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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视光学会、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眼科医院、北京大学深

圳医院、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爱尔眼科医院、爱视科技有限公司、博士眼镜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廖素华、周文、谢培英、范勤、严宗辉、戴珏如、杨浩江、王幼生、王科、成

洪波、司马晶、傅培、李伟力、李金瑛、邓宏伟、钟晖、吕秀芳、李劲、李珊、王尉、周旌、金晨晖、

范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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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角膜塑形镜属于医疗器械，能有效遏制近视的发展，同时避免框架眼镜在生活及工作中带来的不便。

在国内，由于角膜塑形镜具有良好的透氧性、光学性和稳定性，在控制青少年近视上有较好的效果，其

被广泛认可并应用于临床治疗。 

目前深圳市青少年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对角膜塑形镜的需求也在日渐增多。为严格规范角膜塑形

镜验配市场，提供统一的监管和规范性操作指引，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安全，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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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塑形镜验配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角膜塑形镜的术语和定义、适应症和禁忌症、机构管理要求、验配流程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角膜塑形镜制造商、经营机构、验配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1417.2 眼科光学 接触镜 第2部分：硬性接触镜 

GB 11533 标准对数视力表 

JJG 579 验光镜片箱 

JJG 580 焦度计 

JJG 1011 角膜曲率计检定规程 

JJG 8921 验光仪检定规程 

YY 0065 眼科仪器 裂隙灯显微镜 

YY 0477 角膜塑形用硬性透气接触镜 

YY 0633 眼科仪器 间接检眼镜 

YY 0719.2 眼科光学 接触镜护理产品 第2部分:基本要求 

YY 0787 眼科仪器 角膜地形图仪 

YY 1080 眼科仪器 直接检眼镜 

3 术语和定义 

YY 0477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角膜塑形术 orthokeratology 

通过改变角膜前表面形态，达到暂时降低屈光度数、提高裸眼视力的非手术可逆性矫正屈光不正的

方法。 

3.2  

角膜塑形镜 orthokeratology lens 

用于矫正眼屈光不正的一种硬性角膜接触镜。 

3.3  

角膜塑形镜验配机构 orthokeratology lens optometry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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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法人资格，为屈光不正申请配镜者检查验光，使用角膜塑形镜为申请配镜者矫正裸眼视力的机

构。 

3.4  

角膜塑形镜经营机构 orthokeratology lens operating institute 

受制造商委托，向验配机构供应角膜塑形镜产品，具有法人资格的机构。 

4 适应症和禁忌症 

4.1 适应症 

申请配镜者应同时符合以下要求： 

a) 屈光状态为近视或近视散光，近视度数发展较快； 

b) 不小于 8 岁，未成年人有家长监护配合治疗，经训练具备镜片配戴应有的自理能力； 

c) 近视屈光度数为-0.50~-6.00D，角膜性散光 < 1.50D,顺规性散光屈光度数≤-1.75D，逆规性

散光≤-1.50D； 

d) 角膜曲率范围为 41.00~46.00D；  

e) 无眼部疾病及其他角膜塑形镜禁忌症； 

f) 个人条件相对适应症：申请配镜者或其监护人能够理解角膜塑形镜的局限性，依从性非常好，

能依照医嘱按时复查并按规定清洗及更换镜片。 

4.2 禁忌症 

    申请配镜者存在以下任一情形，不应配戴角膜塑形镜： 

a) 屈光度数大于-6.00D，逆规散光或顺规散光屈光度数高于-2.00D； 

b) 眼部活动性炎症； 

c) 眼周化脓性病灶； 

d) 严重的眼附属器病变； 

注：眼附属器病变，如眼睑缺损、畸形、慢性泪囊炎等。 

e) 严重干眼病；  

f) 未受控制的青光眼； 

g) 全身性感染性疾病、未受控制的全身结缔组织病及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 

h) 个人条件相对禁忌症：个人卫生相对不良、依从性差不能按时复查及清洗镜片者； 

i) 其他不适合配戴角膜塑形镜的情形。 

4.3 其他情形 

其他情形应由有经验的医师酌情考虑并开具处方后，指导申请配镜者配戴角膜塑形镜。 

5 机构管理要求 

5.1 制造商管理要求 

5.1.1 资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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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持有有效的第三类医疗器械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5.1.2 质量管理要求 

