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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比较南、北方代表省份辽宁和广东两省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现状及差异ꎬ为中小学生视力不良防控提

供有针对性建议ꎮ 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３ 年抽取辽宁 １２ 所学校中小学生共 ７ ３７９ 名ꎬ广东 １３ 所学校中小

学生共 ７ ７７３ 名ꎮ 采用视力检查的方式获取两省视力不良现况ꎮ 结果　 广东省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６９.０％)比辽宁

省(５０.１％)更高(χ２ ＝ ６２３.４９ꎬＰ<０.０５)ꎮ 两地学生视力不良率均为女生高于男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户外运动时间过少、眼距

书本过近、做作业时间过长、睡眠时间不足以及父母近视为两地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的共同危险因素(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广东

中小学生玩计算机时间[(５３.０２± ２６.６３) ｍｉｎ / ｄ]、做作业时间[( １７４.５９± ７２.８９) ｍｉｎ / ｄ] 比辽宁中小学生[( ３９.１８± ２２.５１)
(１０７.８８±７３.５９)ｍｉｎ / ｄ]长( ｔ 值分别为 ５５.２７ꎬ３.５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广东省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情况比辽宁省更为严

重ꎮ 可能与广东省(南方)学生做作业和玩计算机时间较长、户外运动时间较少、用眼习惯较不良、睡眠时间较不足、父母

近视情况更严峻有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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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视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ꎬ是现在儿

童青少年的常见病、多发病之一ꎬ在东亚国家中尤为

突出[１] ꎮ 近视导致儿童青少年注意力深度、广度受

限ꎬ辨认远处和精细目标能力下降ꎬ对学习和体质健

康均有不良影响[２] ꎮ 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预防控制已

经越来越引起教育和卫生部门的高度重视[３] ꎮ 对中

小学生近视或视力不良的流行现状、发展趋势和影响

因素的研究虽已有部分文献报道[４] ꎮ 然而ꎬ我国地域

辽阔ꎬ南北方学生视力不良的流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也存在差异ꎮ 为有针对性指导不同地区中小学生视

力不良防治工作提供科学、可靠建议ꎬ本研究利用

２０１３ 年“建立 １ 个平台ꎬ制定 １ 套标准体系ꎬ研发解决

４ 个健康问题相应关键技术ꎬ建立 ７ 个应用展示示范

区”(简称 １１４７ 项目) [５]项目平台ꎬ选取其中视力不良

资料ꎬ分析南北方代表省份辽宁、广东两省中小学生

的视力不良现况以及致视力不良影响因素的差异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辽宁、广东 ７
~ １８ 岁来自普通学校的中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辽宁

省共抽取 ７ ３７９ 名ꎬ其中男生 ３ ７５３ 名ꎬ女生 ３ ６２６ 名ꎻ
小学生 ３ ５２０ 名ꎬ初中生 ２ ６１９ 名ꎬ高中生 １ ２４０ 名ꎻ广
东省共抽取 ７ ７７３ 名ꎬ其中男生 ３ ９３４ 名ꎬ女生 ３ 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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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ꎻ小学生 ３ ８５０ 名ꎬ初中生 ２ ０８０ 名ꎬ高中生１ ８４３ 名ꎮ
１.２　 方法　 按“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检测细则” [６]

要求ꎬ专人、专项检查视力ꎮ 检测者事先经严格培训ꎬ
现场质控措施符合要求ꎮ 视力表灯箱照度 ５００ Ｌｘꎬ５.０
行视标与被试双眼保持水平位ꎮ 按此方法对所有研

究对象进行裸眼视力筛检ꎮ 其中视力≥５.０ 为正常ꎬ
４.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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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眼视力不均衡者ꎬ以视力程度严

重者为标准ꎮ 筛检结果显示视力不良者均接受串镜

检查ꎬ判断屈光不正性质ꎮ
１.３　 统计方法　 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ꎬ采用 ｔ 检验分析两地学生的年龄、做作业时间、看
电视和玩计算机时间ꎻ采用秩和检验比较两地视力不

良检出率ꎻ采用 χ２ 检验比较性别、父母近视情况、用眼

卫生习惯(用计算机时ꎬ眼睛距屏幕的距离ꎻ看书时ꎬ
眼睛距离书本的距离)ꎻ采用趋势 χ２ 检验分析睡眠时

长、户外运动时间与视力不良的关系是否存在线性趋

势ꎻ采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探讨两地视力不良

影响因素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辽宁、广东两省中小学生基本情况比较　 两省被

试在年龄、性别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５)ꎬ基本具备可比性ꎮ 辽宁省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

