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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学生视力不良与户外活动时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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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广州市大、中、小学生视力不良和户外(阳光下)活动时间现状及关系ꎬ为学生视力不良防控和干

预提供有针对性的科学依据ꎮ 方法　 于 ２０１７ 年 ９—１２ 月根据 ２０１７ 年«全国学生常见病及健康危险因素监测工作手册»要

求ꎬ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在广州市选取 １ 个城区(８ 所学校)和 １ 个郊区(５ 所学校)共 ２ ９０８ 名学生进行视力监测和问

卷调查ꎮ 结果 　 广州市学生视力不良率为 ６９. ２％ꎬ女生( ７４. ４％) >男生( ６４. ２％)ꎬ城区( ７６. ３％) >郊区( ５４. １％)ꎬ大学

(９５.０％) >职高(８２.５％) >高中(８１.１％) >初中(７３.４％) >小学(４５.６％)ꎮ 除小学外ꎬ各组学生重度视力不良人数均最多ꎮ 每

天户外活动时间<１ ｈ、<２ ｈ 报告率均为女生>男生ꎬ城区>郊区ꎬ大学和高中较高ꎮ 每天户外活动时间<２ ｈ 的学生视力不良

率(７２.３％)高于≥２ ｈ 的学生(６５.６％)ꎮ 控制混杂因素后ꎬ每天户外活动时间<２ ｈ 的学生发生视力不良的风险是≥２ ｈ 学

生的 １.２４ 倍(９５％ＣＩ＝ １.０４~ １.４８)ꎮ 结论　 广州市学生视力不良率较高ꎬ程度以重度为主并趋于低龄化ꎬ户外活动时间不

足ꎮ 女生、城区学生和初中阶段应作为视力不良防控的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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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视是学生视力不良的主要原因ꎮ 我国近视患

者达 ６ 亿ꎬ青少年近视率居全球第一ꎬ近视已成为影响

我国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ꎮ
２０１８ 年习总书记指出ꎬ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

化趋势ꎬ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ꎬ必须高度重视ꎮ
近年来ꎬ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研究聚集于后天可控的

环境因素上ꎬ国内外研究显示ꎬ户外活动对近视的防

控产生有利影响[１－４] ꎮ 本研究利用 ２０１７ 年全国学生

常见病及健康危险因素监测数据ꎬ对广州市大、中、小
学生视力不良和户外(阳光下)活动时间现状及关系

进行描述与分析ꎬ为广州市学生近视的防控和干预提

供有针对性的科学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来源于 ２０１７ 年 ９—１２ 月进行的全国

学生常见病及健康危险因素监测ꎮ 采取分层整群随

机抽样方法ꎬ在广州市选择 １ 个城区和 １ 个郊区ꎬ城区

随机选择 ８ 所学校(２ 所小学、２ 所初中、２ 所高中、１

７９９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第 ４０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７



所职业高中、１ 所综合性大学)ꎬ郊区随机选择 ５ 所学

校(２ 所小学、２ 所初中、１ 所高中)开展监测调查ꎬ学校

的选择兼顾城乡分布和寄宿制学校ꎮ 小学四至六年

级ꎬ初中、高中、职业高中和大学一至三年级ꎬ每个年

级随机选择 １ ~ ３ 个班 ８０ 名学生ꎬ每所学校至少监测

２４０ 名学生ꎮ 共对 ３ ３３５ 名学生进行监测和问卷调查ꎬ
剔除关键信息缺失(如地区、性别、学段、户外活动时

间、裸眼视力等)和问卷题目“过去一周里ꎬ你每天接

触阳光时间(直接在阳光下活动的时间)是多少”中回

答“不知道”的样本后ꎬ共有 ２ ９０８ 名学生纳入分析ꎬ有
效率为 ８７.２％ꎮ 其中男生 １ ４７３ 名ꎬ女生 １ ４３５ 名ꎻ城
区 １ ７５４ 名ꎬ郊区 １ １５４ 名ꎻ小学 ８５７ 名ꎬ初中 ９２７ 名ꎬ
高中 ７１４ 名ꎬ职高 ２１１ 名ꎬ大学 １９９ 名ꎮ
１.２　 方法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