制造商提供的角膜塑形镜产品、试戴片及说明书应符合GB 11417.2要求并具有有效的《医疗器械产

品注册证书》，护理产品应符合YY 0719.2要求。 

5.2 经营机构管理要求 

5.2.1 资质要求 

应持有有效的第三类医疗器械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5.2.2 设施设备要求 

经营机构应至少具备焦度计、球径仪、镜片检查仪等主要检测设备和仪器。 

5.2.3 质量管理要求 

应制定质量管理、检验制度，并严格执行；应具备符合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要求的计算机信息管

理系统，保证经营产品可追溯；应严格按照本标准 5.1.2 及说明书的要求对产品进行维护管理，并对角

膜塑形镜产品及试戴片进行清洁、消毒及储存。 

5.3 验配机构管理要求 

5.3.1 资质要求 

应符合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验配人员应是眼科医师或有资质的验光技师。眼科医师应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职称并持有眼

科医师执业证。验光技师应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技师职称，符合验配基本条件的技师必须在眼科医

生的配合下完成验配工作。 

验配人员应经过深圳市或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委托专业学术团体组织的角膜塑形术验配专业知

识培训并考核合格。 

5.3.2 设施设备要求 

验配机构业务区域设有问诊接待区、检查区、验光室和验配室等。 

验配机构应配备相应验配设备，见表 1。宜配备 A 超、角膜内皮细胞仪等仪器。 

 

表1 角膜塑形镜验配机构必配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符合标准、规程 

1 验光仪 JJG 892 

2 角膜地形图仪（8mm以上直径测量范围） YY 0787 

3 角膜曲率仪 JJG 1011 

4 角膜厚度测定仪 —— 

5 视力表 GB 11533 

6 非接触性眼压仪 —— 

7 裂隙灯显微镜 YY 0065 

8 角膜塑形镜试戴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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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角膜塑形镜验配机构必配设备（续） 

序号 设备名称 符合标准、规程 

9 验光镜片箱 JJG 579 

10 镜片弧度测定仪 —— 

11 镜片投影仪（不低于7.5倍） —— 

12 检眼镜 YY 0633或YY 1080 

13 眼底镜 —— 

14 荧光素钠试纸 —— 

15 焦度计 JJG 580 

 

5.3.3 制度要求 

应建立核验制度，审核供应商（制造商或经营机构）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委托授权书、供应商销售人员证明等证明文件。 

应建立培训制度，定期组织验配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并做好记录。培训及考核次数应不低于每年一

次。培训内容包括医疗器械法律法规及规章、角膜塑形镜验配专业知识、内部制度、职业道德等。 

应建立验配操作规范制度，严格执行验配管理规范，验配流程应符合本标准第 6章要求。 

应严格按照本标准 5.1.2 及说明书的要求对产品进行维护管理，并对角膜塑形镜产品及试戴片进行

清洁、消毒及储存。 

5.4 机构协调要求 

经营机构和验配机构应保证角膜塑形镜产品和标识从制造商、经营机构、验配机构到申请配镜者全

过程的可追溯性。 

经营机构应与制造商制定《角膜塑形镜使用责任书》三联单，并随产品提供给验配机构。验配后，

三联单应由申请配镜者与验配人员签字，三联单由申请配镜者、验配机构和经营机构各持一联。《角膜

塑形镜使用责任书》见附录A。 

6 验配流程要求 

6.1 产品介绍 

验配人员应给申请配镜者介绍角膜塑形镜相关知识，包括：作用原理、临床使用现状结果、镜片矫

治效果、维持期镜片的使用、配戴风险、禁忌症和注意事项、可选择的其他矫正近视的方法等。 

验配程序应在申请配镜者了解《角膜塑形镜使用须知》并签订《角膜塑形镜使用责任书》后开始。

《角膜塑形镜使用须知》见附录A。 

6.2 病史问询和眼科数据检查 

验配人员应建立《角膜塑形术病历》，进行问诊及病史采集，包括眼科及全身疾病，初步识别申请

配镜者的禁忌症。《角膜塑形术病历》见附录B。 

应检查的眼科数据项目包括：屈光状态检查、裂隙灯检查、眼底检查、眼压检查、泪液分泌试验、

泪膜破裂时间检查、角膜地形图检查、角膜厚度检查、角膜内皮细胞检查、视觉质量和视觉功能检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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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适配状态评估 

