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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系统评价复方樟柳碱注射液 '"$(对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L!?(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方法+检索 *ART 年 * 月至 ,.,* 年 / 月 B6C&'D*"=<9E)F'图书馆*G'C =H><3'F<'*中国知网*万方数据

库*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库中 "$参与治疗 $L!?的随机对照试验'M"#("

由 , 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后"采用 M'N&)F -Q0 进行 &'()分析)+

结果+符合纳入标准的 M"#文献 *0 篇"共 * /0/ 眼"治疗组 T,A 眼"未经 "$治疗的对照组 T.R 眼) 治疗组治

疗总有效率较对照组高+比值比'!"(V0Q,-"A-W置信区间'#$($,QSRYSQ,T"%Z.Q.*,"治疗组最佳矫正视力

优于对照组+均数差'&[(V.Q*S"A-W #$$.Q**Y.Q*R"%Z.Q.*,"剔除异质性大的文献后治疗组最佳矫正视

力仍优于对照组'&[V.Q*S"A-W #$$.Q*,Y.Q*/"%Z.Q.*() 治疗组视野平均缺损小于对照组'&[Vd,Q-T"

A-W #$$d0QATYd*Q*A"%Z.Q.*("视野平均光敏感度高于对照组'&[V0QSA"A-W#$$0Q.RY0QA*"%Z.Q.*()+

结论+"$治疗 $L!?的疗效优于未使用 "$的对照组"其疗效主要是提高视力和视野平均敏感度*降低视野

平均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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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F('E3=E3I<9'23<=_(3<
F'6E=_)(95"$L!?(是视神经营养血管循环障碍所致的
常见眼病"多见于老年人) $L!?临床特点为无痛性
的视力突然下降"患眼视盘水肿"视野多出现与生理盲
点相连的扇形或神经纤维束样缺损) $L!?多由供应
视盘的睫状后短动脉短暂的无灌注或低灌注所致

+ *, "
治疗时应避免使用强效全身扩张血管药物"以免进一
步降低睫状后短动脉的灌注压) 复方樟柳碱注射液
'<=2_=6FD )F3I=D3F'""$(主要通过激活微血管自律运
动来增加局部供血供氧"而非扩张血管"故正常剂量
"$并不会引起供血动脉灌注压降低及全身血压下
降

+ ,, ) "$在临床应用已达二十余年"国内已形成 "$
临床应用专家共识"为其治疗缺血性眼部病变提供规
范性指导

+ 0, ) 近年来大量文献报道 "$治疗缺血性视
神经病变均取得不同程度疗效"但尚缺乏最新的循证
医学评价) 本研究拟对 "$治疗 $L!?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进行系统评价"并按BML>&$规范进行报告 + S, "以
期为 "$的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C>资料与方法

C;C+检索策略
由 , 名研究者独立检索 B6C&'D*"=<9E)F'图书

馆*G'C =H><3'F<'*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文科技
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库自

*ART 年 * 月至 ,.,* 年 / 月发表的与 "$治疗 $L!?相
关的文献) 英文检索词为-<=2_=6FD )F3I=D3F'.*-)F('E3=E
3I<9'23<=_(3<F'6E=_)(95."以主题词和自由词联合方
式进行检索#中文检索词为-复方樟柳碱.*-缺血性视
神经病变.)
C;D+文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研究类型+随机对照试验'E)FD=23̀'D
<=F(E=44'D (E3)4"M"#(#',(研究对象符合 ,.*- 版/我国
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诊断和治疗专家共

识0 + -,
中 $L!?诊断标准的患者#'0(干预措施+治疗

组干预措施包括 "$治疗"对照组治疗措施不包括
"$#'S(结局指标+主要结局指标"即能反映治疗效果
的相关指标"如治疗有效率"同时包括视力*视野指标*
视网膜神经纤维层'E'(3F)4F'EN'H3C'E4)5'E"M?%a(厚
度中的 * 项或多项结局指标#次要结局指标"不良反应
的描述) 排除标准$'*(非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以及文
献综述*病例报告等#',(重复发表的文献#'0(干预措
施不符合要求#'S(无有效指标数据#'-(无法获取全
文的文献)
C;E+资料提取和文献质量评价

由 , 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交叉核
对) 如有分歧"则通过讨论或与第 0 名研究者协商解
决) 文献筛选时首先排除标题明显不相关的文献"进
一步阅读摘要和全文以确定是否纳入) 必要时通过邮
件*电话联系原始研究作者获取信息) 资料提取内容
包括$'*(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包括研究题目*第一
作者*来源期刊等#',(研究对象的基线特征和干预措
施#'0(偏倚风险评价的关键要素#'S(所关注的结局
指标和结果测量数据)

