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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埋线治疗顽固性葡萄膜炎临床观察
蒋红芬，蒋秋儿
奉化市中医医院眼科病区，浙江 奉化 ３１５５００

［摘要］ 目的：观察中医穴位埋线治疗顽固性葡萄膜炎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其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将顽固性葡萄膜炎
患者 80 例 （119 眼）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 40 例 （61 眼） 与对照组 40 例 （58 眼）。对照组采用免疫抑制剂治疗，观
察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结合中医穴位埋线治疗。2 组疗程均为 12 周。比较 2 组治疗疗效，治疗前后免疫功能指标变化，
视力恢复时间及随访 6 月的复发情况。结果：临床疗效观察组总有效率 90.00%，高于对照组 67.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后，2 组 CD3+、CD4+、CD4+/CD8+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且观察组 CD3+、CD4+、CD4+/CD8+高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观察组视力恢复时间快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观察组复发率
62.50%，高于对照组 17.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中医穴位埋线治疗顽固性葡萄膜炎患者临床疗效良好，且可
增强患者机体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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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９０．００％ ，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６７．５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 ＜ ０．０５）．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 ＜０．０５）．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 ＜ ０．０５）．Ｖｉｓｕ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ｆａｓ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 ＜ ０．０５）．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６２．５０％，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１７．５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 ＜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ａｔｇｕｔ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ｕｖｅｉｔｉｓ，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 ｇｏｏ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ｕｖｅｉｔｉｓ；Ｃａｔｇｕｔ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Ｖｉｓｕ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ｉｍｅ

顽固性葡萄膜炎是一种累及全身多系统的自身免疫系统疾

完全阐明，目前，西医治疗顽固性葡萄膜炎尚无特效的药物，

病，该病不容易治愈，可致使患者视功能严重受损，严重影响

且远期疗效并不十分理想，容易复发 ［３～４］。而随着中医学不断

人们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１～２］。顽固性葡萄膜炎发病机制尚未

深入研究用于顽固性葡萄膜炎患者疗效明显，且复发率低 ［５］。

［收稿日期］ 2016-09-04
［作者简介］ 蒋红芬 (1977-)，女，医学博士，主要从事眼科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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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处覆盖消毒纱。每 ２ 周埋线 １ 次。
２ 组疗程均为 １２ 周。

临床疗效及其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提供一定的临床指导
价值。

３

１

3.1

临床资料
纳入标准

1.1

①符合顽固性腹膜炎诊断标准者；②患者年

龄 １８～６０ 岁；③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排除标准

1.2

一般资料

①观察 ２ 组患者免疫功能 Ｔ 淋巴细胞亚群治

观察指标

疗前后变化情况，治疗前后分别检查抽取患者外周血 ３ ｍ Ｌ，
利用聚蔗糖 － 泛影葡胺（Ｐｈａｒｍ ａｃｉａ，Ｐｉｓ ｃａｔａｗ ａｙ，ＮＪ ）分层液

①合并肝、心、肾等功能严重异常者；②精

从所获得的 ３ ｍ Ｌ 外周血中提取单核细胞。将所获得的单核细
胞液体以 ２０００ ｒ／ｍ ｉｎ 离心 １０ ｍ ｉｎ 后，洗涤 ２ 次，加入所要检

神疾病者；③过敏体质者。
1.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观察病例为本院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测的荧光单克隆抗体进行三重染色，４ ℃避光孵育 ２０ ｍ ｉｎ，

收治的顽固性葡萄膜炎患者，共 ８０ 例（１１９ 眼），均符合 《临

再次洗涤后，加入 ＰＢＳ ０．５ ｍ Ｌ，利用美国 ＢＤ－ ＦＡＣＳｃａｎｔｏ 流

床葡萄膜炎》 中的相关诊断。男 ４９ 例（７６ 眼），女 ３１ 例（４３

式细胞仪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外周血中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

眼）；年龄 １８ ～６０ 岁，平均（３８．６５ ±６．５２）岁；病程 ６ 月～４

试剂购自美国 ＢＤ 公司；②观察 ２ 组患者视力恢复时间；③观

年，平均（２．１３±０．３８）年。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８０ 例（１１９ 眼）

察 ２ 组患者治疗后随访 ６ 月复发情况。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４０ 例（６１ 眼）与对照组 ４０ 例（５８ 眼）。２

3.2

组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 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建立数据库，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两

