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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中国 ７~ １８ 岁藏族学生视力现状ꎬ为学校近视防控工作开展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ꎮ 方

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ꎬ收集 ２ ４１８ 名藏族学生左、右眼视力及 １ ９１０ 名学生性别、年龄、作息时间等信息ꎬ分析藏族学生

视力现状ꎬ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方法探讨视力影响因素ꎮ 结果　 ２０１４ 年 ７~ １８ 岁藏族学生左眼裸眼视力平均值为(４.７５±
０.３３)ꎬ中位数为 ４.７５(Ｐ２５ ＝ ４.５ꎬＰ７５ ＝ ５.０)ꎻ右眼裸眼视力平均值为(４.７４±０.３３)ꎬ中位数为 ４.９０(Ｐ２５ ＝ ４.５ꎬＰ７５ ＝ ５.０)ꎮ 检出

视力不良学生 １ ５２０ 名ꎬ检出率为 ６２.９％ꎮ 藏族女生视力不良率高于男生(Ｐ<０.０１)ꎬ视力不良检出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ꎮ
每周体育课课时不足与藏族学生双眼视力不良风险呈正性相关(ＯＲ＝ １.４３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５ ~ １.９４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７ ~ １８ 岁

藏族学生视力不良率处于较高流行水平ꎬ且女生比男生严重ꎬ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生严重ꎮ 在控制年级、性别等因素后ꎬ
学校每周开设体育课时不足为视力不良的重要影响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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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中国儿童青少年视力不良检出率呈上升

趋势ꎬ且女生比男生严重ꎬ城市比农村严重[１－２] ꎮ 多数

研究者对汉族学生遗传和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如人口

流动、生活方式等与学生视力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广泛

的研究[３－６] ꎮ 藏族学生因特殊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
文化习俗、膳食模式、运动情况[７] ꎬ视力的现状和影响

因素与汉族学生有所不同ꎮ 本研究旨在运用现有藏

族学生视力数据ꎬ掌握近年来藏族学生的视力情况ꎬ
分析探讨视力的防控措施ꎮ

１　 资料来源和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来源于 ２０１４ 年 ９—１１ 月进行的全国

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ꎬ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方法ꎬ
先确定调研学校ꎬ以年级分层ꎬ再以教学班为单位整

群抽样构成调研样本ꎮ 共调查 ７ ~ １８ 岁藏族学生

２ ４１８名ꎬ其中男生 １ ２１４ 名ꎬ女生 １ ２０４ 名ꎮ
１.２　 方法　 根据“２０１４ 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

实施细则” [８]要求ꎬ采用标准对数视力表ꎬ检测藏族学

生的左右眼裸眼视力ꎮ 以视力≥５.０ 为正常ꎬ４.９ 为轻

度视力不良ꎬ４.６ ~ ４.８ 为中度视力不良ꎬ<４.６ 为重度视

力不良ꎮ 左右眼中有任意 １ 只眼视力<５.０ 即视为该

学生视力不良ꎮ 以学生 ２ 只眼中视力不良较严重眼的

不良程度作为视力不良水平[２] ꎮ
由检测队人员会同班主任组织 ９ ~ １８ 岁学生进行

６５２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２



自填式问卷调查(考虑到 ７ꎬ８ 岁学生阅读理解水平欠

缺ꎬ故不安排问卷调查)ꎬ共收集 １ ９１０ 份有效问卷ꎮ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强度和频率、
课业负担及静态生活方式等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工作执行全国统一的项目管理

及技术方案ꎬ参与调查的教师及医务人员均接受省级

强化培训ꎬ规范操作流程ꎮ 调查问卷由全国学生体质

与健康调研组设计ꎬ由执行技术组和顾问专家委员会

对问卷的信效度进行论证ꎮ 有专人负责对现场进行

全程质量控制ꎬ并有专家组成外部质量控制监督小组

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外部监督和评价ꎮ 体检数据和

问卷调查结果由西藏自治区调研工作人员使用统一

软件双录入法完成数据录入ꎬ由专门的检验人员开展

抽样复测和逻辑检验ꎬ以保证数据的真实可信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进行数据录

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进行统计学分析ꎬ连续性变量以(ｘ
±ｓ)表示ꎬ分类变量以频数及百分率表示ꎬ采用 χ２ 检验