由 , 位研究者独立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并
交叉核对结果) 偏倚风险评价采用 "=<9E)F'手册
-Q*Q. 推荐的 M"#偏倚风险评估工具)
C;F+统计学方法

采用 "=<9E)F'官方网站下载的 M'N2)F -Q0 软件
进行 &'()分析) 各研究间的异质性采用 !,

检验进行

分析'检验水准为 "V.Q*("同时结合 $, 定量判断异质
性大小) 如果纳入的研究结果无异质性 '%U.Q*"$, Z
-.W("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若各研究结果间存
在异质性"则进一步分析异质性来源"在排除明显临床
异质性的影响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分析"
&'()分析的检验水准设为 "V.Q.-) 明显的临床异质
性采用亚组分析或敏感性分析等方法进行处理"或只
行描述性分析) 计数资料选用比值比'=DDIE)(3="!"(
作为效应指标"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差'2')F D3HH'E'F<'"
&[( 作为效应指标" 二者均计 算 A-W可 信 区 间
'<=FH3D'F<'3F('EN)4"#$() 研究数量超过 *. 篇的结局
指标采用 1PP'E漏斗图检验发表性偏倚)

D>结果

D;C+文献检索情况
共检索到 *SA 篇文献"阅读题目及摘要排除重复

文献"初筛得到 // 篇文献"阅读全文后进行第 , 次筛
选"最终得到 *0 篇"均为中文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
图 *)
D;D+纳入研究文献

根据关键词检索"符合标准的研究共 *0 篇"共
* /0/ 眼"其中治疗组 T,A 眼"对照组 T.R 眼"疗程为
*SY-/ D) 纳入研究的基线资料见表 *)
D;E+纳入文献质量分析

研究共纳入文献 *0 篇"其中 / 篇 + Td**"*-"*T,
为随机

分组"R 篇 + /dR"*,d*/,
为随机但未描述随机方法) *0 篇文

献均无报道失访*退出的案例"均无选择性报道) 纳入
文献均未提及盲法和盲法的实施方案"也均未报道分
配隐藏) 具体质量评价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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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检索获得文献149篇 其他途径补充获取文献0篇