根据角膜曲率、地形图数据、屈光度及角膜直径等，选择试戴镜片，试戴稳定后进行动态和静态评

估，观察、评估适配状态。 

a） 动态评估：将试戴镜片定位居中，理想的中心定位为偏位不高于0.5mm，上睑略遮盖镜片边缘，

眨眼时镜片活动，能回到中央位置；镜片在眨眼时有1~2mm的移动度，以垂直顺滑为理想。 

b） 静态评估：染色后中央区为明显的黑色暗区（无荧光区），直径约4~6mm；反转弧区为绿色的

呈360°的黑色暗区（无荧光区），宽度约为2.0mm；边缘区为荧光区，呈360°的亮环，宽度

约0.5mm。 

6.4 配镜方案确定 

根据检查数据和试戴评估结果设计成片参数和配镜方案，并开具处方，确定品牌、材料、基弧、其

他弧曲率及宽度、直径、度数等。 

检测核对成片的参数信息，将成片发放给申请配镜者配戴，并进行符合性检查。 

6.5 配镜护理指导 

验配人员应为申请配镜者提供符合本标准5.4要求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并做配镜护理指导，内容包

括注意事项、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个人卫生要求、镜片配戴操作、镜片护理常规、护理产品和镜片盒

的使用、出现副作用和紧急情况的处理等，并提供使用说明书。 

角膜塑形镜配戴的并发症及处理方法，见附录C。 

6.6 验配档案建立 

应为每个申请配镜者建立角膜塑形术档案，保存验配记录、复查记录，以保证产品的可追溯性，保

存期为5年。角膜塑形术档案由《角膜塑形术病历》和《角膜塑形镜使用责任书》组成。 

6.7 随访复查 

应对申请配镜者进行定期随访复查。随访复查时间为正式戴镜后1-3天内、1周、2周、1个月，以后

每1-2个月复查一次。 

随访复查常规内容包括裸眼和矫正视力，角膜曲率角膜地形图改变，裂隙灯下角结膜，泪膜健康状

况，镜片配适、镜片洁净度、表面精度和完整性。有异常问题的，应在1个月内解决。 

应每3-6个月进行角膜厚度、角膜内皮、眼轴长度等特殊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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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角膜塑形镜使用须知及责任书 

A.1 角膜塑形镜使用须知 

    角膜塑形术是一种光学矫治近视的方法，主要用于矫正青少年近视，其原理是通过夜间睡眠时配戴

角膜塑形镜暂时性改变角膜形态以提高日间裸眼视力和减缓近视增加的速度。目前角膜塑形术在国际上

已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多项研究证实角膜塑形术可有效减缓青少年近视的发展。角膜

塑形术所使用的角膜塑形镜是由高透氧材质经过精密加工而成的专业性很强的医疗器械，我国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角膜塑形镜规定为三类医疗器械，必须由眼科专业人员进行验配。在接受角膜塑形

术矫治近视的过程中应严格遵循医师指导，以避免和降低可能存在的风险。现将角膜塑形术潜在的风险

和对策向您交待如下：  

a）角膜塑形术主要是通过夜间配戴角膜塑形镜，以达到提高白天裸眼视力或脱镜的目的，塑形的

效果及速度依据屈光度、个体差异以及申请配镜者依从性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b）角膜塑形术可一定程度上减缓近视发展，但并不能完全阻止近视的发展，也不能治愈近视。 

c）角膜塑形镜由硬性高透氧材料经过精密加工而成，初戴时会有异物感等不适及少许分泌物，一

般会在 1~2 周内适应或逐渐消退。如果有明显不适或长期不能适应，应及时到医院就诊，并遵医嘱进行

治疗，以保证效果。 

d）接受角膜塑形术矫治近视过程中需严格遵循医师指导，但仍存在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如视觉

