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眼科协会的眼科手术能力评估标准(ICO-OSCAR)
国际眼科协会的“眼科手术能力评估标准”(ICO=OSCARs)是为促进外科手术能力的评估和教学而设计。它将手术过程分解为单个步骤，对每
一步进行评估，评估等级分为为初级新手、新手、高级新手和合格者。ICO=OSCAR 对每一级别的评估标准都有描述，评估者只需要圈出其观察
到的手术的每个步骤的操作情形即可。ICO=OSCAR 应该在手术结束时即时完成，并立即与学生讨论，提供及时的、具结构性的及针对性的操作
反馈。这些评估标准由国际专家小组设计，可以对外科手术能力进行有效的评估。

ICO-OSCAR 导师指引
1. 观察住院医师手术。
2.最好可以在手术结束时立即圈出所观察到的情形。有的人喜欢先让住院医师自己圈出他们认为与操作相符的描述。如果有手术录像，可以
在手术后通过录像回放观察再评分，但这样做的话无法提供效率更高的及时反馈。
3. 记录下评估表中未包含的评估意见。
4. 跟住院医生回顾评估结果。
5. .制定改进计划(如:湿实验操作/紧接着的下一个手术的注意事项)。
建议:
•
如果以前曾有过病例，查阅 ICO-OSCAR 记录，注意需要改进的地方。
•
如果由不同的导师对同一个住院医师进行评估，导师们最好在开始之前一起评估几个以往的记录病例，以确保他们的评分方式是相同
的。
使用和翻译本文件仅限非商业用途，并请注明出处为 ICO。访问和下载 ICO-OSCARs: icoph.org/ico-oscar

眼科手术技能评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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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单：
巩膜途径和烧灼止血

2
3

巩膜角膜切口
角膜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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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房穿刺与粘弹剂：
适当使用和安全置入

撕囊： 皮瓣的起始及
整个过程。
撕囊：

7

成形和环状完成。
核的水分离

8
托核进入前房
9
核摘除
10
充分去除皮质的灌洗
和抽吸技术
11

12

人工晶体置入、旋转

OSCAR – SICS

新手
（评分= 2）

初学者
（评分= 3）

进阶者
（评分= 4）

胜任者
（评分= 5）

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不能开
始铺单。
不能成功地通过巩膜。烧灼
止血的强度和定位不充分或
过度。
切口的深度、定位和大小不
当。
入前房比较犹豫. 不能延长
内口，前房明显变浅，.切口
需要延长或缝合
不确定使用粘弹剂的时机、
种类和用量。在穿刺过程中
难以进入前房。
.
需要指导，验性，追求而非
控制破裂，可发生皮质撕裂
。
大小和位置不适于核的密度
与植入物类型，可发生撕裂
。

铺单时需要少量语言指导。睫毛覆
盖不完全。
通过了巩膜，但是存在困难和犹
豫。烧灼止血的强度和定位不充分
或过度。
下列各项中只有一项正确：切口深
度、定位或大小。
进入前房但延长困难，进入不同平
面.内切口过前或过后。中度 2 浅前
房.需要伤口延长或缝合
需要少量指导。知道给药时机，但
是所选种类或用量有误。

睫毛基本上被覆盖，铺单时对视野的
妨碍极小。
在获得了良好的巩膜途径方面存在轻
度的困难。烧灼止血充分呢。

睫毛被完全覆盖，切口部位明确，
铺单未妨碍视野。
准确熟练地通过巩膜。适度且准确
的烧灼止血。

下列各项中只有两项正确 ：切口深
度、定位或大小。
进入正确平面.能延长重复粘弹剂. 内口
不规则. 需要伤口延长或缝合.

