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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说明书 - SOFTEC HP1 
（注意，图中所示蓝色单片式晶体仅作示例之用） 

 

重要声明 

强烈建议外科医生严格遵守本说明书中的建议、禁忌症和警告事项。 
 

介紹 

Lenstec斥水性鏡片（型號：Softec HP1）是一種用於白內障視力矯正的光學植入體。它是一種單片

式、雙凸面、吸收紫外線的人工晶體，帶有階梯拱形、改良的C環觸覺部分。Softec HP1由具有高

折射率的軟丙烯酸材料組成，可在嵌入前折疊。該材料經過了紫外線吸收劑處理，該吸收劑吸收

紫外線並對可致傷眼的光線加以防禦。 
 

预期用途  

Softec HP1後房人工晶體（IOL）適用於對合併或不合併老花眼的無晶狀體症進行治療。鏡片適用於

白內障晶體由超聲乳化白內障吸出術與循環撕裂晶狀體切開術移除且後囊完整的情況。滿足以下

全部標準的病患可被認為適合進行植入： 

· 男性或女性 

· 任何種族 

· 病患接受手術時年齡為18歲或以上 

· 能夠提供書面知情同意 
 

临床益处 

临床管理和患者健康的主要益处包括对以下方面的治疗： 

· 晶状体缺失 

· 白内障 

· 近视 

· 远视 

· 老花眼 

预计疗效持续时间将是永久的。 
 

性能特征 

对患者生活质量的预计效果是防止失明和改善视力。  
 

禁忌症 

除眼部手术的一般禁忌症以外，还应注意下列特殊禁忌症： 

难治性青光眼、小眼球症、严重慢性葡萄膜炎、视网膜脱离、角膜失代偿、糖尿病性视网膜病

变、虹膜萎缩、围术期并发症以及眼科医生依经验判断可能伴有的术后并发症及其他病症。 
 

风险分析 

植入 Lenstec Softec HP1 人工晶状体 (IOL) 的潜在风险罗列如下： 

眼内炎、毒性眼前节综合征 (TASS)、前囊膜纤维化、葡萄膜炎-青光眼-前房积血综合征、虹膜炎、

虹膜俘获、黄斑囊样水肿、角膜基质水肿、后囊膜收缩和晶状体变形、囊膜损伤、偏心/倾斜（小

视乳头）、眼内压 (IOP) 升高、伴随手术  
 

警告 

任何手术均存在潜在的风险。 人工晶体植入术可能伴有的并发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晶体脱位、玻璃体脱出、角膜内皮损伤、瞳孔阻滞、非色素沉淀、继发性青光眼、囊样黄斑水

肿、虹膜脱出、感染、Vitreous Wick 综合征、视网膜剥离、瞳孔膜。 

在下列任一情况下，考虑人工晶体植入的医生应权衡潜在风险或益处的比率： 

· 复发性严重眼前节炎或后节炎或葡萄膜炎。 

· 对于人工晶体可能影响观察、诊断或治疗眼后节炎能力的患者。 

· 白内障摘除术时存在手术困难，可能增加并发症（如：持续出血、严重虹膜损伤、不能控制的

眼压升高、严重的玻璃体脱位或脱出）几率。 

· 因曾受外伤或进展性损伤而致的眼变形，此种情况下人工晶体的植入是不可能的。  

· 植入时导致内皮损伤的情况。 

· 怀疑微生物感染。 

2 岁以下的幼儿不适合做人工晶体植入。

· 

 

· 紫外线吸收晶体在降低视网膜病变的有效性还没有被证实。  

· 与没有眼病的患者相比，眼病患者更难达到视力清晰和/或更容易患上并发症。医生应先探讨使

用治疗无晶体眼患者的其它可选方法，仅在确认其它可选治疗不能满足患者需要时才考虑人工

晶体植入术。 

· 根据报告，继发性青光眼有时发生在接受晶体植入前已患有青光眼的患者身上。 患青光眼的晶

体植入患者的眼内压应该在术后密切注意。 

· 根据报告，在进行白内障摘除术的手术并发症患者中，眼前房出血、继发性青光眼、瞳孔阻

滞、睫状体炎膜形成以及玻璃体炎的发生率较高。 

· 手术并发症患者应该在术后密切注意这些可能发生的并发症。 

 

