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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对比中医疗法与西医疗法治疗慢性单纯性青光眼方面的临床疗效遥 方法院回顾性总结收治慢性单纯性青光眼

患者 猿园 例渊共 源园 只眼冤资料袁按照治疗方法不同分组袁中医磁珠耳穴贴压方法治疗的 员源 例渊圆园 只眼冤为观察组袁西药噻吗心安
滴眼液控制治疗的 员远 例渊圆园 只眼冤为对照组袁比较治疗后的组间差异性遥 结果院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眼压平均降低渊怨援愿 依 猿援圆冤

皂皂匀早袁明显优于对照组眼压咱渊猿援源 依 猿援远冤皂皂匀早暂改善结果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显效 怨 只眼袁有效 员园 只眼袁总有效率为

怨缘豫袁明显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渊远缘豫冤遥 结论院中医磁珠耳穴贴压方法联合中药制剂治疗慢性单纯性青光眼具有更优秀的临床
疗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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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单纯性青光眼是一种以眼压升高袁视野缺
损和视盘凹陷进行性扩大和加深为特征的易致盲眼
科疾病咱员暂遥 临床上对该类疾病的治疗方法主要分为
中医疗法与西医疗法两种院中医疗法基于祖国传统
中医早期对青光眼的认识袁主要采用磁珠耳穴贴压
方法治疗渊也可采用针灸法袁但该法治疗时疼痛感
明显袁且易导致出血甚至血肿袁患者治疗依从性较
差冤 咱圆暂曰而西医疗法主要为药物治疗尧激光治疗和手
术治疗袁为了对比中医疗法与西医疗法治疗慢性单
纯性青光眼方面的临床疗效袁本文回顾性总结本院
收治慢性单纯性青光眼患者 猿园 例渊共 源园 只眼冤袁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圆园员员 年 猿 月耀圆园员猿 年 源 月期间治疗的慢性单
纯性青光眼患者 猿园 例渊共 源园 只眼冤袁男 员远 例渊圆猿 只
眼冤袁女 员源 例渊员苑 只眼冤袁年龄 圆园耀猿愿 岁袁平均年龄
渊圆怨援员 依 员园援猿冤岁遥 所有患者入院治疗前临床表现均
有不同程度的眼胀感和眼内痛涩感遥病例入选标准院
所有对象临床诊断结果符合叶实用眼科学曳与叶中医
病证诊断标准曳中关于慢性单纯性青光眼的诊断标
准曰在最近半月时间内未使用其他药物进行治疗曰患
者均知情且同意参与本研究的随访调研遥排除标准院
高眼压症尧先天性青光眼尧继发性青光眼尧妊娠期妇
女遥 分组方法院按照治疗方法不同进行分组院中医磁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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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耳穴贴压方法治疗的 员源 例渊圆园 只眼冤为观察组曰
西药噻吗心安滴眼液控制治疗的 员远 例渊圆园 只眼冤为
对照组袁两组患者一般病例资料经统计学检验袁无差
异学意义遥
员援圆 方法
观察组患者均在中药方剂渊枸杞子决明汤院沙参
员缘 早袁牛膝 怨 早袁枸杞子 员缘 早袁决明子 怨 早袁煎汤去渣袁
加入蜂蜜适量服用袁每日上剂袁连服数剂冤治疗基础
上加用中医磁珠耳穴贴压方法进行治疗院 取穴方法
分为两组院一组为下屏尧眼尧肝尧肾和内分泌曰二组为
交感尧皮质下尧结节尧屏间后和神门遥治疗前按照两组
取穴方法分别应用轻慢均匀手法找到敏感点袁 消毒
处理后将耳穴磁疗贴分别贴于穴位敏感点袁 而后医
师分别以两手拇指对耳穴磁疗贴中的磁珠进行间歇
性按压袁 按压手法由轻变重并保持对患者的钝性疼
痛刺激 渊患者被按压的穴位处有酸胀感或者灼热
感冤袁以后嘱咐患者可自己进行按压治疗袁每天按压
次数以 猿耀缘 次为宜渊每次按压 猿园 皂蚤灶 左右冤袁隔日按
压袁缘 次为 员 个疗程袁患者在连续治疗 猿 个疗程后进
行疗效评定遥 对照组选择西药噻吗心安滴眼液进行
控制治疗院滴眼液药物浓度为 园援圆豫耀园援缘豫袁每天滴眼
员耀圆 次袁员园 凿 为 员 个疗程袁患者在连续治疗 猿 个疗程
后进行疗效评定遥
治疗后眼胀感和眼内痛涩感等临床表现明显改
善袁眼压降低至 圆员 皂皂匀早 以下或者眼压降低程度在
员园 皂皂匀早 以上袁视力提高 猿 行及以上者为治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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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显效曰治疗后临床表现好转袁眼压高于 圆圆 皂皂匀早
但与治疗前相比有不同程度的眼压降低袁视力提高
员 行者为治疗结果为有效曰 治疗后眼压及视力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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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具有较好疗效遥 慢性单纯性青光眼在中医被