阅读题目和摘要初筛（n＝66）

阅读全文第二次筛选（n＝39）

排除（n＝27）
*干预措施不符合要求
*非随机对照试验

排除（n＝26）
*结局评价太过主观
*数据无法提取

最终纳入文献（n＝13）

图 C>文献筛选流程图
4"$,5-C>4+&:)6#5(.&5+"(-5#(,5--%5&++9-%(

表 C>纳入文献基线资料
1#=+-C>）%.&59#("&%&.'(,3"-'"%)+,3-3

文献
发表

年份

眼数

治疗组 对照组

基线水平

干预措施

治疗组 对照组

疗程 结局指标

何军）/, ,.*/ -* -* %U.Q.- "$ 血管扩张剂*神经营养药物*降
血压药*糖皮质激素

*S D 有效率*视力

杭丽）R, ,..T ,S *S %U.Q.- "$*针 灸* 能 量 合
剂*维生素类

地塞米松*复方丹参注射液*能
量合剂*甲钴胺片

,* D 有效率*视力

黄翠等）T, ,.*A ,R/ ,R/ %U.Q.- 糖皮质激素*"$ 糖皮质激素 S, D 有效率*视野平均缺
损*M?%a厚度

李志伟）A, ,.,. 0* 0* \ 对照组治疗措施*
"$

维脑路通片*肌苷片*维生素
K*,

,T D 有效率*视力

崔庆霞）*., ,.*/ A/ AS %U.Q.- 对照组治疗措施*
"$

维生素联合复方丹参*复方血栓
通

S, D 有效率*视力*视野平
均缺损

王永斌）**, ,.*S -0 -- %U.Q.- 对照组治疗措施*
"$*银杏达莫注射液

血管扩张剂或溶栓抗凝剂*/-S^
,*糖皮质激素*肌苷*维生素 K

*S D 有效率*视野平均缺
损

秦常军等）*,, ,.*S 0, 0. \ "$ 妥拉苏林 ,. D 有效率*视力

郑茜）*0, ,.*/ 0- 0- \ "$ 妥拉苏林 ,*D 有效率*视力

邝国平等）*S, ,.*0 /, /* %U.Q.- 对照组治疗措施*
"$ 维生素 K*血栓通注射液

S, D 有效率*视野平均缺
损*M?%a厚度

陆新安等）*-, ,.*/ 0- 0- %U.Q.- "$ 三磷酸腺苷*辅酶$*维生素K**
维生素 K*,

*S D 有效率*视力*平均光
敏感度

陈迪清）*/, ,.,* -S -S %U.Q.- 对照组治疗措施*
"$

三磷酸腺苷*维生素 K**维生素
K*,

,Td-/ D 有效率*视力*平均光
敏感度

王丽丽）*R, ,.*- ,/ ,0 %U.Q.- 常规治疗*强的松
片*"$

常规治疗*地塞米松注射液*维
脑路通注射液

*SdS. D 有效率*对数视力

王朝晖）*T, ,.*- -S ST %U.Q.- 维生素K**谷维素*
"$

维生素 K**谷维素*地塞米松*
血栓通注射液

*S D 有效率*视力

+注$"$$复方樟柳碱注射液#M?%a$视网膜神经纤维层
+?=('$"$$<=2_=6FD )F3I=D3F'#M?%a$E'(3F)4F'EN'H3C'E4)5'E

D;F+&'()分析
D;F;C+治疗有效性+研究将疗效分为两分
法"痊愈*显效和有效均作为有效处理) &'()
分析结果显示异质性较小 '%V.Q,S"$, V
,.W("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治
疗组比对照组效果更好 '!"V0Q,-"A-W#$$
,QSRYSQ,T"%Z.Q.*('图 0()
D;F;D+视力+研究将涉及治疗组与对照组
视力结果的 A 篇文献中治疗组治疗前后视力
进行 &'()分析"各组存在异质性 '%V.Q.T"
$, VSSW("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治疗组比对照组治疗后平均视力高 .Q*S
'&[V.Q*S"A-W#$$.Q** Y.Q*R"%Z.Q.*()
逐一剔除文献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文献）/,
异质性较大"可能原因是其纳入病例为糖尿
病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患者且对照组应用了糖

皮质激素'图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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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D>纳入文献质量分析+$$总体评价+K$各个文献的单独评价

4"$,5-D>J,#+"(8 #%#+8'"'&.'(,3"-'"%)+,3-3>$$!N'E)44'N)46)(3=F+K$LFD3N3D6)4'N)46)(3=F =H'N'E5

I(6D5

图 E>治疗有效性的 @-(# 分析+#$$置信区间

4"$,5-E>@-(# #%#+8'"'&.(5-#(9-%(-..-)("*-%-''+#$$<=FH3D'F<'3F('EN)4

图 F>平均视力变化的 @-(# 分析+#$$置信区间

4"$,5-F>@-(# #%#+8'"'&.9-#%*"',#+#),"(8 )6#%$-'+#$$<=FH3D'F<'3F('EN)4

++剔除异质性大的文献"其
他文献异质性较小 '%V.Q**"
$, VS.W("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后治疗组比
对照组平均视力提升 .Q*S'&[V
.Q*S" A-W#$$ .Q*, Y.Q*/"%Z
.Q.*('图 -()
D;F;E+视野平均缺损+研究
将涉及治疗组与对照组视野平

均缺损的 0 篇文献中治疗组的
数据进行分析"存在较强的异
质性'%Z.Q.*"$, VA0W("采用
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治疗组比对照组治疗后视野平

均缺损更少 '&[Vd,Q-T"A-W
#$$d0QATYd*Q*A"%Z.Q.*('图
/() 逐一剔除每篇文献进行敏
感性分析"各文献间异质性较
大"结果未发生改变"提示 &'()
分析结果稳健)
D;F;F+平均光敏感度+研究
将涉及到平均光敏感度的 , 篇
文献中治疗组数据进行 &'()分
析"异质性较小 '%V.Q*/"$, V
SAW("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
析"结果显示治疗组比对照组
治疗 后 平 均 光 敏 感 度 提 高

0QSA DK' &[V0QSA" A-W#$$
0Q.RY0QA*"%Z.Q.*('图 R()
D;F;N+安全性方面+纳入文
献中有 - 篇文献提到均未发生
明显不良反应) 崔庆霞 + *.,

报道

仅出现轻微口干症状并自行缓

解) 陆新安等 + *-,
报道了 , 例患

者在用药后 * 周内出现视物模
糊"继续用药后症状消失) 王
朝晖

+ *T,
报道了治疗组无不良反

应"而对照组出现多汗和胸闷
各 * 例)
D;F;P+发表偏倚分析+1PP'E
漏斗图结果显示各研究点存在

不对称分布"说明存在发表偏
倚'图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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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N>平均视力变化的 @-(# 分析'去异质性(+#$$置信区间

