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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安徽省中小学生视力发育情况和屈光状态ꎬ为青少年近视防控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抽取安徽省灵璧、宿松、金寨、肥东 ４ 个县小学生 ２ ５０２ 名、初中生 １ ３１９ 名、高中生 １ ２３４ 名ꎬ
分别对视力、眼前节、眼底、眼位和屈光状态进行检查ꎮ 结果　 安徽省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小学生为 ２５.４７％ꎬ初中生

为 ６０.００％ꎬ高中生为 ７９.９０％ꎻ在小学生中屈光不正检出率为 ２３.１９％ꎬ其中近视检出率为 ２０.７９％ꎻ初中生中屈光不正检出

率为 ５７.５０％ꎬ其中近视检出率为 ５６.５９％ꎻ高中生中屈光不正检出率为 ７８.７７％ꎬ近视检出率为 ７８.４４％ꎮ 结论　 安徽省中小

学生视力发育呈近视化趋势明显ꎬ视力不良检出率存在地区、性别和年龄分布差异ꎮ
【关键词】 　 视力ꎬ低ꎻ近视ꎻ患病率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Ｒ ７７８.１　 Ｇ ６３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８)１２￣１８３１￣０４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ｏｏ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ＥＮ
Ｙｕｅｃｈｕｎꎬ ＬＩＡＮＧ Ｌｉꎬ ＷＥＮ Ｌｅｉꎬ ＬＩＵ Ｊｉａｊｉａꎬ ＪＩ Ｑｉｎｇｓｈａｎꎬ ＷＵ Ｘｉａｎｈｕｉꎬ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ｌｉꎬ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ｈｕｉꎬ ＪＩＡＮＧ Ｙａｎｆａｎｇꎬ ＦＡＮＧ
Ｍｅ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ＵＳＴＣꎬ Ｈｅｆｅｉ(２３００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ｍｙｏｐｉ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ｒａｎ￣
ｄｏｍ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ｐｉｃｋ ｕｐ ２ ５０２ ｐｕｐｉｌｓꎬ １ ３１９ ｊ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１ ２３４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ｉｎｇ￣
ｂｉꎬ Ｓｕｓｏｎｇꎬ Ｊｉｎｚｈａｉ ａｎｄ Ｆｅｉｄ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ꎬ ｅｙｅ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ｕｓꎬ ｅｙｅ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ｏｏ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ａｓ ２５.４７％ꎬ ｔｈａｔ ｏｆ ｊ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ａｓ ６０.００％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ａｓ ７９.９０％.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ａｓ ２３.１９％.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ｗａｓ ２０.７９％.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ｊ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ａｓ ５７.５０％ꎬ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ｗａｓ ５６.５９％.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ａｓ ７８.７７％ꎬ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ｗａｓ ７８.４４％.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ｕ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ｗ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ｇｅꎬ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ｓ ａｌｓ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Ｖｉｓｉｏｎꎬｌｏｗꎻ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ꎻ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青少年眼健康问题是近年来眼科学和公共卫生

日益关注的学科发展方向ꎬ屈光不正特别是近视为青

少年检出率最高的眼病ꎬ在发展中国家ꎬ未矫正的屈

光不正占儿童视功能障碍的比例为 ４３％ ~ ８２％[１－３] ꎮ
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李玲团队的关于国

民视觉健康白皮书显示ꎬ２０１２ 年我国 ５ 岁以上总人口

中ꎬ各类视力缺陷人数大约 ５ 亿ꎬ其中近视的总患病人

数在 ４.５ 亿左右ꎮ 中小学生近视率在 ４５％左右ꎬ青少

年近视发病率高居世界第 １ 位ꎬ成为影响青少年视力

发育的最主要疾病[４] ꎮ 不同地区近视患病率差异较

大ꎮ 南亚地区儿童的近视患病率 ６ ~ ７ 岁儿童为

１０.８％ꎬ１２ ~ １３ 岁为 ３６.８％[５] ꎮ 澳大利亚 ５ ~ ８ 岁儿童

近视患病率为 １.４％ꎬ１１ ~ １４ 岁增至 １１.９％[５－６] ꎮ 波兰

儿童的近视患病率为 ６.３％ꎬ１２ 岁儿童增加到９.７％[７] ꎮ
东亚儿童近视患病率高达 ３９.５％[８] ꎮ 中国地缘辽阔ꎬ
各地区间儿童青少年近视情况也存在差异[９] ꎮ 为更好

