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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益肾健脾养血活血佐以局部针刺提高视网膜感光功能的基础及临床

应用 

提名意见 

本研究传承于省名老中医沈汝才近半个世纪经验积累，是针对视网膜感光细胞废用性疾病所创

立的一种有效治疗方法。视网膜黄斑区是感光细胞集中的区域，中医认为其为脾所主，又属“五轮

辨证”中的水轮，归于肾；视网膜光感受器疾病多与遗传，年龄、免疫、光损伤等有极大相关性。

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生化之源，故对该病应施以补先天、强后天同时养血活血增加

局部代谢，配合针刺以兴奋视细胞功能的治疗。通过多年临床实践，证实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项目简介 

（一）技术领域：本项目属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其是利用中医手段针对

目前临床多见的，现代医疗技术手段无法缓解和治愈的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Leber’s 先

天性黑曚等视网膜黄斑光感受器功能障碍系列性疾病的一种创新性治疗方法。  

（二）主要内容：该研究在临床上针对上述患者，利用四物五子丸合四君子汤及补阳还五汤三

方化裁，籍以益肾健脾，养血活血，同时眼周取穴配以光明、三阴交、外关等肢体穴位，施以针刺，

或配合丹参、参芎等活血制剂静脉输入，7-9 天为一疗程。视网膜黄斑区是感光细胞高度集中的区

域；黄斑在中医眼科理论上为脾所主；而眼底视网膜病均属“五轮辨证”中的水轮，归属于肾；视

网膜光感受器病因多与遗传，年龄、免疫，光损伤等因素有极大的相关性。中医认为：肾为先天禀

赋之本，脾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故针对视网膜光感受器损伤的疾病施以补先天、强后天同时加以

养血活血以增强局部代谢加上针刺，兴奋、活跃视细胞代偿功能，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通过 10

余年的临床实践，2千 4 百余例病例的临证观察，也证实了该方法在临床应用上的可行性。 

（三）项目特点：该方法的特点是：1、完全使用中医药手段治疗现代医疗技术手段无法缓解

和治愈的视网膜黄斑光感受器功能障碍性疾病；2、费用低廉，患者依从性好； 3、毒副作用小，

可重复性强；4、见效快，疗程短（1-2 疗程）；5、疗效佳，可明显改善患者视功能或维持其残存

视力。因该方法存在疗效维持效期较短的缺憾，故湖北省中医院眼科又在临床基础上，参阅了国内

外相关学术进展、文献报道，成功申报和完成了“藻类感光蛋白 CHR2 质粒对鼠神经功能重建的研

究”的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且作为第一参与（者）单位，申报完成了“结晶样视网膜病

变（BCD）致病基因 CYP4V2 突变体蛋白的研究” 的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将来能在视网膜

二级神经单元—双极细胞输入段植入感光蛋白，重建感光功能，彻底治愈视网膜光感受器损伤性疾

病，制备了良好的相关性中西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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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2004 始起我科即在省名老中医沈汝才诊治视网膜-视神经疾病近半个世纪经验积累的基础

上，继承沿袭开展了利用“益肾健脾，养血活血”辅以眼周穴施以针刺的方法治疗视网膜光感

受器损伤所造成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疾病。2009 年又在中日友好医院金明教授的指导下，参阅了

其所主持的“益气调血化痰方干预 AMD（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脉络膜新生血管 VEGF/VEGFR 的

调控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课题，将黄斑变性、Leber’s 先天性黑曚等视网膜光感受

器系列性疾病纳入了该方法的治疗范畴。2012 年后我科又将视神经萎缩的中医药治疗申报并纳

入了省中管局重点专科的的重点病种，并将针对视网膜光感受器损伤性疾病的中医药治疗作了

系统规范化总结，正式将“益肾健脾，养血活血”辅以对眼周及肢体相关穴位施以针刺的治疗

方法，形成了临床常规和路径。并通过 5 年多的临床实践，在提高该病种患者的视网膜代偿能

力，以期改善症状（提高视力）方面，取得了更为满意的疗效。 

视网膜黄斑区是感光细胞高度集中的区域；黄斑在中医眼科理论上为脾所主；而眼底视网

膜病均属“五轮辨证”中的水轮，归属于肾；视网膜光感受器病因多与遗传，年龄、免疫，光

损伤等因素有极大的相关性。中医认为：肾为先天禀赋之本，脾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故针对