分析不同性别之间视力不良检出率的差别ꎮ 以 ２０１４
年藏族学生视力为因变量ꎬ赋值:视力不良＝ １ꎬ视力正

常＝ ０ꎻ以年级、性别和问卷中采集的学生学习生活习

惯为自变量ꎬ赋值:每天平均睡眠时间(小学生<１０ ｈ ＝
１ꎬ≥１０ ｈ ＝ ０ꎻ初中生<９ ｈ ＝ １ꎬ≥９ ｈ ＝ ０ꎻ高中生<８ ｈ ＝
１ꎬ≥８ ｈ ＝ ０)ꎬ学校每周开设体育课时(小学三到六年

级和初中生<３ 课时 ＝ １ꎬ≥３ 课时 ＝ ０ꎻ高中生<２ 课时

＝ １ꎬ≥２ 课时 ＝ ０) [９] ꎬ平均每天做作业时间( >２ ｈ ＝ １ꎬ
≤２ ｈ ＝ ０)ꎬ每天体育锻炼时间( <１ ｈ ＝ １ꎬ≥１ ｈ ＝ ０)ꎬ每
天视屏时间(包括每天看电视、手机、计算机、游戏机

等ꎬ>２ ｈ ＝ １ꎬ≤２ ｈ ＝ ０) [１０] ꎬ性别(女 ＝ １ꎬ男 ＝ ０)ꎬ年级

(小学＝ １ꎬ初中 ＝ ２ꎬ高中 ＝ ３)ꎬ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前进法)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藏族学生视力现状　 藏族中小学生左眼裸眼视

力平均值为(４.７５±０.３３)ꎬ中位数为 ４.７５(Ｐ２５ ＝ ４.５ꎬＰ７５

＝ ５.０)ꎻ右眼裸眼视力平均值为(４.７４±０.３３)ꎬ中位数

为 ４.９０(Ｐ２５ ＝ ４.５ꎬＰ７５ ＝ ５.０)ꎮ 视力不良检出率左眼为

５７.４％ꎬ右眼为 ５９.２％ꎮ 视力不良检出人数 １ ５２０ 名ꎬ
检出率为 ６２.９％ꎮ
　 　 由表 １ 可见ꎬ藏族 ７ ~ １８ 岁学生视力正常者男生

多于女生ꎬ视力轻度、中度和重度不良者女生多于男

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从各年龄

段来看ꎬ１０ 岁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最低ꎬ为 ４２.５％ꎻ１５
岁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最高ꎬ达 ８４.０％ꎮ 总体上随着

年龄增长ꎬ７ ~ １８ 岁藏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逐渐增

高ꎬ初中生轻度和中度视力不良较高中生多ꎬ重度视

力不良较高中生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藏族学生视力不良等级分布

性别与年龄 人数 正常
轻度视

力不良

中度视

力不良

重度视

力不良
性别 男 １ ２１４ ５２６(４３.３) １０５(８.６) ２２２(１８.３) ３６１(２９.７)

女 １ ２０４ ３７０(３０.７) １２７(１０.５) ２６８(２２.３) ４３９(３６.５)
年龄 / 岁 ７ ２００ １０５(５２.５) ６３(３１.５) ３０(１５.０) ２(１.０)

８ ２００ １１０(５５.０) ３８(１９.０) ３７(１８.５) １５(７.５)
９ ２０５ １１７(５７.１) ２４(１１.７) ３５(１７.１) ２９(１４.１)

１０ ２００ １１５(５７.５) ２１(１０.５) ３３(１６.５) ３１(１５.５)
１１ ２０９ ７１(３４.０) １６(７.７) ４２(２０.１) ８０(３８.３)
１２ １９９ ５３(２６.６) １１(５.５) ５２(２６.１) ８３(４１.７)
１３ ２００ ３４(１７.０) １９(９.５) ５６(２８.０) ９１(４５.５)
１４ ２０５ ９６(４６.８) ７(３.４) ３８(１８.５) ６４(３１.２)
１５ ２００ ３２(１６.０) ９(４.５) ４０(２０.０) １１９(５９.５)
１６ ２００ ４８(２４.０) １０(５.０) ３７(１８.５) １０５(５２.５)
１７ ２００ ５５(２７.５) ６(３.０) ５３(２６.５) ８６(４３.０)
１８ ２００ ６０(３０.０) ８(４.０) ３７(１８.５) ９５(４７.５)

