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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KIN激光的疗法不需要前房角镜，因为它将
光束引导到角膜缘周围的小梁网（眼睛的白色部
分）深处，所有激光射击都在一秒内所应用。

针对患者的独特优势：

• 适用于所有青光眼类型
• 解决依从性问题
• 可作为一线主要疗法
• 不伤害角膜、眼表或房角结
• 不需要凝胶造成视觉模糊
• 完全兼容未来的青光眼手术

问题

青光眼是一种慢性疾病，且是全球不可逆失明
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 这种疾病是无法治愈
的，但可以通过降低眼压 (IOP) 来延缓其发展
速度，从而阻止视野缺损和失明。

现阶段一线治疗手段

滴眼液--要求患者终身严格坚持每日的治疗方 
案，慢性药物可能伴有副作用、使用不便和 费
用昂贵等缺陷。因此，其依从性较差2。|

选择性激光小梁成形术(SLT)逐步成为一线。
治疗的选择。最近已有确凿证据证实，相比传
统的青光眼眼药水治疗，选择性激光小梁成形
术方法更加先进。然而由于选择性激光小梁成
形术主要由青光眼专家操作，许多患者无法采
用该治疗方案。案

迄今取得的成就：
 首例人类临床试验——进行中

 临床前试验

 概念证明随机试验

 中国、日本，泰国，澳大利亚和以色列已
经取得专利

近期目标:

BELKIN Laser: 方便的一秒钟青光眼护理

BELKIN Laser开发了仅需一秒自动完成青光眼治疗的方案，
旨在改革青光眼治疗的可及性，成为世界上所有眼科医生和
患者的首选。

• 自动化：高分辨率的图像采集算法、眼球
追踪仪

• 可直观：点击按钮即可激活的触摸屏

•极速：一秒治疗

• 患者友好：无创、无接触、瞬时、无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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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KIN Laser将常规的青光眼治疗从专业的治疗
过程转变为所有眼科医生都会首选的高效、安全
和可靠的治疗方法。

解决需求

BELKIN Laser可以让一名医生治疗更多的青光眼 
患者，因此而解决了众多青光眼患者与有限的医 
生数量之间日益加深的差距问题。

世界上约有7000万人罹患青光眼1 。然而，目前
全球仅有 6,000 名青光眼专业医师。BELKIN激光
器的出现可以让普通眼科医生能够进行青光眼激 
光治疗。这意味着世界上超过20万的眼科医生有
机会首选采用BELKIN Laser疗法对患者进行治 
疗。BELKIN Laser疗法面对着巨大的目标市场， 
为大幅度提高医生收入来源提供了机会。

为亚洲人首创的治疗方案

BELKIN Laser技术适用于普遍的开角型青光眼， 
该类型占青光眼患者人数的70%，同时也意图为
占青光眼患者人数30%的闭角型青光眼提供首创 
激光疗法。闭角型青光眼患者在亚洲人群中颇为 
常见。

社会影响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青光眼病人，药物非常昂
贵，BELKIN Laser疗法为青光眼患者提供了独特
的治疗方案。在发达国家，即使药物不是多么昂
贵，病人依从性较差，一年以后只有50%患者继
续接受治疗。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任何医务人员经过几分钟的 
培训之后就能使用BELKIN激光器。BELKIN Laser 
使用方便，费用低廉，可以拯救许多尚未接受治
疗的青光眼患者的视力，其成功对民生、社会和 
经济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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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创新局—50万美元

• “展望2020”（Horizon 
2020）计划— 250万欧元 

奖项：

推出： 
公司创始人，现任公司医疗总
监的Michael Belkin（Ex-Press 
青光眼Shunt） 卖给爱尔康成
功推出
 联系人:

Daria Lemann-Blumenthal,首席

执行官
移动电话:  +1.613.299.5930 

daria@belkin-laser.com 
www.belkin-laser.com

微信：DariaLeBlu

：参考资料

BELKIN Laser — 直接选择性激光小梁成形术

    1Yih-Chung Tham. Global Prevalence of Glaucoma and Projections of Glaucoma Burden through 2040 .
 2Paula Anne Newman-Casey et al. Patterns of Glaucoma Medication Adherence over Four Years of Follow-Up. Ophtalmology, Volume 122, Issue 10, Pages 2010–2021, October 2015 
3Gus Gazzard, et al.  Selective laser trabeculoplasty versus eye drops for first-line treatment of ocular hypertension and glaucoma (LiGHT):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Lancet, March 09, 2019, DOI: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8)3221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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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人体试验 - 完成 
对中国人口开角型青光眼的临床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