视网膜光感受器损伤的疾病施以补先天、强后天同时加以养血活血以增强局部代谢加上针刺，

兴奋、活跃视细胞代偿功能，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通过 10余年的临床实践，2千 4百余例病

例的临证观察，也证实了该方法在临床应用上的可行性。 

“益肾健脾，养血活血”佐以局部针刺籍以提高视网膜光感受器代偿功能，从而达到改善

视功能的目的。该方法虽有较理想的临床疗效，但因未从生理病理上解决视网膜光感受器废用

问题（即：病未治好），故临床视功能症状的改善维持时间不长（约一年左右）则需进行重复性

的维持治疗。基于上述方法在临床疗效方面的现状，为从根本上解决视网膜光感受器损伤患者

的改善视功能的远期疗效问题，在参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以及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前期实验

铺垫后，我们设计了“藻类感光蛋白 CHR2质粒对鼠神经功能重建的研究”及“结晶样视网膜病

变（BCD）致病基因 CYP4V2 突变体蛋白的研究”课题，并均成功的申报了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该两项课题均为能在视网膜二级神经单元——双级细胞输入端植入藻类光感蛋白，

籍以重建感光功能，最终促使视网膜初级视神经单元——感光细胞损伤患者重见光明的一个相

关性的基础性研究课题。同时，在本项目设计初期参与指导作用的金明教授也协同性的成功申

报了“基于 IL-17RC 甲基化的益气调血化痰方药干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作用机制研究”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为利用中医药最终解决视网膜感光细胞向血管膜变性的问题，作出了

临床基础性的探讨。 

 视网膜感光细胞是视力产生的最初单元，如前所述，它极易受到先天性染色体变异及相邻

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因炎性、年龄相关性、代谢性等因素损伤后所导致的病理变化，从而失

去感光功能。此类疾病，虽我科利用针刺及益先天，补后天、提代谢的“益肾健脾，养血活血

“法的中医治疗达到了一个理想短期疗效，但总体就目前的现代医疗技术来说，仍是无法逆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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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及其延伸的在双极细胞输入端重建感光功能的思路，文献参考于国外的

Schoenebergerp¹、KleinlogelS²、BerndtA³等相关学术报道，国际上已成功地利用病毒载体，

将示踪剂，载入进了视网膜光感受器层内，并且寻找到了将光敏蛋白（CHR2）质粒定向载入视

神经双极细胞单元内的信号通路，而且在实验临床中成功地让 Leber’s先天性黑曚患者获取了

视力。  

目前临床上多见的先天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Leber’s先天性黑曚等视网膜黄斑

光感受器功能障碍疾病均属于视网膜光感受器废用性类疾病。若能将本课题与我科取得的上述

疾病的临床治疗结合应用，将会使这一类视网膜光感受器损伤疾病患者稳定性的复明前景及其

乐观 

推广应用情况 

湖北省中医院眼科针对初级视神经单元-视网膜光感受细胞损伤性疾病的“益肾健脾，养血活

血”法配合局部取穴针刺治疗的方法，10 余年来，已完成了 2 千 4 百余例的临床疗效观察，为广

大的诸如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等当今西医认为“绝症”的患者维持或提高了视功能。由于其

较为可靠的疗效，我院眼科利用其湖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中央委员会主委单位和湖北省中西医结合

学会眼科分会常务副主委单位的学术地位，分别在华科大同济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武汉

市中医院、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省 672中西医结合医院、恩施州

中心医院、宜昌中医院、仙桃中医院、蕲春李时珍医院、襄阳中医院等 10 余家医院眼科，实施了

推广运用。并在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年会上做了该项目观察情况的相关推广、汇报。发

表了相关性 SCI文章 15 篇及其他核心期刊文献报道 10篇。专著三部。参与编撰“十二五”、“十三

五”国家规划眼科教材各一部。 

因该方法存在疗效维持效期较短的缺憾，故湖北省中医院眼科又在临床基础上，参阅了国内外

相关学术进展、文献报道，并在中日友好医院金明教授的指导下，在其所主持的“益气调血化痰方

干预 AMD（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脉络膜新生血管 VEGF/VEGFR 的调控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研究课题的基础上，成功申报和完成了“藻类感光蛋白 CHR2 质粒对鼠神经功能重建的研究”的湖

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且作为第一参与（者）单位，申报完成了“结晶样视网膜病变（BCD）

致病基因 CYP4V2突变体蛋白的研究” 的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将来能在视网膜二级神经单