4"$,5-N>@-(# #%#+8'"'&.9-#%*"',#+#),"(8 )6#%$-''3-<6-(-5&$-%-"(8(+#$$<=FH3D'F<'3F('EN)4

图 P>平均视野缺损变化的 @-(# 分析+#$$置信区间

4"$,5-P>@-(# #%#+8'"'&.9-#%3-.-)()6#%$-'&.*"',#+."-+3+#$$<=FH3D'F<'3F('EN)4

图 Q>平均光敏感度变化的 @-(# 分析+#$$置信区间

4"$,5-Q>@-(# #%#+8'"'&.9-#%'-%'"("*"(8 )6#%$-'&.*"',#+."-+3+#$$<=FH3D'F<'3F('E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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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R>02治疗疗效的发表偏倚分析

4"$,5-R>S,=+")#("&%="#'"%'(,3"-'&%(6-5#7-,(")-..")#)8 &.02

E>讨论

"$是 ,. 世纪 T. 年代由我国眼科专家研发的治

疗缺血性眼病的专利化学药物
+ 0, "其主要成分为氢溴

酸樟柳碱和盐酸普鲁卡因) 氢溴酸樟柳碱属于 &胆
碱能受体阻断剂"可以改善眼部血管舒缩功能"消除血
管痉挛"增加眼部血流量 + *A, "广泛用于各类缺血病变
和视神经病变的治疗) 盐酸普鲁卡因可以通过增加微
循环血流*抑制炎症反应*保护微循环*增加淋巴液回

流等方式"对缺血缺氧区域产生
积极的保护和修复作用

+ ,.d,,, )
临床研究发现"单独使用氢溴酸
樟柳碱 - 2P曾出现严重不良反
应"即使降至 .Q,- 2P仍有头痛*
口干*睡眠差等不良反应"联用
"$则 可 消 除 此 不 良 反 应 + ,0, )
,.,. 版复方樟柳碱注射液在常见
缺血性眼病中应用专家共识指

出"颞部皮下注射 "$后氢溴酸
樟柳碱和布鲁卡因广泛分布在眼

部组织"能迅速发挥药效"在体内
无蓄积"长期使用安全性好#同时
也指出 "$主要通过激活微血管
自律运动改善局部血管供血供

氧"促进缺血组织功能的恢复"可
作为各种视神经*视网膜*脉络膜
缺血性疾病的基础治疗用药"且
强调早期用药有助于提高疗效

+0, )
截至目前""$治疗缺血性眼

病已有 , 篇系统评价) 周贤刚
等

+ ,S,
纳 入 了 *S 篇 文 献 共 计

* .*. 例患者"结果显示 "$治疗
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有效"安全性

较高"但该研究发表于 ,../ 年"纳入文献质量普遍较
低"且仅对总有效率进行 &'()分析#吴星等 + ,-,

纳入了

,T 篇文献共计 * AAT 例患者"结果显示 "$能有效治
疗缺血性眼病"但该研究中未说明诊断标准"也未提及
纳入文献的基本情况和干预措施"且未描述纳入文献
的质量"仅对总有效率进行 &'()分析) 近年来又有大
量关于 "$治疗 $L!?的 M"#研究陆续发表"有望为
"$的临床应用提供更高级别证据) 本研究纳入 *0 篇
文献共计 * /0/ 眼"结果发现 "$治疗 $L!?疗效更好
且安全性较高"虽然研究纳入的大部分文献质量不高"
但本研究对总有效率*最佳视力*视野平均缺损*平均光
敏感度同时进行了 &'()分析"结果显示 "$治疗 $L!?
组疗效*最佳矫正视力均优于未使用 "$的对照组"视
野平均缺损小于对照组"平均光敏感度高于对照组)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纳入文献中 R
篇文献只提及随机分组未报告随机方分组的方法"可
能存在选择偏倚#',(纳入文献全部未实施分配隐藏*
未提及盲法"存在实施偏倚和测量偏倚的可能#'0(纳
入研究的 "$使用疗程不完全相同"但由于研究数量
较少*单一文献自身疗程不一"无法进行更细致的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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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能影响结果的准确性#'S(有效性结局指标的
检验提示发表偏倚无法规避"可能影响结果的可靠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 &'()分析结果显示"应用 "$
治疗 $L!?具有较好的疗效"在视力提高*视野改善方
面效果较好"安全性较高) 但受纳入研究数量与质量
的限制"本研究结果仍需更多多中心*大样本*高质量
的 M"#研究来进一步验证)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廖良$文献检索与筛选*偏倚评价*数据收集*文章撰

写#王妍$文献检索与筛选*纳入文献偏倚评价*数据分析#韦企平$酝酿

与设计试验*文章知识性内容的批评性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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