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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近视与心理问题的关联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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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视作为儿童青少年最常见的眼科疾病ꎬ不仅发病率高ꎬ且有逐年升高的趋势ꎬ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ꎬ
包括中国ꎬ已成为全球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ꎮ 近视不仅会损伤视力ꎬ严重时导致失明ꎬ还可能会造成不良个性、精神健康等

方面严重的心理问题ꎬ如果不重视ꎬ可能形成恶性循环ꎮ 本文就该领域研究进展及未来的研究方向做一介绍ꎬ以引起研究

者和相关部门对该问题的重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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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视是一种屈光不正ꎬ即来自远处物体的光线聚
焦在视网膜前面ꎬ而不是视网膜上[１] ꎮ 最常见的原因
是眼轴长度增大或眼睛屈光能力的增加[１] ꎮ 近半个
世纪以来ꎬ全球的近视发病率持续上升ꎬ特别是东亚
和东南亚地区ꎬ据 ２０１０ 年数据显示[２] ꎬ全球近视约影
响 １.０８ 亿人ꎬ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ꎮ 最近一项 Ｍｅｔａ
分析预测[３] ꎬ到 ２０５０ 年ꎬ这个数据还会继续增加ꎬ全
球有近一半人口(４７.５８ 亿)近视ꎬ１０％(９.３８ 亿)是高
度近视ꎮ 中国 ２０１６ 年 ６ 省调查数据显示[４] ꎬ６ ~ ８ꎬ１０
~ １２ꎬ１３ ~ １５ 和 １６ ~ １８ 岁组近视患病率分别为 ３５.８％ꎬ
５８.９％ꎬ７３.４％和 ８１.２％ꎬ患病率随年龄增长呈明显上
升趋势ꎮ 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ꎬ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
生问题ꎬ不仅会损伤视力[５] ꎬ还会影响体育和就业[６] ꎬ
视力矫正则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ꎬ所
以近视人群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ꎬ可能产生心理健康
问题ꎬ严重影响生活质量ꎬ需引起重视ꎮ

１　 近视与不良个性的关系
视觉是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通道ꎬ在社会交往

中ꎬ需要分析他人的面部表情、身体语言等进行沟通
和交流ꎬ但近视可能会影响人际交流ꎬ导致其采取社
交回避策略ꎬ形成内向型性格ꎮ 另一方面ꎬ内向型性

格的人可能更安静、更喜欢室内活动ꎬ如阅读、不喜欢
户外活动等ꎬ这又会促进近视的发生和发展ꎮ

早些年较多研究发现近视和个性有关ꎮ 如 Ｃｏｒｅｎ
等[７]先后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和大五人格量表对视
力下降大学生进行的研究均表明ꎬ视力下降大学生倾

向于内向ꎮ Ｒｏｓａｎｅｓ[８] 通过罗夏测验发现ꎬ与健康受试
者比ꎬ近视患者表现出较少的非特异性焦虑和敌意ꎬ
且近视患者表达焦虑的隐性方式是运动活动减少ꎮ
Ｌａｎｙｏｎ 等[９]通过文献回顾得出ꎬ近视者比非近视者更

内向、更能忍受焦虑和过度控制ꎮ Ｂａｌｄｗｉｎ[１０] 认为ꎬ近
视与内向、自信和反应性之间似乎存在联系ꎮ 韩琪
媛[１１]采用卡特尔 １６ 项人格测量对中国高中生进行研
究发现ꎬ近视者具有高敏感、低稳定、低怀疑的人格
特质ꎮ

另一方面ꎬ也有研究不支持近视和个性存在相
关ꎮ 有研究 采用大五人格量表测试ꎬ未发现近视和人

格间存在相关性[１２－１３] ꎮ Ｂｕｌｌｉｍｏｒｅ 等[１４] 采用艾森克问
卷对视光专业近视、远视和正常大学生的个性进行比
较ꎬ也没有发现显著差异ꎮ

迄今为止ꎬ近视和个性的相关关系依旧存在争
议ꎮ 个性是遗传和环境长期交互作用形成的ꎬ影响因
素复杂ꎬ可能是近视与个性间相关性存在争议的原
因ꎮ Ｎｙｍａｎ 等[１５]对定性研究的 Ｍｅｔａ 分析发现ꎬ因为
近视者不能清晰准确感知他人的面孔和非言语交流
信号ꎬ在阅读、驾驶、体育和娱乐活动以及其他各种日
常活动中表现出困难ꎬ从而抑制社交活动ꎬ降低其独
立感、自尊和自我价值ꎬ社会功能下降ꎬ并容易产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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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孤立ꎬ从而严重影响近视人群的幸福感和生活质
量[１５－１６] ꎮ

