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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中国 ７~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近视率空间分布模式及其特征ꎬ为区域化防控措施的制

定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资料来源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ꎮ 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大陆 ３１ 个省份

的 ７~ １８ 岁学生ꎬ其中除西藏纳入的是藏族外ꎬ其他均为汉族ꎮ 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软件ꎬ进行近视率空间自相关分析ꎮ 结果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ꎬ全局 Ｍｏｒａｎ’ ｓ 值分别为 ０.１３ꎬ０.０２ꎬ－０.０６(Ｐ 值均>０.０５)ꎬ总体上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ꎮ 局部自相关分析表

明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为高高聚集区ꎬ海南和广西为低低聚集区ꎮ 结论　 中国 ３１ 省、市、自治区中小学生的近视率具有

显著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ꎬ大部分呈现正相关ꎻ高高集聚数量逐渐减少ꎬ低低和低高集聚数量逐渐增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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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力是反映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和预示未来生

活质量的重要指标[１] ꎬ而近视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眼科

疾病ꎬ其患病率的迅速增加使近视已经成为一个主要

的公共卫生问题ꎬ特别是在东亚ꎬ其与潜在的不可逆

转的失明相关联ꎮ 近视率的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

上升趋势[２] ꎬ据报道ꎬ全球范围内近视和高度近视的

患病率ꎬ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分别为近 ５０％和近 １０％[３] ꎮ
高患病率对公共卫生构成重大挑战[４] ꎮ 至 ２０１８ 年ꎬ
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５３.６％ꎬ其中有 １５ 个省

份高于平均水平ꎬ２４ 个省份超过 ５０％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ꎬ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体育总局等主要负

责人共同启动的健康中国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及颁

发的«重视近视防控守护儿童青少年健康»ꎬ倡议把持

续推进近视防控作为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的重要内

容[５] ꎮ 本研究分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我国 ７ ~ １８ 岁儿童

青少年近视率的空间分布ꎬ旨在为制定近视防治策略

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中国学

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 [６－８] 视力不良中的近视数据

部分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视力调查　 ３ 次调查的抽样方法均为分层多阶

段整群随机抽样ꎬ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内地 ３１ 个省份的

７ ~ １８ 岁学生ꎬ其中除西藏纳入的藏族外ꎬ其他均为汉

族ꎮ 凡裸眼视力<５.０ 为视力不良(左眼或右眼)ꎬ对视

力不良者使用串镜检查ꎬ判断有无屈光不正ꎮ 只有当

正片(凸透镜)校正视力下降ꎬ且负片(凹透镜)校正视

力提高为近视ꎮ 双眼中凡一只眼近视则判定为近

视[６－８] ꎮ

９６０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第 ４１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７



１.２.２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分析分为全局自相

关分析和局部自相关分析[９] ꎮ 全局自相关是对某现

象在整个研究区域空间特征的描述ꎬ目的是描述空间

模式的整体趋势ꎻ局部自相关是研究范围内各空间位

置与其周围临近位置的同一现象的相关性ꎮ 本次采

用 Ｍｏｒａｎ’ ｓ 指数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

关(ｌｏ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ꎬ ＬＩＳＡ)分

析及 Ｇ 统计量进行局部热点分析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应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软件进行近视

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ꎮ Ｍｏｒａｎ’ ｓ 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１ꎬ１)ꎬ０ 表示无空间相关性ꎻ 指数>０ 表示空间正相

关ꎬ即高观察值倾向于和高观察值集聚在一起ꎬ低观

察值倾向于和低观察值集聚在一起ꎻ值越接近于 １ 表

示区域之间的相似性越高ꎬ即整体呈聚集型分布ꎻ<０
表示空间负相关ꎬ即相邻区域具有不相似现象(低高

或高低)ꎬ即高观察值倾向于与低观察值集聚在一起ꎬ
值越接近于－１ 则区域之间的差异越大或分布越不集

中ꎬ即整体呈离散型分布ꎻ取值为 ０ 时则表示事物随机

模式ꎬ不存在空间相关ꎻ ｜ Ｚ ｜ >１.９６(或 Ｐ<０.０５)为有统

计学意义[１０－１３] ꎮ

２　 结果

２.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中国 ７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近视率

全局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ꎬ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儿童青少

年近视率的 Ｍｏｒａｎ’ ｓ 值分别为 ０.１３ꎬ０.０２ꎬ－０.０６ꎬ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近视率在空间上呈现随

机分布ꎬ即研究区域内无空间自相关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年份中国 ７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全局 Ｍｏｒａｎ’ ｓ 分析

年份 Ｍｏｒａｎ’ ｓ 指数 Ｚ 值 Ｐ 值
２００５ ０.１３ １.８７ ０.０６
２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５７ ０.５７
２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２７ ０.７９

２.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中国 ７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近视率

局部相关性分析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年份中国 ７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局部 Ｍｏｒａｎ’ ｓ 分析

