凹进行成像，
因此降低由于固视不正所导致测量不准确的风
[43-44]

险

。

[36]

像长度较短

。

Fan 等在先前的双通道双焦点系统

[37]

的基

3

总

结

础上做出相应的改进，并采用双中心带宽为 840 nm
及 1050 nm 来实现对眼睛前后节分别进行成像。

眼睛担负着人 80% 信息获取的来源，直接

减少了样品中散射光信号的损失，通过分离两扫

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而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

描光束的同时也扩展了扫描范围，并实现眼睛前

特别是青少年儿童过早地接触了包括手机、平
板、电脑等电子产品，极大影响了视力发育，形

[38]

后节同时成像

。

Grulkowski 等使用扫频 OCT 对眼球进行成

成了大量的屈光不正，特别是近视问题。此外，

像测量，采用中心波长为 1065 nm 的扫频光源利

由于户外活动减少等问题，青少年眼病也逐年增

用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可以实现对眼睛后半部分

加，尽早地监测眼生物参数，能有效预防视力的

[39-40]

结构清晰成像，但该系统对光源要求非常高

。

IOL Master700 是德国 Zeiss 公司的新款眼

减退。而中国也逐渐步入老年社会，白内障等眼
病也呈高发态势，白内障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就是

光

• 78 •

学

仪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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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晶体替换，这些日常或临床眼病的防治，都

multifocal IOL implantation[J]. Journal of Refractive

对眼轴长度测量的精确度提出更高的要求。传统

Surgery, 2008, 24(3): 274 – 279.

的超声测量技术由于接触测量、精度低、速度慢
等种种弊端已逐渐被光学手段所替代。然而，针
对晶体高度混浊的临床病人，光学手段因为透过
率不良，眼轴长度很难获得，超声手段依旧是晶
体混浊眼眼轴长度测量的备选方案。在未来的眼

[10] ALBERDI

T,

MACÍAS-MURELAGA

B,

BASCARÁN L, et al. Rotational stability and visual
quality in eyes with Rayner toric intraocular lens
implantation[J]. Journal of Refractive Surgery, 2012,
28(10): 696 – 700.
[11] TRIVEDI R H, WILSON M E. Prediction error after

生物参数测量方面，将有可能将 OCT 的断层扫

pediatric

面与眼轴长测量结合，实现全眼高精度的眼生物

implantation:

参数测量，即实现眼前节 OCT 和眼后节 OCT 的

biometry[J]. Journal of Cataract & Refractive Surgery,

组合，一次扫描实现角膜曲率、角膜厚度、前房
深度、晶体厚度和眼轴长度等的参数获取，同时
实现眼底断面的图像。

cataract

surgery

contact

with

versus

intraocular

immersion

lens
a-scan

2011, 37(3): 501 – 505.
[12] SCHMID G F. Axial and peripheral eye length

measured with optical low coherence reflectometry[J].
Journal of Biomedical Optics, 2003, 8(4): 655 – 662.
[13] 孙靖, 梁四妥, 张红. 光相干生物测量仪与接触式

A 型超声测量黄斑水肿患者眼轴长度比较 [J]. 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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