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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上海市金山区小学生 ５ 年屈光发育状况ꎬ为学生近视防治工作提供参考ꎮ 方法　 对上海市金山
区 ２０１３ 年入学的 ２０１ 名一年级小学生连续观察 ５ 年ꎮ 每年检查 １ 次小瞳计算机验光、眼轴长度ꎬ计算增长值ꎮ 结果　 一
至五年级男生等效球镜的均值分别为(０.２２±０.５３)( －０.０４±０.６４)( －０.３６±０.９２)( －０.７４±１.２３) ( －１.１４±１.６７) Ｄꎻ女生等效球
镜的均值分别为(０.２６±０.８８)( －０.０３±１.０２)( －０.２８±１.０２)( －０.６４±１.３２)( －１.１３±１.６５)Ｄꎮ 各年级男生眼轴长度的均值分别
为(２２.９４±０.６０)(２３.１３±０.６８)(２３.４５±０.６９)(２３.６５±０.８１)(２４.０３±０.９３)ｍｍꎻ一~五年级女生眼轴长度的均值分别为(２２.４０
±０.６７)(２２.６７±０.７０)(２２.９５±０.７４)(２３.１４±０.７９)(２３.５９±０.９０)ｍｍꎮ 一~五年级学生屈光度和眼轴长度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６ꎬ－０.３５ꎬ－０.４１ꎬ－０.５３ꎬ－０.５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上海市金山区小学生屈光度、眼轴长度逐年增长ꎬ屈光度逐渐趋
向近视ꎻ屈光度与眼轴长度负相关ꎮ 应重点监测小学生的屈光度和眼轴长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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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青少年屈光发育不正ꎬ特别是近视是全球重
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１] ꎮ 近视是儿童和青少年视
力下降的主要原因[２] ꎬ也是导致儿童和青少年可预防
性失明的主要原因[３] ꎬ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健康问
题ꎬ造成的负担也来越来越重[４－５] ꎮ 长期以来ꎬ对于近
视的流行病学调查较多着眼于对屈光度和屈光参数
的现况调查[６] ꎮ 但眼的屈光发育是一个动态过程ꎬ主
要集中在 ３ ~ １５ 岁[７] ꎬ连续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准确观
察屈光发育的进展ꎮ 本文对上海市金山区 ２０１３ 年入
学的一年级小学生连续观察 ５ 年ꎬ探讨小学生屈光发
育的进展ꎬ为学生近视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从上海市金山区眼病防治所屈光发育监

测点的 １ 所小学校中经学生和家长知情同意后ꎬ选取
２０１ 名一年级学生ꎬ其中男生 １０１ 名ꎬ观察时平均年龄
(６.３１±０.９１)岁ꎻ女生 １００ 名ꎬ观察时平均年龄(６.３６±
０.９２)岁ꎮ
１.２　 方法　 采用 ＴＯＭＹ ＲＣ－５０００ 计算机验光仪小瞳
测量双眼屈光度ꎬ测量 ３ 次取平均值ꎻＣａｒｌ Ｚｅｉｓｓ ＩＯＬ
Ｍａｓｔｅｒ－５００ 测量双眼眼轴长度ꎬ测量 ３ 次取平均值ꎮ
调查方法:对选取的小学生连续观察 ５ 年(从一年级
观察到五年级)ꎬ每年入校检查并记录屈光发育情况ꎮ
检查内容:双眼屈光度、双眼眼轴长度ꎮ 等效球镜
(ＳＥ)＝ 球镜屈光度＋１ / ２ 柱镜屈光 ꎮ 增长值为下一学
年检查结果(等效球镜度、眼轴长度、身高、体重)减去
上一学年检查结果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检查结果输入 Ｅｘｃｅｌ 表格ꎬ建立数
据库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行统计分析ꎮ 性别间比较
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ꎻ因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显示ꎬ
左右眼各数据有高度相关性ꎬ故仅取右眼的结果进行
分析[８] 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各年级学生的屈光度(等效球镜)和增长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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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小学阶段屈光度处在动态变化中ꎬ屈光度随年龄
逐渐变负ꎬ且负值的绝对值逐渐变大ꎮ 屈光度增长速
度随年龄逐渐变快ꎮ 男、女生屈光度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０.３７ꎬ－０.１２ꎬ－０.６０ꎬ－０.６０ꎬ－０.６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各年级学生屈光度(等效球镜)及增长值(Ｄꎬｘ±ｓ)
性别 年级 人数 屈光度 增长值
男 一 １０１ ０.２２±０.５３ —

二 １０１ －０.０４±０.６４ －０.２７±０.５５
三 １０１ －０.３６±０.９２ －０.３２±０.５８
四 １０１ －０.７４±１.２３ －０.３９±０.７５
五 １０１ －１.１４±１.６７ －０.４０±０.７６

