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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视网膜数字摄像（＃１１１５００—＃１１１５０１）

患者号：　　　　　　　　　　　　　　　　

摄像员号：　　　　　　　　　　　　　　　　

视网膜数字摄像仪型号：　　　　　　　　　　　　　　　　

右眼：

１．拍到的区域：

［　］没法拍到。请解释：　　　　　　　　　　　　　　　　

［　］区域１

［　］区域２

［　］其他，请描述：　　　　　　　　　　　　　　　　

２散光灯设置：

［　］１ ［　］２ ［　］３

３拍了几张图片：

４拍第一张照片时的估计瞳孔直径：

５描述任何异常或问题：　　　　　　　　　　　　　　　　

左眼：

１．拍到的区域：

［　］没法拍到。请解释：　　　　　　　　　　　　　　　　

［　］区域１

［　］区域２

［　］其他，请描述：　　　　　　　　　　　　　　　　

２散光灯设置：

［　］１ ［　］２ ［　］３

３拍了几张图片：

４拍第一张照片时的估计瞳孔直径：

５描述任何异常或问题：　　　　　　　　　　　　　　　　

眼———视网膜数字摄像

指标编号 １１１５００

名　　称 视网膜数字摄像

定　　义
一种专门的后方带有数字照相机的透镜系统对视网膜、视神经盘、小凹和后极（如

基底）进行照相的方法

目　　的
这些图像对于记录视网膜、视神经、视网膜血管和黄斑的状况是必需的。这些用来

记录的照片可以用来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不同时间的比较，或用来比较不同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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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眼———视网膜数字摄像

目　　的

查对象。可以使用数码摄像的方法发现很多眼部疾病，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

眼、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高血压视网膜病变、视网膜裂孔和很多其他获得性和遗

传性眼部情况

视网膜数字摄像

测量方案编号 １１１５０１

测量方案说明

使用带有后置佳能犇６０照相机的佳能非散瞳型的视网膜犆犚６ ４５犖犕照相机（每

个图像６３０万像素）获得参与者每只眼睛的两个４５°数码视网膜图像（表１和表２）。

表１以视神经为中心，表２以黄斑为中心，提供视神经、黄斑和颞侧血管弓的大部

分的数码资料。这些数码图像能按照视网膜微血管的特点进行分级，包括病灶处

动脉狭窄、动 静脉血管局部缩窄、视网膜病变（如小动脉瘤、视网膜出血）和其他体

征。另外，普通动脉狭窄可以使用计算机辅助检查视网膜血管直径来定量

填表特殊指导

尽管训练不多，但要求得到前后一致的可分级的图形，并且摄影质量应该在整个研

究中得到监测。系统的照片分级需要合适的质量控制过程，这对于最小化分级的

变异度以及错误分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些错误可导致虚假或错误的无效发现。

此原始记录使用带有后置佳能犇６０照相机的佳能非散瞳的视网膜犆犚６ ４５犖犕照

相机（每个图像６３０万像素），也使用其他眼科成像照相机。如果使用其他仪器，

检查的可重复性应该与此原始记录中得到的检查具有可比性。眼科工作小组建

议使用能捕捉５００万像素或更大的图像的照相机用于分级和血管检查原始记录。

当使用其他仪器捕捉数码视网膜图像时，应该记录仪器制造商和模式。这些其他

照相机可能要求更多不同的步骤。检查者应该按照仪器制造商的指令来确保质

量控制

另外，此原始记录使用犈狔犲犙犛犔软件，可从数字医疗保健公司获得使用权。眼科工

作小组提醒：其他眼科成像系统可从其他供应商那获得使用权，这些其他软件包可

能要求更多不同的步骤，检查者应该按照仪器制造商的指令来确保质量控制。请

确定记录使用软件包的版本的制造商和模式

测量记录表格

注意：原始记录中数码分级部分引用的图形６３例子犃６、犃７和犃８，由社区动脉粥

样硬化危险研究小组（犃犚犐犆）提供并允许使用

摄影原始记录

１．仪器准备

配有后置佳能犇６０照相机的佳能非散瞳的视网膜犆犚６ ４５犖犕照相机放置于在照

相过程中完全黑暗的房间中。这是因为没有使用散瞳剂，我们要依靠在黑暗中瞳

孔的自然扩张来进行眼底的拍照。在拍照时关掉灯光以减少瞳孔收缩的风险。从

计算机显示屏上发出的光可能要求调节以使瞳孔收缩达到最低

照相机应该置于房间中，这样患者就很容易接近检查凳，而且检查者能容易控制灯

光开关。眼底照相机应该设置在自动仪器桌上，手提电脑应连接着位于照相机视

频显示控制器上方的操作臂上。充气凳应放置在眼底照相机的对面

１．１　日常准备程序

每天一开始擦拭照相机上的灰尘，移除透镜遮盖物，有必要的话检查和清理镜头（见

１．２部分）。灰尘是最大的干扰障碍，能够产生照片上大多数的人工干扰。当照相机

不使用时，透镜遮盖物应该放在合适的位置，特殊防尘罩必须放在照相机上

１．２　摄像头和机体的注意事项

在每次拍照前，必须检查摄像头，如果比较脏的话，用抹布和气泡清理以移除碎屑。

要求镜头更加充分地清洗，镜头可能由于你的呼吸而变得模糊或因为酒精而弄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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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数字摄像

测量记录表格

图１　以视神经为中心的数字图像

此时可以站在机器前，移除镜头，并将照灯打开，调节到最大强度后（见佳能非瞳孔

扩大视网膜照相机犆犚６ ４５犖犕操作手册第２８页），使用棉花反复擦拭，直到镜头

上无灰尘或油渍。照相机的机身应该保持干净，使用柔软的布和水性普通喷雾清

洁剂清洗。前额托可用乙醇（酒精）清洗

１．３　闪光灯、观察灯和裂隙灯观看

在研究开始时往佳能照相机上安装新的灯泡。在研究中，闪光灯、视光灯或裂隙灯

的熄灭是无法预测的。观察灯和裂隙灯使用时间应该有大约１～２年，而且容易更

换。闪光灯至少能闪光５０００次。因为观察灯泡相对便宜，所以可以从佳能美国公

司订购一个备用灯泡置于视野中央。这一专业领域的临床医生能够自己更换观察

灯。记住在更换时擦干手指上的油。闪光灯和裂隙灯应该由专业技术人员更换。

这两种灯当需要隔天送达时应该从佳能美国公司直接订购

随着闪光灯使用的时间延长，灯光变暗，会产生逐渐昏暗的图片。优先通过调整变

压器输出来改善，尽管最后需要更换灯泡。闪光灯要求在安装时小心处理（烧坏的

灯可能很热）。新灯泡必须适当地校准。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才可以更换灯泡

２．检查对象摄像概述

拍好的数字图像将储存到安装好的手提电脑上，刻录成犆犇以供分析。在对第一

个患者进行检查前，检查者应先打开后置佳能犇６０照相机的开关。然后打开佳

能非散瞳型视网膜犆犚６ ４５犖犕照相机和戴尔手提电脑的电源。检查者指引患

者进入检查室，将他们定位于眼底照相机前，并解释检查步骤。开始犈狔犲犙犛犔软

件程序，将检查对象编号和拍摄信息输入合适的计算机显示屏。设置软件以获得

图像

患者的其中一只眼作为研究眼，另一只作为对照眼。检查者对两只眼都按照研究

眼进行拍摄。所有参与者将获得两个４５°照片。第一张照片以视神经为中心，如视

野１。第二张照片以黄斑为中心，如视野２。在图１下面可见这两个范围的定位图。

在第一个患者检查结束将要进行下一个测量时，将这些图像储存在计算机硬盘中。

每周末将这些图像刻录到犆犇盘中

根据检查对象的犐犇号选择研究眼。当犐犇号第６个数字为偶数时，首先拍摄右眼，

当为奇数时，则左眼先拍摄。如果按照此算法选择的眼睛被认为太难而不能以合

适的拍摄质量进行拍摄，只有拍摄另外一只眼睛，注意在犕犈犛犃拍摄完成表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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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数字摄像