局和北京大学儿少卫生研究所统一制定的«全国学生

常见病及健康危险因素监测工作手册» [５] 要求ꎬ使用

５ ｍ标准对数视力表进行视力检查ꎬ采用学生健康状

况及影响因素调查表调查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在
家学习所用灯光、每天上网时间、是否参加补习班后

等近视相关行为ꎮ 裸眼远视力≥５.０ 为正常视力ꎬ <
５.０为视力不良ꎬ其中 ４.９ 为轻度视力不良ꎬ４.６ ~ ４.８ 为

中度视力不良ꎬ≤４.５ 为重度视力不良ꎮ 学生健康状

况及影响因素调查表中题目“过去 １ 周里ꎬ你每天接

触阳光时间(直接在阳光下活动的时间)是多少”的选

项包括:(１) <１ ｈꎻ(２)１ ~ <２ ｈꎻ(３)２ ~ <３ ｈꎻ(４)≥３ ｈꎻ
(５)不知道ꎮ 结合本次户外活动时间调查结果(１ ~ ２
ｈ / ｄ 占比最多)以及国内外研究推荐[６－８] ꎬ将户外活动

时间分为<２ ｈ 和≥２ ｈ 两组ꎮ 本次监测调查已获得学

生知情同意ꎮ
１.３　 质量控制　 由检测队眼科专业人员进行裸眼视

力检查ꎬ检测时严格遵循统一检测队、统一检测方法、
统一器材的原则ꎮ 调查员使用统一指导语ꎬ说明并强

调调查意义和保密性ꎬ问卷填写期间不巡视、避免老

师在场ꎬ鼓励学生独立完成问卷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进行数据双

录入和逻辑检错ꎬ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和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软件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和分析ꎮ 分类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ꎬ户外活动时间

对视力不良的影响采用二分类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

型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广州市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　 共检出视力不良

学生 ２ ０１３ 名ꎬ视力不良率为 ６９.２％ꎮ 视力不良率女

生高于男生ꎬ城区学生高于郊区学生ꎻ大学最高ꎬ其次

是职高、高中和初中ꎬ小学最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１)ꎮ 除小学外ꎬ重度视力不良人数在不

同性别、地区及学段中均占比最多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广州市不同人口学特征学生视力不良率及程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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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视力不良程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性别 男 １ ４７３ ９４６ ６４.２ １１４(１２.１) ２６８(２８.３) ５６４(５９.６)

女 １ ４３５ １ ０６７ ７４.４ ９７(９.１) ２７０(２５.３) ７００(６５.６)
χ２ 值 ３５.０３ ８.７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地区 城区 １ ３４４ １ ０２６ ７６.３ １０１(９.８) ２１１(２０.６) ７１４(６９.６)
郊区 １ １５４ ６２４ ５４.１ ９４(１５.１) ２５７(４１.２) ２７３(４３.７)

χ２ 值 １３７.２８ １１０.４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学段 小学 ８５７ ３９１ ４５.６ ８３(２１.２) １５９(４０.７) １４９(３８.１)
初中 ９２７ ６８０ ７３.４ ７１(１０.５) １９６(２８.８) ４１３(６０.７)
高中 ７１４ ５７９ ８１.１ ４１(７.１) １１３(１９.５) ４２５(７３.４)
职高 ２１１ １７４ ８２.５ １０(５.７) ４０(２３.０) １２４(７１.３)
大学 １９９ １８９ ９５.０ ６(３.２) ３０(１５.８) １５３(８１.０)

χ２ 值 ３５７.９６ １７３.５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合计 ２ ９０８ ２ ０１３ ６９.２ ２１１(１０.５) ５３８(２６.７) １ ２６４(６２.８)
　 注:城区为剔除职高生和大学生后的学生ꎻ()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广州市学生每天户外(阳光下)活动时间　 不同