地了解安徽省中小学生视觉健康状况ꎬ安徽省防盲技

术指导中心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在该省境内选取了有代

表意义的北部平原灵璧、中部江淮之间肥东、大别山

区金寨、南部三省交界宿松四县进行中小学生眼健康

相关调查ꎬ为今后青少年屈光不正的综合防治及政策

制定提供参考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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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安徽基础教育资源应用平台选取安徽

省宿州市灵璧县灵璧小学、灵璧一中ꎬ合肥市肥东县

肥东小学、撮镇中学ꎬ六安市金寨县思源学校、金寨中

学ꎬ安庆市宿松县城关小学、宿松一中等 ８ 所中小学

校ꎬ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按照年级分层ꎬ以教

学班级为单位ꎬ随机整群抽样构成调研样本ꎮ 在小学

一~六年级、初中 ３ 个年级、高中 ３ 个年级中ꎬ每个年

级抽取 ２ 个班级或不少于 ５０ 人进行视力筛查和眼部

体检ꎬ获取相关屈光参数ꎮ 受检者共计 ５ ０５５ 名ꎬ其中

男生 ２ ９５２ 名ꎬ占 ５８.４０％ꎻ女生 ２ １０３ 名ꎬ占 ４１.６０％ꎮ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０—１２ 月ꎮ 本研究通过安徽省立

医院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ꎬ且通过学校—老师—家长

链得到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由多年从事眼科临床的医护人员ꎬ以班级

为单位进行视力检查ꎮ 视力不良者均接受小瞳下屈

光状态检查ꎮ 工作人员集体培训ꎬ统一工作规范及标

准ꎬ并进行一致性检验ꎬ保证数据采集真实有效ꎮ 调

查现场由项目负责人全程督导ꎮ 远视力检查使用标

准对数视力表ꎬ检查距离为 ５ ｍꎬ采用 ５ 分记录法ꎮ 非

睫状体麻痹计算机验光采用 ＫＲ－８８００ 型自动计算机

验光仪(日本 Ｔｏｐｃｏｎ 公司)测量双眼屈光状态ꎬ记录

球镜、柱镜和柱镜轴向方向ꎬ测量 ３ 次取平均值ꎮ 使用

裂隙灯显微镜和直接检眼镜进行眼前节和眼底检查ꎬ
记录异常体征ꎮ
１.３　 诊断标准[１０] 　 (１)视力不良:两眼中任一眼裸眼

远视力<４.９ 属于视力不良ꎮ (２)疑似近视:任一眼等

效球镜度(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ꎬＳＥ) ( ＳＥ ＝ 球镜度数＋
０.５×柱镜度数)≤－０.５０ Ｄꎻ其中一眼近视而对侧眼远

视ꎬ定义为近视ꎻ近视散光并入近视组ꎮ 低度近视指

一眼－３.００ Ｄ≤ＳＥ≤－０.５０ Ｄꎻ中度近视指－６.００ Ｄ≤ＳＥ
<－３.００ Ｄꎻ高度近视指 ＳＥ<－６.００ Ｄꎮ 两者屈光度不一

致以较低眼屈光度为准ꎮ (３)远视定义为裸眼视力<
４.９ 且 ＳＥ≥ ＋ ０.５０ Ｄꎻ远视散光并入远视组ꎮ (４) 散

光:任一眼柱镜≥０.７５ Ｄꎮ
１.４　 统计分析 　 全部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２ 建立数

据库ꎬ双人双次录入ꎬ逻辑纠错无误后ꎬ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计数资料计算频数和构成比ꎬ计
量资料计算均值、标准差ꎮ 统计推断方法为 ｔ 检验和
χ２ 检验ꎮ α＝ ０.０５ 为检验水准ꎬ得到的概率值均表示

双侧概率ꎮ

２　 结果

２.１　 视力不良的性别、年级和地区分布　 共检出视力

不良 ２ ４１５ 名ꎬ检出率为 ４７.７８％ꎮ 其中男生 １ ３４４ 名

(４５.５０％)ꎬ女生 １ ０７１ 名(５０.９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ꎮ 小学组、中学组、高中组视力不良检出