注意事項 

· 請勿高壓滅菌或嘗試對鏡片進行重新消毒。需要重新消毒的鏡片應退回Lenstec。 

· 請勿把本鏡片植入前房。 

· 若無菌包裝已開啟或損壞，請勿使用該裝置。 

· 請勿重複使用鏡片。 

· 鏡片必須植入囊帶內。 

· 外部包裝標識上所示的有效期滿後，不得使用該人工晶體。 

· 小心取放人工晶體。粗暴取放或過度取放可能損壞鏡片。 

· 人工晶體植入需要高水準的手術技術。在嘗試植入鏡片前，醫生應該已觀摩和/或協助過許多次

手術植入並且成功修完人工晶體方面的一門或多門課程。 

· 所有鏡片移除案例均必須報告給Lenstec。 

· 使用此 IOL 及其附件（如果有）的医疗机构必须确保将其作为医疗废弃物进行正确处置。  
 

供應規格/使用說明 

Softec HP1是在包含於兩個（2）密封泰威克可滅菌撕式保護套裡的鏡片托盤內加以滅菌的環氧乙

烷。保護套的內容物是無菌的，除非保護套已開啟或損壞。鏡片盒包含可撕去的標識，上面標註了

鏡片序號、型號名和編號。這些標識旨在貼於病患的醫院圖、醫生圖和病患身份卡上。此卡應作為

其植入永久記錄交給病患。 
 

鏡片折疊及嵌入說明 

注入系統元件（注意：顏色可能變化。請參閱圖表）： 

盒（A）、敷貼器（B）、注射器（C）、鏡片裝填器II（D） 
 

手術說明（請參閱圖表） 

1. 打開卡匣側翼並在容器兩端下方和通道間的頂端 (E) 都注射黏彈劑，來準備充滿黏彈劑的注

射器卡匣 (A)。 

2. 取出注射器 (C)，請確定活塞頂端已經顯現，再使用置入器 (B) 將矽探針固定在活塞頂端 (F)，

然後再將活塞抽回到底。 

3. 鏡片裝在塑膠鏡片殼（G）內。從可撕式泰威克保護套中移除鏡片殼。一手握牢鏡片殼並向

下滑動以露出鏡片（H）。檢查鏡片是否碎裂及損壞。使用一對「無齒」鑷子，小心地把鏡

片從其殼內取出，仔細捏住鏡片的觸覺部分而非光學部分（I）。把鏡片放在盒內並確保其方

向正確（J）。 

4. 使用一對「無齒」鑷子，輕柔地把鏡片（包括觸覺部分和整個鏡片）壓縮進盒內襟翼水準以

下的腔室內。 

5. 緩緩關閉卡匣，使用固定鋏輕壓視盤，並確定視盤和支撐腳在卡匣關閉時不會緊壓到側翼。

請目視檢查關閉的卡匣，確定人工水晶體在側翼之間不會卡住。將水晶體裝填器的活塞底端

推到關閉卡匣容器的背面 (D, K)，再緩緩將人工水晶體從容器向前推到圓筒（如果覺得無法

推進，則表示人工水晶體卡在側翼中）。請確保水晶體裝填器已推進至最深處，以便讓水晶

體位於探針（鼻錐體）中。水晶體應可移動自如。如果無法移動自如，則代表支撐腳和

（或）視盤緊壓到側翼。如果水晶體無法移動自如，請打開卡匣並重複此步驟。如果水晶體

可移動自如，即可準備將卡匣裝入注射器中。附註：如果沒有確認水晶體的支撐腳或視盤是

否有正確放置在卡匣內，注射/植入時可能會導致水晶體受損。 

6. 將卡匣放在注射器外罩 (L) 中，然後盡可能將其往內推。按下注射器活塞，讓矽探針剛好抵

住卡匣容器的背面，再將探針向前推，直到您看到探針進入圓筒為止。 

7. 請小心將裝填溶液的注射器探針，以斜角朝下的角度推到前房，以避免碰觸到內皮細胞層，

直到卡匣開口沒入瞳孔末梢邊緣。將人工水晶體 (M) 輕輕注入前房。為確定人工水晶體在卡

匣中的擺放方向正確，請視需要逆時針旋轉注射器。請確定引導的 haptic 位於囊袋中。當尾

端 haptic 出現在卡匣中時，請輕輕地將卡匣從眼睛抽出。請重新確定前房深度是否足夠，如