质量相关并发症（如视力波动、重影、眩光等）、眼组织机械性损伤（角膜压痕、角膜擦伤等）、缺氧相

关并发症（如角膜水肿、角膜上皮点状脱落、角膜新生血管等）、护理液相关并发症（如结膜、角膜化

学性损伤）、感染相关并发症（如细菌、阿米巴等感染引起的结膜炎、角膜炎等），早期发现及时停戴治

疗或改善配适后可好转，配戴过程中的任何异常情况需及时和验配机构医师联系咨询。 

e）接受角膜塑形术矫治近视全程需要定期复诊，复诊时间一般为正式戴镜后 1-3 天内、1 周、2 周、

1 个月，以后每 1-2 个月复查。如不能定期按时复诊，需提前告知医生。日常配戴角膜塑形镜过程中如

出现视力显著下降、眼红、眼痛、眼痒、畏光、流泪、眼部分泌物增多等不适症状，请在 24 小时内联

系主诊医师，并按医师指导进行后续治疗。 

f）角膜塑形镜配戴过程中需配合医师并在医师指导下进行规范操作，戴镜者本人或监护人必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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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戴镜、摘镜规范方法及眼睛及镜片自检方法，同时须根据戴镜指导定期进行镜片护理。护理产品包括

硬性透氧性角膜接触镜护理液、定期除蛋白消毒液、润眼液等，如出现与配戴角膜塑形镜无关的其他眼

部疾病，应积极转诊，进一步诊治，必要时停戴角膜塑形镜。 

g）附属护理产品需定期更换，储存时须注意保持无菌状态。 

h）医师可能根据患方具体情况对角膜塑形术疗程进行调整，治疗过程中可能需要定期更换角膜塑

形镜。角膜塑形镜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 1.5 年，超长使用可能降低治疗效果并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如

视力下降、眼组织损伤、微生物感染等）。未遵医嘱更换角膜塑形镜片，且擅自超长使用角膜塑形镜从

而引起并发症，需由患方承担后果。 

i）角膜塑形术所使用角膜塑形镜是针对每位申请配镜者特殊定制的，一旦订做不能退换，且不能

与他人互戴。由于镜片是高分子合成材料制成的，具有一定的脆性。因此，在镜片的清洗及使用的过程

中需要格外小心，以免镜片丢失或破损。如因申请配镜者原因出现镜片破损、遗失等情况，更换镜片的

费用需由申请配镜者另行承担。 

j）角膜塑形术治疗期间申请配镜者有权决定终止治疗，停戴角膜塑形镜。因角膜塑形术对角膜形

态的改变具有可逆性，一旦停戴角膜塑形镜，近视度数会出现回退，主要表现为视力下降。因此，欲达

到相对稳定的治疗效果，建议长期配戴角膜塑形镜。 

A.2 角膜塑形镜责任书（三联单） 

A.2.1 经营机构责任 

角膜塑形镜经营机构应履行以下职责： 

a）应承诺所供应的角膜塑形镜产品均符合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并检测合格；角膜塑形镜试戴片，

应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指定的检验中心送样检测。 

b）应指导验配人员正确使用角膜塑形镜和护理产品。严禁销售、使用无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的角膜

塑形镜和护理产品。 

c）应保证从制造商订购角膜塑形镜产品到验配机构，直至申请配镜者，其产品和标识具有唯一的可

追溯性。 

d）申请配镜者取得镜片之日起 30 日内，如镜片发生非人为的破损，经营机构应为申请配镜者免费

复制补片，免费补片每人每只眼只享受一次，已损坏的镜片由经营机构回收；如碎片拼合后防伪码不

完整、碎片缺少部分大于整片的 1/5、或碎片呈粉碎状，申请配镜者不能享受免费补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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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机构：                      （签章）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A.2.2 验配机构责任 