测量记录表格

解释说明。填入此类的情况为（基于技术人员的判断）：眼球摘除，瞳孔无法扩大至

４犿犿，无法固视，屈光介质混浊而不能清晰地看见视网膜血管导致难以辨认的数

字图像

２．１　检查对象排除

拍摄者试图拍摄视力较差的人群，他们可能不能固视以至于他们视神经或黄斑不

能合适地定位在相机上（比如双眼失明或当被检查者耳聋不可能与其沟通时）。如

果这样，拍摄者应该尽可能获得最佳的可能拍摄范围。如果根据拍摄者的判断，不

能得到一个可接受的图片，应停止拍摄

拍摄者应该试图拍摄那些生理上有缺陷的人群，他们能舒适地定位在相机前。为

了能实现拍摄，检查对象可仍坐在轮椅上，让相机调至合适的高度。必须注意当调

低相机桌时应该避免压到被检查者的双腿。如果根据拍摄者的估计，检查对象不

能舒适地摆好位置，将停止拍摄

２．２　检查对象说明

拍摄者应该首先向参与者解释完整的步骤。彩色图解对现实视网膜看起来像什么

是有用的。向检查对象反复说明此程序不会造成视网膜的损伤，这是至关重要的。

检查对象应该熟悉多种闪光。图像包括黄斑（中心视力的区域），通常在闪光后视

觉会出现一个蓝色或红色的色彩，在５～７犿犻狀后消失。此检查中不使用散瞳眼药

水，不碰到眼睛。一个典型的视网膜拍摄解释脚本（适合耳聋或感兴趣的检查对象

作为书面材料使用）如下：

我们将要拍摄几副你眼底内部的照片，因此我们能研究眼睛血管，并发现任何异常

的改变。我们不会触碰您的眼睛或给予你任何眼药水。反而，我们要求你进入一

个黑暗的房间，坐在一个特殊的相机前，将你的下巴置于腮托上。我们将使房间变

得很暗，这样你的瞳孔可以扩大，我们能使相机与你的视网膜处在同一条线上。当

你的瞳孔扩大时，我们可能询问你几个关于你的视力和眼睛健康的问题。在校准

过程中，你只要注意摄像头上一些小的红光和一个闪烁的绿盒子和红杠。我们将

要求你视线跟着移动的绿盒子移动。在拍摄前，我们将要求你眨眼然后完全睁开。

相机将出现闪光，拍摄完成

在拍摄完成后，你可能看见一个蓝色或红色的圆点。５～７犿犻狀后消失，不会产生任

何损害。请记住我们只能拍摄你眼后一小部分，图像不能取代眼科检查。我们如

果注意到任何需要立即注意的事情肯定会通知你。请继续定期看眼科医生进行完

整的眼科检查

２．３　拍摄完成表

拍摄完成表记录拍摄的环境，只能在拍摄开始时完成。参与者的犐犇号和姓名字母

应该出现在表右上角。这一编号的第六个数字确定研究眼（如果是偶数，为右眼；

如果是奇数，为左眼）；此眼应该首先拍摄。在开始拍摄前，拍摄者记录地点编号、

拍摄者的犐犇号和拍摄日期。如果在搜集眼科疾病史（如眼球摘除）或在拍摄第一

部分时出现的原因（瞳孔不能扩大到可以拍摄的程度），而不能进行拍摄，则拍摄者

应该在表格中记录这些情况。在第一次拍摄时闪光设定和估计的瞳孔直径应该记

录下来。鼓励拍摄者对一些特殊情况，如人工植入物，病理或拍摄时出现的问题进

行评论。当拍摄结束，拍摄者检查图像时，应该标记拍摄的眼睛和拍摄范围。如果

需要拍摄额外的图像，在评论一栏中标记并记录原因。当拍摄者最终确定图像时，

他／她须记录拍摄的总图像数。表格的影印版应该与图像分析一起邮寄

请参阅犘犺狅狋狅犵狉犪狆犺狔犆狅犿狆犾犲狋犻狅狀犉狅狉犿

２．４　相机准备

首先必须使用位于机身左后边的小刻度盘开启佳能犇６０数码相机后盖。必须早于

佳能眼底相机或计算机而启动，因为相机启动时会“寻找”犇６０机身。当主机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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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数字摄像

测量记录表格

的电源开关开启时，佳能犆犚６ ４５犖犕视频显示器开启。如果在１０犿犻狀内不能拍

摄或开启开关，则激活省电模式，把灯和显示屏电源关闭以防止不必要的浪费。在

省电模式时显示屏上绿色“狉犲犪犱狔”灯闪烁。按压任何键，控制器重新激活系统

注意当打开主机时，闪光电源设置（位于控制器右下角处）在闪烁。这表示系统正

在充电。当停止闪烁后，即充电结束后才能进行拍摄

相机内置时钟，可以每天自动变更日期。但是如果时钟停止运行或相机长时间拆

除电源，拍摄者则必须手动调整日期。日期在眼底相机控制器上显示，可通过位于

“犛犲狋３”屏幕的菜单栏调整（见佳能非散瞳型视网膜照相机犆犚６ ４５犖犕启动手册

１８～２０页）。日期格式为月 日 年。使用“犇犻狊狆犉狅狉犿”调整现在的日期

佳能犇６０机身应该安装在主机上并以下列步骤设置：

快门速度：６０
拨号模式：手动

犃犉 犠犅：闪光

质量：一级标准

红眼：关

犃犈犅：０－

犐犛犗：４００
嘟嘟声：关

自动关机：关

记忆：开

记忆时间：８狊

犔犆犇：正常

相机应该保持开启状态直至一天结束

３．检查程序

３．１　检查对象定位和犐犇号输入

检查对象和拍摄者应位于视网膜相机合适的位置。定位好被检查者，使他／她下巴

和前额置于腮托上。调整腮托高度，研究对象与高度调整标记大约在一条水平线

上。房间应该调暗至几乎不能看报纸的程度（等于５犾狌狓），房门应关闭。房间中唯

一的光源应该来源于显示屏控制器。如果为了协助检查者进行问卷调查而开启一

盏灯，那么这盏灯应在进行拍摄时关闭掉

当主体瞳孔开始扩大时，拍摄者双击桌面数字医疗健康客户端图标选择犈狔犲犙犛犔
程序开始图像捕捉程序。在“犔狅犵犻狀”屏幕上输入账号和密码。“犝狀犪狉犮犺犻狏犲犱犞犻狊犻狋狊”

屏幕将出现，包含没有被存档的患者图像。选择显示屏上“犖犲狓狋”按钮打开

“犐犱犲狀狋犻犳狔犪犘犪狋犻犲狀狋”屏。拍摄者然后输入患者的犐犇号。使用检查对象的姓和名以

保护隐私。姓名编号的第六个字母和拍摄者的犐犇号应该填写在核实的方框中。

在拍摄者开始捕捉图像前必须填入这些方框。额外信息也可能填入。按压“犖犲狓狋”

键直至“犆狅狀犳犻狉犿犘犪狋犻犲狀狋狀狌犿犫犲狉”方框出现，这个时候，重新输入患者编号再选择

“犗犓”键。当“犞犻狊狌犪犾犃犮狌犻狋狔”方框出现时，点击“犆犪狀犮犲犾”

当４ 分区屏幕和计时器出现时，拍摄者准备开始拍摄。计时器显示拍摄开始的时

间和当前照片数

当拍摄者拍照时，计时器停止，图像出现在位于数码相机后面的显示屏上。然后需

要花几分钟使图像从相机转换到计算机显示屏上。在图像出现在屏幕上之后计时

器重新开始运行。拍摄者检查图像质量，如果他们相信能获得更好质量的图像可

能拍摄另外一个图像，或当患者准备好以及瞳孔适当扩大时他们可能通过拍摄另

外一张图像来获得更好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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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拍摄者已经完成拍摄时，他／她将选择时钟框内“犈狀犱”键。拍摄的图像将出现在