率分别为 ２５.４７％ꎬ６０.００％和 ７９.９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ꎮ 肥东县、金寨县、灵壁县和宿松县视力

不良 检 出 率 分 别 为 ４４. ６５％ꎬ ４２. ８５％ꎬ ４７. ０９％ 和

５７.０８％ꎬ各地区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ꎬ其中

宿松视力不良检出率明显高于安徽其他 ３ 个县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安徽省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及视力分布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受检

人数
统计值

视力不

良人数

视力不

良率 / ％
右眼

≥４.９ ４.５ ~ ４.８ ≤４.５
左眼

≥４.９ ４.５~ ４.８ ≤４.５
性别 男 ２ ９５２ １ ３４４ ４５.５３ １ ７０７(５７.８３) ４１４(１４.０２) ８３１(２８.１５) １ ７７８(６０.２３) ４１４(１４.０２) ７６０(２５.７５)

女 ２ １０３ １ ０７１ ５０.９３ １ １０８(５２.６９) ３３９(１６.１２) ６５６(３１.１９) １ １３２(５３.８２) ３６８(１７.５０) ６０３(２８.６７)
χ２ 值 １４.３５ １３.３１ ２２.２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学段 小学 ２ ５０１ ６３７ ２５.４７ １ ９５３(７８.０６) ２７０(１０.７９) ２７９(１１.１５) １ ９６６(７８.５８) ２６５(１０.５９) ２７１(１０.８３)
初中 １ ３２０ ７９２ ６０.００ ５８２(４４.１２) ２７４(２０.７７) ４６３(３５.１０) ６３４(４８.０７) ２８０(２１.２３) ４０５(３０.７１)
高中 １ ２３４ ９８６ ７９.９０ ２８０(２２.６９) ２０９(１６.９４) ７４５(６０.３７) ３１０(２５.１２) ２３７(１９.２１) ６８７(５５.６７)

χ２ 值 １ ０８９.４６ １ ２６０.３７ １ １４１.６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地区 肥东 １ ２６１ ５６３ ４４.６５ ７３８(５８.５２) ２１４(１６.９７) ３０９(２４.５０) ７５７(６０.０３) ２２１(１７.５３) ２８３(２２.４４)
金寨 １ ３３５ ５７２ ４２.８５ ８１１(６０.７５) １５２(１１.３９) ３７２(２７.８７) ８２３(６１.６５) １６７(１２.５１) ３４５(２５.８４)
灵璧 １ ２３８ ５８３ ４７.０９ ６９５(５６.１４) ２３６(１９.０６) ３０７(２４.８０) ７３６(５９.４５) ２２８(１８.４２) ２７４(２２.１３)
宿松 １ ２２１ ６９７ ５７.０８ ５７１(４６.７６) １５１(１２.３７) ４９９(４０.８７) ５９４(４８.６５) １６６(１３.６０) ４６１(３７.７６)

χ２ 值 ６０.５８ １３４.６７ １１７.２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视力不良与屈光不正

２.２.１　 近视检出率　 共检出近视患者 ２ ２３５ 名ꎬ检出

率为 ４４.２１％ꎬ其中男生 １ ２３９ 名(４１.９７％)ꎬ女生 ９９６
名(４７.３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各学段

近视检出率分别为 ２０.７９％ꎬ５６.５９％和 ７８.４４％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近视程度构成以轻度为主ꎬ占
５０.８０％ꎬ且随着年级的升高低度近视的比例逐渐降

低ꎬ中重度近视比例逐渐增加ꎮ ＳＥ 的分布情况为:小
学组右眼－０.７７±１.５８、左眼－０.５１±１.５６ꎻ初中组右眼

－２.２６±２. ０１、左眼 － １. ９９ ± ２. ０１ꎻ高中组右眼 － ３. 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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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７、左眼－３.０７±２.１６ꎮ 不同地区、不同性别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ꎬ３ꎮ
２.２.２　 远视检出率 　 共检出远视学生 ７６ 名ꎬ检出率

为 ３.１４％ꎮ 性别对远视检出率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ꎮ
学段显著影响疑似远视检出率(Ｐ<０.０１)ꎬ随学段的升

