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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back方法对间歇性外斜视患儿术后
双眼视力功能恢复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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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Teach-back方法对间歇性外斜视患儿术后双眼视力功能恢复的影响。方法:选取2014年8月至2016年

12月海南省人民医院眼科收治的72例间歇性外斜视术后的患儿,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36例。对照

组接受常规视觉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Teach-back方法进行训练;于训练前、后分别评估记录两组患儿参与训练

次数、视觉训练自我评分及家庭视觉训练知识检测评分,并测定患儿训练前、后融合视觉、立体视觉及纽约斯尔控制分数

(NCS)。结果:观察组的训练次数、视觉训练自我评分及家庭视觉训练知识检测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视觉训练

后,两组患儿的融合值明显提高,立体视觉显著降低,且观察组的改善程度较对照组更显著(P<0.05);经过视觉训练后两组患

儿NCS评分均明显下降,且观察组NCS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Teach-back方法结合视觉训练能够提高间歇性外

斜视术后患儿的训练依从性及训练效果,提高患儿融合视觉和立体视觉的恢复,改善视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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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ofteach-backmethodonbinocularvisualfunctioninchildrenwithintermittentexotro-
piaaftersurgery
WuXiaoling.(DepartmentofOphthalmology,ThePeople’sHospitalofHainan,Haikou5701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ofteach-backmethodonbinocularvisualfunctioninchildren
withintermittentexotropiaaftersurgery.Methods:72childrenwithintermittentexotropiatreatedinour
hospitalfrom August2014toDecember2016wererecruited,andwererandomlydividedintoacontrol
groupandanobservationgroup,with36casesineachgroup.Thechildreninthecontrolgroupunderwent
conventionalvisualtrainingaftersurgery,andthose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trainingbyteach-back
method.Thefrequencyoftraining,visualselftrainingscoresandfamilyvisiontrainingknowledgetest
scoreswererecorded.Thevisualfusion,stereovisionandNCSscorewerecomparedbeforeandaftertrain-
ing.Results:Thefrequencyoftraining,visualtrainingselfratingandfamilyvisualtrainingknowledgetest
scores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P<0.05).After
visualtraining,fusionvaluewasincreased,whilestereoacuitywasdecreasedintheobservationgroup,com-
paredwiththecontrolgroup(P<0.05).NCSscoreintheobservationgroupwaslowerthanthatinthecon-
trolgroup(P<0.05).Conclusion:Teach-backmethodcombinedwithvisualtrainingcouldimprovetraining
complianceandbinocularvisualfunctioninchildrenwithintermittentexotropia.
Keywords teach-back;intermittentexotropia;children;visualtraining

  间歇性外斜视常发生于儿童时期,大部分患者

随着病程发展会出现斜视加重。目前认为,对于大

角度间歇性外斜视患者应该采取手术治疗[1],且在

矫正间歇性斜视患者眼位后应当重视其双眼功能的

重建[2]。许多研究显示,术后的视觉训练对改善患

者视功能十分重要,能够有效帮助患者,特别是儿童

恢复立体视觉[3-4]。但由于儿童自主能力较差,对于

枯燥的视觉训练不能很好的坚持完成,且家长对其

认知不足,没有起到足够的监督指导作用,导致视觉

训练效果不理想。Teach-back方法是一种强调医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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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参与、患者提供反馈的指导模式,在国外已有较

广泛的应用,其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和自主

性,增强护理或训练的效果[5]。本研究采取Teach-
back方法对间歇性外斜视患儿进行术后视觉训练,
探讨其对患儿视力功能恢复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8月至2016年12月海南省人民

医院眼科收治的72例间歇性外斜视术后的患儿。
病例纳入标准:①根据《我国斜视分类专家共识》[6]

符合间歇性外斜视诊断;②1周内接受外斜视手术

治疗;③年龄4~11岁;④眼底正常,无其他眼部器

质性病变;⑤视网膜对应关系正常;⑥裸眼或矫正视

力在0.8以上;⑦外斜度>20°;⑧患儿及家长均自

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合并眼球震颤或其他

类型的斜视;②合并眼球器质性疾病或全身疾病;③
不能配合检查治疗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

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36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
外斜度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本研究取得本院医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儿家属均知情,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

表1 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性别,n
男 女

年龄/岁,
x±s

外斜度/°,
x±s

近视,n 调节异
常,n

对照组 36 15 21 6.5±1.2 31.5±4.6 18 15
观察组 36 17 19 6.9±1.0 33.4±4.3 14 17
t/χ2 0.225 1.536 1.810 0.900 0.225
P 0.635 0.129 0.075 0.343 0.635