计算机屏幕“犆狅狀狋犪犮狋犛狋狉犻狆”框内。拍摄者检查所有的图像，可能会删除不需要的图

像。通过左击图像使图像灰边变紫。选择菜单“犇犲犾犲狋犲犳狉狅犿．．．”。再选择“犇犲犾犲狋犲

犳狉狅犿犞犻狊犻狋”。拍摄者如果希望重新摄录一个特殊的视野，可能会继续进行拍摄。

一旦技术人员对图像满意，他／她选择“犙狌犻狋”键停止拍摄。此时，填写新的患者信

息重复上述步骤进行新的拍摄。如果没有其他参与者了，拍摄者将停止此程序

３．２　瞳孔大小和相机外部校准

相机架的把手没有被锁住，打开校准开关，移动相机架至以眼睛为中心能水平拍

摄，使用高度调整环垂直定位眼睛。瞳孔应该与中心圆圈一起出现在犜犞显示屏

上。前后移动相机的操纵杆直至瞳孔显示一个完美的圆形。此时，可进行适当外

部校准。要求控制器上瞳孔大于直径为４犿犿的同心圆才适合拍摄。如果在等待

５犿犻狀之后瞳孔不能扩大至４犿犿以上，应该检查另一只眼睛能否瞳孔扩张。如果

另外一只眼睛扩张更大，拍摄者将首先拍摄另外一只眼睛。此时，用控制器上校准

环来检测瞳孔大小。测量值精确到１犿犿，并记录在摄影完成表中

３．３　眼内校准

一旦瞳孔外部完成校准，按压校准开关提供一个图像，包括眼底、分离聚焦线、角膜

反光点和固视点。如果不能看见分离线，可能是高度或左右调整不恰当，或将

“犛狆犾犻狋”设置为关闭（犛犲狋１，犛狆犾犻狋／犉犆犇），或拉出屈光补偿滑杆。如果瞳孔太小，分离

线可能渐明渐暗，相机的校准不能以瞳孔为中心，或如果睫毛或眼睑阻挡光线。如

果不能看见角膜反光点，则前后调整不恰当。当瞳孔充分扩张，固视目标，睫毛和

眼睑完全开放时，则能获得最佳的图像

３．４　眼底拍摄的校准，聚焦和适当固视点

当在屏幕上看见眼底图像时，拍摄者要仔细调整固定目标控制按钮以把视野１和２
定位在显示屏上。视野１常常为先拍摄的视野

通过移动固视杆得到固视的精确校准，要求检查对象看摄像头里的绿目标盒。如

果检查对象看不见固视光线，拍摄者必须仔细指示检查对象稍微移动（上下、左右）

直至定位协定视野

一旦获得固视，拍摄者必须适当调整和定位相机，以获得角膜反光点的正确定位。

在拍摄前这些点定位在３点钟和９点钟位置是相当重要的。这能确定眼睛前的正

确距离，并允许捕捉敏锐的数字图像。通过双击位于眼底相机边的聚焦把手手动

聚焦。将眼底相机控制器上可见的两条水平聚焦线调整至一行获得聚焦（见佳能

非散瞳视网膜照相机犆犚６ ４５犖犕启动手册第１２页）

拍摄者将在拍摄前指示参与者眨眼１次或２次。眨眼使角膜湿润，能在曝光时预

防不必要的眨眼。一旦校准满意，位于操纵杆顶端的快门释放，产生曝光。数字图

像的质量由检查者来评估，在拍摄者眼中需要改进的不能分级的图像可能需要重

新拍摄。一旦获得最佳质量的图像，将拍摄第二个视野，拍摄者管理相同的图像评

估程序

４．拍摄挑战

４．１　小瞳孔的拍摄

拍摄者将体验拍摄小瞳孔图像的困难，因为所有摄像机光线不能通过小瞳孔进入。

这通常导致控制器上不均匀的照明（看起来像黑影）。这种情况下，拍摄者必须仔

细调整使阴影远离视野１照片上视神经和视野１照片上的黄斑。

小部分参与者的瞳孔不能扩张至４犿犿以上。某种药物可能导致瞳孔无法散大，控

制器上瞳孔的大小可能在２～３犿犿，不适合拍摄者在控制器上得到所有视网膜的

标志。这种情况下，建议拍摄者引入位于眼底相机机身左侧的小瞳孔光圈（见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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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散瞳型视网膜照相机犆犚６ ４５犖犕启动手册第１０页）。这一功能能调整照明使

更多视网膜照片聚集到一个更小的区域，提供更均匀的照片到视野中央。如果在

引入小瞳孔功能后能看见一条聚焦线，有必要垂直或水平调整相机的定位以见到

第二条线来设定更加准确的聚焦。然而，有可能有一些情况阻止第二条线出现，甚

至当相机调整之后。这种情况下，当寻找第二条线和调整聚焦，在拍摄前再引入小

瞳孔功能时，调整小瞳孔功能是有帮助的

如果不能看见视网膜标记，通常在瞳孔直径≤２犿犿的情况下，拍摄者应该轻轻地

调整相机以将角膜反光点定位在最适宜的位置。这一技术允许照明光线的一部分

（当瞳孔较小时，进入虹膜上）进入眼中。如果见到视网膜标记，则可拍摄照片。然

而，如果没有见到视网膜标记，则不拍摄。拍摄者在摄影完成表中对此进行标注

４．２　暗或亮的视网膜的曝光补偿

该研究的正常的闪光灯输出将闪光２次。通过先按“犇犃”按钮，随后按压位于相机

底部监视器的主要的显示屏上的＋／－按钮来增加或减少闪光的输出。数目越多

闪光输出量越大，产生图像越亮，相反，数量越低闪光输出量越小，产生图像越暗。

闪光强度每增加或减少一个数字通常是必需的。通过小瞳孔，混浊的屈光介质或

有黑色素的视网膜（黑人或亚洲）的拍摄将要求增加闪光输出以避免产生感光不足

的图像。少量色素的视网膜（白种人、白化病或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拍摄将要求减

少闪光输出以避免产生过度曝光的图像。拍摄者应该坚持拍摄的第一幅图像的色

彩饱和度，如果有必要的话先前调整闪光。

４．３　高度近视或远视的聚焦

屈光补偿滑片设置到“０”位置。只有当聚焦杆激活，要求眼睛拍摄反射度在－１２到

＋１５犇之间时才设置。当眼部拍摄在这个范围之外不能达到聚焦时，比如无晶状

体或高度近视的情况，屈光补偿滑片必须调整到最清晰的“＋”或“－”位置，然后将

聚焦杆手动调节以在监视器上看见最清晰的图像。通过增加观察光强度获得较亮

的视网膜图像能够帮助改善。视线光强度调整设置大约为４
为了拍摄者视觉的舒适通过打开犜犞监视器下发的通道门调整标准犜犞监视器功

能（包括对比和亮度）。这些是标准控制，类似于家用电视内部的标准控制，只影响

观察效果，不影响最终照片质量

数字分级原始记录

照片分级者使用犈狔犲犙犔犻狋犲图像程序软件和数据库，以高分辨率的监视器观察视网

膜图像，参考书面原始记录和数码拍摄标准和案例来鉴定视网膜的异常。照片分

级者直接将他或她的鉴定结果输入微计算机数据库中

１．使用图像程序软件或数据库

１．１　登录

为了进入图像程序数据库，分级者双击桌面上数字医疗保健犈狔犲犙分级图标。然后

要求分级者登录数据库。对所有工作站使用相同的账号和密码（区分大小写）。然

后分级者从登陆屏幕上选择犗犓

登陆：

账号：

密码：

选择犗犓

１．２　选择患者访问以供观察

首先出现确定患者身份的屏幕。分级者可以输入研究对象的犐犇号然后点击

犖犲狓狋。数据库将通过研究犐犇 号找出任何一个患者，并在犘犪狋犻犲狀狋犉狅狌狀犱犻狀

犇犪狋犪犫犪狊犲菜单中显示一列他们相应研究的日期。双击出现患者就诊。将出现

犛犲犾犲犮狋犞犻狊犻狋／犛狋狌犱狔最终菜单。再次双击，４个或更多的“犮狅狀狋犪犮狋狊狋狉犻狆”图像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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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犮狅狀狋犪犮狋狊狋狉犻狆应该包括双眼视野１和视野２（额外图像可能存在）

