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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陕西省宝鸡市 ７~ １８ 岁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现状、配镜率及相关因素ꎬ为中小学生视力保护工作提

供参考ꎮ 方法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收集陕西省宝鸡市 １０ ２２５ 名 ７~ １８ 岁中小学生视力和是否配镜情况ꎬ分析学生视力和配镜

率现状及其相关因素ꎮ 结果　 学生视力不良率为 ４２.８４％ꎬ视力不良学生配镜率为 ５３.４７％ꎬ女生视力不良率(４７.３７％)高于

男生(３８.５３％)(χ２ ＝ ８１.５８ꎬＰ<０.０１)ꎬ视力不良女生配镜率(５４.９２％)高于男生(５１.７８％) ( χ２ ＝ ５３.３６ꎬＰ<０.０１)ꎮ 使用最小二

乘法多元回归分析发现ꎬ随着学生年龄增长ꎬ视力不良率不断升高(Ｂ ＝ ０.０７３ꎬ９５％ＣＩ ＝ ０.０６５ ~ ０.０８０ꎬＰ<０.０１)ꎬ并伴随视力

不良程度不断加深(Ｂ＝ ０.０４５ꎬ９５％ＣＩ＝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１ꎬＰ<０.０１)ꎻ配镜率随着年龄而增长(Ｂ ＝ ０.０４２ꎬ９５％ＣＩ ＝ ０.０３０ ~ ０.０５４ꎬＰ<
０.０１)ꎬ男生(Ｂ＝ －０.０３３ꎬ９５％ＣＩ＝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６ꎬＰ＝ ０.０２)配镜率相对女生较低ꎮ 结论　 陕西省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高ꎬ
配镜率低ꎻ视力不良程度显著影响配镜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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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力不良不仅给个人的身心健康带来消极影响ꎬ
而且会降低其生活质量[１] ꎮ 有研究表明ꎬ未矫正的视

力不良带来的全球潜在经济损失每年约 ２ ６８８ 亿美

元[２] ꎮ 此外ꎬ未矫正的视力不良还会导致学龄儿童的

学业表现变差[３] ꎮ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对陕西省

宝鸡市 ２６ 所中小学的调查结果ꎬ描述宝鸡市中小学生

视力不良发生率、视力不良程度和配镜率ꎬ分析学生

视力不良和配镜的相关因素ꎬ为进一步改善农村地区

中小学生视力保护工作提供决策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陕西省宝鸡市抽取 ２６ 所中小学的

１０ ２２５名学生ꎬ其中男生 ５ ２４３ 名ꎬ女生 ４ ９８２ 名ꎻ小学

生 ６ １４３ 名ꎬ初中生 ２ ５０７ 名ꎬ高中生 １ ５７５ 名ꎻ农村学

生 ８ ２７４ 名ꎬ城镇学生 １ ９５１ 名ꎮ 年龄 ７ ~ １８ 岁ꎬ平均

(１１.７２±３.１４)岁ꎮ 参与研究的学生均签订了调查协

议ꎬ同时也对家长发放了告家长书ꎬ取得了学生家长

的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采用学生问卷ꎬ收集学生的个人和

家庭特征信息ꎬ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是否住校、
户口类型ꎻ家庭特征包括父母是否在家住、父母受教

育程度ꎮ 填写前ꎬ调查员统一向学生说明调查目的和

填写要求ꎬ以班级为单位填写问卷ꎮ 现场收问卷时进

行检查ꎬ发现问题ꎬ当场纠正ꎮ 该问卷在以往的一些

研究中多次使用过[３－５] ꎬ可以用来衡量学生的基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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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息ꎮ
１.２.２　 视力筛查　 每个筛查小组由 １ 名护士和 １ 名

调查员组成ꎮ 所有筛查组成员都由中山大学中山眼

科中心的培训人员进行严格统一培训ꎮ 视力筛查工

具采用早期治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研究 ( Ｅａｒｌ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 ＳｔｕｄｙꎬＥＴＤＲＳ)视力表ꎮ
本研究将视力不良定义为任一单眼裸眼视力敏度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ꎬＶＡ)≤６ / １２[６] ꎬ即相当于按照国家标准

