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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背景!目前临床上治疗小儿弱视的常规方法主要包括验光配镜)遮盖疗法)阿托品点眼)精细
目力训练)仪器治疗等或上述综合疗法#但各种疗法的效果均有一定的局限性( 长期以来中药曾用于小儿弱
视的治疗过程#但其疗效评价有一定争议(!目的!系统评价中药联合常规综合疗法治疗小儿弱视的疗效(!
方法!按照我们制定的检索策略用计算机检索 0###.0#"? 年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Yag8')万方全文数据
库)美国医学文摘数据库&BXRF4U'中关于中药联合常规综合疗法与单纯常规综合疗法治疗小儿弱视疗效比
较的随机对照试验&AYM'和临床对照试验&YYM'#按照循证医学&YP;NO'+4'系统评价的方法评价纳入研究的
质量#采用改良 H'U'U 评分量表对纳入文献的研究方法学进行评分#提取有效数据#采用 A4SF'+ ?J" 统计学
软件进行 &45'分析(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治疗效果的合并效应量(!结果!共有 22 篇符合检索纳入标准
的文献纳入分析#总样本量1 111例( 22 篇文献中共 0? 篇描述了组间研究对象基线资料具有可比性*共 0> 篇
文献描述了所参照的诊断标准#2# 篇文献描述了参照的疗效标准*改良 H'U'U 评分显示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评
分为 1 分者 " 篇#2 分者 0 篇#" i0 分者 2# 篇( F45'分析显示中药联合常规综合疗法治疗小儿弱视的总有效
率合并效应量+比值比&9J',为 2J>0 +>?n可信区间&5a'"2J2# i$J1$,#中药联合常规综合治疗组总疗效明
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J9$#!K#J#"'(!结论!中药联合常规综合疗法治疗小儿弱视的总
有效率优于单纯常规综合疗法#可以认为中药联合常规综合疗法治疗小儿弱视有效*本研究中纳入文献的总
体方法学质量评价尚不令人满意#需要更多设计良好的 AYM进一步证实中药在小儿弱视治疗中的作用和疗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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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弱视是临床中常见的眼科疾病#是一种通过
光学矫正不能使患者达到正常视力#且伴有空间对比
敏感度下降等多种视觉功能紊乱的发育性视觉障

碍
+"f0, ( 目前临床上治疗小儿弱视的常规方法主要包

括验光配镜)遮盖疗法)阿托品点眼)精细目力训练)仪
器治疗&后像治疗法)海丁格光刷治疗法以及红色滤
光片治疗法等'或综合疗法 +2f?, #但各种治疗方法的效
果均有一定的局限性