从犮狅狀狋犪犮狋狊狋狉犻狆中选择一个图像用来进一步观察或检测，右击图像，图像将放大到

最大［左击图像（所选择的图像周围会出现一个紫色的方框），从工具栏菜单中选择

观察的图像］。注意，侧边栏菜单的标题有助于在软件中导航

１．３　图像处理工具

有很多图像处理工具可以使用犈狔犲犙软件。通常使用放大，对比处理和将图像分隔

成红、绿和蓝色通道。在用户手册中可以找到犈狔犲犙软件的进一步描述

在检测结果按照顺序列出前，对所有图像进行处理。在每次操作以后、在开始下一

次处理前，图像应该回到正常状态下。如果分级者注意到图像上有个怀疑的区域，

分级者可能放大或缩小或调亮或调暗，以增强观察区域

放大（或缩小）：这将放大整个图像以供观察。最多将图像放大两倍通常是合适的

（可见于图像观察菜单）。为了放大视网膜的局部区域（检查视网膜血管或特殊病

变或颜色改变），当放大镜出现时分级者左击鼠标，这能在图像处理的任何时候进

行，甚至在完成一次变焦后进行。变焦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鼠标上的滚动滑轮，这

也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

调亮（或调暗）：只在对比菜单中可行。当图像特别亮或特别暗时，此功能是非常有

用的。单击或双击都适合于获得视网膜较差照明区域的更好的图像（类似于过度

曝光的视网膜图像和变暗）

图像处理步骤：

１．放大（必要时调亮／调暗／延伸）

２．无赤光（或者３犚犌犅组成部分）（必要时延伸调亮／调暗）

可选步骤如果上述步骤要求更多的处理

３．等值直方图

４．反选图像

５．中位数≥１２８

图像观察菜单：

１．无赤光或犚犌犅颜色选择：这向分级者提供绿色通道的完整的屏幕图。分级者

应该选择放大（或缩小），点击鼠标左键以放大选中的区域扫描出一个完整的图像。

在放大之后，分级者应该选择对比分菜单并调亮（或调暗）和／或延伸图像（建议至

多处理图像两次）。为了使图像恢复到正常状态，点击犝狀犱狅取消图像调亮（或调

暗），恢复到正常图像。不选择无赤光选项，分级者通过选择犚犌犅能看见所有颜色

通道（红、绿和蓝）。将显示出一个颜色图像和它的颜色组成部分的合成图像。三

种颜色通过分开并保存到接触片上用于额外的处理或检测（调亮／调暗、放大或缩

小、延伸等），或所有合成图像作为一张图像储存在接触片上。需要注意的是至少

暂时地保存这些图像，只有当分级者打开患者档案时才保存完整。这个混合画对

于测量红色通道的过度曝光区域是有帮助的

对比菜单：

这一菜单要求分级者选择子菜单以增加图像的对比度。所有处理都是暂时的，不

会改变研究图像。如果分级者希望将图像恢复到原始状况，他们应该选择犝狀犱狅。

如果分级者希望对在对比菜单中不可行的图像进行额外的处理或检测，他们应该

选择犙狌犻狋。处理过的图像将回到接触片上。当分级者停止患者访问，接触片将恢

复到原始研究图像

２．均衡直方图：此功能检查水平分布并在三通道暗０～２５５的范围尽可能均匀地

重新分配。改变像素使像素的均值达到每个可能的水平。因此，在特别亮的区域

的细微处看得更清楚。这一功能可以结合调亮／调暗，能够戏剧化地改变图像颜

色，这对于发现细小的颜色改变，脉络膜疣或小动脉瘤是相当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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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反选图像：这一功能改变每个像素使它的灰度水平由最初的犌变为２５５犌。这

会使灰度发生反转，而对于彩色图像，则会反转每个色彩通道。在处理菜单中跳出

的窗口中可以完成此项操作。如果范围选择在菜单上，限制不显示０和２５５，对比

度会在一个小范围内线性地改变。低于最小范围限制所有灰度的像素都设置到

２５５，高于最大范围限制的所有灰度像素都设置到０

４． 中位数－＞１２８：选择确定中等灰度水平，然后测量灰度水平使灰度中间值达到

１２８水平（０～２５５间的一半）

接触片菜单

分级工具和网格

在对眼睛研究图像进行标准处理后，分级者开始准备使用分级工具中的观察图像

菜单中的黄斑网格，新生血管或视神经网格和病变测量来进行测量。任何进行的

测量只在原来的图片或无赤光的图像上进行。延伸、调亮或调暗和放大或缩小在

测量过程中是唯一允许的处理。在其他已经处理过的图像上不能进行测量

在任何测量前，分级者应该确定视盘直径校准检测是正确的。为此，分级者选择

犌狉犪犱犻狀犵犜狅狅犾狊，确定佳能犇６０相机测量视盘直径像素为３４６．７（标准视盘直径的

像素）。（对佳能犇３０相机，标准视盘直径测量应该在２４３．８像素；对佳能犇２０相

机，标准视盘直径测量应该在３９５．２）。如果显示为０或一个错误的测量，分级者选

择进入视盘直径像素再插入正确的测量，然后选择犗犓
对于分级者有两个可用的网格可以在测量区域使用。网格是为了使用佳能４５°视

网膜拍摄而开发的，它们是基于平均视盘直径的，此平均视盘直径是通过比较多个

个体的同一眼睛使用蔡司３０和佳能４５拍摄，并适当地按比例缩小到蔡司３０图像

的标准盘直径而来的

新生血管或视神经网格：第一个网格是视神经网格。使用视神经网格来对视盘上

的新血管进行分解，并确定４个象限以评估动脉狭窄和犃／犞血管切迹。网格由三

个以视神经盘为中心的３个同心圆和４个在１２牶００、３牶００、６牶００和９牶００的辐条组

成。内圆接近于视盘边缘，并假定为平均视盘大小（直径＝１犇犇或一个视盘直径，

半径＝１／２犇犇）。第二个圆划分一个区域从平均视盘边缘延伸出１／２犇犇（圆半

径＝１犇犇），被称为犃区域。外圆划分一个区域从１／２犇犇延伸到从平均视神经盘

边缘１犇犇（半径＝１１／２犇犇），被称为犅区域。四个辐条从区域犃的边缘向外延

伸，划分４个象限并按照他们与后极部的关系命名。视网膜后极的区域包含视盘

和黄斑或视力中心。从左上方开始并顺时针转动，右眼的４个象限为颞上、鼻上、

鼻下和颞下；对于左眼，则是鼻上、颞上、颞下和鼻下

黄斑网格：第二个使用的网格为黄斑网格。这个网格置于黄斑中心，以确定黄斑

区域来对年龄相关黄斑病变和临床黄斑水肿进行分级。包含３个直径为

１０００μ犿、２犇犇和４犇犇的同心圆，并有４个从中心圆发出的辐射线在每１／４犺处

（１牶３０，４牶３０，７牶３０和１０牶３０）。分级者点击鼠标左键来定位中心凹中央的网格，然

后松开鼠标键将网格落入图像中。一旦居中，中心点的犡和犢坐标或中心凹应该

记录。一旦置于图像中，网格应该使用０度子午角来倾斜或调整

０度子午角：此选项调整黄斑网格倾斜。左击，选择图像位置即当水平线穿过视神

经盘时的位置（右眼在大约７牶３０，左眼大约在４牶３０，在视神经盘的边缘）。第一个

点的犡和犢坐标需要记录。对第二个点，插入犡和犢坐标保留黄斑网格取代位

置。网格应该旋转入正确的位置

病变测量：首先使用测量工具检查脉络膜疣的大小和区域。分级者使用从犆狅（可

与６３μ犿直径相比）到１犇犃／犇犇（直径为１５００μ犿的圆圈）的圆来依大小来排列。

点击鼠标右键按照尺寸升序排列，左击为降序排列。通过使用滚动滑轮在检测中

放大或缩小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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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分级程序和规则

