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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概述及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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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卫生组织披露，全球每10秒就有1人死于糖尿病，每30秒就有1人因

糖尿病截肢，加之失明、心脑血管等并发症，糖尿病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

问题。 

在中国，视网膜病变在糖尿病患者人群中患病率达到24.7%-37.5%     

（ 《中国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临床诊疗指南(2014年)》）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概述及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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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在我国11个城市进行的一项研究（胡善联，2002）显示，花在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上的钱占卫生总费用的将近4%，其中花在并发症上

的费用就占了80%以上。卫生部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用于糖尿病治疗的

相关费用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用于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相关费

用占80%以上。  

 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因DR造成的损失的评估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概述及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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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引起多种眼部并发
症 

 
其中RD最为严重，不
可逆盲目，但可预防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流行病学研究（中国）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关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流行病学研究几乎
空白，直到1991年开始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糖尿病慢性并发症
调查组调查了之后十年期间我国住院糖尿病患者的DR患病率。 

 

 早期对DR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大多是以糖尿病住院患者或门诊患
者的小样本为对象进行的，近几年才开始出现大量以自然人群为
研究对象的大样本的DR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有关DR 早期筛查、病情评估和治疗的循证医学指南, 国外有不少
多中心、随机临床对照研究, 而我国多以回顾性研究和病例系列
研究为主。 

 

 中国DR患病率存在显著地域性差异，即农村患病率高于城市，北
方患病率高于南方。虽然各地患病率的差异也与调查的人群性质
、DR检查方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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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流行病学研究（发达国家） 

 由于 DR 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成年人致盲的首要原因，较早的引起了
欧美国家的重视，所以在流行病学方面，欧美国家针对 DR 的研究
早并且深入。比较著名的有：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玻璃体切割术研
究(DRVS)（ Arch Ophthalmol,1990） ②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早
期治疗研究（ETDRS），是由美国国立眼科研究所组织，美国 22 个
临床机构参加的一项关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治疗的多中心随机
临床实验。由 1979 年开始至 1985 年结束，历时 5 年时间。 

 

 美国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研究（ETDRS）和美国Wisconsin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流行病学研究（WESDR）的方法与结果早已被国
际广泛采用。 

 

 在亚洲，也早已存在关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流行病学研究。如日
本糖尿病并发症研究（JDCS），是由日本 59 个糖尿病专科门诊研
究机构参与的一项随机对照多中心的前瞻性干预性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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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国家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颁发了《糖尿病管理模式推广项
目实施方案和技术操作手册》【卫疾控慢病便函(2009)103号】，
并首先在辽宁、黑龙江、上海、浙江及重庆等五省市启动和开展糖
尿病管理模式推广项目。 

 2012年7月，我国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全国防盲致
盲规划（2012-2015年）》明确提出医疗机构普遍重视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的早期筛查和早期治疗，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公众防治意识
。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防治策略（中国） 

 

 

 

 

中国 策略 

《手册》中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筛查的第1项为视网膜病变筛查，其中详细描述了筛查的准
备工作、视力检查、检眼镜检查、免散瞳眼底拍照的方法、视网膜病变的诊断标准。这是
我国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防控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内有关眼底病防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事件，标志着我国对有重大影响的慢性疾病开始从行政上加强防控干预。 

 第一部DR诊疗指南于2014年11月发布，在参考中国糖尿病相关指南、国际DR指南以及
众多文献基础上，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眼底学组制定了《中国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临床诊疗
指南(2014年)》，包括了DR的预防、筛查、转诊、干预、全身管理、患者教育等方面，
用以规范和指导目前我国临床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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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大会在2013年5月通过了《面向普遍的眼健康：全球行
动计划（2014-2019）》。 该计划指出糖尿病导致的视力损伤已
经成为全球面临的一个越来越严重的挑战，有必要针对改善筛查
和预防方法进行倡导。 

 在《面向普遍的眼健康：西太平洋地区行动计划（2014–2019
）》中提出成员国家防盲任务 之一就是开发/加强国家级糖尿病/
非传染性疾病防治项目，并整合系统，以便通过定期筛查、及时
转诊和适当治疗来预防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导致的盲。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防治策略（发达国家） 

 

 

 

 

WHO 策略 

国外多个国家和学术团体都曾发布过相关诊疗指南 
 2010年英国皇家眼科医学院制定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的实践指南》 
 2011年美国远程医疗学会制定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远程医疗实践建议》 
 2012年加拿大眼科协会制定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管理的循证临床实践指南》 
 2013年，英国皇家眼科医学院又再度更新并发布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临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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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方式  
 

基础治疗   控制血糖 

药物治疗   改善缺血状态 

                    坎地沙坦 、递法明等 

激光治疗   丢卒保车或丢车保帅 

手术治疗   玻璃体手术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小贴士】糖网病，分六期，一二三，红黄花。单纯期，年
年查。四五六，已恶化。保视力，激光佳。待到五期或六期，病急投医无办法。
万般无奈做手术，劳命伤财疗效差。疗效差，莫放弃，一线光明亦无价。有光
知昏晓，无亮苦难熬。白天不知夜的黑。不到极逆之境，不知和顺之安。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防治主体（中国） 

 常规模式 

    较多的是采用以医院为核心的模式,即对该地区每一位到
医院就诊的糖尿病患者都进行系统检查和眼科检查 登记
成档案, 然后开始定期筛查DR。 

    过程简单、针对性强，但可能遗漏那些未及时就诊或不愿就诊的糖
尿病居民;  不利于 高龄人群和行动不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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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力军 ——医院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防治主体（发达国家） 

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以社区医疗服务机构为基础，对相关人群
进行糖尿病筛查和定期随访的制度已普遍建立。从疾病防控和患者的
利益出发，每位患者都终生被“管理”。 