２　 近视与精神健康的关系
现有研究多支持儿童近视与精神健康有关ꎮ «症

状自评量表 ＳＣＬ－９０»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精神健康测
试量表之一ꎬ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及精神病性 ９ 个因子ꎮ 国
内张敏等[１７]采用 ＳＣＬ－９０ 对广东近视大学生进行研
究ꎬ结果发现ꎬ近视大学生除强迫因子外ꎬ其余因子得
分均高于不近视的大学生ꎮ 郭秀伟等[１８]采用 ＳＣＬ－９０
对聊城高中生的研究也发现ꎬ近视高中生除躯体化症
状外ꎬ其余因子均高于视力正常的高中生ꎮ Ａｎｇｉ 等[１９]

发现ꎬ与对照组比ꎬ近视大学生的焦虑和躯体化水平
更高ꎮ

情绪问题是近视人群最为突出的精神问题ꎬ特别
是焦虑和抑郁ꎮ 最近国内外多项研究均证实[１５ꎬ２０－２３] ꎬ
近视中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ꎮ 儿童青少年
是心理和生理快速发展时期ꎬ对外界环境压力比较敏
感ꎬ所以更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２４] ꎮ Ｌｉ 等[２４] 对调查
发现ꎬ广州 １４ ~ １７ 岁青少年的抑郁率分别为 ３３.３％ꎬ
３６.７％ꎬ３０.８％和 ３４.５％ꎬ焦虑率分别为 ３７.３％ꎬ３９.３％ꎬ
３８.３％和 ３５.８％ꎬ远高于日本 Ｙｏｋｏｌ 等[２５] 报告中的成
年人抑郁率(２２％)和焦虑率(２５.９％)ꎬ说明近视对青
少年心理的影响较成年人更大ꎮ 另外ꎬ该研究证实ꎬ
与正常视力青少年相比ꎬ近视青少年更容易焦虑ꎬ无
论近视的程度是轻度、中度和重度ꎬ而抑郁仅在高度
近视青少年中更明显ꎬ说明近视青少年焦虑比抑郁严
重ꎮ Ｌａｚａｒｃｚｙｋ 等[２６] 对 １３ ~ １７ 岁青少年的研究也发
现ꎬ近视会影响 １３ ~ １４ 岁青少年的特质焦虑水平ꎬ男
生更严重ꎮ 还有研究认为ꎬ焦虑、抑郁的存在是导致
近视患者生活质量降低的主要因素[２５] ꎮ

除焦虑和抑郁外ꎬ近视还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睡
眠ꎮ Ａｙａｋｉ 等[２７] 使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 ＰＳＱＩ)和医院焦虑抑郁量表(Ｈｏｓ￣
ｐｉｔ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ＨＡＤＳ)对 ４８６ 名 １０
~ ５９ 岁的屈光不正患者进行了调查ꎬ结果发现ꎬ近视
人群存在晚睡和睡眠时间短的问题ꎬ高度近视人群更
严重ꎮ 这种睡眠习惯如果持续几年可能会影响全身
和眼部健康ꎬ特别是儿童青少年ꎬ因为睡眠时间与儿
童青少年的健康和成长密切相关ꎮ

３　 近视与心理问题关联的方向性亟待阐明
有研究者认为[２８] ꎬ长期的心理压力既是近视的后

果ꎬ也可能使视力继续恶化ꎮ 眼睛受自主神经系统调
节ꎬ最初的视力下降会产生心理压力ꎬ持续的心理压
力进一步导致自主神经系统和血管失调ꎬ自主神经系
统和血管失调又会进一步加重眼睛失调ꎬ产生更大的
压力等ꎬ形成恶性循环ꎮ

一项针对老年人的随机前瞻性研究发现[２９] ꎬ视力

矫正与心理健康、抑郁、挫折感和幸福感相关ꎮ 一项
多中心的队列研究发现[３０] ꎬ对近视者进行激光手术
后ꎬ其生活质量明显改善ꎬ包括心理问题、活动受限、
对外表的满意度等ꎮ 近视矫正评估试验(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ａｌꎬ ＣＯＭＥＴ) 队列研究发
现ꎬ佩戴隐形眼镜对近视青少年与同龄人的社交互动
和亲和力的贡献要比外表感知更为积极[３１] ꎮ 以上干
预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近视是导致儿童青少年出现心
理问题的病因ꎮ

近视导致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原因可能有以
下方面: (１) 近视儿童由于视力损伤ꎬ尤其是高度近
视的小学生ꎬ戴镜时间长、屈光度数高、眼底损伤严
重、眼球凸出ꎬ可能会引发白内障、青光眼等并发症ꎬ
由于这些损伤是不可逆的ꎬ且通常是渐进性的ꎬ患者
会因为担心、焦虑或恐惧而承受持续的精神压力ꎬ从
而产生抑郁和社会孤立等ꎮ (２)文献表明[３２] ꎬ竞争性
的教育制度使青少年面临各种心理问题的风险ꎬ而任
何阻碍学习的因素都可能加剧这些问题ꎮ 对于近视
学生来说ꎬ看不清楚可能是学习的严重障碍ꎬ另外ꎬ视
力不良会给儿童学习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ꎬ阻碍正常
的人际交往与发展ꎮ (３)前瞻性研究发现[３３] ꎬ近视青
少年会减少户外体力活动时间ꎮ 而阳光和运动是视
力[３４－３５] 和情绪[３６] 的共同影响因素ꎬ随着生活方式的
改变ꎬ儿童室外活动减少ꎬ接触阳光减少ꎬ可能会同时
增加近视和心理问题ꎬ从而使两者产生相关ꎮ