２．１　分级规定

读片中心收到图片时，所有参与者图像都分配成一系列阅读列表（５个参与者一

列）。分级者在分级开始时从协调者追踪活页中选择一个阅读列表。在完成前，分

级者签名并在追踪表上记录日期，将列表输入到合适的栏中并完成列表

照片分级者在读片中心使用下列规定来评估存在的异常状况和严重程度：

（１）无：表示病变不存在。如果有建议说明病变可能存在，但是确定病变实际存在

的分级者小于５０％，则分级者使用无或不存在来描述此损伤

（２）可疑：表示病变可能存在。如果多于５０％而少于９０％的分级者确信病变存

在，他／她则选择回答可疑。反之，如果分级者认为病变存在但是又不确定所有观

察者都认同这一点，他或她将病变标为可疑存在

当异常存在时，但是分级者又无法辨别，分级者选择最有可能的病变为可疑，选择

不怎么可能的病变为无或不存在。

（３）肯定：表示病变确定存在。如果多于９０％的分级者确定病变存在，他或她将

病变标为肯定存在

（４）对病变确定存在的几个代码进行讨论时，可能有几个步骤指明病变严重性上

升。严重性的增加可以常规描述，如轻微、中等和严重。病变的严重性通常用数

字、长度、区域，或与摄影标准相关的形式来确定

（５）无法分级：表示病变拍摄质量差或情况复杂，不能对损伤进行分级。一般而

言，如果不能发现任何病变的证据，超过５０％检测区域（子区域、网格区域或象限

等）缺失或模糊时，分级者会选择不能分级而不是无。不能分级也用于当测量区域

存在、不模糊，但是无法确定损伤的具体特征外形。对于确定象限中细小动脉局部

缩窄，需要在象限中观察到动脉总长度至少１１／２犇犇；如果不能看见动脉的异常状

况，动脉小于１１／２犇犇对评估有效，分级者将选择不能分级作为合适的回答［在判

断犃／犞切迹时，如果没有动脉穿过静脉（只有静脉穿过动脉），“无”是最合适的

分级］

如果在任何区域看见一个特别的损伤，它应该可以如区域的残余部分不能分级一

样来评估

（６）出现在一个以上象限的病变可以在每一个象限进行评估，评估每个象限的数

字、长度或包含的区域。

２．２　分级系统

分级系统包括一个初步的、详细的评分，如果必要的话，紧随其后的是一张照片编

辑评审。每套图像将在下面进行详细的分级，分级使用定制的、内置分级完整性和

一致性检测的计算机软件。软件会在初步分级和详细分级之间进行比较。如果对

一个特定的病变水平有不同意见，将对这些病变送于第三方分级者进行审阅分级。

如果审阅分级仍然与初步或详细分级不一致，那么咨询眼科医生进行判定

３．分级表

数据收集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原始文件记录，一种是直接录入屏幕。这两种形

式的数据采集都要从识别信息开始，接着是收集实质分级数据

首先输入信息确认（参与者的身份证号、照片日期和姓名代码或字母）。在直接输

入处，评分者必须正确输入参与者身份证号、照片日期和姓名代码，然后核对库存

的照片，再输入眼睛的数据。直接输入软件不允许一个没有被录入的身份代码的

数据进入，如果身份证代码数据已经存在，会显示给分级者

一些项目，如动脉改变、年龄相关黄斑病变、其他静脉损伤或任何其他病变在管理

员问题中进行提问。管理每只眼睛的管理者询问分级者任何动脉改变（年龄相关

黄斑病变、其他静脉损伤等）是否有疑问，或确定存在，或不能分级。如果是的话



!KC#$ � ·８４９　　 ·

续　表

视网膜数字摄像

测量记录表格

（代码２），分级者完成所有特殊项目组的评分。使用评论来描述没有在分级表中列

出的其他异常，或提供分级项目的额外细节

请参阅犌狉犪犱犻狀犵犉狅狉犿

３．１　初步分级

初步分级的目的有４个层面：提供直接的病理通知给参与者和他／她主要的眼睛保

健医生，提供及时的图像质量审核及反馈给拍照者，提供眼睛健康的一般反馈信

件，为编辑目的。评估的项目的详细描述如下

３．１．１　质量分级

视野１犪狀犱２：如果视野１照片存在，分级为“犘狉犲狊犲狀狋”，代码＝２。如果视野１照片

不存在，分级为“犃犫狊犲狀狋”，代码＝０。如果视野１和视野２都不存在，那么分级者将

不进入分级表，因为分级已确认为结束

清晰度：清晰度是指清晰的视网膜影像。因为检测黄斑区病变的重要性，评分者需

要考虑直径３０００μ犿的黄斑网格定义的７５％以上的黄斑区域是清晰的。如果视

网膜血管都丝丝可见或稍模糊，并且微小的病变如视网膜小动脉瘤和脉络膜疣都

是看得见的，等级是“好／一般”，代码＝０。如果清晰度减少使小视网膜病变可能消

失，但更大的病变如区域性萎缩是可以看出的，则等级是“模糊”，代码＝１。如果清

晰度有明显减少的地方，发现不了更大病变的细节，等级为“差”，代码＝２。视野１
和视野２都会进行清晰度的评分

照片质量问题：两个图像放在一起来评估另一张照片的质量问题。如果有其他的

照片质量问题影响分级者分级图像集的能力，评分者标记“是的”，代码＝２，并从下

面列表中的问题中选择

编　号 定　义

０ 没问题

２ 是的，影响分级

８ 犆犌照片问题

照明：若某个图像照明差或过度曝光，或者有些不均匀照明（一个黑点），那么照明

应分级为“是的”，代码＝２
视野定义：视野１以视神经为中心，视野２以黄斑为中心。任何一个从最佳位置发

生了大于１个视盘直径的偏移，那么视野定义应该分级为“是的”，代码＝２
朦胧：当出现一个绿／白光晕或部分光晕，或从整个照片发出的绿／白的反射光，朦

胧应分级为“是的”，代码＝２
灰尘：白点或白斑大小各异，但可能在图像的同一个位置，无论反映视网膜的哪个

区域，通常是由相机上一个或多个脏的镜头引起的。当灰尘或污垢点明显或位于

错的地方，造成评分困难，灰尘应该分级为“是的”，代码＝２
睫毛：睫毛或部分眨眼经常出现于图像的底部，是浅或深的线性“阴影”。这些“阴

影”可以很容易遮盖图像下半部。睫毛偶尔出现在图像的上半部，反射明亮但不影

响分级能力。当睫毛（或一个眨眼）存在，睫毛应该编码为“是的”，代码＝２
弧度：小瞳孔或患者与相机的错误的距离，可以导致在图像上出现月牙形弧线。这

个弧颜色介于橙黄到蓝之间，尺寸从一个小片弧形到遮盖了超过一半的区域。弧

通常沿着鼻或颞侧边缘而不是上下边，虽然它们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当弧形出

现，分级应该为“是的”，代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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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通道：一幅数字图像由３个颜色通道，即红、绿、蓝组成。当视网膜色素特别地

“红”或“明亮”，这是过度曝光的结果，这时候红色为饱和或淡化。视神经和黄斑区

之间常常会有粉红色的漂白出现，这使评估这些地方的视网膜病变得非常困难。

当红色通道被冲淡，分级应该为“是的”，代码＝２
其他：如果标注“其他”，在评论栏中描述质量问题或人为问题

可分级性：评分者将判断两张图像的整体质量来确定分级。如果这两个区域图像

能清楚地聚焦在视网膜上，视神经和血管没有任何缺失或模糊，则此图像被认为是

完全可分级。如果超过７５％的视神经不能分级，但分级黄斑区却是可能的，等级为

“视盘不能分级”，代码＝１。如果部分黄斑区在２５％～７５％，黄斑区不能分级，但是

视神经是可分的，等级为“部分黄斑区不能分级”，代码＝２
如果超过７５％的黄斑区（黄斑网格的内圈，直径为３０００μ犿）聚焦较差、缺失，或被

一个视网膜出血、玻璃体出血、星状玻璃体变性或其他一些情况遮盖，看不见任何

类型的病变，但视神经分级却是可能的，等级是“黄斑区不能分级”，代码＝３
如果部分视神经盘和黄斑区不能分级（介于２５％～７５％之间，或者为２５％，或者

７５％），分级代码为＝４。如果视神经盘和黄斑区都不能分级（每个超过７５％），但另

一部分的视网膜是可见的，等级代码为＝５。如果任何部分都不可以被评分，等级

代码＝６

如果两个领域，被认定为不能分级，其余眼睛变量将编码为“不能分级”，评分者将

完成那只眼睛的评分

代　码 定　义　　　

０ 所有视野可分级

１ 视盘不能分级

２ 部分黄斑区不能分级

３ 黄斑区不能分级

４ 部分视盘和黄斑不能分级

５ 视盘和黄斑不能分级

６ 所有视野不能分级

３．１．２　视网膜分级

排除犃犚犕：如果黄斑区存在一种情况，由于其他过程而混淆了评分者评估年龄相

关性黄斑变性（犃犚犕）的视网膜类似的变化，那么眼睛应该（不能分级）排除所有年

龄相关的黄斑变性。排除的典型原因如下所列，并且应在这个项目中注意。如果

选择其他，应该详细注释排除的原因

创伤 缺损／葡萄肿

激光 （烧伤） 早产儿视网膜病 （犚犗犘）

血管闭塞 非犃犚犕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改变

黄斑性营养不良 非犃犚犕脱离

近视眼变性 不明原因

网状内皮细胞真菌病／弓形虫病 其他

炎症

病理报告：如果眼睛被评估为有可治愈的病理状况对视力具有迫在眉睫的威胁，协

调中心将收到在３个工作日内从现场收到图像的通知。报告将被分为紧急（交给眼

科专家）和及早（２个月内看）级别。病理报告的原因和日期将在初步分级期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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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其他，应该详细注释病理通知的原因。典型的病理报告原因如下所列：

