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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青光眼是导致失明

的常见眼病!治疗难度大!且该病

非常的复杂"导致青光眼的病因有

很多"这类眼疾病的出现之所以发

病与患者眼的局部结构# 年龄#性

别#遗传#屈光等因素有着密切关

系!具备这些因素的人也就是此疾

病的高危人群!随时受外界不良因

素刺激导致急性发病"

几类人群容易得青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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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眼压的人

这是第一危险因素!尽管早期

没有青光眼性损害!随着高眼压持

续时间延长! 眼压基值不断升高!

发生青光眼性损害的可能逐渐增

大"

"!

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患者青光眼的发生率

为
!"#$%

!明显高于正常人群"

&!

高度近视者

高度近视患者中开角型青光

眼发病率增高!同样开角型青光眼

中近视发病率也高"近视眼对眼压

升高易感! 又因产生陷凹较浅!不

易辨认!又因巩膜硬度低!用压陷

眼压计测量眼压值常偏低"

'!

全身血管病者

特别是低血压患者!容易发生

视盘供血不足!增加视神经损害的

危险"

(!

视乳头陷凹者

这是第二危险因素!大而深的

陷凹对压力的耐受力差"双侧陷凹

不对称一般是后天造成的!且与高

眼压有关!陷凹进行性扩大是最重

要的危险因素!可发生在视野缺损

前"这类人需定期检查视盘陷凹和

视野!一旦出现视神经损伤即予治

疗"

如何预防继发性青光眼$

一"用眼卫生

平常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要老

是拿脏手揉眼睛!要注意个人用眼

卫生!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尽可能

不要在强光下阅读!不要在暗室停

留时间过长! 光线必需充足柔和!

不要过度用眼"

二"良好心态

这是预防继发性青光眼的关

键所在"青光眼最主要的诱发因素

就是长期不良精神刺激! 脾气暴

躁#抑郁#忧虑#惊慌!因而也要加

以预防"

三"良好控制眼压

首先 !

')

岁以上的人应定期

测量眼压%其次!若有青光眼家族

史者应到正规医院进行青光眼的

排查%再者!若已经诊断为青光眼!

无论是用药控制还是手术治疗!均

应定期监测眼压和视野!一般若眼

压控制良好! 可每月测一次眼压!

每半年查一次视野!若眼压控制不

良!应每周测眼压!并每
&

个月查

一次视野"

四"饮食习惯

继发性青光眼病人还要注意

自己的饮食习惯!合理#健康的饮

食对疾病的治疗才会有帮助" 此

外! 病人还可以进行一些体育锻

炼!但也不要剧烈运动!避免引起

病情的加重" 保持睡眠质量!饮食

清淡营养丰富! 禁烟酒# 浓茶#咖

啡#适当控制进水量!天天不能超

过
!)))*!"))+,

!一次性饮水不得

超过
'))+,

"

青光眼是一种常见的致盲眼

病!治疗尚无特效的方法!所以必

需重视预防!防护"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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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视窗&协办单位!周口市眼科医院

新农合定点医院

城市医保定点医院

国家卫生部健康快车白内障治疗中心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协作医院

眼病健康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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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眼科医院引进国际最先进的美国博士伦准分子激光

治疗机及多种智能化眼部检查设备! 开展最先进的个性化设计

的多种准分子激光手术!依托眼病专科技术优势!由具有
!$

年

数万例准分子激光治疗近视成功经验的国内一流屈光手术专家

及其技术团队全程医疗保障" 治疗近视到周口市眼科医院是您

明智而正确的选择" 地址!周口市八一大道南段新建路眼科医院

四楼 电话!

=&-&-$>

节假日照常上班"

!!!!!

专家简介

王勤!女!周口市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农工党员!

青光眼科主任" 毕业于郑州大学"

从事眼科临床近
&)

年! 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及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进修学习" 在

国家级及省级杂志发表论文
")

余篇!获周口市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
-

项" 多次被评为优秀农工党员及

单位先进个人! 获
")!&

年河南省卫生系统道德模范

标兵称号!

")!'