见表 １。

两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

［６］

表1
别

n

2 组一般资料比较（x±s）
男／女
平均年龄（岁） 平均病程（年）

观察组

４０

２５／１ ５

３８．１９±６．７１

２．０４±０．４０

对照组

４０

２４／１ ６

３９．０３±６．２４

２．１９±０．３５

χ２／t 值

－

０．０５３

０．５８０

１ ．７８５

P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组

２

４

统计学方法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对照组

治愈：患者症状、体征消失，以及患者视力

恢复 １．０ 以上。显效：患者症状、体征明显改善，以及患者视
力提高 ４ 行以上。有效：患者症状、体征改善，以及患者视
力提高 ２～３ 行。无效：患者症状、体征以及视力无改善。
4.2

见表 ２。总有效率观察组 ９０．００％ ，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高于对照组 ６７．５０％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治疗方法

2.1

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给予免疫抑制剂环磷酰胺（厂家：山西仟源制药

组 别

n

表 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１４０２１７８８）０．２ ｇ 加入 ２ ｍ Ｌ

观察组 ４０ ９（２２．５０） １ ７（４２．５０） １ ０（２５．００） ４（１ ０．００）

９０．００

生理盐水中，于患者眼球筋膜下注射，每间隔 ３ 天注射治疗 １

对照组 ４０ ３（７．５０） １ ２（３０．００） １ ２（３０．００） １３（３２．５０）

６７．５０

次，注射 ２ 周后，改为每周注射 １ 次。
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结合穴位埋线治疗，

χ２ 值

－

－

－

－

－

６．０５０

P

－

－

－

－

－

＜０．０５

具体方法：选取命门、肾俞、曲池、膏盲、足三里为主穴。具
见表 ３。治疗前，２ 组

体埋线方法：于 ７５％ 酒精中，将 ２／０ 号医用可吸收羊肠线剪

4.3

短至 １￣ ２ ｃｍ 不等长度浸入，每次根据穴区组织厚薄选取相应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长度的羊肠线 １ 段，然后穿入 ９＃ 一次性使用埋线针中。局部

０．０５）；治疗后，２ 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升高，分别

应用 ７５％ 酒精和碘酒消毒，戴无菌手套，左手捏起进针部位

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治疗后，观察

皮肤，右手持针刺入至所需深度，当感觉到针感后，边推针

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芯，边退针管，再于穴位皮下组织或肌层内埋植羊肠线，针

学意义（P＜０．０５）。

表3
组

ＣＤ３＋（％）

别

n

观察组

４０

对照组

４０

t值
P

治疗前

2 组免疫功能指标变化情况比较

2 组免疫功能指标变化情况比较（x±s）
ＣＤ４＋（％）
治疗前

治疗后

５４．２８±４．１３

６８．７１±５．４７

①

５３．４７±４．２９

－
－

ＣＤ４＋／ＣＤ８＋
治疗前

治疗后

３４．２８±３．１ ９

①

４１．３２±３．５６

１ ．０７±０．１ ９

１ ．６３±０．２８①

５９．８１±５．８９①

３５．０６±３．３８

３８．０５±２．７８①

１ ．０９±０．２１

１ ．３４±０．２４ ①

０．８６０

７．００３

１ ．０６１

４．５７９

０．４４７

４．９７４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

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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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视力恢复时间（１７．４９±

综上所述，中医穴位埋线治疗顽固性葡萄膜炎患者临床疗

３．４１）天，对照组视力恢复时间（２６．１８±５．４２）天，２ 组比较，经

效良好，且可增强患者机体免疫功能，复发率低，且可加快视

t 检验，t＝８．５８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力恢复，故而具有重要的临床研究意义。

4.4

4.5

2 组视力恢复时间比较

February 2017 Vol.49 No.2

2 组复发情况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随访 ６ 月复发患者 ７

例，复发率 １７．５０％ ，对照组治疗后随访 ６ 月复发患者 ２５ 例，

［参考文献］

复发率 ６２．５０％ ，２ 组复发率比较，经 χ２ 检验，χ２＝１６．８７５，差

［１］

Ｏｈ ＥＫ， Ｌｅｅ ＥＫ， Ｙｕ ＨＧ．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ｌｕｏｃｉ－

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ｎｏｌｏｎｅ ａｃｅｔｏｎｉｄｅ ｉｎｔｒａｖｉｔｒｅａｌ ｉｍｐｌａｎｔ ｉｎ Ｂｅｈ觭ｅｔ ｉｎ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５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ｕｖｅｉｔｉｓ ［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讨论
顽固性葡萄膜炎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现，发病率呈不断上

升趋势，且部分患者容易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导致视网膜下

２０１４，４９（３）：２７３－２７８．
［２］

新生血管、并发性白内障以及继发性青光眼等严重视功能损

内障的手术治疗［Ｊ］．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２００８，

害 ［７］。目前，临床上西医主要采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
疗，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不能控制病情发展，且容易反复发