(ＧＢ / Ｔ １１５３３—２０１１) 标准视力表的 ５ 分记录法≤
４.７[７] ꎮ 本研究中ꎬ配镜是指在问卷调查时学生自我报

告拥有光学眼镜ꎮ 同时在本文中用 ｌｏｇＭＡＲ 衡量视力

不良程度ꎬ其中 ＭＡＲ 被定义为视力敏度的倒数ꎬ即

ＭＡＲ ＝ １ / ＶＡꎬｌｏｇＭＡＲ ＝ ｌｇ１０(ＭＡＲ)ꎬｌｏｇＭＡＲ 越大ꎬ说明

视力不良程度越深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ｘｃｅｌ 建立数据库ꎬ应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４.１ 软件进行 χ２ 检验和最小二乘法多元回归分析ꎮ
结果变量分别为是否视力不良(１ ＝ 是ꎬ０ ＝ 否)、Ｌｏｇ￣
ＭＡＲ 和是否配镜(１ ＝是ꎬ０ ＝ 否)ꎬ自变量主要有年龄、
性别(１ ＝男ꎬ０ ＝女)、是否住校(１ ＝ 是ꎬ０ ＝ 否)、户口类

型(１ ＝城镇ꎬ０ ＝农村)、是否留守儿童(１ ＝是ꎬ０ ＝否ꎬ父
母只要有任一方外出打工即定义为留守儿童)及父母

受教育程度(１ ＝ 初中及以上ꎬ０ ＝ 初中以下)ꎮ 检验水

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年龄学生视力不良状况　 ７ ~ １８ 岁中小学生

视力不良率为 ４２.８４％ꎬ视力不良率随着学生年龄的增

长而增加ꎮ 其中ꎬ ７ 岁学生视力不良率最低ꎬ 为

１５.９４％ꎻ１７ 岁学生视力不良率最高ꎬ为 ７９.９１％ꎮ 小学

低年级学生视力不良率为 １５.９４％ ~ ２０.１０％ꎬ小学高年

级学生视力不良率为 ２７.６２％ ~ ４６.３６％ꎬ初中学生为

５２.３２％ ~ ６４.９４％ꎬ高中学生为 ７８.０６％ ~ ７９.９１％ꎮ 不同

年龄组之间视力不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女生视力不良率为 ４７.３７％ꎬ男生为 ３８.５３％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不同年龄视力不良学生配镜情况　 ７ ~ １８ 岁中小

学生中ꎬ视力不良学生的配镜率为 ５３.４７％ꎬ视力不良

学生的配镜率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大而增加ꎮ ８ 岁视力

不良学生的配镜率最低ꎬ为 １５.３８％ꎻ１８ 岁视力不良学

生的配镜率最高ꎬ为 ８３.８８％ꎮ 小学低年级视力不良学

生配镜率为 １５.３８％ ~ ２５.８４％ꎬ小学高年级为 ２７.２％ ~
３８.８７％ꎬ初中学生为 ５５. ３３％ ~ ６３. ６４％ꎬ高中学生为

７５.１０％ ~ ８３.８８％ꎮ 不同年龄组之间配镜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１)ꎮ 视力不良女生的配镜率为

５４.９２％ꎬ男生为 ５１. ７８％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年龄学生的视力不良发生率和配镜率

学段 年龄 / 岁
女生

人数 视力不良人数 配镜人数

男生

人数 视力不良人数 配镜人数

合计

人数 视力不良人数 配镜人数
χ２

１ 值 χ２
２ 值

小学 ７ ４４７ ７６(１７.００) １３(１７.１１) ５１３ ７７(１５.０１) １４(１８.１８) ９６０ １５３(１５.９４) ２７(１７.６５) ０.７１ ０.０４
８ ５１２ ９０(１７.５８) １５(１６.６７) ５３４ ７９(１４.７９) １１(１３.９２) １ ０４６ １６９(１６.１６) ２６(１５.３８) １.５０ ０.８４
９ ５０４ １１２(２２.２２) ３１(２７.６８) ５３６ ９７(１８.１０) ２３(２３.７１) １ ０４０ ２０９(２０.１０) ５４(２５.８４) ２.７５ １.８１
１０ ４６７ １４６(３１.２６) ４２(２８.７７) ４７８ １１５(２４.０６) ２９(２５.２２) ９４５ ２６１(２７.６２) ７１(２７.２０) ６.１３∗ ２.８２
１１ ４７３ １９２(４０.５９) ７６(３９.５８) ４９７ １５９(３１.９９) ４０(２５.１６) ９７０ ３５１(３６.１９) １１６(３３.０５) ７.７６∗∗ １４.９１∗∗

１２ ５５５ ３０２(５４.４１) １１６(３８.４１) ６２７ ２４６(３９.２３) ９７(３９.４３) １ １８２ ５４８(４６.３６) ２１３(３８.８７) ２７.２８∗∗ ５.８６∗

初中 １３ ５３７ ３１１(５７.９１) １８９(６０.７７) ５２０ ２４２(４６.５４) １１７(４８.３５) １ ０５７ ５５３(５２.３２) ３０６(５５.３３) １３.７１∗∗ ２０.７２∗∗