出率为 ５０.１％ꎬ其中轻度、中度、重度视力不良率分别

为 ７.９％ꎬ１４.７％ꎬ２７.５％ꎻ广东中小学生的视力不良检

出率为 ６９.０％ꎬ其轻度、中度、重度视力不良率分别为

１１.５％ꎬ１５.２％ꎬ４２.３％ꎮ 经标化后比较发现ꎬ广东省中

小学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６９.０％)高于辽宁省中小学

生(５０.１％)(χ２ ＝ ６２３.４９ꎬＰ<０.０５)ꎮ
２.２　 辽宁、广东两省中小学生静态生活方式比较　 辽

宁省中小学生做作业时间[(１０７.８８±７３.５９) ｍｉｎ / ｄ]、
玩计算机时间[(３９.１８±２２.５１) ｍｉｎ / ｄ]均少于广东省

中小学生[(１７４.５９±７２.８９) (５３.０２±２６.６３) ｍｉｎ / ｄ]ꎬ而
看电视时间[(５８.６３±３８.３０) ｍｉｎ / ｄ]多于广东省中小

学生[(４３.０２±３４.０２) ｍｉｎ / ｄ] ( ｔ 值分别为 ５５.２７ꎬ３.５３ꎬ
１５.３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辽宁、广东两省中小学生视力不良影响因素单因

素分析　 辽宁省男、女生视力不良率分别为 ４５.６％ꎬ
５４.７％ꎬ广东省男、女生视力不良率分别为 ６６. ３％ꎬ
７１.７％ꎬ均为女生高于男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随着父母

中近视人数增加ꎬ两省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均呈上升

趋势(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广东省中小学生用眼习惯越差

(眼距计算机距离、眼书距离<３３ ｃｍ 频率)ꎬ视力不良

检出率越高ꎻ辽宁省中小学生眼书<３３ ｃｍ 频率越高ꎬ
视力不良检出率越高(Ｐ 值均<０.０１)ꎮ 辽宁省中小学

生户外运动时间<１ꎬ１ ~ ２ 和>２ ｈ 的视力不良率分别为

５２.９％ꎬ５１.３％ꎬ４５.１％ꎻ广东省中小学生户外运动时间

<１ꎬ１ ~ ２ꎬ> ２ ｈ 的视力不良率分别为 ７０.６％ꎬ６８.６％ꎬ
６７.５％ꎮ 经趋势 χ２ 检验可知ꎬ随着户外运动时间逐渐

增多ꎬ两省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均逐渐降低(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辽宁省中小学生睡眠时间<７ꎬ７ ~ ９ 和>９ ｈ 的

视力不良率分别为 ５２.６％ꎬ５１.４％ꎬ４３.８％ꎻ广东省中小

学生睡眠时间<７ꎬ７ ~ ９ 和>９ ｈ 的视力不良率分别为

８１.５％ꎬ６８.３％ꎬ５６.４％ꎮ 经趋势 χ２ 检验可知ꎬ两省中小

学生视力不良率均随睡眠时长增加而呈逐渐降低趋

势(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辽宁省与广东省中小学生视力不良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因素
辽宁

人数 视力不良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广东

人数 视力不良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３ ７５３ １ ７１３(４５.６) ６１.０９ ０.０００ ３ ９３４ ２ ６０８(６６.３) ２６.９１ ０.０００
女 ３ ６２６ １ ９８５(５４.７) ３ ８３９ ２ ７５４(７１.７)

父母近视情况 均无近视 ４ ８２４ ２ ２２４(４６.１) １２８.３６ ０.０００ ３ ２３２ ２ １８７(６７.７) ６.９２ ０.０３７
一方近视 １ ３８４ ８３８(６０.５) ２ ５４６ １ ７４２(６８.４)
均有近视 ４０８ ２６６(６５.２) １ ２３０ ８７８(７１.４)

每天户外运动时间 / ｈ∗ <１ ２ ０５６ １ ４０２(５２.９) １５.３６ ０.０００ ２ ４４９ １ ７２８(７０.６) ４.５０３ ０.０３４
１ ~ ２ ２ ６５２ １ ０５４(５１.３) ３ ７１９ ２ ５５０(６８.６)
>２ ２ ０１２ ９０７(４５.１) １ ６０５ １ ０８４(６７.５)

眼距计算机距离 / ｃｍ <６６ １ ４６９ ７６３(５１.９) ３.４５２ ０.０７８ １ ６７７ １ １５０(６８.６) ４６.１６ ０.０００
≥６６ ３ ７３８ １ ８７９(５０.３) ４ ６７７ ３ ３１８(７０.９)
不用计算机 ２ １２３ １ ０３６(４８.８) １ ２４３ ７５７(６０.９)