年周口市三八红旗手!为中华临床医

师杂志及中国医药杂志特约编辑"

专业特长$ 原发性青光眼及各种继发性青光眼

的诊断#药物治疗及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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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是一种引起视神经损害的疾病"视神经由很

多神经纤维组成!当眼内压增高时!可导致神经纤维损

害!引起视野缺损" 早期轻微的视野缺损众通常难以发

现!如视神经严重受损!可导致失明" 尽早地进行青光

眼的检查# 诊断和治疗是防止视神经损害和失明的关

键"

青光眼是常见的眼科疾病!也是导致失明的重要眼

病之一" 专家表示!多数青光眼患者早期没有非常明显

的症状!一旦有所察觉!损伤就比较严重了" 因此!认识

青光眼的早期症状十分重要" 那么!青光眼早期都有哪

些症状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症状
!

!恶心呕吐

有些人患上了青光眼后! 会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

当发生恶心呕吐等症状时!应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眼压

升高还可反射性地引起迷走神经及呕吐神经中枢的兴

奋!出现严重的恶心呕吐"

症状
"

!头痛眼胀

由于眼压急剧上升!三叉神经末稍受到刺激!反射

性地引起三叉神经分布区域的疼痛!患者常感到有偏头

痛和眼睛胀痛"

症状
&

!眼压升高

人一旦患有青光眼后就会导致眼压升高!随之病情

就会加重!危害患者的身体健康"因此!应适当的控制眼

压"一般情况下!正常眼压范围为
!)*"!

毫米汞柱!用手

指触按眼球富于弹性! 当眼压上升到
"(*')

毫米汞柱

时!用手指触按眼球好似打足气的球!比较硬"当上升到

')*>)

毫米汞柱时!再用手指触按!眼球硬得象石头一

样"

青光眼有一些常见的并发症'简单介绍如下!

!%

白内障$它和青光眼关系非常密切!青光眼可并

发白内障!而白内障在发病过程中也可继发青光眼"

"!

视神经萎缩$青光眼最常见#也最严重的并发症!

简单讲就是视力下降!视野缩小!直至失明!这是每一个

青光眼不可避免的结局"

&!

恶性青光眼$青光眼术后眼压反而急剧升高!严

重者要摘除眼球才能解除痛苦"

'!

炎症感染$ 青光眼术后如炎症未能得到有效控

制!会导致眼内感染!轻者手术失败!重者继发葡萄膜炎

需摘除眼球"

(!

网膜脱离$这是青光眼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术

后眼压急剧下降!失去对视网膜的支撑作用而导致视网

膜脱离!表现为视野突然缺损或全盲"

$!

血管神经性头痛#高血压#心脑血管病变也是青

光眼的表现!只是它们的表现掩盖眼部症状!被误诊为

以上病变"

青光眼的并发症十分严重!所以请患者早期到正规

眼病专科医院治疗!以免延误病情!后悔莫及"

青光眼是全球导致视力丧失的主要眼病之一!它的

致盲率仅次于白内障" 有相当一部分慢性青光眼患者!

往往在毫无知觉中逐渐丧失了部分甚至全部视力"如果

大家具备一些青光眼防治方面的常识!及早发现#及时

诊断和治疗青光眼!就可以避免青光眼导致最后失明的

严重后果" 下面介绍下青光眼的预防方法"

保持愉快的情绪$ 生气和着急以及精神受刺激!很

容易使眼压升高!引起青光眼!所以平时要保持愉快的

情绪!不要生气和着急"

保持良好的睡眠$睡眠不安和失眠!容易引起眼压

升高!诱发青光眼!老年人睡前要洗脚#喝牛奶!帮助入

睡!必要时服催眠药"

在光线暗的环境中工作或娱乐$ 在暗室工作的人!

每
!&"

小时要走出暗室或适当开灯照明"情绪易激动的

人!要少看电影!看电视时也要在电视机旁开小灯照明"

不要暴饮暴食$暴饮暴食大吃大喝!都会使眼压升

高!诱发青光眼"老年人要饭吃八分饱!不吸烟!不喝酒!

不喝咖啡!不喝浓茶!不吃辛辣及刺激性的食物"

吃蜂蜜$蜂蜜属于高渗剂!口服蜂蜜后!血液中的渗

透压就会升高! 于是把眼内多余的水分吸收到血液中

来!从而降低眼压"

摸自己的眼球#看灯光$青光眼的特点是眼球发硬!

看灯光有虹圈!发现后及早治疗"

以上的措施可以有效保护眼睛健康!帮助我们有效

远离青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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