+1, ( 近年来#中药疗法在小儿弱
视的临床治疗中逐渐得到了广泛应用#且认为联合上
述常规疗法对弱视有较好疗效

+9fh, ( 为了确定中药疗
法在弱视治疗中的疗效#本研究对中药联合常规疗法
治疗小儿弱视的文献进行 &45'分析#为中药治疗弱视
的临床应用提供客观依据(

C:资料与方法

C3C:文献检索策略
由 2 名研究人员按照统一的检索策略分别独立检

索( 计算机检索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Yag8')万方
全文数据库) 美国医学文摘数据库 & BXRF4U ' 中
0###.0#"? 年关于中药联合常规疗法治疗小儿弱视
的相关文献#各库交叉检索#以免遗漏#检索日期截止
到 0#"? 年 "# 月 0$ 日( 中文检索式为"M8I&/弱视0f
&/综述0 PO/进展0'''+U bMI/中药0*英文检索式为"
G4'O;N &&&E&R)VPQ('+M(5)4,' Ea6 & N4OR=+M(5)4, 7A
N4OR+M(5)4,'''*GPO5RV"A4)4S'+;4*b()54O="Y)(+(;')MO(')3
C3D:方法
C3D3C:纳入标准:&"'研究类型!在上述数据库中
检索 0##" 年 " 月 " 日至 0#"? 年 "# 月 2 日发表的关
于中药联合常规疗法治疗小儿弱视的临床研究文献#
包括随机对照试验&O'+UP&(\4U ;P+5OP))4U 5O(')#AYM'与
临床对照试验&;)(+(;');P+5OP))4U 5O(')#YYM'等( &0'研
究对象!研究纳入的样本量为 "# 例以上*治疗组与对
照组以患眼眼数进行统计和分组*有明确的诊断标准
和疗效判定标准( &2'干预措施!治疗组以中药联合
常规疗法作为主要治疗手段#对照组采用中药疗法以
外的其他疗法作为主要治疗手段( &$'研究结局!0 个
组的研究结局描述方法一致#分为治愈)有效和无效(
&?'随访时间!在干预结束后进行定期随访(
C3D3D:排除标准:&"'文献类型不符合纳入标准#如

个案和专家经验报道)综述)动物实验研究)会议论文(
&0 ' 研究设计为不同中药配方疗效之间的比较(
&2'研究对象为成人弱视以及癔病性弱视)中毒性弱
视等特殊类型弱视的临床治疗研究(
C3D3E:AYM和 YYM的纳入标准!根据国际 YP;NO'+4
协作网制定的手动检索指南

+>, #检索中药治疗弱视的
AYM和 YYM文献"&"'在 " 个或多个患者中进行的同
一种研究( &0'同期进行的 0 种或多种干预手段的比
较研究( &2'AYM"受试者采用随机分配法进行分组的
临床试验#随机方法为计算机随机排序)随机数字表)
抽签和抛硬币等( &$'YYM"受试者采用分组的临床试
验#半随机分配法#如根据入院顺序)住院号和出生日
期等交替分配到不同组( &?'未能确定其随机方法的
临床试验研究(
C3E: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

由 2 位研究者按照事先确定的研究标准分别对检
索的文献进行独立筛选)评估和数据纳入#首先通过阅
读文献题目和摘要来确定是否为AYM和 YYM等#必要
时阅读全文判断是否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 根据改良
H'U'U 评分量表对纳入 AYM研究的质量进行评价 +"#, "
&"'随机序列的产生!共计 0 分( 0 分"描述了采用计
算机产生的随机数字或类似方法* " 分"虽提到为
AYM#但未描述随机分配方法*# 分"研究采用伪随机
分配方法#如按单双号的交替分配方法( &0'随机化
隐藏!共计 0 分( 0 分"中心或药房控制分配方案)或
用序列编号一致的容器)现场计算机控制)密封不透光
的信封或其他使临床医师和受试者无法预知分配序列

的方法*" 分"只描述使用随机数字表或其他随机分配
方案*# 分"交替分配)病例号)星期日数)开放式随机
号码表)系列编码信封以及任何不能防止分组的可预
测性的措施( &2 '是否采用盲法!评分 # i0 分( 0
分"采用了完全一致的安慰剂片或类似方法*" 分"试
验陈述为盲法#但未描述方法*# 分"未采用双盲或盲
法不恰当#如片剂和注射剂比较( &$'退出与失访!
评分# i" 分(" 分"描述了撤出或退出的数目和理由*#
分"未描述撤出或退出的数目或理由( AYM总分为 9
分#$ i9 分为高质量研究#" i2 分为低质量研究(
C3I:文献数据提取

由研究人员对本研究纳入的文献资料进行数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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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提取的内容包括作者)年份)样本量)随机化方法的
运用)诊断和疗效判定标准)研究对象选择&纳入标准
和排除标准')干预手段)疗效评价指标)是否随访)是
否有病例脱落情况)是否提及不良反应)基线资料是否
均衡)是否选择盲法及其运用)文献的来源等( 绘制漏
斗图并进行发表性偏倚的检测(
C3J:统计学方法