眼书距离<３３ ｃｍ 频率 从不 １ １０７ ４７４(４２.８) ４４.６２ ０.０００ １ ３２１ ８５７(６４.９) １２.８１ ０.００２
偶尔 ３ ９４７ １ ９５４(４９.５) ４ ３５４ ３ ０４９(６８.９)
经常 ２ ２７５ １ ２４８(５４.９) ２ ０９８ １ ４５６(６９.４)

睡眠时间 / ｈ∗ <７ ８２０ ４３１(５２.６) ３１.２０ ０.０００ １ ３０８ １ ０６６(８１.５) ２０５.６３ ０.０００
７ ~ ９ ４ ３６５ ２ ２８７(５１.４) ４ ０４８ ２ ７６３(６８.３)
>９ １ ９３４ ８４７(４３.８) １ ５５０ ８７４(５６.４)

　 注:∗为趋势 χ２ 检验ꎬ()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两省人数存在部分数据缺失ꎮ

２.４　 辽宁、广东两省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的多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采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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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别因素进行调整ꎬ结果显示ꎬ父母近视、户外活

动时间过少、用眼习惯不良(眼距书<３３ ｃｍ 频率)、睡
眠时间过少为两省中小学生致视力不良存在的共同

危险因素(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进一步分析可知ꎬ与父母

均无近视学生相比ꎬ父母一方近视、父母均有近视学

生患近视危险度更高ꎻ学生眼距书本越近ꎬ患视力不

良的危险度越高(Ｐ 值均<０.０５)ꎮ 睡眠时间≥９ ｈ 为

辽宁省学生预防视力不良的保护因素ꎻ睡眠时间越

长ꎬ广东省学生患视力不良危险性越低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辽宁、广东两省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变量
辽宁(ｎ ＝ ７ ３７９)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广东(ｎ ＝ ７ ７７３)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父母近视情况 一方近视 １.７６２(１.５４７ ~ ２.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１.３４９(１.１８５ ~ １.５３６) ０.０００
均有近视 ２.２６５(１.８０７ ~ ２.８４０) ０.０００ １.７８４(１.５１４ ~ ２.１０２) ０.０００

户外活动时间 / (ｈｄ－１ ) １ ~ ２ １.１０８(０.９７７ ~ １.２５６) ０.１１０ ０.９０３(０.７９０ ~ １.０３１) ０.１３１
>２ ０.８７２(０.７６２ ~ ０.９９８) ０.０４８ ０.７９８(０.６７７ ~ ０.９４２) ０.００８

眼距书<３３ ｃｍ 频率 偶尔 １.３４２(１.１５２ ~ １.５６４) ０.０００ １.２６０(１.０７７ ~ １.４７３) ０.００４
经常 １.６８８(１.４３１ ~ １.９９２) ０.００３ １.３３６(１.１１５ ~ １.６００) ０.００２

睡眠时间 / ｈ ７ ~ ９ ０.９１９(０.７７７ ~ １.０８７) ０.３２３ ０.４５９(０.３８７ ~ ０.５４４) ０.０００
>９ ０.６７４(０.５６０ ~ ０.８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９２(０.２４２ ~ ０.３５３) ０.０００

　 注:父母近视以均无近视为参照ꎬ户外活动以<１ ｈ / ｄ 为参照ꎬ眼距书不足 ３３ ｃｍ 频率以从不为参照ꎬ睡眠时间以<７ ｈ 为参照ꎮ

３　 讨论

研究表明ꎬ辽宁省中小学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为

５０.１％ꎬ广东省中小学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为 ６９.０％ꎬ
广东省中小学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明显高于辽宁省ꎬ
说明南、北方中小学生的视力不良情况存在差异ꎮ 以

往研究中视力不良的南北方差异结果不尽相同ꎮ 孙

丽霞等[７]认为南方代表城市汕头与北方代表城市郑

州近视眼角膜形态存在差异ꎬ而王子珺等[８] 则认为南

方代表城市广州与北方代表城市北京的近视情况并

无明显差异ꎮ 本研究中对视力不良影响因素(用眼习

惯、父母近视情况、做作业时间、看电视时间、玩计算

机游戏时间)的探讨结果ꎬ与以往研究结果[９－１２] 相近ꎮ
２０１５ 年抽取自广州学龄儿童的研究表明ꎬ通过增加户

外运动时间可以有效减少近视的发生[１３] ꎮ 本研究显

示视力不良率随户外运动时间增加而逐渐降低ꎬ进一

步佐证了其他研究[１３－１４] 的结论ꎮ 学生的近视情况与

睡眠时间也有着密切的关联[１５] ꎮ 本研究中采用趋势
χ２ 检验发现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随着睡眠时间的增

