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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复合式小梁切除术联合活血利水中药
治疗青光眼 42 例的疗效观察
楚智慧

张黎

杨烈莹

【摘要】 目的 观察应用复合式小梁切除术联合活血利水中药治疗青光眼的临床疗效。方法 42
例青光眼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 21 例，对照组单纯给予复合式小梁切除术治疗；治疗组在行
复合式小梁切除术后加服中药治疗。于治疗后定期复查，随访 12 月。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术后
，眼压降低（χ2＝3.638，P＜0.05）；治疗组前房形成情况明显低于对
视力明显增高（χ2＝4.511，P＜0.05）
2
照组（χ ＝4.256，P＜0.05）；两组均有滤过泡形成，且治疗组非功能性滤过泡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χ2＝3.054，P＜0.05）。结论 采用复合式小梁切除术联合中药治疗青光眼，疗效优于单纯复合式小梁
切除术治疗。
【关键词】 青光眼；中药；复合式小梁切除术

Analysis on the treatment of 42 cases of glaucoma with compound trabeculectomy
combined with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promoting diuresis Chinese medicine CHU
Zhi-hui, ZHANG Li, YANG Lie-ying. Dermatology Dept, the Hongqi hospital of Mudanjiang Medical College,
Mudanjiang 157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glaucoma with compound trabeculectomy
combined with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promoting diuresis Chinese medicine. Methods 42 cases with
glaucom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means of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mpound trabeculectomy,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hinese medicine after
compound trabeculectomy. The regular re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and follow-up visit was executed for an
average of 12 month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ostoperative vision in the treatment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χ2=4.511, P＜0.05）, and intraocular pressu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χ2=3.638,
P＜0.05）; The rate of anterior chambe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χ2=4.256,
P＜0.05）. Both groups had filtering bleb, and the rate of non-functional filter bleb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 χ2=3.054, P ＜ 0.05 ） . Conclusion The therapy of compound
trabeculectomy combined with Chinese medicine on glaucoma was better than compound trabeculectomy only.
【Key words】 Glaucoma；Chinese medicine；Compound trabeculectomy

青光眼为临床常见的不可逆性致盲眼病，指

1

资料与方法

眼内压间断或持续性升高超过眼球所能耐受的程

1.1

度，从而造成特征性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视

11 月我科门诊青光眼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眼科

［1］

力减退

。目前治疗常用的手术术式为传统小梁

一般资料：收集我院 2008 年 1 月至 2010 年
［2 ］

学分会青光眼学组制定的诊断标准

。将全部病

切除术，但术后常因并发症多而致手术失败。本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 21 例。对照组 21

文采用复合式小梁切除术联合中药治疗青光眼，

例中男性 15 例 18 眼、女性 6 例 8 眼；平均年龄

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52.3（31～65）岁；术前患眼药物控制下的平均眼
压为 27.5（13～45）mm Hg（1 mm Hg＝0.133 kPa）
，

DOI：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1.03.005
作者单位：157000 黑龙江省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
眼科

其中属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9 眼、慢性闭角型青光
眼 7 眼、开角型青光眼 5 眼；视力：光感～0.6。
治疗组中男性 13 例 16 眼、女性 8 例 13 眼；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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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52.5（35～67）岁；术前患眼药物控制下的

过泡形成情况等，测眼压、检查眼底及其他并发

平均眼压为 27.2（12～48）mm Hg，其中属急性闭

症情况，定期复查，随访 12 个月。

角型青光眼 10 眼、慢性闭角型青光眼 8 眼、开角

1.5

型青光眼 3 眼；视力：光感～0.6。两组患者在性别、

房形成，周边虹膜与角膜内皮相接触或中央前房

年龄、青光眼类型、术前眼压及视力方面比较，

比术前浅 1/2；②浅Ⅱ度：除瞳孔区的晶状体前囊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未与角膜接触外，其余整个虹膜面均与角膜内皮

1.2

相接触；③浅Ⅲ度：前房消失，整个虹膜面、晶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1)纳入标准：①符合