由 0 名研究员将所提取的数据独立输入 A4SF'+
?3"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使用均值差&&4'+
U4S('5(P+#F6'及 >?n可信区间 &;P+T(U4+;4(+54OS')#
5a'分析#计数资料采用比值比 &PUU=O'5(P#9J' 和
>?n 5a为指标进行分析#依据 A4SF'+ ?3" 软件所得
出的森林图进行结果讨论*发表偏倚利用倒漏斗图进
行分析*异质性检验采用 q检验#当 !l#J" 或 a0K0?n
时#即不存在统计学异质性#在进行 &45'分析时#可选
用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J#?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结果

D3C:文献筛查情况及合格研究的特征
按检索策略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9"2 篇#其中英文

文献 0 篇#经阅读筛选后发现均不符合纳入标准#故筛
除*中文文献 9"" 篇#经全文阅读筛选后筛除未使用随
机方法)未提及患者来源)未提及随访情况等的文献
19h 篇#共有 22 篇文献 +""f$2,

符合纳入标准#总样本量
为1 111例( 因纳入文献均来源于中文#故一定程度上
存在发表语种偏倚&图 "'(

搜索文献

检索到相关文献713篇

678篇不符合纳入标准

共纳入33篇

图 C:文献筛选流程图

D3D:纳入文献的方法学质量评价
D3D3C:参照标准的评价:&"'诊断标准与疗效标准
!纳入的文献中有 "h 篇研究对象的诊断标准参照
">>1 年中华眼科学会全国儿童弱视斜视防治学组工
作会议通过的弱视诊断分类标准和诊断与疗效标

准
+$$, *2 篇文献参照 ">># 年中华眼科学会全国儿童弱

视斜视防治学组工作会议通过的弱视诊断分类标准和

诊断与疗效标准
+$?, *" 篇文献参照张效房主编的篇新

编临床眼科学2的诊断与疗效标准 +$1, *0 篇文献采用
葛坚主编的篇眼科学2中的疗效标准 +$9, *" 篇文献采用
了中华医学会编著篇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眼科疾病分
册2第 " 版和中华医学会)中华眼科学会)全国儿童弱
视斜视防治学组 ">h9 年 > 月制定的弱视治疗疗效评
价标准指定诊断与疗效标准

+$", *" 篇文献根据北京市
卫生局发布的眼科)耳鼻喉科诊疗常规 +$h, *$ 篇文献
没有提及所引用中华眼科学会全国儿童弱视斜视防治

学组工作会议通过的弱视诊断分类标准诊断或疗效标

准评价文献的年份*0 篇文献采用 ">>1 年中华眼科学
会全国儿童弱视斜视防治学组工作会议通过的弱视诊

断分类标准
+$$, *0 篇文献根据 0#"" 年中华眼科学会全

国儿童弱视斜视防治学组工作会议通过的弱视诊断分

类标准诊断
+$>, *$ 篇文献未提及诊断标准的出处*2 篇

文献未提及疗效标准的出处( 虽然本研究所纳入文献
的疗效判定标准出处不一致#但基本内容大致相同(
&0'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的文献中 1 篇文献有明确
的纳入和排除标准*" 篇有明确的排除标准*$ 篇有明
确的纳入标准#但未描述排除标准*其余文献均无明确
的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D3D3D: AYM方法学!&"'随机方法!$ 篇文献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 篇文献采用抛硬币随机法#其余 0h
篇文献只提到了随机字样#未给出明确随机方法(
&0'盲法!0 篇为双盲法#1 篇为单盲法#其余文献未
提到盲法( &2'不良反应!> 篇文献治疗组未发现不
良反应#其余文献均未提及( &$'病例脱落)远期疗效
和随访的报道!0 篇文献报道了治疗组和对照组脱落
病例数#$ 篇文献提到病例脱落的标准#其余未提及病
例脱落( "2 篇文献报道了随访情况#其中 9 篇文献中
的病例随访了 2 年#" 篇文献的病例随访了 " 年#0 篇
文献中随访了半年#" 篇文献中随访了 0 年#0 篇文献
中随访了 2 个月(
D3D3E:纳入对象基线均衡性分析:22 篇文献中#h 篇
文献未提及各组基线均衡性#2 篇文献描述各组基线
特征均衡#其余 00 篇文献表明 0 个组间具有可比性(
D3D3I:研究质量评价:纳入的文献中 " 篇研究质
量