１４ ４６０ ３１１(６７.６１) １９９(６３.９９) ４４８ ２２８(５０.８９) １４４(６３.１６) ９０８ ５３９(５９.３６) ３４３(６３.６４) ２６.２９∗∗ １２.１３∗∗

１５ ２５３ １８５(７３.１２) １２３(６６.４９) ２８９ １６７(５７.７９) ９２(５５.０９) ５４２ ３５２(６４.９４) ２１５(６０.０８) １３.９４∗∗ １５.８８∗∗

高中 １６ ３２１ ２６６(８２.８７) １９４(７２.９３) ２９２ ２１６(７３.９７) １６８(７７.７８) ６１３ ４８２(７８.６３) ３６２(７５.１０) ７.２０∗∗ ０.４６
１７ ３２９ ２６７(８１.１６) ２１４(８０.１５) ３２３ ２５４(７８.６４) １９２(７５.５９) ６５２ ５２１(７９.９１) ４０６(７７.９３) ０.６４ ２.０４
１８ １２４ １０２(８２.２６) ８４(８２.３５) １８６ １４０(７５.２７) １１９(８５.００) ３１０ ２４２(７８.０６) ２０３(８３.８８) ２.１２ ０.４７

合计 ４ ９８２ ２ ３６０(４７.３７) １ ２９６(５４.９２) ５ ２４３ ２ ０２０(３８.５３) １ ０４６(５１.７８) １０ ２２５ ４ ３８０(４２.８４) ２ ３４２(５３.４７) ８１.５８∗∗ ５３.３６∗∗

　 注:()内数字为视力不良率或配镜率 / ％ꎻχ２
１ 值为不同性别间视力不良率比较ꎻχ２

２ 值为不同性别学生配镜率比较ꎻ∗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３　 视力不良和配镜率的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ꎬ
年龄越大ꎬ视力不良率越高ꎬ视力不良程度越深ꎻ女生

比男生更容易视力不良ꎬ视力不良程度更深ꎻ城镇学

生比农村学生视力不良率更高ꎬ视力不良程度更深ꎻ
是否住校与学生是否视力不良无相关性ꎬ但是与视力

不良程度相关ꎬ住校学生的视力状况比不住校学生更

好ꎻ是否是留守儿童、父母亲受教育程度是否达到初

中及以上与学生是否视力不良和视力不良程度均无

相关性ꎮ
年龄越大ꎬ视力不良学生的配镜率越高ꎻ且女生

配镜率比男生高ꎻ对于视力不良的学生ꎬ父亲和母亲

的受教育程度达到初中及以上ꎬ其更有可能配镜(Ｐ<
０.０５)ꎮ 是否住校、是否为城镇户口和是否为留守儿童

对视力不良学生是否配镜无影响ꎮ 此外ꎬ还发现视力

不良程度( ｌｏｇＭＡＲ)与是否配镜正相关(Ｐ<０.０１)ꎮ 见

表 ２ꎮ

０１５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第 ３９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１０



表 ２　 中小学生视力不良与配镜率的多元回归分析

自变量
视力不良(ｎ ＝ １０ ２２５)

Ｂ 值(Ｂ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ｌｏｇＭＡＲ(ｎ ＝ １０ ２２５)
Ｂ 值(Ｂ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配镜(ｎ ＝ ４ ３７３)
Ｂ 值(Ｂ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年龄 ０.０７３(０.０６５~ ０.０８０) <０.０１ ０.０４５(０.０２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１ ０.０４２(０.０３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１
性别 －０.０８９( －０.１１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２
住校 －０.０４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７２~ ０.０２３) ０.３１
城镇户口 ０.０８１(０.０５０~ ０.１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５８(０.０４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２) ０.０５
留守儿童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８) ０.７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４) ０.２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５) ０.４６
父亲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上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１) 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６) ０.１０ ０.０２２(０.００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４
母亲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上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０) ０.３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 ０.１７ ０.０３９(０.００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３
ｌｏｇＭＡＲ ０.８２６(０.７３４~ ０.９１８) <０.０１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宝鸡市 ７ ~ １８ 岁中小学生视力

不良发生率为 ４２.８４％ꎬ随着年龄增长ꎬ学生的视力不

良发生率升高ꎬ且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发生视力不良ꎬ
与之前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８－９] ꎮ 从全世界范围