学段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均以 １ ~ <２ ｈ 占比最多ꎮ
不同性别、地区、学段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Ｚ / Ｈ 值分别为－ ７.８６ꎬ－ ４.２１ꎬ５０.８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对学生视力不良的影响　 每

天户外活动时间 < ２ ｈ 的学生视力不良率 ( ７２. ３％ꎬ

１ １４３ / １ ５８２)高于≥２ ｈ 的学生(６５.６％ꎬ８７０ / １ ３２６)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４.９３ꎬＰ<０.０１)ꎮ 控制地区、
学段、性别、在家学习所用灯光、每天上网时间、是否

参加补习班等因素后二分类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发现ꎬ每天户外活动时间<２ ｈ 的学生发生视力不良的

风险是≥２ ｈ 学生的 １.２４ 倍(９５％ＣＩ ＝ １.０４ ~ １.４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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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广州市学生每天户外(阳光下)活动时间分布

人口统计学指标 调查人数 <１ ｈ １ ~ <２ ｈ ２ ~ <３ ｈ ≥３ ｈ
性别 男 １ ４７３ ２４６(１６.７) ４５２(３０.７) ３３３(２２.６) ４４２(３０.０)

女 １ ４３５ ３４３(２３.９) ５４１(３７.７) ２６３(１８.３) ２８８(２０.１)
地区 城区 １ ３４４ ３１０(２３.１) ４４３(３３.０) ２７６(２０.５) ３１５(２３.４)

郊区 １ １５４ １７７(１５.３) ４０６(３５.２) ２４５(２１.２) ３２６(２８.２)
学段 小学 ８５７ １３４(１５.６) ３０１(３５.１) １６８(１９.６) ２５４(２９.６)

初中 ９２７ １５５(１６.７) ３３７(３６.４) ２０１(２１.７) ２３４(２５.２)
高中 ７１４ １９８(２７.７) ２１１(２９.６) １５２(２１.３) １５３(２１.４)
职高 ２１１ ４０(１９.０) ６６(３１.３) ４７(２２.３) ５８(２７.５)
大学 １９９ ６２(３１.２) ７８(３９.２) ２８(１４.１) ３１(１５.６)

合计 ２ ９０８ ５８９(２０.３) ９９３(３４.１) ５９６(２０.５) ７３０(２５.１)

　 注:城区为剔除职高生和大学生后的学生ꎻ()内数学为构成比 / ％ꎮ

３　 讨论

近视不仅给人们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不

便ꎬ还可引起白内障、青光眼、近视性黄斑病变及视网

膜脱落等一系列眼科并发症[９] ꎮ 青少年近视率增长

较快ꎬ不但危害其身心健康ꎬ还会给我国军事、航天、
侦查等行业带来诸多困难ꎮ «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报告(２０１８)» [１０] 指出ꎬ我国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ꎬ
解决我国学生视力健康问题势不容缓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广州市学生视力不良率为

６９.２％ꎬ低于 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中的北

京 ７１.２％和上海 ７５.１％ꎬ高于全国 ６６.７％和广东省 ６５.
２％[１１] ꎮ 视力不良程度以重度为主ꎬ并随学段升高而

增加ꎬ初中涨幅最为明显ꎬ可能与课业量和网络使用

增加有关ꎮ 女生、城区学生的视力不良率高于男生和

郊区ꎬ与宋逸等[１１]对全国 ７ ~ ２２ 岁汉族学生视力不良

情况的分析结果一致ꎮ 高中生和大学生视力不良人

数超 ８０％ꎮ 以上结果表明ꎬ广州市学生视力不良率较

高ꎬ以重度为主并趋于低龄化ꎬ女生、城区学生和初中

阶段是视力不良的好发人群和学段ꎬ 应作为防控

重点ꎮ
研究表明ꎬ户外活动ꎬ尤其是阳光下活动有利于

预防和控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１ꎬ１２] ꎮ 我国于 ２００７ 年

就启动了“阳光体育运动” 计划ꎬ要求学生走到阳光

下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ꎮ 但本次调查发现ꎬ广州市仍

有 １５.６％的小学生、１６.７％的初中生、２７.７％的高中生、
１９.０％的职高生以及 ３１.２％的大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