角膜塑形镜验配机构应履行以下职责：  

a）验配人员应以高度责任心合规完成角膜塑形术全过程。 

b）如申请配镜者按规定戴镜 90 天，近视未达到预估的降低程度，申请配镜者有权提出退款，验配

机构在收到申请配镜者退回的完好镜片后，应退还 1/2 的镜片费用。 

c）如申请配镜者因出现视物叠影现象，主动要求终止矫正，且交回完好镜片，验配机构应退还 1/2

的镜片费用。 

d）如镜片破损，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指定的检验中心检验合格确认为质量问题，验配机构

应承担镜片的复制费用及检测费用。 

e）在收到制作完成的镜片后，应及时通知申请配镜者或监护人员领取。 

验配机构：                      （签章）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A.2.3 申请配镜者责任 

配戴角膜塑形镜申请配镜者应履行以下职责： 

a）应付清实施角膜塑形术的各项费用。 

b）矫正期间，如因申请配镜者隐瞒病史或出现与配戴角膜塑形镜无关的眼疾导致终止矫正，损失由

申请配镜者承担；如不按医嘱定时复查，申请配镜者自行承担后果。 

c）矫正期内，如有特殊情况应事先告知验配人员，取得验配人员同意，无故终止矫正，损失由申请

配镜者承担。 

d）在矫正期内，如不接受或不配合验配人员进行必要的技术调整（包括重新设计、订制镜片等），

则不可要求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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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应使用和镜片性能相配套的护理产品和附件，如使用未经验配机构许可的物品接触镜片导致意外

事故发生，损失由申请配镜者承担。 

f）矫正记录资料的所有权属验配机构。每位申请配镜者的原始矫正记录都将长期保存备查，未经许

可，任何人不得私自占有原始矫正记录，需要查阅和复制，必须经验配机构同意。 

申请配镜者承诺：我理解角膜塑形镜使用须知和需承担的责任，经慎重考虑后自愿选择配戴角膜塑

形镜、承担相关风险，并同意遵医嘱定期复诊及进行后续治疗。（请申请配镜者抄写以上文字） 

                                                                                     

                                                                                     

申请配镜者签名：                                            

    申请配镜者工作单位或学校：                       

联系电话：                       

时间：    年   月   日 

或  监护人签名：                               与申请配镜者的关系：                       

监护人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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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角膜塑形术病历 

角膜塑形术病历如下： 

 

 

病历编号 

 

 

 

角膜塑形术病历 

 

 

姓名： 

监护人：                 与申请配镜者关系： 

性别： 

年龄：   

职业：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首诊时间：     年   月   日 

地址：     省    市    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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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史 

配镜目的： 

主诉：眼视力下降   年 

现病史： 

屈光度变化情况：裸眼视力： 

戴框架眼镜   年（未戴  常戴  不常戴）； 

原镜度数：右   /矫正视力   ，左   /矫正视力   ； 

戴隐形眼镜（未戴  软镜  硬镜）  年（常戴  不常戴）， 

原镜度数：右   /矫正视力   ，左  /视力矫正视力   ； 

隐形眼镜停戴时间：（ 天 周 月 年）；停戴原因： 

既往史： 

全身疾病史：无；有： 

眼部疾病史：无；有： 

过敏史：无；有： 

个人史： 

出生史：足月／早顺／剖腹 产 

家族史： 

近视家族史：无；有： 

遗传性全身病：无；有： 

遗传性眼病：无；有：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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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眼科专科检查 

 OD OS 

视力 
裸眼 

远   

近   

矫正   

眼压（mmHg)   

眼位 

角膜映光 正位斜视: 正位斜视: 