报告原因 类　型

可疑的杯盘比（犆／犇）（＞０．７，或０．７＋下凹／下切） 早期

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６５＋级） 紧急

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５１级） 早期

具有临床意义的黄斑水肿（犆犛犕犈）◆？ 立即

水肿，非犆犛犕犈◆？ 早期

分支静脉阻塞 （犅犞犗）或中心静脉阻塞 （犆犞犗）◆？ 早期

可治愈的犃犚犕（新血管形成征象） 紧急

犎狅犾犾犲狀犺狅狉狊狋板块◆？◆？ 紧急

不规则痣◆？◆？◆？ 紧急

黄斑孔◆？◆？◆？◆？◆？ 早期

视网膜前膜伴黄斑牵拉◆？◆？◆？◆？ 早期

其他 任何一个

犃犚犕反馈：初步犃犚犕总结变量将被编码，以提供及时的反馈意见给协调中心，以

印刷文字的形式供研究参与者参考。这个变量绝不反映出最终的犃犚犕定义，而

是基于临床定义来初步分级而不基于研究的定义

无犃犚犕定义为可分级的图像，但是没有与犃犚犕相关的损伤的证据

只有脉络膜疣被定义为至少直径大于或等于１２５μ犿的一个软脉络膜小疣和大于

５００网格区域

早期犃犚犕被定义为一个与一个大于５００圈的网格区域存在的脉络膜疣或一个色

素异常存在（网格色素增加或脱失）或存在于中心圆软脉络膜疣和一个色素异常存

在（网格中的色素增加或脱失）

晚期犃犚犕定义为任何病变的存在，如地图样萎缩，色素上皮脱离／视网膜脱离，视

网膜下出血，视网膜下新生血管纤维性瘢痕形成，视网膜下新生血管形成或犃犚犕
激光治疗和（或）光动力治疗

不能分级犃犚犕被定义为所有或一些犃犚犕病变不能分级，或受其他情况干扰而对

犃犚犕评估产生困难

犃犚犕反馈的分级为：

代码 定　义　　

０
没有证据证明年龄相关的黄

斑退化

１ 只是脉络膜疣

２ 早期犃犚犕

３ 晚期犃犚犕

８ 不能分级的犃犚犕

所有其他的初步分级变量的定义记录在原始记录的详细分级部分中。剩余的变量

在初步分级期间评分是：

犃犚犕损伤：

最大脉络膜疣尺寸＞１２５μ犿直径圆

软疣（任何软的小疣）

软疣区域＞５００μ犿直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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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素增加

犚犘犈脱色素

地图样萎缩

犘犈犇／犚犇脱离

视网膜下出血

视网膜下纤维性瘢痕

犃犚犕激光治疗

其他血管损伤：

病灶狭窄

动静脉交叉异常

犅犞犗／犆犞犗（静脉分支阻塞／静脉中央阻塞）

犅犃犗／犆犃犗（动脉分支阻塞／静脉中央阻塞）

犎狅犾犾犲狀犺狅狉狊狋斑

其他损伤：

黄斑裂孔

大杯盘比（≥０．７）

表面皱褶的视网膜病变 牵引

其他

糖尿病视网膜病分级

黄斑水肿

３．２　分级细节

３．２．１　图像质量

视野１和２存在：如果视野１是存在的，等级为“存在”，代码＝２。如果无视野１，等

级为“不存在”，代码＝０。如果视野１或２都不存在，评分者将不被允许进入分级

表，因为分级已经被认为结束了

视野１和视野２分级：评分者将被要求对视野１和视野２这两个领区进行分级。

如果至少一个区域的视盘是可分级的（聚焦和照明足够好，能看到视网膜细节），评

分者表明这个区域是可分级的，并继续评估眼睛。如果两个领域，被认定为不能分

级，其余眼睛变量将编码为“不能分级”，评分者将完成此眼睛的分级

３．２．２视网膜病

视网膜病分级：如果没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证据，等级代码＝１０，请直接跳到项

目“其他异常”。如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存在的，评分者指定一个视网膜病变水

平（见附件视网膜病变严重程度和描述）和回答有关所有病变的问题。所有病灶缩

写和定义如下所述：

缩　写 定　义　　

犅犞犗 静脉分支阻塞

犇犃 视盘区域———一个标准的测量区域代表视神经的平均大小

犇犚犛 糖尿病视网膜病研究

犉犘犇 视盘纤维性增生

犉犘犈 其他部位纤维性增生

犎犈 硬性渗出

犎犕犃 出血和微动脉瘤

犎犚犆 视觉缺失的高危特征

犐犚犕犃 视网膜内血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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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　写 定　义　　

犕犃 微动脉瘤

犖犘犇犚 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犖犞犇 视盘上新生血管

犖犞犈 其他部位新生血管

犘犇犚 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犘犈犇 色素上皮 （分离）

犘犚犎 视网膜前出血

犙 可疑的

犛犈 软性渗出 （絮状斑点）

犛犛犚 浆液性神经视网膜病（分离）

犞犅 静脉串珠样改变

犞犎 玻璃体出血

视网膜病严重程度

等级 描　　述　

１０

　

无可见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没有其他的会被误认为是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的疾病

１１

　

　

可疑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可见。通常有一个可疑犕犃。对非瞳孔

散大或单眼４５°区域特别有用，因为非常小的 犕犃狊也许很难从这

些照片里辨别出

１２

　

　

　

本质上是非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但它可能会被误认为是糖尿

病性视网膜病，应在列表中注明（例如：犛犛犚／犚犘犈的硬性渗出物，

脱离，犎犕犃和／或犐犚犕犃等，来自犅犞犗）。没有其他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时，一些来源于全部“其他”列表的异常将组成第１２级

１４

　

在确定的犕犃狊不存在时，任何确定的 犎犈、犛犈、犐犚犕犃和／或 静脉

交通的混合病变

１５ 不存在明确的犕犃狊时的视网膜出血

２０ 犕犃狊只有与没有其他糖尿病病变的情况下存在

３１

　

犕犃狊和一种以上下列情况：犎犕犃＜２犃，犎犈，静脉交通，犙犛犈，

犙犐犚犕犃，犙犞犅

４１ 犕犃狊和一种以上下列情况：犛犈，犐犚犕犃＜８犃

５１ 犕犃狊和一种以上下列情况：犞犅，犎犕犃＝２犃，犐犚犕犃＝８犃

６０ 没有其他增殖性病变的犉犘

６１ 非视网膜病变，伴有广泛治疗的激光瘢痕

６２ ２０级 （只有犕犃）伴有广泛治疗的激光瘢痕

６３ ３１级（早期犖犘犇犚）伴有广泛治疗的激光瘢痕

６４ ４１狅狉５１级 （中度或严重的犖犘犇犚）伴有广泛治疗的激光瘢痕

６５ 不构成犇犚犛高危特点的任何增殖性病变

７０ 犘犇犚＝犎犚犆：犖犞犇＝１０犃

或犖犞犇＜１０犃加犞犎或犘犚犎或犖犞犈＝１／２犇犃加犞犎或犘犚犎

或犞犎／犘犚犎＝１犇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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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描　　述　

８０

　

全是犞犎，不能从犞犎浑浊处对眼底进行分级。这能使用一个

黑或黑－红反射的图像来验证

８８

　