前房深度的判定标准

［3 ］

：①浅Ⅰ度：中央前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青光眼学组制定的诊断标

状体前囊均与角膜内皮相贴。

准，见文献［2］；②年龄 30～70 岁，性别不限；

1.6

③原发性青光眼；④有典型的视野缺损或管状视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两均数

野；⑤有不同程度的角膜水肿、虹膜萎缩并瞳孔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

散大；⑥知情同意。(2)排除标准：①继发性青光

验，组间数据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

眼；②合并其他眼底疾病、屈光间质明显混浊者；

有统计学意义。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13.0 软件包进行统计

③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④合并严重的心脑血管疾
病者。

2

1.3

2.1

治疗方法：对照组行复合式小梁切除术，术

结果
术后视力：术后随访 12 个月，对照组 21 例

后常规消炎，涂复方妥布霉素眼膏（齐鲁制药有

26 眼中视力提高 1 行 8 眼(30.8%)、视力不变 12

限公司）术后 1～2 周依据患者的眼压、前房及滤

眼(46.1%)、视力下降 2～3 行 6 眼(23.1%)。治疗

过泡的情况拆除巩膜瓣调节缝线。治疗组在行复

组 21 例 29 眼中视力提高 1 行 15 眼(51.7%)、视

合式小梁切除术后口服活血利水中药治疗，药物

力不变 9 眼(31.1%)、视力下降 2～3 行 5 眼

组成：桃仁 9 g、红花 9 g、川芎 12 g、当归 12 g、

(17.2%)。治疗组术后视力恢复较对照组差异有统

丹参 9 g、猪苓 9 g、茯苓 12 g、泽泻 9 g、熟地黄

计学意义（χ2＝4.511，P＝0.048＜0.05）
。

9 g、牛膝 9 g、益母草 9 g、柴胡 9 g、甘草 6 g，

2.2

大便秘结加决明子、蜂蜜；心悸失眠加远志、酸

天、1 个月、6 个月、12 个月眼压明显降低，差异有

枣仁；口渴者加麦冬、沙参，1 剂/d，水煎取汁约

统计学意义（χ2＝3.638，P＝0.042＜0.05）
，见表 1。

300 ml，分早晚两次温服，14 d 为 1 个疗程，治疗

2.3

2 个疗程。

成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χ2 ＝4.256，P＝0.037＜

1.4

0.05），见表 2。

临床观察指标：术后严密观察患者眼压、滤
表1
组别
对照组
术后第 7 天
术后 1 个月
术后 6 个月
术后 12 个月
治疗组
术后第 7 天
术后 1 个月
术后 6 个月
术后 12 个月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

例数

术后眼压：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术后第 7

术后两组前房形成情况比较：治疗组前房形

两组青光眼患者术后眼压恢复情况比较
＜10 mm Hg

＜21 mm Hg

＞21 mm Hg

15 眼(57.7%)
9 眼(57.7%)
5 眼(19.2%)
2 眼(7.7%)

8 眼(30.8%)
12 眼(30.8%)
15 眼(57.7%)
14 眼(53.8%)

3 眼(11.5%)
5 眼(19.2%)
6 眼(23.1%)
10 眼(38.5%)

21 眼(74.4%)a
12 眼(41.4%)a
12 眼(41.4%)a
6 眼(20.7%)a

6 眼(20.7%)
12 眼(41.4%)
12 眼(41.4%)
11 眼(37.9%)a

2 眼(6.9%)a
5 眼(17.2%)
5 眼(17.2%)
12 眼(41.4%)

21 例（26 眼）

21 例（29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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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青光眼患者术后前房形成情况比较[眼(%)]

青光眼属中医“绿风内障”、“青风内障”等

组别

例数

浅Ⅰ度

浅Ⅱ度

浅Ⅲ度

合计

范畴，中医学认为多因七情过伤、肝胆火升或劳

对照组
治疗组

21 例(26 眼)
21 例(29 眼)

5(19.2)
3(10.3)a

3(11.5)
2(6.9)a

1(3.9)
0(0)a

9(34.6)
5(17.2)a

神伤阴、虚阳上浮致气血不和、神水瘀滞而瞳神

a

注：与对照组相比， P＜0.05

［5 ］

散坏

。而小梁切除术后创伤易耗损气血，导致

气血瘀滞、水湿停留，故治宜活血利水。本研究
2.4

术后并发症：对照组出现角膜损伤 2 眼、脉

方中桃仁、红花、川芎、当归、丹参活血逐瘀；

络膜脱离 1 眼、虹膜睫状体炎 2 眼，均经对症治

猪苓、茯苓、泽泻健脾利水；熟地黄补血养阴；

疗后症状消失；治疗组出现角膜损伤 1 眼、虹膜

牛膝活血通经，引火下行；益母草活血祛瘀、调

睫状体炎 1 眼，经对症治疗后症状消失。

经消水；柴胡升阳舒肝；甘草调和诸药，上药合

2.5

用共达活血利水之效。

滤过泡情况：对照组出院时微小囊状型（Ⅰ

型）13 眼、弥漫扁平型（Ⅱ型）9 眼、缺如型（Ⅲ
型）4 眼、包裹型（Ⅵ型）2 眼。治疗组出院时微
小囊状型（Ⅰ型）19 眼、弥漫扁平型（Ⅱ型）8
眼、缺如型（Ⅲ型）2 眼、包裹型（Ⅵ型）0 眼。
两组均有滤过泡形成，且治疗组非功能性滤过泡
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χ2＝3.054，P＝0.045＜
0.05）。
3

本研究采用复合式小梁切除术联合活血利水
中药治疗青光眼，标本兼治，提高了疗效，有效
地减少或延缓视功能损害。同时笔者认为术后加
强术后视力、眼压及并发症的密切观察，指导患
者多休息，避免用眼过度，保证睡眠质量。出院
后保持心情舒畅，注意用眼卫生，生活要有规律，
遵医嘱用药，定期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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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小梁切除术，术后仍可见角膜损伤、脉络膜脱
离、虹膜睫状体炎。因此，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疗
方案是以后积极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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