交替遮盖   

遮盖－去遮盖   

眼球运动 SAFE;   异常 SAFE;   异常 

眼睑 
未见异常； 

内翻 外翻 上睑下垂 倒睫 水肿 肿块 

未见异常； 

内翻 外翻 上睑下垂 倒睫 水肿 肿块 

眼睑张力    紧张    正常    松弛 紧张      正常     松弛 

瞬目 
完全 / 不完全 

频率：次／分钟 

完全 / 不完全 

频率：次／分钟 

泪器 指压分泌物：   无   有     指压分泌物：   无   有     

泪液 BUT:   秒； Shirmer I:  mm BUT:   秒； Shirmer I:  mm 

结膜 
睑结膜 清 / 充血 / 滤泡 / 乳头 清 / 充血 / 滤泡 / 乳头 

球结膜 清 / 充血 / 水肿 清 / 充血 / 水肿 

角膜 透明   混浊（云翳 斑翳 白斑）   透明   混浊（云翳 斑翳 白斑）   

前房 

中央深度（正常 / 浅）； 

房角（    CT）； 

房水（清 / 闪辉） 

中央深度（正常 / 浅）； 

房角（    CT）； 

房水（清 / 闪辉） 

瞳孔 
形状: 圆 / 梅花形 / 梨形 

对光反射：灵敏 / 迟钝 

形状: 圆 / 梅花形 / 梨形 

对光反射：灵敏 / 迟钝 

虹膜 纹理: 清 / 其他 纹理: 清 / 其他 

晶状体 透明 / 混浊 透明 / 混浊 

玻璃体 透明    轻混浊   出血    透明    轻混浊   出血    

视网膜 平伏 平伏 

视乳头 
界清 / 不清，色红 / 色苍白 

C／D： 

界清 / 不清，色红 / 色苍白 

C／D： 

黄斑中心凹反光 锐利  欠清晰  消失  锐利  欠清晰  消失  

主诊医师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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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视光专科检查 

 OD OS 验光技师签名/日

期 

电脑验光    

散瞳验光    

综合验光    

角膜曲率 

（电脑验光） 

Flat K        × 

Steep K       × 

Flat K        × 

Steep K       × 

 
角膜地形图 

RoESF 

CIM Q 

角膜直径瞳孔直径 

Flat K        ＠ 

Steep K       ＠ 

RoESF 

CIM Q 

角膜直径瞳孔直径 

Flat K        ＠ 

Steep K       ＠ 

角膜厚度（μm）   

眼轴长度（mm）    

角膜

内皮 

细胞密度 
   

变异系数

（％）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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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试戴记录 

 

试戴 1 

 

 OD OS 

镜片编号   

试戴时间   

定位   

活动度   

BC 荧光暗区   

RC 荧光亮区   

AC 荧光暗区   

PC 荧光亮区   

配适特征   

角膜地形图   

戴镜验光   

是否换镜   

 

配镜师签名： 

 

验光技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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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戴 2 

 

 OD OS 

镜片编号   

试戴时间   

定位   

活动度   

BC 荧光暗区   

RC 荧光亮区   

AC 荧光暗区 
 

 

 

PC 荧光亮区   

配适特征   

角膜地形图   

戴镜验光   

是否换镜   

 

配镜师签名： 

 

验光技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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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膜塑形镜处方： 

 

配镜处方笺 

 

门诊病历号:                  处方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方式: 

临床诊断: □近视  □远视  □散光  □屈光参差   

□双眼视功能异常  □弱视  □斜视  □其他： 

  Rx: 

角膜塑形镜 试戴 K T/CP AC DIA VA 品牌型号 Ks Kf E 

OD          

OS          

 

 

其他: 

 

 

 

 

验光技师： 

 

医师： 

 

核对： 

 

六、取镜检查： 

取镜时间     年   月   日，镜片质量确认； 

 

验配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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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处方镜戴镜评估记录:    

 

 OD OS 

中心定位   

移动度   

BC 荧光暗区   

RC 荧光亮区   

AC 荧光暗区   

PC 荧光亮区   

配适特征   

首次复诊时间： 

备注：□已经学会取戴□已知晓配戴注意事项及定期复诊事宜 

 

申请配镜者签名：                   年  月  日 

 

主诊医师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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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资料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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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角膜塑形术复诊卡 

病历号： 

角膜塑形术复诊卡 

 