+"1,
为 1 分#0 篇研究质量为 2 分#"2 篇研究质量为 0

分#"9 篇为 " 分#22 篇文献中研究质量为 " 分和 0 分
者 2# 篇(
D3D3J:干预措施:22 篇文献的治疗组的干预方法
中#"# 篇文献中治疗组以中药离子导入联合常规综合
疗法进行治疗*00 篇以中药或中成药口服联合常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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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疗法进行治疗#" 篇以中药熏洗联合常规综合疗法
进行治疗(

纳入 &45'分析的研究文献基本情况见表 "#纳入
文献方法学质量评价见表 0(

表 C:纳入研究文献的基本情况

作者 年份
治疗组

有效数 总人数

研究设

计类型

对照组

有效数 总人数
基线比较!

治疗方法

治疗组 对照组

韦丽娇等
+"", 0#"2 h1 >$ YYM 11 >0 一致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k按摩k红

光k口服叶黄素k中药离子导入
配镜 k遮盖 k精细作
业k按摩k红光

谢祥勇等
+"0, 0#"0 9# 90 YYM 1# 9# 具有可比性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k按摩k中

药离子导入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

谭可等
+"2, 0#"$ >h "#" YYM 92 hh 具有可比性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k按摩k中

药离子导入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

王忻
+"$, 0#"# 1$ 10 YYM 22 1" 未描述 配镜k遮盖k增视训练k中药增

视液离子导入

配镜k遮盖k增视训练

谢祥勇等
+"?, 0#"" 1> 9? YYM ?$ 9$ 具有可比性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k手术k红

光k左旋多巴k中药离子导入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k
手术k红光k左旋多巴

石妮妮
+"1, 0#"2 0> 22 AYM "9 0h 一致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k中成药

口服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

梁中合等
+"9, 0##> h$ h? YYM h0 h? 具有可比性 配镜k思利巴口服k中药口服 配镜k思利巴口服

章爱荣等
+"h, 0##0 202 2h0 YYM h$ "0h 未描述 配镜k增视训练k中药口服 配镜k增视训练

吴丽莎等
+">, 0### ">0 ">h YYM 2"2 20> 具有可比性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k红光k微

光刷k穴位电刺激k中药口服
配镜 k遮盖 k精细作
业k红光k微光刷

张利玲等
+0#, 0##" >$ "$> AYM 01 ?? 未描述 配镜k增视训练k中药口服 配镜k增视训练

青淑元等
+0", 0#"" 2? 2h YYM 01 2" 未描述 配镜k遮盖k视刺激器k中药口服 配镜k遮盖k视刺激器

朱雄亮等
+00, 0##9 "2" "$# YYM "#h "2$ 具有可比性 配镜k思利巴口服k中药口服 配镜k思利巴口服

朱小芹等
+02, 0##0 "1$ "1h AYM "10 "># 未描述 弱视常规综合训练k同视机训

练k斜视手术k中药口服
弱视常规综合训练k同
视机训练k斜视手术

刘立平
+0$, 0#"$ "2# "2$ YYM "0> "2$ 未描述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k中药口服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

李迎舒
+0?, 0#"" "#? "#1 YYM >2 ""0 具有可比性 配镜k遮盖k增视训练k耳穴k中

药口服

配镜k遮盖k增视训练

汪新等
+01, 0#"? 0> 2$ YYM "1 09 具有可比性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k中药口服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

徐艳等
+09, 0#"0 "0> "2h AYM ""$ "2# 具有可比性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k红光k中