不能确定视网膜病变的确切的等级，因为照片质量较差，当等

级可能为８８时，一些损伤可能是可分级的

所有糖尿病性损伤犎犕犃、犎犈、犛犈、犐犚犕犃、犞犅、犖犞犇、犖犞犈、犉犘和犘犚犎／犞犎都按

照犈犜犇犚犛原始记录来分级

黄斑水肿（犕犈）：视网膜毛细血管和微动脉瘤的渗透性的增加可能会导致细胞外液

积聚和视网膜组织增厚。最初，可能会有视网膜透明度的轻微损失，水肿很容易漏

诊。渗漏以及造成的水肿可以局限在视网膜微动脉瘤周围，在一些病例中渗漏会

弥散到视网膜外层，形成囊样水肿。在缺乏立体形象的情况下，评分者将寻找渗漏

的迹象，比如硬性渗出物环、局部地区的颜色变化和视网膜血管偏离正常走行。临

床显著的黄斑水肿（犆犛犕犈）被认为是当水肿涉及中心凹或距离中心凹５００μ犿以

内，或者是一个部分累及黄斑区的１＋视盘区域的水肿

代码 定　　义　　

０ 无黄斑水肿（犕犈）存在

１ 可疑的 犕犈

２ 确定 犕犈但是无临床意义 （犆犛犕犈）

３ 犆犛犕犈存在

７ 水肿存在，但非糖尿病性

８ 无法分级

黄斑水肿 中心圆（犆犆）：评分者在中心圆区域评估水肿。选择是：

代码 定　　义　　

０ 在中心圆区域内无黄斑水肿

１ 中心圆区域内可疑性的黄斑水肿

２ 确定，犆犛犕犈，但是无囊样水肿

３ 伴有囊样水肿的犆犛犕犈

７ 水肿存在，但非糖尿病性

８ 不能分级中心圆

激光光凝（犘犆）瘢痕：局部和（或）播散的光凝（全视网膜或犘犚犘）治疗通常用于糖尿

病导致的新血管形成（或视网膜脱离），也用于视网膜静脉阻塞或视网膜裂孔

代码 定　　义　　

０ 无激光光凝瘢痕存在

１ 可疑或不完全性激光光凝瘢痕存在

２ 只有局部激光光凝瘢痕存在

３ 只有广泛性激光光凝瘢痕存在

４ 局部和广泛性的激光光凝瘢痕存在

８ 激光光凝瘢痕不能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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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灶性激光光凝（犘犆）治疗：局灶性激光光凝，或用来治疗视网膜微动脉瘤或在一

个网格模式用来治疗局限性（犕犃犚狓）或弥漫性黄斑水肿（网格犚狓）。如果局灶性

处理无法评定，等级为代码８

代码 定　　义　　

０ 无局灶性光斑存在

１ 可疑性局灶性光斑存在

２ 只有局灶性犕犃光斑

３ 只有网格模式的光斑

４ 局灶性和网格性光斑都存在

８ 不能分级局灶性光斑

３．２．３　小动脉异常

小动脉异常评估是：局灶性狭窄，动静脉交叉异常（动静脉局部切迹）。所有异常区

在视神经网格的犃区域外评估

局灶性视网膜动脉狭窄

评分者把所有在犃区域外的、视野１内的标记为视网膜动脉和小动脉收缩的病变

评估为局灶性狭窄（视野２的重叠部分可以用来证实局灶狭窄的存在）。当累及的

血管直径至少在４０μ犿以上，或直径约为视盘边缘静脉的１／３，收缩的区域口径小

于或等于１／２的近端和远端血管部分时，则对在视野１明确的局灶性狭窄进行分

级局灶性“挤压”必须至少长度在２５０μ犿才被认为是明确的。如果评分者观察血

管的收缩直径不到４０μ犿，这样的收缩应评估为可疑的局灶性的收缩。如果评分者

感到微妙的血管收缩是存在的或明确的，但长度短于２５０μ犿，评分者标记为可疑性

的局灶性狭窄

局灶性视网膜小动脉狭窄或收缩是定在４个象限中的每个象限来评估，不含视盘

１／２犇犇的区域（区域犃）。照片分级者将视神经网格设置在视野１图像，仔细检查

所有直径大于或等于４０μ犿，或直径约为视盘边缘静脉的１／３的动脉，将动脉评定

为狭隘的部分。从原来的管径变成最狭隘的动脉管径，有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收缩的长度只占原来口径的１／２即认为是肯定的。如果局灶性狭窄从一个象

限延伸到另一个，狭窄分别在每个象限估计。如果动脉总长度在每个象限总数少

于１．５犇犇可供检查，则分级者将象限标记为不可分级，代码为８。如果在指定的

亚区域中，动脉不是局灶性的或因某些人为因素而不易看清，也同样不能分级

评价每个象限包括颞上（犛犜）、鼻上（犛犖）、颞下（犐犜）和鼻下（犐犖）有无局灶性狭窄的

存在。下面的代码使用：

代码 定　　义　　

０ 无局灶性狭窄

１ 可疑的局灶性狭窄

２ 确定的局灶性狭窄

８ 不能分级

象限中的动静脉切迹

照片分级者评估每个象限中动静脉交叉或动静脉切迹等异常情况。视野１和视野

２用于此类评估，分级者从颞上象限开始延伸到视野２。排除视盘边缘１／２犇犇的

交叉（区域犃），此处静脉穿过动脉没有代表性。分级者检查所有动脉穿过静脉的

交叉处，并评估交叉处静脉血管狭窄为小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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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犃犞切迹需要交叉处３面或４面的静脉血管都发生了变细或狭窄。如果静脉

血管只在交叉处的两边出现变细，正常血管波动不存在，那么评分者评估犃犞切迹

为可质疑性。如果静脉血管只有一边“凹陷”，评分者认为无犃／犞切迹。如果有部

分静脉似乎被反射的神经纤维遮盖，那么评分者会低估明显减小的静脉口径忽略

不计

评价每个象限包括颞上（犛犜）、鼻上（犛犖）、颞下（犐犜）和鼻下（犐犖）有无犃犞切迹的存

在。下面的代码使用：

代码 定　　义　　

０ 无犃犞切迹

１ 可疑的犃犞切迹

２ 明确的犃犞切迹

８ 不能分级

示例照片犃６表示颞上侧（犛犜）有一个确定的动静脉交叉异常。可以在交叉的两边

看到微小的静脉血管变小，而静脉血管的犣形偏差进一步说明在交叉处这种关系

很不正常。颞下侧动静脉交叉在外形上是相似的，但逐渐变细的静脉血管不能在

交叉处近端清楚地看到，因此，犐犜象限标注为可疑的动静脉交叉异常

在示例照片犃７中，发现有更多的动静脉交叉。鼻下侧（犐犖）和颞上侧（犛犜）象限显示

标注的动静脉交叉两边静脉口径的狭窄。在颞上象限，静脉口径狭窄至约正常口

径的１／３被评为严重。颞下（犐犜）象限在靠近静脉分叉处有动静脉穿过。包含在交

叉中的静脉分支明显地呈缩小，但因为邻近分叉处，近端侧无法评定。因为静脉狭

窄只有在一边可见，动静脉局部狭窄在犐犜象限中会评为可疑

示例照片犃８显示一个明确的（尽管有些微妙）、在两个颞侧象限的动脉狭窄。异常

动静脉交叉在犐犜象限靠近静脉分叉处。在这种情况下，交叉在分支的末梢，静脉

口径可在交叉处的两侧评估。两侧静脉口径比静脉远端口径窄。犛犜象限显示交

叉处两侧的静脉狭窄，虽然近端侧狭窄比其他的例子中看到的更微妙

３．２．４　其他血管改变

评分者被要求评估视网膜上其他血管异常存在还是不存在。下面列表中的异常使

用这些代码来评价和分级：

代码 定　　义　　

０ 不存在

１ 可疑性的存在

２ 确定存在，但是不在中心圆内

３ 确定存在，包含在中心圆内

８ 不能分级

静脉分支阻塞 视网膜小静脉分支阻塞。长时间的阻塞可能表现为小静脉白鞘和

视网膜侧支血管形成。局部出血和（或）犐犚犕犃狊通常存在。阻塞的血管通常是不

明显的

中心静脉阻塞 视网膜中心小静脉阻塞。新出的阻塞以膨大的视网膜静脉和分散

的视网膜出血为特征

分支／中心动脉阻塞 视网膜中心动脉或分支动脉的阻塞。如果是“新出的”，可能

与视网膜梗死的视网膜灰白色反光区域有关。广泛的或局灶的出血可能需要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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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狅犾犾犲狀犺狅狉狊狋斑块 胆固醇栓子。这些高折射到满是白色的病变位于动脉范围之内，