（正面） 

姓名：          性别：            年龄：   

取镜时间：          镜片型号： 

镜片颜色:     R          L  

主诊医师 

医院地址： 

电话： 

（背面） 

复诊次数 复诊日期 视力 裂隙灯检查 地形图检查 医嘱 

戴镜 1-3 天内      

戴镜 1 周      

戴镜 2 周      

戴镜 1 月      

戴镜 2 月      

戴镜 3 月      

戴镜 6 月      

戴镜 9 月      

戴镜 12 月      

    复诊请持复诊卡，如有不适请于 24 小时内与我们联系。诊室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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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角膜塑形镜配戴的并发症及处理方法 

申请配镜者配戴角膜塑形镜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及其表现以及处理方法见表C.1。 

表 C.1 角膜塑形镜配戴的并发症及处理方法 

序号 并发症 表现 处理方法 

1 镜片固着 

镜片粘附于角膜上不能移动，镜片

下有粘液性碎片存在，角膜上皮着

色，角膜变形等。 

戴镜时在凹面点舒润液后再配戴，摘取镜片时

先点舒润液，待镜片恢复活动后再取。过紧的

配戴者可降低反转弧的高度或平坦周边弧等。

2 视力不佳 
视力波动、裸眼视力维持效果短或

视物重影。 

早期观察、中心偏位需调整配戴使良好定位，

持续视力差则换片。 

3 角膜点染 角膜上皮点片状染色。 

重新对申请配镜者进行配戴操作介绍，定期给

镜片除蛋白，严格控制镜片设计、配适，保持

适度活动度和泪液循环，可适当滴用不含防腐

剂的人工泪液和抗生素，预防角膜炎症。 

4 角膜色素沉着环 

反转弧区域下有铁样色素沉着环，

与镜片下的泪液聚集导致循环不良

有关。 

停戴后会逐渐消退。 

5 角膜不良变形 中心定位不良。 

常见改进方法有 4种： 

a) 调整镜片的平行弧，改善镜片定位； 

b) 采用较大光学区直径镜片； 

c) 采用大直径镜片； 

d) 缩小直径，改换 toric 设计。 

6 散光 逆规散光、镜片偏位。 

应严格挑选合适申请配镜者，逆规散光申请配

镜者不宜配戴角膜塑形镜。镜片偏位应促使镜

片回复中心位置，或采用 toric 设计。 

7 中央岛 

角膜中央区拱起变形，局部角膜曲

率变陡，申请配镜者出现视力下降、

虚影、视物模糊等症状。 

修改镜片设计改善配适。 

8 眩光 暗环境视力不佳 

初期眩光症状，随着申请配镜者戴镜时间延长

逐渐减轻。长期戴镜未能减轻，可能因镜片配

适偏位或暗环境下瞳孔大小超过镜片光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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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并发症 表现 处理方法 

改善方法： 

a） 镜片偏位：适当评价和调整镜片，达到理

想的中心定位； 

b） 角膜径与瞳孔径较大的申请配镜者，可通

过加大镜片光学区直径和总直径设计。 

9 护理液过敏 灼热不适、眼红、刺激感等。 

先进行眼科检查，再进行镜片处理。 

a） 眼科检查：滤泡性结膜炎、角膜弥漫性点

状脱落； 

b） 镜片处理：镜片彻底冲洗；更换护理系统，

使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加强镜片护

理。 

10 结膜炎 
眼红、异物感、畏光、流泪，结膜

充血及有分泌物等。 

应停戴塑形镜、冲洗结膜囊、医治结膜炎、强

调申请配镜者个人卫生。 

11 角膜感染 

患眼有异物感，刺痛甚至烧灼痛。

球结膜表面混合性充血，伴有怕光、

流泪、视力障碍和分泌物增加等症

状。 

立即停戴，由眼科医生负责诊治。 

12 干眼 

眼部干涩和异物感，烧灼感、痒、

畏光、充血、刺痛、粘丝状分泌物

等； 

应消除干眼诱因。睑板腺功能障碍者应热敷、

按摩、熏蒸，使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睑

缘炎使用抗生素眼液；症状严重者需停戴角膜

塑形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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