高远视率逐渐降低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安徽省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

中小学生各屈光不正类型检出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受检

人数
统计值 屈光不正 近视 远视 散光

性别 男 ２ ９５２ １ ２８９(４３.６７) １ ２３９(４１.９７) ５０(１.６９) ６９０(２３.３７)
女 ２ １０３ １ ０２２(４８.６０) ９９６(４７.３６) ２６(１.２４) ４７３(２２.４９)

χ２ 值 １２.０４ １４.４６ １.７４ ０.５４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４６

学段 小学 ２ ５０１ ５８０(２３.１９) ５２０(２０.７９) ６０(２.４０) ２４７(９.８８)
初中 １ ３２０ ７５９(５７.５０) ７４７(５６.５９) １２(０.９１) ３８７(２９.３２)
高中 １ ２３４ ９７２(７８.７７) ９６８(７８.４４) ４(０.３２) ５２９(４２.８７)

χ２ 值 １ １２９.５４ １ ２２５.５８ ２８.２５ ５４８.３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地区 肥东 １ ２６１ ５３３(４２.２７) ５２２(４１.４０) １１(０.８７) ２８６(２２.６８)
金寨 １ ３３５ ５４２(４０.６０) ５２３(３９.１８) １９(１.４２) ２６８(２０.０７)
灵璧 １ ２３８ ５５７(４４.９９) ５３８(４３.４６) １９(１.５３) ２６５(２１.４１)
宿松 １ ２２１ ６７９(５５.６０) ６５２(５３.４０) ２７(２.２１) ３４４(２８.１７)

χ２ 值 ６８.５５ ５９.８５ ５９.３７ ２６.７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表 ３　 安徽省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小学生两眼 ＳＥ 比较(ｘ±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右眼 左眼
性别 男 ２ ９５２ －１.８３±２.１７ －１.５１±２.１５

女 ２ １０３ －１.９７±２.１９ －１.７１±２.１５
ｔ 值 ２.０５ ２.９３
Ｐ 值 ０.０４ ０.００

学段 小学 ２ ５０１ －０.７７±１.５８ －０.５１±１.５６
初中 １ ３２０ －２.２６±２.０１ －１.９９±２.０１
高中 １ ２３４ －３.４０±２.１７ －３.０７±２.１６

Ｆ 值 ７３５.８２ ７０８.４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地区 肥东 １ ２６１ －２.０３±２.１５ －１.６８±２.１７
金寨 １ ３３５ －１.７８±２.２０ －１.４２±２.１３
灵璧 １ ２３８ －１.６６±２.０５ －１.４２±２.０４
宿松 １ ２２１ －２.０６±２.２８ －１.８１±２.２３

Ｆ 值 ８.５１ ９.０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论

根据中华医学会«弱视诊断专家共识 (２０１１ 年)»
提到的 ６ 岁及以上儿童视力的正常值下限为 ０.７[１１] ꎬ
本调查拟定视力不良的统计范围为裸眼视力低于０.８ꎬ
结果显示ꎬ小学组视力不良检出率为 ２５.４７％、初中组

为 ６０.００％ꎬ高中组为 ７９.９０％ꎬ与教育部公布的 ２０１０
年国民体质监测结果中的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

(４０.８９％ ) 差距较大[１２] ꎬ 初中生视力不良检出率

(６７.３３％)结果相近ꎬ可能与视力不良检出的视力设定

标准、地域等有关ꎮ 张迎修等[１３]曾报道ꎬ根据 ２００５ 年

中国 ３０ 省(市)中小学生标准化视力不良检出率及位

次排名ꎬ安徽省位于 ２０ 位ꎬ属于中等流行区ꎮ 本次研

究结果中ꎬ安徽小学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ꎬ除视力标准稍有放宽外ꎬ可能还和安徽的经

济水平、小学的课外教育、户外运动时间等多方面有

关ꎮ 与安徽相比ꎬ经济较发达地区及一、二线城市或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小学生的各种兴趣班可能较多ꎬ
计算机、手机等电子产品接触较早、使用频繁ꎬ小学生

的户外运动时间相对较少ꎮ 但随着年级的递增ꎬ学业

负担增加ꎬ初中组、高中组与全国视力不良检出率的

差距逐渐减小ꎮ 女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较男生高ꎬ与
大多数调查结果相同[１４－１５] ꎮ 原因可能为女生比男生