药口服

配镜 k遮盖 k精细作
业k红光k手术

许锻炼等
+0h, 0### "19 "91 YYM "## "2# 具有可比性 仪器治疗k遮盖疗法k精细作业

疗法k针灸及穴位按摩k中药熏
洗眼

仪器治疗

鞠胜
+0>, 0#"" hh h> YYM h0 h9 未描述 配镜k遮盖k中成药口服 配镜k遮盖k同视机

黄庆山等
+2#, 0##" ""# "0# YYM >9 "0" 具有可比性 矫正眼镜k胞二磷胆碱k传统遮

盖k多色光交替闪烁疗法k中药
离子导入

矫正眼镜k胞二磷胆
碱k传统遮盖

焦志军等
+2", 0##9 >9 "#9 YYM 1$ "#$ 具有可比性 西医常规治疗k中成药口服 西医常规治疗

周至安等
+20, 0##h $1 ?0 AYM 00 $1 具有可比性 配镜k闪烁增视仪治疗k中药口服 配镜k闪烁增视仪治疗

张燕平等
+22, 0#"# 1h 9$ YYM 1# 9# 具有可比性 配镜k遮盖k同视机k中成药口服 配镜k遮盖k同视机

曹岐新
+2$, 0#"# >9 "#2 YYM h? "## 具有可比性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k红光k光

栅k光刷k手术k中药口服
配镜 k遮 盖 k精 细 作
业k红光k光栅k光刷k
手术

钟瑞英等
+2?, 0##1 ># >$ YYM h2 >? 具有可比性 配镜k遮盖k治疗仪k中药口服 配镜k遮盖k治疗仪

常兆兰等
+21, 0##" 2$ 2$ YYM 01 0h 具有可比性 遮盖k精细作业k中药口服 遮盖k精细作业

徐静等
+29, 0#"? >9 >> YYM >0 >h 具有可比性 功能训练k中药离子导入 配镜 k遮盖 k精细作

业k同视机k红光
许立华

+2h, 0##> 0"" 0"" YYM "?1 "?9 未描述 多色光交替闪烁疗法k中药离子
导入

配镜k遮盖

王忻
+2>, 0##" 10 1$ YYM 22 1" 具有可比性 配镜k中药离子导入 配镜 k遮盖 k精细作

业k后像疗法
郭华等

+$#, 0#"$ 9$ 99 YYM 19 9> 具有可比性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k激光k中
成药口服

配镜 k遮盖 k精细作
业k激光

杨磊
+$", 0##> $2 $$ YYM 2? $2 具有可比性 遮盖k增视训练k中药离子导入 遮盖k增视训练

彭建芳等
+$0, 0##h >9 "#9 YYM 1$ "#$ 具有可比性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k中药口服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

魏伟等
+$2, ">>h $> 12 YYM 2? ?0 具有可比性 配镜k遮盖k精细作业k后像疗

法k同视刷k中药口服
配镜 k遮盖 k精细作
业k后像疗法k同视刷

!注"AYM"随机对照试验*YYM"临床对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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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纳入研究文献的方法学质量评价

作者 年份 基线 随机方法 盲法 撤除与脱落 分配隐藏 随访! 改良 H'U'U
评分

不良

反应

韦丽娇等
+"", 0#"2 一致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半年 0 未发现

谢祥勇等
+"0, 0#"0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有描述但未提

及病例脱落

未描述 未描述 " 未提及

谭可等
+"2, 0#"$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有描述但未提

及病例脱落

未描述 未描述 " 未提及

王忻
+"$, 0#"# 未描述 单盲法分组#未

描述分组方法

单盲法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 未提及

谢祥勇等
+"?, 0#""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半 年 2 未提及

石妮妮
+"1, 0#"2 一致 随机数字表 单盲法 有描述 密封 不 透 光

的信封

2 年 1 未发现

梁中合等
+"9, 0##>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有描述 未描述 2 年 0 未提及