女 一 ９９ ０.２６±０.８８ —
二 ９９ －０.０３±１.０２ －０.２９±０.６９
三 ９９ －０.２８±１.０２ －０.２５±０.８１
四 ９９ －０.６４±１.３２ －０.３７±０.９０
五 ９９ －１.１３±１.６５ －０.４７±０.７９

２.２　 各年级学生眼轴长度及增长值的变化　 整个小
学阶段眼轴长度处在动态变化中ꎬ眼轴长度随年龄逐
渐变长ꎮ 男、女生一至五年级时眼轴长度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６.０１ꎬ４.８１ꎬ４.３９ꎬ４.５２ꎬ３.３９ꎬＰ 值
均<０.０５)ꎬ男生眼轴长度较女生长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性别各年级学生眼轴长度及增长值(ｍｍꎬｘ±ｓ)
性别 年级 人数 眼轴长度 增长值
男 一 １００ ２２.９４±０.６０ —

二 １０１ ２３.１３±０.６８ ０.２１±０.４８
三 ７９ ２３.４５±０.６９ ０.３１±０.４３
四 ９８ ２３.６５±０.８１ ０.２０±０.４２
五 １００ ２４.０３±０.９３ ０.４０±０.３６

女 一 ９９ ２２.４０±０.６７ —
二 １００ ２２.６７±０.７０ ０.２７±０.２９
三 ７８ ２２.９５±０.７４ ０.２５±０.４０
四 ９９ ２３.１４±０.７９ ０.２６±０.５０
五 １００ ２３.５９±０.９０ ０.４５±０.４９

　 注:由于学生请假和后期数据录入缺失造成人数变化ꎮ

２.３　 各年级学生屈光度(等效球镜)和眼轴的相关性

一至五年级学生屈光度和眼轴长度呈负相关ꎬ而且随
年龄增长相关性逐渐增强( ｒ 值分别为－０.２６ꎬ－０.３５ꎬ
－０.４１ꎬ－０.５３ꎬ－０.５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视觉器官的发育自出生起至 １４ 岁都在进行ꎬ至

１８ 岁基本完成ꎬ２４ 岁时趋于稳定ꎻ眼睛在正常发育过
程中ꎬ眼轴有着从 ３ 岁的 ２２ ｍｍ 向 １８ 岁的 ２３ ｍｍ 的
自然增长ꎬ从 ３ 岁的＋３.００ Ｄ 远视向 １８ 岁的 ０.００ Ｄ 正
视的发育ꎬ即近视漂移[９] ꎮ 正常情况下ꎬ低年级小学
生应该绝大多数视力达不到 １.０ꎬ而屈光状态应以远
视为主ꎬ过早达到正常视力有可能是以耗竭青春发育
期及发育期后正常自然正视化过程中ꎬ屈光状态的远
视缓冲为代价[１０] ꎮ 本次研究发现ꎬ等效球镜从一年级
到五年级由正变负ꎬ负值绝对值逐渐变大ꎮ 整个小学
阶段屈光状态逐渐趋向近视ꎬ到五年级屈光度均值已
经变为近视状态ꎬ与殷良等[１１]报道一致ꎮ 同时本文研
究发现ꎬ二年级学生屈光度已经成为负值ꎬ远视的屈

光储备已经耗竭ꎬ今后近视的风险加剧ꎮ
眼轴长度与屈光度之间具有极强的联系ꎬ眼轴长

度是影响屈光不正的主要因素ꎮ 龚莉华等[１２] 研究也
指出ꎬ随着近视度数的增长眼轴长度明显增长ꎬ眼轴
与屈光力呈负相关ꎬ在青少年近视中ꎬ轴性近视是主
要原因ꎮ 本次研究的结果与之相符ꎬ屈光度与眼轴长
度负相关ꎬ而且随年龄增加相关性逐渐增强ꎬ眼轴对
屈光度的影响逐渐增强ꎮ 因此ꎬ应该加强监测小学生
的眼轴长度ꎮ 同时研究也发现女生眼轴长度比男生
短ꎬ与瞿小妹等[１３]研究结果一致ꎮ 分析原因可能是女
生身高较矮ꎬ眼轴可能也较短ꎮ

综上所述ꎬ小学生的屈光度、眼轴处在动态变化
中ꎻ屈光度负度数逐渐加深ꎬ眼轴逐渐变长ꎻ男生眼轴
比女生长ꎮ 因此ꎬ应该尽快建立小学生屈光发育档
案ꎬ随时监测学生屈光度和眼轴变化情况ꎬ做到早预
防、早发现、早治疗ꎮ 由于本次研究的是小学生ꎬ没有
纳入其他年龄段学生ꎬ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差ꎬ不能
完全揭示学生屈光发育进展ꎮ 今后将进一步扩大学
生年龄范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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