合计 ２ ４１８ ８９６(３７.１) ２３２(９.６) ４９０(２０.３) ８００(３３.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藏族学生视力影响因素分析　 如表 ２ 所示ꎬ学校

每周体育课课时不足学生视力不良率明显高于充足

学生(ＯＲ ＝ １.４３)ꎬ且性别为女(ＯＲ ＝ １.７６)、年级较高

(初中 ＯＲ ＝ ２.０５ꎬ高中 ＯＲ ＝ ２.０９)均与视力不良发生正

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藏族学生每天做作业时间、每天睡眠时间、每天

体育锻炼时间、每天视屏时间对视力不良的风险估计

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表 ２　 藏族中小学生视力不良

多因素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９１０)

自变量与常量 β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每天做作业时间 ０.１９ ０.１５ １.２１(０.９３~ １.５７)
每天睡眠时间 －０.０７ ０.６２ ０.９３(０.７０~ １.２４)
每天体育锻炼时间 －０.０７ ０.５７ ０.９４(０.７４~ １.１８)
每天视屏时间 －０.０９ ０.５１ ０.９１(０.６８~ １.２１)
学校体育课课时 ０.３６ ０.０２ １.４３(１.０５~ １.９４)
性别 ０.５７ <０.０１ １.７６(１.４４~ ２.１５)
学段　 初中 ０.７２ <０.０１ ２.０５(１.５９~ ２.６４)
　 　 　 高中 ０.７４ <０.０１ ２.０９(１.６０~ ２.７２)
常量 ０.０８ ０.６５ １.０８

３　 讨论

随着西藏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ꎬ藏族学生

视力不良问题日渐凸显ꎮ ２０１４ 年藏族学生视力不良

检出率(６２.９％)与全国平均水平(５７.２％) [１１] 相比处

于较高的水平ꎮ 与 ２０１０ 年(６８.６％) [１２] 相比ꎬ２０１４ 年

中国藏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有了小幅下降趋势ꎬ但
相较 ２００５ 年(４１.５％) [１３]仍增长了 ２１.４ 百分点ꎮ 中国

藏族学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始终处于逐年升高[１４] 态

势ꎬ且出现女高男低的情况ꎮ 本研究中ꎬ藏族中小学

男生视力明显优于女生ꎬ可能与女生喜静少动、活动

量少、看书看电视时间较长、学习更加刻苦有关[１５] ꎮ
与 Ｇｕｏ 等[１６]在广州省的研究结果相似ꎬ在视力相关影

响因素的分析中发现ꎬ学校未开设足够的体育课时可

能导致视力不良发生增加ꎮ 而做作业时间、睡眠时

间、视屏时间和体育锻炼时间对视力不良率的影响无

７５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２



统计学意义ꎬ可能与变量赋值不合理、学生对时间的

估计不准确有关ꎮ
在 Ｇａｒｎｅｒ 等[１７] 的研究中ꎬ来自同一祖先的尼泊

尔夏尔巴人和藏族人有着显著的视力不良率的差异ꎬ
可能与生活方式不同有关ꎮ 现今我国藏族学生除了

学习汉族学生的所有课程以外ꎬ还要学习藏语ꎮ 为与

汉族学生竞争更优的教育资源ꎬ往往学习压力更大ꎬ
用眼时间更长ꎮ 因此ꎬ呼吁学校关注学生视力ꎬ尤其

是女生视力ꎬ坚持做好“两操一课” (课间操、眼保健操

和课外活动课) [１８] 、组织开展好运动会等体育活动ꎬ合
理布置家庭作业ꎬ提供达标的教室课桌椅、照明等条

件[１９] ꎻ家庭中父母要起到健康教育和监督责任ꎬ帮助

学生养成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ꎬ不过多地安排补课学

习等任务ꎬ平衡营养膳食ꎬ鼓励多吃富含维生素 Ｂ 的

食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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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０２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２１

８５２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