章爱荣等
+"h, 0##0 未描述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 未发现

吴丽莎等
+">, 0###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 未发现

张利玲等
+0#, 0##" 未描述 双盲法分组#未

描述分组方法

双盲法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0 未提及

青淑元等
+0", 0#"" 未描述 单盲法分组#未

描述分组方法

单盲法 未描述 未描述 2 个月 0 未提及

朱雄亮等
+00, 0##9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2 年 2 未提及

朱小芹等
+02, 0##0 未描述 随机抽样法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0 未提及

刘立平
+0$, 0#"$ 未描述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 未提及

李迎舒
+0?, 0#""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0 年 0 未提及

汪新等
+01, 0#"?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 未提及

徐艳等
+09, 0#"0 具有可比性 抛硬币随机法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0 未提及

许锻炼等
+0h, 0###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 未提及

鞠胜
+0>, 0#"" 未描述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 未提及

黄庆山等
+2#, 0##"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2 年 0 未发现

焦志军等
+2", 0##h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2 年 0 未提及

周至安等
+20, 0##h 具有可比性 随机数字法 双盲法 未描述 密封 不 透 光

的信封

" 年 0 未提及

张燕平等
+22, 0#"#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有描述但未提

及病例脱落

未描述 未描述 " 未提及

曹岐新
+2$, 0#"#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2 年 0 未提及

钟瑞英等
+2?, 0##1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 未提及

常兆兰等
+21, 0##"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 未发现

徐静等
+29, 0#"?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 未发现

许立华
+2h, 0##> 未描述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 未发现

王忻
+2>, 0##" 具有可比性 随机分组#未描

述方法

单盲法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 未发现

郭华等
+$#, 0#"$ 具有可比性 随机数字法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2 年 0 未提及

杨磊
+$", 0##> 具有可比性 随机数字法 未描述 有描述但未提

及病例脱落

未描述 2 个月 0 未提及

彭建芳等
+$0, 0##h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 未提及

魏伟等
+$2, ">>h 具有可比性 随机字样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未描述 " 未提及

D3E:中药联合常规综合疗法治疗小儿弱视的 &45'
分析

D3E3C:总有效率分析:中药联合常规综合疗法治疗
小儿弱视的总有效率参考了 22 篇文献#各研究之间同
质性较好&a0 I2"n#!I#J#?'#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效应量分析#合并效应量 9J值为 2J>0&>?n 5a"
2J2# i$J1$'#中药联合常规综合治疗组总疗效明显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I"?J9$#!K
#J#"' &图 0' (
D3E3D:F45'分析倒漏斗图以及发表偏倚分析!治疗
组和对照组总有效率比较的倒漏斗图呈不对称性#表
明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可能存在发表偏倚#可能与呈阴
性结果的文章很少发表#而本研究纳入的部分文献样
本量又比较小有关( 本研究所纳入的研究报告均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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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Control OddsRatio OddsRatio
StudyorSubgroup Events Total Events Total Weight M�H，Fixed，95%CI M�H，Fixed，95%CI