通常在动脉分支处可见。要小心谨慎，区别于陈旧的视网膜大动脉瘤或潜在的脉

络膜疣（代码３、中心圆，不适用）

３．２．５　年龄相关的黄斑病变（变量＝犃犖犢犃犚犕）

下列病变可用如上述其他血管改变列表使用相同的代码来分级。犃犚犕病变只能

在视野２黄斑网格区评估。如果软性小疣或其他类似犃犚犕的病变在网格外存在，

他们应该在任何其他和详细的注释编码

最大尺寸的脉络膜疣＞直径为１２５μ犿的中心圆：脉络膜疣被描述为圆形或卵圆

形，有时形成各种尺寸的沉淀并轻微升高，通常位于视网膜色素上皮（犚犘犈）平面。

脉络膜疣按直径分类。它假定所有脉络膜疣形状上是圆形或椭圆形的，一个单一

脉络膜疣不超过两倍的宽。如果脉络膜疣是椭圆的，用较短的直径来对大小进行

分类。标准圆犆 ０（直径６３μ犿），犆 １（直径１２５μ犿）和／或犆 ２（２５０μ犿直径）重

叠在或放置在网格里最大的脉络膜疣旁。如果脉络膜疣的较短直径等或超过圆的

直径，脉络膜疣被评为等于或大于这个圆的大小。通过使用圆圈，从线中心判断。

如果在网格内脉络膜疣的任何部分被认为直径＞１２５μ犿（犆１），那么等级为“是”，代

码＝２

明显的软性疣 这些脉络膜疣通常尺寸上大于明显的硬性脉络膜疣（直径在６３～

３００μ犿）。明显的软性脉络膜疣有尖锐的边缘，有从中心到周围出现的统一密度的

圆形结节

不明显（或网状的）软性疣：模糊的软性脉络膜疣与清晰的疣一样大小，但是有模糊

的边缘和更柔和、更少固体的外观。这些脉络膜疣似乎在边缘分裂和经常有凹凸

不平的着色和厚度。网状脉络膜疣似乎是隐隐约约的软性小疣排成网络广阔的交

错丝带。它们形成一个有非常微妙的边界的格子图案

软性疣区域：该区域包含软性脉络膜小疣，使用适当的网格来测量。假如位于中心

圆的软性疣的面积比５００μ犿直径的圆大，则选择代码为３（是的，中心圆）。反之，

如果面积＞５００μ犿直径圆（不是在中心圆内）在整个网格区域，则选择代码２（是

的）。如果软性疣存在但面积＜５００μ犿的循圆，则代码为０，选择“不”（不允许用可

疑来回答此项目）

色素增加（色素沉着过度）：年龄相关的颗粒沉积或灰色或黑色颜料积聚在视网膜

内或下方。当色素沉着在黄斑区以外存在或由于另一个原因被认为是，标注为“其

他”，并包含评论

犚犘犈多色素（犚犘犈变性）：年龄相关的视网膜色素上皮脱色素具有微弱的不同密度

浅灰色 黄色或浅桃色 黄色地区和外形无确定的边界。色素沉着经常在这些区域

附近看到。当犚犘犈变性被判断确定不是因为犃犚犕的结果，应该标注为任何“其

他”，并加上评论

地图样萎缩 看起来像是一个确定的偏离视网膜色素上皮和脉络膜毛细血管层的

区域，由于深层的视网膜的退化暴露出脉络膜血管。当萎缩病变确定不是由于

犃犚犕，标注为任何“其他”，并写上评论

犘犈犇／视网膜脱离（犛犛犚脱离）：清晰的或固体的圆顶形、充满液体的图像表示严重

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的脱离。在缺乏立体形象的情况下，评分者将寻找划分线、颜色

变化和黄斑血管走行偏移作为线索。在这些改变附近存在其他早期或晚期犃犚犕
病变，这些病变的存在帮助确定脱离存在。当犘犈犇／犚犇确实不是犃犚犕导致，则标

注为任何“其他”，并附上评论

视网膜下出血 视网膜下出血可能看起来是一个表面暗红、暗灰色或绿色区域。当

视网膜下出血确定不是犃犚犕导致，标注为“其他”，并包括评论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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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视网膜数字摄像

测量记录表格

视网膜新生血管形成（犛犚犖犞）异常的血管生长在犚犘犈／视网膜下方。他们通常会

在脱离处出现扩张的脉络膜样血管，或有视网膜下瘢痕或出血。如果没有血管造

影片的帮助，在一个彩色眼底图像里，这些血管将难以被发现，但偶尔它们也能被

看到。

视网膜下纤维性瘢痕（盘状瘢痕）成片或成堆的“白色”物质像一个伤疤出现，累及

视网膜。当视网膜下纤维性瘢痕确定不是犃犚犕导致，标注为任何其他“其他”并包

括评论在内

犃犚犕激光光凝治疗 由于犃犚犕而产生的视网膜下新生血管的局部治疗。这往往

表现为一种深部的、致密的白色瘢痕。光动力疗法是一种光化学治疗，其治疗新生

血管细胞膜上的“血栓”应包括在这个范畴中

３．２．６　其他异常：

以下病变使用如上述其他血管改变列表相同的代码来分类

乳头周围萎缩 视盘周围的脉络膜萎缩区域，通常≥１／２视盘周长和确定不认为是

巩膜弧形斑。如果萎缩区域在视神经盘的颞侧而且相当对称，这通常是一种近视

或巩膜弧形斑，不应该被标记为视网膜萎缩（代码３、中心圆，不适用）

黄斑裂孔 圆形或轮廓分明的黄斑中心的裂孔。可能被一个视网膜脱离的灰色光

环包围。裂孔中的犚犘犈会发生增厚和脱色素，裂孔边可有明显的小的视网膜囊样

水肿

大杯盘比 如果杯盘比等于０．６，标记为“犙”，并标注到评论中。如果杯盘比＞０．６，

选择“是”，杯盘比写入评论中（代码为３、中心圆，不适用）

星状玻璃体变性 大量玻璃体球形或星状混浊。在非立体照片中很难鉴别。应该

出现在血管和视盘前。要小心谨慎区分视网膜疣。如果星状玻璃体变性致密，可

能阻碍玻璃膜疣评分

痣 脉络膜结晶细胞的局部色素增加，通常呈圆形或卵圆形。缺乏立体感觉会使它

很难与凸起的病变（黑色素瘤）区分。脉络膜疣可能覆盖在病变上。如果可能的

话，应区别于“结晶轨迹”和其他视网膜色素上皮的色素沉着

表面皱褶的视网膜病变———牵引 （犛犠犚 牵引）视网膜内表面上薄膜轻微的收缩。

可伴有锡箔样反光（见下文）。如果只有锡箔样存在，犛犠犚牵引不应被编码，而应

编码犛犠犚 犆犲犾犾狅为存在

表面皱褶的视网膜病变———锡箔样反光 （犛犠犚 犆犲犾犾狅）一个或成片状不规则的从

视网膜内表面发出的反射（锡箔样反光），可能与牵引线和血管弯曲有关。如果只

有牵引线存在，犛犠犚 犆犲犾犾狅不应该被编码，只有犛犠犚 牵引存在才被编码

组织胞浆菌病（犘犗犎犛）假定眼部组织胞浆菌病综合征（犘犗犎犛）具有一个或多个下

列情况：多重周边广泛萎缩的瘢痕，视神经乳头旁脉络膜视网膜瘢痕和／或黄斑视

网膜下纤维疤痕。如果后者存在，没有其他犘犗犎犛症状，只编码视网膜分支纤维疤

痕为代码＝２

视网膜脱离 在视网膜内层与色素上皮层分离

其他情况的激光光凝治疗（犚狓其他）混合性治疗其他疾病如分支静脉阻塞或视网

膜脱离

脉络膜视网膜异常／其他 视网膜和／或脉络膜变性，不管任何原因，不会出现与年

龄相关的黄斑病变

其他 详细见评论部分

评论：评论是必须的，假如：

照片质量问题，选择“其他”

犃犚犕除外，选择“其他”

病理报告，选择“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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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数字摄像

测量记录表格

任何其他，选择“其他”

对其他不寻常的已发现的特点应该附加评论

４．分级系统

分级系统包括一个初步的和详细的评分，紧随其后的是一张照片编辑和评审，如果

必要的话。每一组的图像将在上述选项里分级，使用定制设计电脑软件，建立完整

性和一致性的检查模式。完成这个详细的评分后，再做一个初步的分级和详细的

评分之间的比较。如果在特定病变的分级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将交给第三个分级

者对这些病变编辑评分。如果编辑评分还是与初步或详细的评分不一致，再交给

眼科医生裁定

注意：在原始记录数字分级部分引用的示例，如照片犃６、犃７、犃８，由社区动脉粥样

硬化危险研究小组（犃犚犐犆）提供，犃犚犐犆获准使用权


	PX111501a
	PX111501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