元—双极细胞输入段植入感光蛋白，重建感光功能，彻底治愈视网膜光感受器损伤性疾病，制备了

良好的相关性中西医基础。同时，本项目指导导师的金明教授也协同性的成功申报了“基于 IL-17RC

甲基化的益气调血化痰方药干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作用机制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为利用中医药最终解决视网膜感光细胞向血管膜变性的问题，作了临床基础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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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疗器 
中国 Zl03254927x 2004.9.22 644244 李杜军 李杜军 

已生产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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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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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表（可复制续写） 

姓名 李杜军 性别 男 排名 1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湖北省中医院 行政职务 学科带头人 

二级单位 眼科 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 

三级教授 

硕士生导师 

 

完成单位 湖北省中医院 

所在地 湖北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3.5-  至  -2017.6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李杜军教授作为本课题的负责人，湖北省中青年名医，主任医师/三级教授。通过传承总结沈汝才老

先生的证治经验，创立了“益肾健脾养血活血法”佐以局部取穴针刺治疗视网膜光感受器损伤所致的视

网膜色素变性等相关性疾病的方法，使视网膜光感受器损伤所致的一类“眼科绝症”患者得以改善视功

能、维持住残存视力。同时进一步通过对本病治疗难度和缺陷的总结，参阅了大量的现代文献后，利用

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创造性地进行了相关实验课题设计、构思，并对整个课题的完成作出最终指导和事务

性工作及主要管理工作。 
 
 
 

 
 

 
 

 

 

姓名 罗继红 性别 女 排名 2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湖北省中医院 行政职务 专科主任 

二级单位 眼科 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 

 

完成单位 湖北省中医院 

所在地 湖北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3.5-  至  -2017.6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罗继红主任作为本实验项目的第一参与人，参照课题整体设计的思路，组织和规划实验的进行并予以理

论指导，同时参与了后期实验结果的分析，以及相关疾病的临床观察、主要文献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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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莫国艳 性别 女 排名 3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湖北省中医药大学 行政职务  

二级单位 重点实验室 技术职称 研究员 

完成单位 湖北中医院大学 

所在地 湖北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3.5-  至  -2017.6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莫国艳研究员作为本课题的第二参与者，负责和指导本课题实验室全部的工作和实验数据的分析处理。 

主要文献的作者。 

 

姓名 金明 性别 女 排名 4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中日友好医院 行政职务 主任 

二级单位 眼科 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二级

教授，博导 

完成单位 中日友好医院 

所在地 湖北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6.5-  至  -2017.6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金明主任作为本课题的第四参与者，也是本项目的外院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及中管局传承经验- 师

承导师，擅长运用眼科现代技术联合传统技术在治疗眼科疑难疾病方面有很深造诣，为国家中医药领军

人才-岐黄学者。和李杜军主任及湖北省中医院眼科合作多年，参与本项目设计、指导及部分协同性工作。 

主要文献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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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黄娟 性别 女 排名 5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湖北省中医药大学 行政职务 / 

二级单位 眼科教研室 技术职称 讲师 

完成单位 湖北中医院大学 

所在地 湖北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3.5-  至  -2017.6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黄娟作为本课题的第五参与者，参与发表 2 篇相关 SCI 文献。在本课题中负责完成主要实验操作和这一

类疾病的临床观察，及文献的查阅。 
 

 

 

姓名 张光红 性别 女 排名 6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湖北省中医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眼科 技术职称 主治医师 

完成单位 湖北省中医院 

所在地 湖北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3.5-  至  -2017.6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张光红作为本课题的第六参与者，负责临床益肾健脾，养血活血佐以针刺治疗光感受器损伤的一类

疾病的临床观察，并完成视 Leber’病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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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吴克虎 性别 男 排名 7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湖北中医药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眼科 技术职称 住院医师 

完成单位 湖北中医药大学 

所在地 湖北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3.5-  至  -2017.6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吴克虎作为本课题的第七参与者，负责临床益肾健脾，养血活血佐以针刺治疗光感受器损伤的一类

疾病的临床观察，并完成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临床观察。 

 

姓名 黄蓉 性别 女 排名 8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湖北省中医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眼科 技术职称 副高 

完成单位 湖北省中医院 

所在地 湖北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3.5-  至  -2017.6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临床益肾健脾，养血活血佐以针刺治疗光感受器损伤的一类疾病的临床观察，并完成视网膜色素变

性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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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贺恒 性别 女 排名 9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湖北省中医药大学 行政职务  