虽然近视可以导致心理问题ꎬ但心理问题是否可
以导致近视恶化尚存有争议ꎮ Ａｎｇｉ 等[１９]对 ３９ 名近视
大学生和 １８ 名正常大学生随访 １ 年ꎬ在基线调查中ꎬ
与正视的对照组比ꎬ近视患者焦虑状态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ꎻ随访 １ 年后发现ꎬ人格特征和心理－生理压力在
近视发展中无显著作用ꎬ矫正不足似乎会加速近视的
发展ꎮ 但因该研究样本量少、随访时间短ꎬ所以心理
问题是否会进一步导致视力继续恶化仍需要更多研
究明确ꎮ

综合而言ꎬ由于儿童早发的近视与成人期的高度
近视有关ꎬ所以低龄人群近视的患病率越高ꎬ成年期
近视的负担和严重程度就越大ꎮ 儿童青少年处于生
理和心理快速发展的特殊时期ꎬ如果此期发生焦虑、
抑郁情绪很可能会继续发展为成年期情感障碍[２４] ꎮ
Ｗｕ 等[３７] 发现ꎬ视觉功能指标和精神障碍(焦虑、抑
郁)的恶化对视觉相关生活质量都有很大影响ꎬ但心
理问题特别是焦虑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大于视觉功能
成分ꎮ 有报道显示ꎬ２２.０％ ~ ２５.９％的高度近视患者可
能患有抑郁症或焦虑症ꎬ心理疾病的存在是导致高度
近视患者生活质量降低的主要因素[２５] ꎮ 以上研究表
明ꎬ减轻心理问题可能比保留视觉功能更有益于提高
视力相关生活质量ꎮ 所以如何降低近视的发生和发
展ꎬ减少近视带来的心理不良影响是今后应重点研究
的内容和方向ꎮ 建议今后重视近视与心理相关关系
的研究ꎬ探明可能机制ꎬ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ꎬ阻断近

６８２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第 ４１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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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３０２－２３０９.

[３１] ＧＷＩＡＺＤＡ Ｊꎬ ＨＹＭＡＮ Ｌꎬ ＤＯＮＧ Ｌ Ｍꎬ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ｍｙｏｐｉａ ７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 Ｔｒｉａｌ ( ＣＯＭＥＴ) ｃｏｈｏｒｔ [ Ｊ] .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ꎬ ２００７ꎬ １４
(４):２３０－２３７.

[３２] ＧＵＡＮ ＨꎬＷＡＮＧ ＨꎬＤＵ Ｋ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ｆｒｅｅ ｅｙｅ￣
ｇｌａｓｓ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ｒａｎ￣
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 . Ｉｎｔ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８ꎬ
１５(１２):２７４９.

[３３] ＤＥＥＲＥ Ｋꎬ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ꎬＬＥＡＲＹ Ｓꎬｅｔ ａｌ.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Ｂｒ Ｊ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９ꎬ４３(７):５４２－５４４.

[３４] ＨＥ Ｍꎬ ＸＩＡＮＧ Ｆꎬ ＺＥ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ｉｍｅ ｓｐｅｎｔ ｏｕｔｄｏｏｒｓ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ｒａｎ￣
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Ｊ] . ＪＡＭＡꎬ２０１５ꎬ３１４(１１):１１４２－１１４８.

[３５] ＬＡＵ Ｂ ＷꎬＲＥＮ ＣꎬＹＡＮＧ Ｊꎬｅｔ ａｌ. Ｌｉｇｈｔ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ｌｉｋ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ｇｅｒｂｉｌ (Ｍｅｒｉｏｎｅｓ ｕｎｇｕ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 Ｊ] . Ｃｅｌｌ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１１ꎬ２０(６):
８７１－８８１.

[ ３６] ＹＡＵ Ｓ ＹꎬＬＩ ＡꎬＨＯＯ Ｒ Ｌꎬ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
ｐａｌ 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ｄｉｐｏ￣
ｃｙｔｅ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ꎬ２０１４ꎬ１１１( ４４):
１５８１０－１５８１５.

[３７] ＷＵ ＮꎬＫＯＮＧ ＸꎬＧＡＯ Ｊꎬｅｔ 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ｇｌａｕｃｏ￣
ｍ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Ｊ] . Ｊ Ｇｌａｕｃｏｍꎬ２０１９ꎬ２８(３):２０７－２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２２ꎻ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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