认为是由于痰湿功伤和肝肺痨热引起咱源暂袁患者发病
时一般有眼胀或者眼内痛涩感袁虹视袁视物糊袁重者

显改善者视为无效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伴头痛袁恶心呕吐袁病情发展持续晚期可致失明遥 中
医文献记载认为青光眼属于野五风内障冶的范畴袁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的刺激点袁因此袁通过针灸法或耳穴贴压按摩磁珠方
法能够通过与人体经络的联系治疗青光眼疾病咱缘原远暂遥

采用 杂孕杂杂员怨援园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袁数据以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同组治疗前后及 圆 组间比较
采用 贼 检验袁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字圆 检验袁孕臆园援园缘 为

圆 结

果

圆援员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眼压统计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平均眼压 咱渊猿员援圆 依 源援缘冤皂皂匀早
增泽渊猿园援员 依 缘援圆冤皂皂匀早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观察组患
者治疗前后眼压平均降低渊怨援愿 依 猿援圆冤皂皂匀早袁对照组
患者治疗前后眼压平均降低渊猿援源 依 猿援远冤皂皂匀早袁两组
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贼 越 缘援员员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圆援圆 两组患者疗效评定结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显效 怨 只眼袁有效 员园 只眼袁
总有效率为 怨缘豫袁明显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渊远缘豫冤袁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字圆 越 猿援怨员袁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猿 讨

论

两组患者在年龄尧性别尧文化程度渊可影响患者
治疗或者用药的依从性冤尧治疗前眼压尧视力情况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袁说明两组患者分别在中医磁珠耳
穴贴压方法与西药噻吗心安滴眼液治疗后的疗效结
果具有可比性遥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眼压改善渊降低冤
程度明显大于对照组统计资料袁说明在中药方剂基
础上使用中医磁珠耳穴贴压方法在降低慢性单纯性
青光眼患者眼压方面袁比西药噻吗心安滴眼液治疗
具有更优秀的临床效果遥
青光眼是继白内障之后的第二大致盲眼病袁致
盲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各种并发症引起咱猿暂遥 在
西药治疗方面袁噻吗心安滴眼液属于 茁原肾上腺素受
体阻断剂袁是最常用的降眼压滴眼液袁对慢性单纯性

人体经络的密切关系遥 而经络脏腑与耳有着紧密的
关系袁 耳穴在治疗各种病症时均可以作为一个重要

本研究观察组患者在中药方剂治疗基础上袁 通过耳
穴贴压按摩磁珠方法能够对耳穴同时起到磁场效应

和机械压迫作用袁能够激发患者体内经气袁增加患者
腧穴的功能而达到调节脏腑经络机能的目的遥 交感
穴具有调节植物神经的功效袁 耳穴中的神门穴具有
解痉止痛尧安神的功效遥 总之袁中医磁珠耳穴贴压方
法联合中药制剂治疗慢性单纯性青光眼具有满意的
临床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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