来看ꎬ我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视力不良发生率非常

高ꎬ可能与繁重的学业有关[１０] ꎮ 此外ꎬ农村户口比城

镇户口学生视力不良率更低ꎬ视力不良程度也更低ꎬ
可能是因为农村学校分布相对县城更分散ꎬ在相同作

息制度下ꎬ农村学生往返学校的在途时间更长[１１] ꎬ从
而课后学习时间或使用智能手机、计算机等电子产品

的时间相对更短[１２] 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年龄越大ꎬ学生的配镜率越

高ꎬ女生高于男生ꎬ但总体来说宝鸡市视力不良的中

小学生配镜率仅为 ５３.４７％ꎮ 视力不良程度越深ꎬ配镜

率越高ꎬ可能的原因是随着视力不良程度的加深ꎬ会
对日常生活造成严重障碍ꎬ促使学生或家长寻找解决

方案ꎮ 有研究结果显示ꎬ因为戴眼镜影响美观ꎬ女生

比男生更抗拒眼镜[１３] ꎬ本文研究结果与之相反ꎬ可能

是因为现在男生和女生对外表的在意程度无显著差

别[１４] ꎬ同时ꎬ女生具有与父母更好的沟通能力[１５] ꎬ因
此视力不良的女生更有可能配镜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
父母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上的学生配镜率更高ꎬ可能

是因为这部分学生和家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正确

的视力保护知识ꎮ 另外ꎬ研究结果显示ꎬ视力不良的

小学生配镜率很低ꎬ从需求角度来看可能是因为学生

和家长都没有意识到孩子视力不良ꎬ或者是老师和家

长对于戴眼镜存在误解ꎬ不支持、不愿意给小学生佩

戴眼镜[１６] ꎬ从供给角度来看ꎬ农村学生缺少高质量的

视力保护服务ꎮ 本研究发现ꎬ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视

力状况和配镜状况均无显著差别ꎬ可能是因为父母外

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成长同时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

影响[１７－１８] ꎬ也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学生的视力保健情况

都比较差ꎮ
综上所述ꎬ要有效改善农村地区学龄儿童的视力

保护现状ꎬ降低视力不良发生率ꎬ提高视力不良学生

的戴镜率ꎬ学校及相关部门应关注以下 ２ 个方面:(１)
向家长和老师宣传正确的视力保护知识ꎬ帮助学生养

成良好的用眼习惯ꎬ增加户外活动ꎬ降低学生的视力

不良发生率ꎻ(２)纠正家长、老师和学生对戴眼镜的认

识误区ꎬ尤其关注小学低年级学生和男生的视力情

况ꎬ提高视力不良学生的戴镜率ꎮ
由于所使用的数据为横断面数据ꎬ未包含学生配

镜后是否定期复查及更换眼镜等信息ꎬ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本文对学生配镜行为的研究ꎮ 相关的研究有

待于在后续追踪数据收集后做进一步的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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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助推”作用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
实施传统欺凌与实施网络欺凌间呈正相关ꎬ说明实施

传统欺凌的初中生在网络欺凌中可能也扮演着同样

的欺凌角色ꎬ需要注意 ２ 种角色间的“演变”问题ꎮ
本研究通过多重中介模型考察心理忽视、抑郁及

校园欺凌之间的作用机制ꎬ结果发现ꎬ心理忽视不但

直接影响初中生校园欺凌ꎬ而且可以通过抑郁的中介

作用影响初中生校园欺凌ꎮ 此模型各拟合度指标良

好ꎬ模型假设是可以接受ꎮ 根据中介结果可知ꎬ心理

忽视作为一种不良的教养方式对初中生校园欺凌行

为的影响不容小觑:首先ꎬ从心理忽视对校园欺凌、抑
郁的直接作用来看ꎬ处于心理忽视环境下成长的学

生ꎬ在家庭中感受到与父母的亲密度比较差ꎬ适应性

也比较低ꎬ有抑郁倾向的可能性就越大ꎮ 本研究中的

初中生会通过攻击、暴力及欺凌行为释放因父母对自

己的忽视教养而引发的不良情绪ꎬ这种应对方式也是

一种生物本能的反应方式[１７] ꎮ 因此ꎬ初中生在家庭中

体验到消极情绪后ꎬ就可能会出现问题行为ꎮ 其次ꎬ
从抑郁的中介作用结果来看ꎬ童年期遭受心理忽视的

初中生长期受到监护人漠视ꎬ与父母之间建立了不安

全依恋ꎬ他们会认为其他人是威胁的、不值得信任的ꎬ
从而增加了抑郁、焦虑和不安全的情绪ꎬ表现出更多

的校园欺凌ꎮ 以往研究已经发现ꎬ早期不利情境与攻

击、暴力间的关系中存在中介或调节变量ꎬ孤独感、安
全感等情绪是两者关系中的重要中介变量[１８] ꎬ本研究

结果进一步证实抑郁也是其中的情绪变量ꎮ 本研究

结果不仅启示初中心理健康教师除了要筛查有心理

忽视经历的学生并将其作为辅导的重点群体外ꎬ还可

以通过团体辅导、沙盘游戏等心理健康教育方式提升

学生的积极情绪体验ꎬ以达到有效预防与治理校园欺

凌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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