良好的切口深度、定位和大小。

少量指导，主要为破裂控制过程中
的偶尔失控，可发生皮质撕裂。

不需指导。在适当的时间给药。给予
了适当的剂量和类型。导管末端的位
置适当。在提供多种粘弹剂时不确定
哪种是正确的选择。
在控制中，几乎无不协调或复位操作
，无皮质撕裂。

将导管末端防止在晶体囊和内皮的
适当位置，并在适当的时机给予了
正确剂量的粘弹剂。在提供多种粘
弹剂时能够选用适当的种类。
灵巧地接近并自信地控制破裂，无
皮质撕裂。

大小和位置刚刚适用于核的密度和
植入物类型，难以获得环形撕口，
发生撕裂。

大小和位置几乎准确适用于核的密度
和植入物类型，具有可控性，仅需少
量指导。

晶状体 -囊粘连的水 分离粗
糙且不完全，妨碍了晶体旋
转和摘除，且手术医师未意
识到。
不能进入前房，核在囊代内
旋转,接触虹膜和角膜,瞳孔
收缩，可能损伤囊代或悬韧
带.
因尝试而导致晶囊撕裂的辐
射或后囊撕裂；不能固定或
摘除晶体核。
在将抽吸头置入晶体囊撕裂
边缘下方方面存在很大困
难，不能控制抽吸孔的位
置，不能按需调节抽吸的速
率，不能充分剥除皮质物
质，用抽吸器的口损伤了晶
体囊或虹膜。
不能置入人工晶体，不能做

水分离粗糙且不完全，但是能够意
识到，而且通过多次尝试后能够纠
正。

水分离和晶状体游离不精确，但是在
没有辅助的情况下经过一次或多次尝
试后能够完成。

大小和位置充分适用于核的密度和
植入物类型，无撕裂，迅速，独立
的辐射控制，在整个撕囊过程中保
持对皮瓣和 AC 深度的控制。
精确且受控的水分离术。

经过反复尴尬尝试核托出，搅动皮
质造成能见度降低，虹膜或角膜接
触，囊袋或悬韧带无损伤
.
移动协调，但是仍然不能摘除核。

核进入前房，有少量阻力，没有角膜
接触.

没有阻力，瞳孔和虹膜没有损伤

移动不协调且不精确，但是成功完成
了晶体核的摘除。

熟练地摘除核，对移动和操作控制
良好。

在将抽吸头置入晶体囊撕裂边缘下
方和保持开口向上的位置方面存在
中等困难，在无对合末端的情况下
尝试抽吸，对抽吸的动力学理解不
佳，对皮质的剥除控制不理想，急
动且缓慢，可能损伤晶体囊。多次
尝试导致残留少量皮质物质。
在人工晶体的置入和操作方面存在

在将抽吸头置入晶体囊撕裂边缘下方
方面存在极小的困难。抽吸口通常向
上，对皮质进行了 360 度处理，皮质
剥除缓慢，技术错误很少，惨了的皮
质物质很少。

保持抽吸口向上，在灌洗模式下将
抽吸头置入晶体囊撕裂边缘下方。
在液体流恰好足以封闭末端的情况
下开始抽吸，有效去除全部皮质。
向瞳孔的中心方向轻轻剥除皮质物
质，以防韧带薄弱。

在极轻微的前房不稳定的状况下完成

在较深且稳定的前房和囊袋内进行

熟练进入前房. 切口长度合适不需
要延长. 延长时能切口自闭.

不适用
，由指
导医师
完成（
评分=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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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终位置

成置入不可折叠型人工晶体
的充分的切口：不能将较低
的触点放入囊袋中，不能将
上方接触点旋转入位。可折
叠型：不能将人工晶体加载
入注射装置或钳状骨针内，
不能控制人工晶体的注射，
不控制末端的放置，人工晶
体不在囊袋内或注射后上下
倒置。