加呈线性降低的趋势ꎮ 而对于饮食、戴镜习惯等方面

对南北方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的影响是否产生差异有

待进一步探讨ꎮ
２０１０ 年全国国民体质调研结果[１６] 显示ꎬ小学生、

初中生、高中生近视检出率分别为 ４０.８９％ꎬ６７.３３％ꎬ
７９.２０％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辽宁省小学生、初中生、高中

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是 ３７.３％ꎬ６４.４％ꎬ７９.７％ꎬ辽宁

省各学龄段学生的视力不良情况处于全国平均水平

上下ꎬ但我国近视状况与其他国家相比[１７] 形势仍不容

乐观ꎮ 广东省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视力不良检出

率分别是 ５３.０％ꎬ８２.２％ꎬ８７.４％ꎮ 相较于 ２０１０ 年全国

近视的整体水平ꎬ广东省的视力不良情况尤为严峻ꎮ

本研究发现广东省中小学生玩计算机、做作业时

间高于辽宁ꎬ且广东省学生玩计算机、看书时用眼习

惯更差ꎮ 广东省中小学生的睡眠时间、户外运动时间

总体比辽宁省中小学生更少ꎬ可能是广东省中小学生

视力不良情况比辽宁省更为严峻的重要原因ꎮ 因此ꎬ
广东省中小学生预防近视应以减少学生玩计算机时

间、增加户外运动时间、保证充足睡眠时间为重点ꎬ还
要注意适当减轻课业压力ꎬ纠正学生不良用眼习惯ꎮ
虽然辽宁省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情况相对广东省学生

较好ꎬ但其视力不良率水平仍然较高ꎬ也应采取积极

预防措施防止视力情况进一步恶化ꎮ 同时ꎬ也不应该

忽视遗传因素对视力不良的影响ꎬ父母均近视或者一

方近视的学生患视力不良的危险性大于父母均不近

视的学生ꎮ 因此ꎬ对于父母已患近视的学生ꎬ更要注

重视力不良的预防ꎮ
广东、辽宁两省中小学生的视力不良形势均十分

严峻ꎬ且广东省中小学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比辽宁省

更高ꎮ 原因可能与广东省(南方)学生做作业时间较

长、玩计算机时间较长、户外运动时间较少、用眼习惯

较不良、睡眠时间较不足、父母近视情况更严峻有关ꎮ
提示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特点ꎬ视力不良影响因素可能

不同ꎬ需对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调研并分析ꎬ再
采取相对应的措施ꎬ以达到保护视力的最佳效果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ＲＡＭＡＭＵＲＴＨＹ ＤꎬＬＩＮ ＣＨＵＡ Ｓ ＹꎬＳＡＷ Ｓ Ｍ.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ｍｙｏｐｉ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ｌｉｆｅꎬ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
ｃｅｎｃｅ[Ｊ]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Ｏｐｔｏｍꎬ２０１５ꎬ９８(６):４９７－５０６.

[２] 　 张迎修.我国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流行的地域分布特点[ Ｊ] .中国学

生卫生ꎬ２００８ꎬ２９(８):６８６－６８８.

(下转第 １８５５ 页)

０５８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第 ３７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１２



９０％以上[２０] ꎬ这对控制人群龋齿的流行至关重要ꎮ
(２)“恒牙龋补”构成比高于“乳龋补”ꎬ但“恒牙龋失”
构成比仍然在较高水平ꎮ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同样

在于人们对口腔健康的不关注ꎬ疏忽了日常口腔保健

的重要性ꎬ导致龋齿复发ꎬ甚至缺损脱落ꎮ
综上所述ꎬ呼和浩特地区城乡中小学生龋齿患病

情况相比过去确实有所好转ꎬ但龋齿流行中存在的问

题仍十分突出ꎮ 在今后的防治过程中应将工作重心

转移到如下几个方面:(１)加强乳龋防治工作力度ꎬ转
变群众防龋观念ꎮ (２)加强宣传不良饮食习惯对口腔

健康的影响和危害ꎬ倡导低糖低脂饮食、合理膳食ꎮ
(３)加强宣传窝沟封闭和龋齿填充的重要性ꎬ政府及

相关卫生部门积极开展适龄儿童免费窝沟封闭ꎮ (４)
加强宣传日常口腔保健的方法和手段ꎬ口腔医生有责

任和义务为龋齿患者提供必要的口腔保健信息ꎮ (５)
龋齿的防治工作应做到城乡并重ꎬ加强校医防龋能力

培训ꎬ在城市和乡镇地区学校设置学生龋齿档案ꎬ积
极开展龋齿“三级预防”工作ꎮ (６)合理利用新媒体传

播技术ꎬ普及口腔保健知识ꎬ提高全民爱牙防龋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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