二级单位 重点实验室 技术职称 助理研究员 

完成单位 湖北中医院大学 

所在地 湖北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3.5-  至  -2017.6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贺恒前期跟随其导师，参与发表 4篇相关 SCI文献。在本课题中负责完成主要实验操作和 Leber’疾

病的临床观察，及文献的查阅。 

 

姓名 薛林平 性别 女 排名 10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湖北省中医药大学 行政职务 / 

二级单位 第一临床学院眼科教研室 技术职称 讲师 

完成单位 湖北中医院大学 

所在地 湖北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3.5-  至  -2017.6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临床益肾健脾，养血活血佐以针刺治疗光感受器损伤的一类疾病的临床观察，并完成 leber’病的临床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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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杨磊 性别 男 排名 11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湖北省中医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眼科 技术职称 主治医师 

完成单位 湖北省中医院 

所在地 湖北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3.5-  至  -2017.6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饲养动物，配合完成实验操作以及临床观察，及数据采集。 

 

姓名 李小玉 性别 女 排名 12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湖北省中医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眼科 技术职称 主治医师 

完成单位 湖北省中医院 

所在地 湖北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3.5-  至  -2017.6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动物饲养，配合完成实验操作以及临床统计，及数据采集。 

 

姓名 却瑾 性别 女 排名 13 国籍 中国 

工作单位 湖北中医药大学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第一临床学院 技术职称 研究生 

完成单位 湖北中医药大学 

所在地 湖北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3.5-  至  -2017.6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动物饲养，配合完成实验操作以及临床统计，及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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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单位名称 湖北省中医院 

第 1 完成单位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联系人 高雅含 联系电话 02788929115 

传真 02788929115 电子信箱 hbszyykyc@163.com 

通讯地址及 

邮政编码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花园山 4 号 430061 

主
要
贡
献 

 

本项目瞄准临床常见多发丐现代医学无法治愈的部分视网膜疾病，利用中医、中西

医结合理论，将传统中医药及针灸用于治疗视网膜光感受器损伤所致的视网膜色素变

性、黄斑变性、Leber’s 先天性黑曚等系列难治性视网膜疾病，并使其症状得到了有效

改善。丐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及前沿性基础研究融入藻类感光蛋白 ChR2 质粒对鼠视神经

功能重建，为未来永久性的根治视网膜光感受器损伤所致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相关性疾

病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在现阶段具有重要的临床理论意义与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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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项目完全由湖北省中医院眼科李杜军教授所带领团队完成。

其中第一完成人李杜军教授为主任医师/Ⅲ级教授，并获我省中青年

名医称号，也是中华医学会 2016 眼科突出贡献奖获得者，是本项目

的负责人；罗继红为眼科主任，学科继承人，多次访学经历，也是李

杜军主任的多年的行政和科研助手；莫国艳为湖北中医药大学中药资

源与中药复方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与李杜军教授团队有着

长期科研合作关系；金明主任为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二级教

授，博导，国家级名老中医及中管局传承经验 师承导师，和李杜军

教授多年共事合作，也是本项目的主要指导设计者；张光红、吴克虎、

黄蓉、贺恒、杨磊、李小玉均为湖北省中医院眼科人员；黄娟、薛林

平为湖北中医药大学眼科教研室讲师，也是李杜军教授团队成员之一；

却瑾为湖北中医药大学李杜军教授的在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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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项目排名 

合作时

间 
合作成果 

证明材

料 
备注 

1 参与课题，合

作论文 

罗继红 13 年-17

年 

论文   

2 参与课题，合

作论文 

莫国艳 13 年-17

年 

论文   

3 指导设计合作

项目 

金明 16 年-17

年 

论文   

4 参与课题，合

作论文 

黄娟 13 年-17

年 

论文   

5 临床收集病例 张光红 14 年-17

年 

临床观察   

6 临 床 收 集 病

例，合作论文 

吴克虎 14-17 临床观察，论文   

7 临 床 收 集 病

例，合作论文 

黄蓉 13 年-17

年 

论文   

8 参与课题，合

作论文 

贺恒 14 年-17

年 

论文   

9 临 床 收 集 病

例，合作论文 

薛林平 14 年-17

年 

临床观察   

10 参与课题，负

责饲养动物，

收集实验数据 

杨磊 13 年-17

年 

课题参与者   

11 参与课题，负

责饲养动物，

收集实验数据 

李小玉 13 年-17

年 

课题参与者   

12 参与课题，负

责饲养动物，

收集实验数据 

却瑾 13 年-17

年 

课题参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