间<１ ｈꎬ有 ５４.４％的学生<２ ｈꎬ虽低于 ２０１６ 年全国调

查水平 ３５.３％[５] ꎬ但≥２ ｈ 人数仅占 ４５.６％ꎬ远低于美

国(６２.５％)和澳大利亚(４.５ ｈ / ｄ) 儿童青少年[１３－１４] ꎮ
女生、城区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２ ｈ 比例高于男生

和郊区学生ꎬ与伍晓艳等[７] ２０１２ 年对我国 １２ 个省份

儿童青少年阳光接触时间的调查结果一致ꎬ可能与女

生个性较安静、适合女生的户外活动较少ꎬ城区学生

课业较重、 没有合适 的 环 境 和 机 会 接 触 阳 光 有

关[１５－１８] ꎮ 每天户外活动时间< ２ ｈ 报告率ꎬ大学生最

高ꎬ其次是高中生ꎬ职高生最低ꎮ 大学生虽没有高中

生学业负担重ꎬ但由于对网络使用相对自由ꎬ可能投

入更多时间在电子产品的使用上ꎬ从而忽略了户外活

动和锻炼[１９－２０] ꎻ普通高中生由于课业繁重ꎬ学习占用

了大量户外活动时间ꎬ相比职高生ꎬ户外活动时间明

显减少ꎮ 以上提示广州市学生户外活动时间不足ꎬ应
加强对女生、城区学生、普通高中生和大学生有关户

外活动对近视防控益处的宣教ꎮ
本次研究显示ꎬ每天户外活动时间<２ ｈ 的学生视

力不良率高于≥２ ｈ 的学生ꎮ 李艳辉等[２１]对中国 ７ 个

省市 １７ ２１０ 名中小学生的研究也得出同样结果ꎮ 控

制视力不良相关因素后发现ꎬ每天户外活动时间<２ ｈ
的学生发生视力不良的风险是≥２ ｈ 学生的 １.２４ 倍ꎮ
澳大利亚一项基于 ６ ~ １２ 岁儿童近视危险因素的队

列研究显示ꎬ相比每周户外活动时间> ２２. ５ ｈ 者ꎬ≤
１３.５ ｈ者发生近视的风险增加 ２.１５ 倍[２２] ꎬ印度一项类

似研究也发现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超过 ２ ｈ 是近视的保

护因素[５] ꎬ与本研究结果一致ꎮ 近年来ꎬ一些干预性

试验也证实了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可较少近视发生这

一观点ꎮ Ｈｅ 等[１] 研究表明ꎬ每天增加 ４０ ｍｉｎ 户外活

动时间能降低学生 ２３％的近视发生率ꎬ另有一些通过

对干预组每天延长 １ ｈ 户外活动时间、鼓励每周户外

活动时间≥１１ ｈ 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２３－２４] ꎬ但
目前最佳每日户外活动时间的确定还有待继续研究ꎮ
提示户外活动时间与视力不良的发生有关ꎬ增加户外

活动时间可作为学生视力不良防控行之有效的措施ꎮ
本次调查涵盖了广州市大、中、小学不同学段学

生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ꎬ除对视力不良现状进行描述

外ꎬ还结合户外活动时间进行了分析ꎬ但也存在一定

局限性:首先ꎬ户外活动时间的统计是采用问卷调查

的方式ꎬ结果较为主观ꎬ可能产生回忆偏移ꎻ其次ꎬ本
研究为现况调查ꎬ无法确定每日最佳户外活动时长以

及与视力不良的因果关系ꎬ还需进行更多的试验进一

步验证ꎮ 综上所述ꎬ广州市学生视力不良率较高ꎬ每
天户外活动时间较少ꎬ建议增加学生户外活动时间

(≥２ ｈ 可作为参考)ꎬ以降低视力不良的发生ꎻ女生、
城区学生、高中生和大学生视力不良程度尤为严重ꎬ
户外活动时间明显不足ꎬ应作为视力不良的重点防控

和干预人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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