户外活动少、学习时间长等ꎮ 从地域差异分析ꎬ视力

不良的检出比例为金寨<肥东<灵璧<宿松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ꎬ与大多数调查结果相似[１３－１４] ꎮ 可见视力不

良的发生、发展在地域、年龄、性别等方面均有差异ꎬ
应根据调查结果对高发地区、重点人群进行监测ꎮ

在屈光参数测量中ꎬ本次调查的不足之处是未能

采用睫状肌麻痹后计算机验光或检影验光ꎬ原因为本

次调查样本量较大且为入校体检ꎬ由于课时安排、学
校出于安全考虑、家长的顾虑等诸多因素及鉴于入校

体检的可行性ꎬ最终采用计算机验光采集屈光参数ꎮ
虽然在屈光度的精准度上有不足ꎬ但在限定的视力不

良人群中使用ꎬ便捷、快速、安全等优点使其在大规模

流行病学调查中仍然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评估方法和

初筛手段ꎮ
近视流行不但具有普遍性ꎬ而且具有严重的危害

性ꎮ 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公布的数据ꎬ全球视力残

疾病例中ꎬ有 １２.５％的盲和 ４６.４％的低视力与近视有

关[１６] ꎮ 近视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导致视力残疾的首

要病因ꎮ 近视的危害不仅在于妨碍青少年视力的正

常发育、加重社会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增加眼外伤的

机会ꎬ更重要的是近视是一个发展变化的疾病ꎬ随着

年龄的增加、青少年的生长发育ꎬ眼轴不断增加ꎬ近视

化进程难以控制ꎬ度数不断上升为高度近视ꎮ 而高度

近视作为主要致盲眼病[１７] ꎬ对眼球的伤害是不可逆

的ꎮ 在积极降低近视发生率的干预工作中ꎬ尽可能减

少高度近视的发生显得尤为重要ꎮ 学生近视是屈光

不正的主要原因ꎬ在年级组中ꎬ除小学一年级远视检

出率(４.８９％)与近视(４.８９％)基本相似外ꎬ其他均随

着年级增加ꎬ近视检出率显著增加ꎬ其中小学组在五、
六年级ꎬ初中组在九年级ꎬ高中组在高二、高三年级近

视检出率明显增加ꎮ 高度近视在不同学段间成倍增

长ꎬ初中组是小学组的近 ３ 倍ꎬ高中组是小学组的近 ５
倍ꎬ可见随着年龄增加ꎬ近视增长幅度惊人ꎬ越来越多

的高度近视危害着青少年的眼健康ꎮ 在地域分布上ꎬ
金寨、灵璧的高度近视检出率相近ꎬ相对较低ꎻ肥东、
宿松的高度近视检出率相近ꎬ相对较高ꎮ

安徽省位于华中腹地ꎮ 本次基线调查显示ꎬ安徽

省中小学生视力健康问题突出ꎬ本次调查选择 ４ 个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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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分布可以代表安徽全省ꎬ但所选学校均位于县

城ꎬ对地市级学校学生眼健康状况的评估可能会有差

异ꎮ 由于近视持续增加的高发病率以及未矫正屈光

不正和高度近视的危害ꎬ各地类似的调查也越来越

多ꎮ 通过本次调查研究ꎬ得到的启发是:(１)应联合教

育部门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眼病防治知识的宣传ꎬ增
加学校老师、学生及家长对近视等视力不良的检查方

法、矫正方式、防控知识的了解ꎬ特别是对应用睫状肌

麻痹剂扩瞳验光必要性的认识和接受ꎬ避免未矫正的

屈光不正造成的视力损伤ꎮ (２)各地可以依托当地有

条件的医疗机构建立中小学生视力档案ꎬ大规模的流

行病学调查可用计算机验光初筛屈光不正ꎬ入校体检

可以作为宣传手段ꎬ但中小学生准确的视功能信息应

该在特定的医疗机构中采集ꎬ并能跟踪对比ꎮ (３)各

地中小学生近视发展较快ꎬ特别是在发展比较快的年

龄段前应积极采取适宜的、有效的措施加强预防与控

制ꎬ避免高度近视的发生与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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