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  统 单 元 细  目

(1) 睑腺炎

(2) 睑板腺囊肿

(3) 睑缘炎

(4) 带状疱疹性眼睑炎

(1) 睑内翻

(2) 眼睑外翻

(3) 上睑下垂

3．先天异常  内眦赘皮

(1) 眼睑血管瘤

(2) 眼睑基底细胞癌

(3) 睑皮脂腺癌

1．泪道疾病  慢性泪囊炎

2．泪腺疾病  泪腺混合瘤

(1) 淋菌性结膜炎

(2) 急性卡他性结膜炎

(3) 沙眼

(4) 流行性角结膜炎

(5) 出血性结膜炎

(6) 春季角结膜炎

(7) 泡性结膜炎

(1) 翼状胬肉

(2) 睑裂斑

(1) 皮样脂肪瘤

(2) 色素痣

(1) 细菌性角膜炎

(2) 真菌性角膜炎

(3) 单疱病毒性角膜炎

(4) 蚕蚀性角膜溃疡

(1) 边缘性角膜变性

(2) 几种常见的角膜营养不良

(3) 大泡性角膜病变

3．肿瘤  角膜皮样瘤

(1) 角膜软化症

(2) 圆锥角膜

(1) 结节性巩膜炎

(2) 周期性巩膜炎

(1) 前巩膜炎

(2) 后巩膜炎

(3) 坏死性巩膜炎

一、眼睑病

1．炎症

2．位置异常

4．肿瘤

四、角膜病

1．炎症

2．变性与营养不良

4．其它

二、泪器病

三、结膜病

1．结膜炎

2．变性

3．肿瘤

五、巩膜病
1．表层巩膜炎

2．巩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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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葡萄膜炎

(2) 中间葡萄膜炎

(3) 后葡萄膜炎

(4) Vogt-小柳-原田综合征

(5) 交感性眼炎

(6) Behcet病

(7) Fuchs综合征

(8) 急性视网膜坏死综合征

(1) 虹膜囊肿

(2) 脉络膜血管瘤

(3) 脉络膜黑色素瘤

(1) 先天性白内障

(2) 老年性白内障

(3) 代谢性白内障

(4) 并发性白内障

(5) 外伤性白内障

(6) 辐射性白内障

(7) 后发性白内障

2．晶状体位置异常  晶状体脱位

(1) 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2) 慢性闭角型青光眼

(3)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

(1) 恶性青光眼

(2) 色素性青光眼

(3) 剥脱性青光眼

(4) 虹膜角膜内皮综合征

(5) 糖皮质激素性青光眼

(6) 新生血管性青光眼

(7) 青光眼睫状体炎综合征

3．发育性青光眼  原发性婴幼儿型青光眼

(1) 玻璃体液化、后脱离

(2) 星状玻璃体病变

(3) 玻璃体积血

(4) 玻璃体炎症

(5) 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

(1) 视网膜动脉阻塞

(2) 视网膜静脉阻塞

(3) 视网膜静脉周围炎

(4)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5) Coats病

九、玻璃体视网膜病

六、葡萄膜病

1．炎症

2．肿瘤

1．玻璃体年龄性改变

与疾病

2．视网膜血管性疾病

七、晶状体病

1．白内障

八、青光眼

1．原发性青光眼

2．继发性青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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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

(2) 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

(3) 老年性黄斑变性

(4) 病理性近视改变

(5) 黄斑囊性水肿

(1) Stargardt 病

(2) 视网膜色素变性

(3) 视网膜劈裂症

5．视网膜脱离  视网膜脱离（孔源性、牵引性、渗出性）

(1) 视网膜母细胞瘤

(2) 视网膜血管瘤（von Hippel病）

(1) 视乳头炎

(2) 球后视神经炎

(3) 视乳头血管炎

(4) Leber遗传性视神经炎

2．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

(1) 先天性视乳头小凹

(2) 牵牛花综合征

4．视交叉疾病  垂体瘤

(1) Adie瞳孔

(2) Horner瞳孔

(1) 屈光性调节性内斜视

(2) 部分调节性内斜视

(3) 外直肌麻痹

(1) 间歇性外斜视

(2) 恒定性外斜视

(1) 隐斜

(2) 麻痹性斜视

(3) 先天性特发性眼球震颤

(4) A、V型斜视

(5) Duane眼球后退综合征

(6) 重症肌无力

(1) 甲状腺相关眼病

(2) 眼眶炎性假瘤

(3) 眼眶蜂窝织炎及眶筋膜炎

(1) 海绵状血管瘤

(2) 皮样囊肿

(3) 视神经脑膜瘤

(4) 视神经胶质瘤

3．先天异常  颈动脉海绵窦瘘

九、玻璃体视网膜病

3．获得性黄斑部疾病

4．视网膜变性性疾病

2．外斜视

3．其它

6．视网膜肿瘤

十、视神经与视路疾病

1．视神经炎

3．视乳头先天异常

5．瞳孔异常

十二、眼眶病

1．炎症

2．肿瘤

十一、斜视与弱视

1．内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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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虹膜睫状体挫伤

(2) 晶状体挫伤

(3) 脉络膜挫伤

(4) 视网膜震荡与挫伤

(5) 外伤性黄斑裂孔

(6) 视神经损伤

(7) 眼球破裂

2．开放性眼球伤  角膜、巩膜穿通伤

3．眼异物伤   球内异物

(1) 眼睑外伤

(2) 眼眶外伤

5．眼化学伤  酸、碱灼伤

(1) 热烧伤

(2) 电光性眼炎

4．眼附属器外伤

6．物理性眼外伤

十三、眼外伤

1．眼球钝挫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