0.05 0.2 1 5 20
Favoursexperimental Favourscontrol

刘立平2014 130 134 129 134 2.6% 1.26[0.33，4.80]
吴丽莎2000 192 198 313 329 4.9% 1.64[0.63,4.25]
周至安2008 46 52 22 46 1.8% 8.36[2.99，23.40]
常兆兰2001 34 34 26 28 0.3% 6.51[0.30，141.39]
张利玲2001 94 149 26 55 9.6% 1.91[1.02，3.56]
张燕平2010 68 74 60 70 3.4% 1.89[0.65，5.51]
彭建芳2008 97 107 64 104 4.2% 6.06[2.83，12.98]
徐艳2012 129 138 114 130 5.3% 2.01[0.86，4.73]
徐静2015 97 99 92 98 1.3% 3.16[0.62，16.07]
曹歧新2010 97 103 85 100 3.4% 2.85[1.06，7.68]
朱小芹2002 164 168 162 190 2.5% 7.09[2.43，20.66]
朱雄亮2007 131 140 108 134 4.9% 3.50[1.58，7.80]
李迎舒2011 105 106 93 112 0.6% 21.45[2.82，163.36]
杨磊2009 43 44 35 43 0.6% 9.83[1.17，82.39]
梁中合2009 84 85 82 85 0.7% 3.07[0.31，30.15]
汪新2015 29 34 16 27 1.8% 3.99[1.18，13.52]
焦志军2007 97 107 64 104 4.2% 6.06[2.83，12.98]
王忻2001 62 64 33 61 0.7% 26.30[5.90，117.34]
王忻2010 62 64 33 61 0.7% 26.30[5.90，117.34]
石妮妮2013 29 33 17 28 1.5% 4.69[1.29，17.07]
章爱荣2002 323 382 84 128 13.3% 2.87[1.81，4.53]
许立华2009 211 211 156 157 0.3% 4.05[0.16，100.19]
许锻炼2000 167 176 100 130 4.0% 5.57[2.54，12.20]
谢祥勇2011 69 75 54 74 3.0% 4.26[1.60，11.34]
谢祥勇2012 70 72 60 70 1.2% 5.83[1.23，27.67]
谭可2014 98 101 73 88 1.6% 6.71[1.87，24.05]
郭华2014 74 77 67 79 1.8% 4.42[1.19，16.33]
钟瑞英2006 90 94 83 95 2.4% 3.25[1.01，10.48]
青淑元2011 35 38 26 31 1.6% 2.24[0.49，10.24]
鞠胜2011 88 89 82 87 0.6% 5.37[0.61，46.90]
韦丽娇2013 86 94 66 92 3.9% 4.23[1.80，9.96]
魏伟1998 49 63 35 52 5.8% 1.70[0.74，3.90]
黄庆山2001 110 120 97 121 5.5% 2.72[1.24，5.98]

Total（95%CI） 3525 3143 100.0% 3.92[3.30,4.64]
Totalevents 3260 2557
HeterogeneityChi2=46.60，df=32(P=0.05)，I2=31%
Testforoveralleffect:Z=15.74(P<0.00001)

图 D:中药联合常规综合疗法治疗组与对照组总疗效比较的 >*'( 分析森林图
!

文文献)故存在语种偏倚( 总体分析显示已发表的文
献存在发表偏倚)选择性偏倚)语种偏倚和实施性偏倚
等问题&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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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纳入文献的倒漏斗图分析!G%R标准误*9JR比值比

E:讨论

本研究 &45'分析的结果显示)中药联合常规综合
疗法治疗小儿弱视的疗效优于常规疗法)是值得尝试
的一种方法( 然而由于能纳入本研究的 AYM和 YYM
的相关研究文献较少)多中心)大样本)高质量的 AYM
更为少见)各研究的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不统一)有些

研究未采用盲法)多数研究未
描述病例脱落和患者失访的

情况)纳入的文献存在着发
表)选择)语种和实施偏倚性
等问题)因此此研究结论尚不
能被完全肯定( 此外)本研究
所纳入文献中大部分没有按

照中医辨证方法对患者进行

分型诊治)给药方式包括水煎
剂口服)中成药口服)熏洗)离
子导入等)缺乏较为公认的最
优给药方式)且中药配方多
样)配方包含的药物主要有菟
丝子)枸杞子)沙苑子)决明
子)桑葚子)女贞子)菊花)山
药)泽泻)熟地和黄芪等)但是
并没有较为公认的参考配方)
一些文献没有给出中成药的

具体成分)还有部分文献未描
述中药配方的具体剂量)另有
部分文献缺乏对于随访情况

的描述(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
我们建议在对小儿弱视眼进行治疗时应结合中医中药

疗法的特点)临床研究中在对患者进行中医辨证分型
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大样本)多中心的 AYM)制定较
为成熟的中药指导配方)并比较不同给药方式或给药
途径的优越性)制定较为公认的中药治疗小儿弱视的
指南)以促进中药联合常规综合疗法治疗小儿弱视临
床研究的开展以提供科学)真实)客观的诊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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