果不夠深請注射額外的黏彈劑。如果尾端 haptic 超過這個區塊，使用「錐形推入器」將其插

入，讓它滴到囊袋中。請目視檢查，以確定 haptic 都放置在正確的位置。請從前房和人工水

晶體後方灌注黏彈劑。潤濕剖面的邊緣，使其密合。除非剖面有滲漏的情形或是眼房太淺，

才需要進行縫合，否則一般不需要縫合手術。 
 

取出 

取出程序因患者的病情和情况而异。因此，建议外科医生使用他/她确定将会对患者最有利的取出方

法。 
 

SOFTEC HP1 IOL 的定性和定量数据   

疏水性：聚丙烯酸乙酯 (PEA) 和聚甲基丙烯酸乙酯 (PEMA) 的共聚物，其与丁二醇二丙烯酸酯 (BDDA) 

交联。这些设备已根据 ISO 10993-3、ISO 10993-5、ISO 10993-7、ISO 10993-10 和 ISO 11979-5 进行了测

试，并且证明是安全的。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Lenstec。  
 

裝置詳情描述 

構造：  單片 

材料：  斥水性丙烯酸 

透光率：  請參閱圖表（N） 

折射率：  1.555 

屈光度度數範圍： 請參閱圖表（O） 

光學設計：  雙凸面 

總長（直徑）： 13.0 mm 
 

鏡片度數計算 

建议外科医生使用其习惯的方法计算晶体度数。一般来说，患者的晶体度数可根据已出版文献中的

公式以角膜曲率或眼轴长来计算。有关此主题的更多参考资料，请见 http://www.doctor-hill.com/iol-
master/lens_constants.html 

注：印刷在包装外的“A”常量和 ACD 值仅是估计数据。建议外科医生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确定各自的

值。 
 
有效日期 

人工水晶體包裝上標示的有效日期為保持無菌的有效日期。請勿使用超過有效日期的 IOL。 
 

退貨規定 

請向您的 Lenstec 代表洽詢退貨相關規定。退還的人工水晶體需附上完整的識別資訊及退貨原因。退

貨包裝上應標上生物危害標籤。 
 
安全和临床表现摘要 

请参阅 EUDAMED。 
 

患者登记和报告 

請向您的 Lenstec 代表洽詢退貨相關規定。退還的人工水晶體需附上完整的識別資訊及退貨原因。退

貨包裝上應標上生物危害標籤。 

病患登記和通報 

產品包裝內附有一張病患識別卡。請將本卡填妥後交給病患，並告知病患永久保留此卡，以便日後

出示給其他眼科從業人員參考之用。此外另有提供人工水晶體識別自黏標籤，可供黏貼在病患識別

卡和其他臨床記錄上。 

如果不良事件/投诉可合理地认为与晶状体相关，并且在性质、严重性或发生率方面先前未曾预料

到，则应将这些不良事件/投诉报告给相关的欧盟成员国主管部门和 Lenstec，地址为：Airport 

Commercial Centre, Pilgrim Road, Christ Church, Barbados：电话：+1 246-420-6795 • 传真：+1 246-420-6797; 电

子邮件：feedback@lenstec.com，或者联系您的 Lenstec 代表。 
 

參考書目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