地区
２００５ 年

ＬＩＳＡ Ｐ 值

２０１０ 年

ＬＩＳＡ Ｐ 值

２０１４ 年

ＬＩＳＡ Ｐ 值
新疆 ０.６４ ０.４９ －２.３８ ０.０２ －１.２６ ０.２１
山东 ０.６０ ０.００ ０.３７ ０.０４ ０.３４ ０.０６
江苏 ０.７７ ０.００ ０.６６ ０.００ ０.５１ ０.０２
浙江 ０.５５ ０.０５ ０.７８ ０.０１ －０.６３ ０.０４
广西 ０.２３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１７ ０.６４ ０.０２
海南 ０.８１ ０.０８ １.２８ ０.０１ １.３４ ０.００
天津 －０.２３ ０.５５ －０.９２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７８
河北 ０.０５ ０.８２ ０.０１ ０.９０ －１.３９ ０.００
上海 ０.５７ ０.０３ ０.８１ ０.００ ０.３５ ０.１７

　 　 ２００５ 年只有“高高”相关模式ꎬ分别是山东、江苏、
上海和浙江ꎻ２０１０ 年有“高高” “低低”和“低高” ３ 种

相关模式ꎬ呈“高高” 聚集的为山东、江苏、上海和浙

江ꎬ呈“低低”聚集的为海南ꎬ呈“低高”模式的为新疆

和天津ꎻ２０１４ 年有“高高” “低低”和“低高” ３ 种相关

模式ꎬ呈“高高”模式的为江苏ꎬ呈“低低”模式的为广

西和海南ꎬ呈“低高”模式的为河北和浙江ꎮ 其他地区

聚集类型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２.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中国 ７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近视率

热点区域分析 　 结果显示ꎬ２００５ 年热点区域为江苏ꎬ
冷点区域为黑龙江ꎻ２０１０ 年冷点区域为海南ꎻ２０１４ 年

冷点区域为新疆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年份中国 ７~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近视率热点区域分析结果

年份 地区 Ｚ 值 Ｐ 值 结果
２００５ 江苏 ２.１５ ０.０３ 热点∗

山东 １.７３ ０.０８ 热点
浙江 １.７２ ０.０９ 热点
黑龙江 －２.２４ ０.０３ 冷点∗

贵州 －１.９１ ０.０６ 冷点
２０１０ 浙江 １.７２ ０.０９ 热点

海南 －２.５２ ０.０１ 冷点∗

天津 －１.６９ ０.０９ 冷点
新疆 －１.６５ ０.１０ 冷点

２０１４ 江苏 １.７０ ０.０９ 热点
海南 －１.８３ ０.０７ 冷点
新疆 －１.９９ ０.０５ 冷点∗

上海 １.６７ ０.１０ 热点
河北 －１.７７ ０.０８ 冷点
广西 －１.７２ ０.０９ 冷点

　 注:∗表示在 ９５％ ＣＩ 下ꎬ该地区为热点或冷点ꎻ其他表示在 ９０％ ＣＩ
下ꎬ该地区为热点或冷点ꎮ

３　 讨论

中国地域辽阔ꎬ各地区儿童青少年近视情况差异

较大ꎬ鉴于目前国内对视力主要采用流行病学的“三

间分布”进行研究[１４－１６] ꎬ并未充分利用大数据的空间

属性ꎬ而空间统计学分析将数据与空间位置相结合ꎬ
充分考虑并挖掘数据的空间属性[１７] ꎬ该方法已广泛应

用于传染病和慢性病研究[９ꎬ１８－２０] ꎬ 视力研究也涉

及[１０] ꎬ为探索我国近视率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ꎬ本文

对我国儿童青少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近视率进行分析ꎮ
据全局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近视率无空间自相

关性ꎻ但考虑全局分析的结果可能会掩盖局部地区间

的空间自相关性[１４] ꎬ因此ꎬ进一步进行 ＬＩＳＡ 分析和热

点分析ꎮ 局部分析结果发现ꎬ东部沿海地区(山东、江
苏、浙江、上海等)和华南地区(海南和广西)近视率呈

高度聚集状态ꎬ提示可能与城市的经济和教育水平有

关ꎮ 谢红莉等[２１]的研究发现ꎬ我国中小学近视率发达

地区高于欠发达地区ꎬ而 ２０１４ 年山东和上海未呈高高

聚集ꎬ浙江转变为低高相关模式ꎬ原因可能为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４ 年中国 ７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处于较高水平

并不断增长ꎬ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山东和浙江近视率出现

了负增长[１] ꎬ并进一步影响了上海的空间模式ꎻ海南

省在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４ 年呈低低聚集ꎬ可能与该省为中国

第二大岛屿且近视率较低有关ꎮ 董彦会等[１] 发现ꎬ海
南居住环境好、视野开阔、经济较落后、学生学业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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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利于视力的发展[１９] ꎻ广西省在 ２０１４ 年呈低低聚

集ꎬ原因可能是相邻贵州的近视率与其相差较小ꎻ２０１０
年的天津和新疆与 ２０１４ 年的河北呈低高模式ꎬ可能与

周边城市的近视率相差较大有关ꎮ 近视率热点分析

结果也支持了局部分析ꎬ但并不是所有 “高高”或“低

低”聚集地区都是热点或冷点ꎬ可能与周围城市近视

率差异较小ꎬ 空间溢 出 性 不 明 显 或 样 本 量 大 小

有关[２１] ꎮ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偏倚ꎬ主要研究空间对近视率

的影响ꎬ忽略了近视率的其他影响因素ꎬ如屈光系统

的变化[２２] 、年龄、性别、睡眠时间[２３] 等ꎮ 本文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软件分析近视率的地理分布特征ꎬ可为

今后近视率的防控提供一些线索和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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