切口关闭：清除粘弹
剂、切口水化、切口
的安全性）

不能彻底清除粘弹剂。不能
使切口不漏水或未检查切口
的密封情况。最终眼压不
佳。

困难，对眼睛操作粗糙，前房不稳
定，重复尝试导致不可折叠型人工
晶体边缘的损伤：重复的犹豫不定
的尝试导致下方触点在囊袋内，上
方触点旋转入位，但是用力过度导
致晶体囊和韧带撕裂，在置入可折
叠型人工晶体时也需进行重复尝
试：在将人工晶体加载入注射装置
或钳状骨针内方面存在困难，犹豫
不决，对人工晶体的注射控制不
佳，在控制末端的放置方面存在困
难，需要过度操作方可将触点放入
囊袋中。
不确定彻底清除了粘弹剂。在手术
结束时，需要额外操作方可确保切
口不漏水。眼压可能不理想，但是
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

眼球指数
切口不偏和尽量减少
眼睛转动与角膜变形
眼睛置于显微镜视野
的中央
结膜和角膜组织的处
理、
眼内空间意识

几乎持续的眼睛运动和角膜
变形。

虹膜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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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速度和操作的流
畅性

人工晶体的置入和操作，切口正好适
用于不可折叠型人工晶体的置入：在
将下方触点置入囊袋内方面存在一定
的困难，将下方旋转入位时对晶体囊
撕裂部位和小带纤维具有一定的牵
拉。
可折叠型人工晶体：在将人工晶体加
载入注射装置或钳状骨针内方面存在
很小的困难，犹豫但是对人工晶体的
注射控制良好，在控制末端的放置方
面存在极小的困难，两个触点均在囊
袋内。

人工晶体的置入和操作，切口适用
于植入物的类型。不可折叠型人工
晶体：下方触点顺利置入囊袋内；
在不对晶体囊撕裂部位和韧带造成
过度牵拉的情况下将上方触点旋转
入位。可折叠型人工晶体：能够将
人工晶体加载入注射装置或钳状骨
针内，在可控的情况下注射人工晶
体，人工晶体固定对称，光学部分
和两个触点均在囊袋内。

在该步骤之后彻底清除了粘弹剂，
在 手 术 结束 时检 查 了切 口 且不 漏
水。最终眼压理想。

眼睛经常不在初始位置，经常变形
折叠。

在该步骤之后可充分清除粘弹剂，但
是有一定困难。在手术结束时检查了
切口且不漏水，或仅需极小的调整。
眼压可能不理想，但是意识到并处理
了眼压。
眼睛经常处于初始位置，发生轻度的
角膜变形折叠。

总是需要重新定位。

偶尔需要重新定位。

瞳孔位置轻微波动。

组织处理粗糙并导致损伤。

组织处理处于边界水平，发生极轻
的损伤。
偶尔意外接触晶体囊、虹膜和角膜
内皮。
虹膜偶尔处于风险中。在确定使用
钩、环或其他虹膜保护方法的时机
和操作方面需要帮助。
偶尔做做停停，无效和不必要的操
作较常见，手术持续约 60 分钟。

组织处理得当，但是有存在损伤的可
能性。
极少意外接触晶体囊、虹膜和角膜内
皮。
虹膜整体保护良好。在虹膜钩、环或
其他虹膜保护方法方面存在轻度的困
难。
偶见无效和/或不必要的操作，手术持
续约 45 分钟。

器械经常接触晶体囊、虹膜
和内皮。
虹膜充实处于风险中，处理
粗糙。
犹豫不决，经常做做停停，
非常不流畅。 手术持续约
60 分钟。

在手术过程中，眼睛保持在初始位
置。未产生变形折叠。切口的长度
和位置防止了角膜变形。
在手术过程中，瞳孔保持在中心位
置。
处理过程中未损伤组织且无相关风
险。
没有与晶体囊、虹膜和角膜内皮的
意外接触.
未损伤虹膜。使用所需的虹膜钩、
环或其他方法保护虹膜。
避免了无效和/或不必要的操作，手
术持续时间适于相应的手术难度。
整体而言，30 分钟足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