12 

      主力军 ——社会组织+社区+医院 



 远程模式 

   西安眼科医院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
中心 

 在社区医院拍摄一张眼底图像，由软件
整理收集后，通过网络传送到有专业眼
科医生的大型综合医院，进行即时阅片
，眼底病医生对眼底图片进行诊断与评
判，并将结果立即反馈给受检者并指导
患者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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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防治与模式（中国探索） 

视频会诊 

病历回传 

糖尿病作为基层医生长期管理慢性病之一，定期检查获取的眼底数字图像
信息，通过三甲医院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远程会诊中心，将眼底病专家的
意见及时反馈到远程诊疗区，实现基层首诊，上下联动的就诊模式。 



 社区模式 

    从1995年-到2003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和北新泾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 在上海市北新泾社区组建社区糖尿病眼病三级防盲网
络, 涵盖了与社区防盲工作相关的区、街道、居委会等各级行政管理, 三级医
院专业眼科、一级医院防治、基层卫生员等医疗防保这2条主线的所有人员, 
行政人员负责组织保障, 医务人员负责诊疗操作;通过有机结合和紧密合作, 迅
速推广社区糖尿病眼病防盲工作。 

 

   以社区为核心开展DR筛查, 其优势在于可纳入最多的糖尿病居民,不仅能对
可预防盲的眼病( 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进行筛查, 而且结合高血压、
高血糖、高血脂, 检测视网膜微血管改变, 对心脑血管疾病进行预测。但是这
种模式必须在有良好的社区初级医疗保健工作经验、相关行政部门支撑、各
级医务人员共同参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且, 有经验的专业眼科医师的指
导和培训也是工作质量的必要保证。 

 

 

 

1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防治与模式（中国探索） 



 强强联合及有关部门的参与 

    1）吉林白城地区，依托北医三院眼科中心，礼来支持， 

    2）健康快车 等NGO 组织 

    当地各方联动，医院的眼后节中心为大本营，与当地的糖
尿病医院强强联合，充分利用他们的病源优势进行有针对
性的干预; 在临床诊治中加强对已确诊患者及家属的宣教
指导; 借助当地卫生主管部门的行政手段建立延伸至县－
乡－村的四级网络。 

 

       强强组合，多方共建，优势明显，效果明显，未来优化和持续维护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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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防治与模式（中国探索） 



民营眼科医院  
     何氏、爱尔、朝聚、爱尔、普瑞、华厦、爱视等一大批民营专科医院在

发展同时，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防盲治盲三级/四级/五级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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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防治与模式（探索） 

县域级体系 提供基础眼病医疗服务、 

健康教育、咨询 

市级体系  提供医疗技术、学术交流、

培训支持，疑难眼疾会诊治疗中心以及

临床研究，扩大向周围地区的辐射力 

乡村体系：开展筛查和宣教工作，

是糖网防治信息能够到达所有人的最重
要一环 



民营眼科医院——注重项目可持续性 
 标准化连锁经营，市场化运作，借助口碑效应和品牌，为糖网患者
提供方便，高效、可及、优良的医疗服务。 

 建立糖网俱乐部，为患者提供更细致、精准、有效的治疗，对患者
采取灵活多样的健康教育方式。 

 借助国家利好政策，整合社会资源，推进防盲治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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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防治与模式（探索）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防治与模式（探索） 

 虽然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 

 

     我国还没有系统的DR 筛查和防治服务体系, 防治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
在DR 的治疗上。在有关DR的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筛查、控制及管理
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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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糖尿病患者——超过1亿 

 

 东西部和城乡二元结构——知识鸿沟，人口结构
鸿沟，人力资源鸿沟 

 

 全社会还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和紧急——参与组
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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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面临的挑战 



中国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面临的挑战 

 

 

 专业人才缺乏和分布不平衡、基层眼科服务能力低下、初
级眼保健工作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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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DR防盲治盲意识不强，重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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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防治知识问卷调查分析”《中国现代医生》） 

中国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面临的挑战 



对策与建议——加强研究 

 

 我国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临床流行病学资料远不够全面和
完整，尚缺乏大样本的规范调查数据和长期随访结果。在
发病机制、病变进展、疾病负担等方面也有较多课题尚待
探索。 

 加强DR防控标准化方法普及推广和研究 

 加强DR防控卫生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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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与建议——宣传和游说 

 

 准确说明当前DR防治的严峻局面 

 促进各类资源转移到DR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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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与建议——填平鸿沟 

 

 互联网+ 

 人力资源培训，特别是针对社区的 

 广泛开展的健康宣教 

 基层医院DR防控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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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与建议——各利益方参与可持续的运营 

 

 

 

 

 



对策与建议——建立统一标准防治体系 

 

 

 必须以预防为主 

 必须以社区和基层为主 

 必须多利益方参与 

 必须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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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Hospital 

Central Hospital 

Community 

Healthcare  

Service Centers

（Stations） 

Health management 

Disease prevention 

Public health 

Birth control 

Individual health education 

Basic medical care 

Preliminary diagnosis and tretament 

Rehabilitation of chronic diseases 

Appointment with doctor and examination, 

transfer diagnosis bilaterally 

sharing description and medical history 

Video consultatio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of chronic diseases 

The guidance and consulting of health 

education 

Sub-health interven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habilitation 

Emergency green channel 

Emergent, serious or difficult out-patient 

Emergent, serious or difficult in-patient 

The design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 

The designation of rehabilitation program and 

technical guidance 

The designation of health maintenanc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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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Care Integration 

Patient-Centric Care Management System  



谈论过去不易 – 遗憾 Sorry 
 
决策未来更难 – 负责 Responsible 

与大家共勉！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