1.2 视觉训练方法

  所有患儿均于术后2周开始视觉训练,2次/
周,每次不少于20min,直到术后3个月,共进行

20次训练。

  对照组进行常规视觉训练,由专业眼科医生帮

助患儿进行视觉训练,训练采用TSJ-V型同视机、
双眼视觉训练仪(Cheiroscope实体镜),具体内容包

括融合训练、辐辏训练、捕捉训练、追踪训练等[7]。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Teach-back方

法进行训练,具体内容[8-9]:(1)建立 Teach-back训

练模式:首先建立Teach-back训练小组,包括1名

眼科医生及2名护理人员,以上人员均有5年以上

的临床经验,并有着良好的沟通能力。训练以小组

的形式进行,每小组至少有5名患儿及家长一起参

加训练。每次训练小组开始,让患儿及家长进行自

我介绍,由医生引导,让患儿及家长们形成一个团

体,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然后,由护理人员介绍视

觉训练的必要性,以及家庭视觉训练的方法及注意

事项。在医生对患儿进行简单的视觉功能检查后,
将患儿分为2人1组,进行视觉训练,让同组的患儿

互相学习,互相激励,对于认真完成视觉训练的患儿

给予称赞及鼓励。训练结束后,患儿及家长对视觉

训练过程中比较难以坚持或完成不佳的内容进行反

馈,由家长协助患儿填写Teach-back测评表,并由

医生引导,分析如何更好的完成训练。(2)制定

Teach-back测评表:测评采用简单的问卷方式进行,
具体内容:您觉得哪部分训练难以坚持;您觉得今天

视觉训练的完成评分是多少(0~10分);家庭视觉

训练的注意事项等。(3)Teach-back训练模式的整

体过程:①初步训练:通过小组形式由医护人员对各

项训练注意事项进行讲解,并指导患儿进行视觉训

练。②效果反馈:训练结束后通过问卷及讨论的方

式反馈患儿的训练情况,及家长对训练的了解情况。

③进一步加强训练:对于训练完成程度不好的患儿,
采取改善训练方式、鼓励、奖品激励等方式提高训练

的完成度,对家庭视觉训练理解较差的家长进行加

强学习。

1.3 观察指标

1.3.1 患儿依从性 记录两组患儿参与视觉训练

的次数(总数为20次),并于术后3个月末次训练时

由家长协助患儿填写视觉训练自我评分表、家庭视

觉训练 知 识 检 测 表,表 格 由 我 科 自 制,满 分 为

100分,分数越高代表自我评价及知识掌握程度越

好。视觉训练自我评分表:分为看远(3m)和看近

(33cm),分别0~50分,总分100分。具体评价标

准:0分:30s观察时间内为恒定性外斜视;10分:

30s观察时间内外斜视出现时间>15s;20分:30s
观察时间内外斜出现时间<15s;30分:30s观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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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未出现偏斜,单眼遮盖10s后,患儿恢复融合

时间>5s;40分:30s观察时间内未出现偏斜,单眼

遮盖10s后,恢复融合时间为1~5s;50分:30s观

察时间内未出现偏斜,单眼遮盖10s,小于1s患儿

即恢复正常。家庭训练知识检测表:通过对患儿学

习知识进行考核,观察患儿的掌握程度及实行程度,
进行评分,满分100分。

1.3.2 融合视觉与立体视觉 采用DV100视觉诊

疗系统分别在训练前(即术后2周)及训练后(术后

3个月)对两组患者进行双眼融合视觉与立体视觉

检查,并进行对比分析。

1.3.3 纽 约 斯 尔 控 制 分 数 (NewcastelControl
Score,NCS) 分别在训练前及训练后对两组患者

采用NCS[10]对间歇性外斜视的严重程度进行评分,
得分范围0~9分,分数越高代表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儿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的训练次数、视觉训练自我评分及家庭

视觉训练知识检测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儿依从性比较(x±s)

组别 n 训练
次数/次

自我
评分/分

知识检测
评分/分

观察组 36 19.1±0.2 95.46±1.22 89.24±2.34
对照组 36 16.2±0.6 78.24±4.67 67.36±3.68

t 27.512 21.406 30.103
P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患儿训练前、后融合视觉与立体视觉比较