３０（９）：７２５－ ７２７．
［３］ 欧勇．用免疫抑制剂治疗顽固性葡萄膜炎的效果观察［Ｊ］．

作 ［８￣９］。免疫抑制剂作用于顽固性葡萄膜炎主要为抑制淋巴细
胞克隆扩增，阻止抗原敏感的淋巴细胞转化为免疫母细胞，对

当代医药论丛，２０１５，２８（１９）：２８３－ ２８４．
［４］ 郑曰忠，时冀川．葡萄膜炎的生物治疗进展［Ｊ ］．中华眼

Ｂ 淋巴细胞抑制较弱，而对 Ｔ 淋巴细胞抑制作用较强［１０￣１１］。而
应用免疫抑制剂治疗虽可取得一定临床疗效，可明显改善患者

底病杂志，２００８，２４（５）：３８９－ ３９３．
［５］ 王瑞霞．中西医治疗顽固性葡萄膜炎疗效观察［Ｊ ］．上海

免疫功能，但其容易复发，且长期用药可导致不育。因此，临
床上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尤为重要。
中医穴位埋线主要是以中医学整体观、辨证观为指导的外
治法。中医穴位埋线主要采用特制的针将医用可降解生物线体
埋入穴位，通过降解生物线体这种异物组织对穴位产生持久而
柔和的生物化学、物理及生理的刺激，从而发挥疏通经络调和

侯习武，雷方，王宇冉，等．顽固性葡萄膜炎并发性白

医药，２００６，２７（１１）：５２１－ ５２２．
［６］

杨培增．临床葡萄膜炎［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４：２１０－ ２６７．

［７］ 郑曰忠．

葡萄膜炎的免疫学研究现状与展望［Ｊ ］．中华眼

科杂志，２０１３，４９（３）：１９－ ２１．
［８］ 赵传珍，佘红．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葡萄膜炎病人的临

气血、协调脏腑、扶正祛邪以及免疫调节作用 ［１２￣１３］。本研究结

床观察与护理［Ｊ］．全科护理，２０１２，１０（３４）：３２１２－ ３２１３．

果中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提示中医穴位埋线可提

［９］ 郑曰忠．葡萄膜炎的临床治疗研究进展［Ｊ ］．中华眼科杂

高治疗疗效；观察组视力恢复时间快于对照组，提示中医穴位
埋线可加快视力恢复；观察组复发率高于对照组，提示中医穴
位埋线可降低复发率。
顽固性葡萄膜炎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是 Ｔ 细胞
介导的针对黑色素细胞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中，淋巴细
胞异常克隆扩增是顽固性葡萄膜炎的主要发病病因。既往研究
显示，在顽固性葡萄膜炎发病过程中，ＣＤ４＋ 辅助性 Ｔ 细胞起

志，２００８，４４（１０）：９５２－ ９５５．
［１０］ 杨培增，俞琼．准确诊断和合理治疗葡萄膜炎［Ｊ ］．中华
眼科杂志，２００４，４０（８）：５０５－ ５０６．
［１１］ 毕宏生，解孝锋，吴建峰．
床评价分析［Ｊ ］．
［１２］ 赵建英，郝小波．
床观察［Ｊ ］．

中医药综合治疗葡萄膜炎临

国际眼科杂志，２００９，９（４）：７４９－ ７５１．
穴位埋线治疗顽固性葡萄膜炎 ２７ 例临

中医眼耳鼻喉杂志，２０１１，１（３）：１４２－ １４４．

相对重要作用，也别是 Ｔｈ１ 和 Ｔｈ１７ 细胞 ［１４］。其中 Ｔｈ１７ 能够

［１３］ 蔡江怀，王理理．中西医结合疗法调整葡萄膜炎患者免

分泌多种细胞因子促进 Ｔｈ１ 的选择性克隆分化，同时使免疫

疫功能临床研究［Ｊ］．江苏中医药，２００６，２７（１２）：２１－ ２１．

应答持续存在且致使组织损伤。故而，ＣＤ４＋Ｔ 细胞和 ＣＤ８＋Ｔ
细胞的失衡有可能是致使顽固性葡萄膜炎发生、发展以及加重

［１４］ 宋艳．

穴位埋线治疗复发性葡萄膜炎对患者免疫功能的

影响分析［Ｊ ］．

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５，１４（１１）：２－ ３．

的诱因 。２ 组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４＋ ／ＣＤ８＋ 治疗后增加，观

［１５］ 唐凯．γδT 细胞对自身免疫性葡萄膜炎调节作用的研究进

察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治疗后高于对照组，提示中

展［Ｊ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２０１４，３２（７）：２９－ ３１．

［１５］

医穴位埋线可通过增加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提高患
者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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