  训练前,两组患儿的融合值及立体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视觉训练后,两组患

儿的融合值明显提高,立体视显著降低,且观察组的

改善程度较对照组更显著(P<0.05),见表3。

2.3 两组患儿训练前、后NCS评分比较

  训练前,两组患儿的NC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患儿经过视觉训练后 NCS
评分均明显下降,且观察组 NCS评分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4。

表3 两组患儿训练前、后融合视觉与立体视觉比较(x±s)

组别 n
融合值/°

训练前 训练后
t P

立体视觉/s
训练前 训练后

t P

观察组 36 0.75±0.08 2.21±0.39 22.003 0.000 684.42±31.54 72.19±2.98 115.951 0.000
对照组 36 0.78±0.09 1.71±0.39 13.941 0.000 679.14±34.18 83.76±4.67 103.552 0.000
t 1.495 5.439 0.681 12.531
P 0.139 0.000 0.498 0.000

表4 两组患儿训练前、后NCS评分比较(x±s)

组别 n
NCS评分/分

训练前 训练后
t P

观察组 36 2.89±0.75 1.11±0.24 13.563 0.000
对照组 36 2.95±0.78 1.29±0.28 12.018 0.000
t 0.333 2.929
P 0.740 0.005

3 讨 论

  间歇性外斜视常发生于儿童时期,主要表现为

间断发作的显性外斜视,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间歇

性外斜视为进展性疾病,应积极进行治疗[11]。手术

治疗是目前大角度斜视的主要治疗手段,但是间歇

性外斜视患儿在术后应该加强视功能的重建[12]。

视觉训练能够有效提高患者术后的立体视觉恢复,
降低外斜视复发或继发性内斜视的发生概率[13]。
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视觉训练的效果更佳显著,有
研究显示,9岁以下的患儿采用视觉训练,效果明显

优于9岁以上的患儿[14]。但是,9岁以下患儿的自

律能力较差,由于视觉训练次数多,时间长,患儿往

往不能较好的坚持训练;家长对疾病了解较少,对视

觉训练没有足够的重视,因此起不到良好的监督指

导作用。
  Teach-back方法是通过小组的形式,让患者与

患者、患者与医护人员有更好的交流沟通,并通过患

者的反馈,进一步提高指导效果[15]。目前,Teach-
back方法在国外许多方面均有应用,取得了理想的

效果[16]。本研究将Teach-back方法与视觉训练相

结合,通过小组的形式,让患儿互相鼓励,增加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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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趣味性,同时针对家长进行相关教育,提高家长的

相关知识掌握及重视程度。本研究显示,观察组的

训练次数、视觉训练自我评分及家庭视觉训练知识

检测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有研究表

明,经单次常规健康教育,患者能够记住的内容往往

不超过50%,且有大量记错记混的内容[17]。本研究

在对家长进行教育时采用了回馈式方法,有效提高

了家长对训练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通过小组模

式,对患儿进行称赞激励,提高患儿参加训练的积极

性,在训练过程中能够与同龄患儿相互鼓励,减少患

儿对视觉训练的排斥。
  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过视觉训练,观察组

的融合视觉、立体视觉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这说明通过 Teach-back方法结合视觉训

练,能够通过增加家长知识认识水平、增强患儿的训

练热情,使视觉训练效果发挥更充分,从而使患儿的

视力功能恢复更理想。本研究中 Teach-back方法

的要点:①让同龄患儿共同参加训练,医护人员及家

长对患儿给予鼓励支持,提高患儿训练积极性;②对

视觉训练的必要性和相关知识向家长进行讲解,提
高家长的重视程度及患儿家庭视觉训练的完成度;
③采用回馈机制,对于完成度不好的训练项目进行

分析,及时改善训练方法并加强训练。
  NCS作为手术干预的参考指标,可对间歇性外

斜视进行定量分级,分数越高表示患儿控制能力越

差。因此,本研究运用NCS评分对两组患者治疗后

的斜视严重程度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儿

经过视觉训练后 NCS评分均明显下降,且观察组

NCS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表明Teach-back
方法结合视觉训练能够增强患儿的控制能力,进而

有效减轻患儿的间歇性外斜视的严重程度。研究表

明,当患者的NCS的评分在2分以内,这类患者的

自愈率能够达到39%[18]。
  综上所述,Teach-back方法结合视觉训练能够

提高间歇性外斜视术后患儿的训练依从性及训练效

果,进而提高患儿融合视觉和立体视觉的恢复,改善

视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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