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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北京市中考及高考生视力不良情况与发展趋势ꎬ为科学预防学生视力不良提供依

据ꎮ 方法　 对北京市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中、高考学生体检视力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ꎬ北京市中、高考生体检时间为每年 ３ 月

份ꎬ分析中、高考生视力不良检出率趋势以及不同区县间视力不良率的差异ꎮ 结果　 北京市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中考生、高考生

视力不良率处于上升趋势ꎬ平均视力不良率分别为 ８６.０７％ꎬ７６.３６％ꎮ ２０１８ 年中、高考生重度近视不良检出率较 ２０１７ 年增

长 １６.３９％ꎬ１８.６４％ꎮ 重度近视不良率明显上升ꎬ而轻、中度近视不良趋于稳定ꎮ 中考生视力不良率以西城区(８４.７５％)、朝
阳区(８４.０３％)最高ꎬ高考生视力不良率以丰台区(９１.１７％)、东城区(８９.８２％)最高ꎮ 结论　 北京市中、高考学生视力不良

检出率稳定上升ꎬ其中重度近视不良上升最为明显ꎮ 视力保护健康教育对学生具有重要意义ꎬ应加强中、高考学生视力保

护的广泛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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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力不良是我国中学生极为常见的慢性病之

一[１] ꎬ影响因素复杂ꎬ不易进行预防和控制[２] ꎮ 视力

不良问题是全球各个国家面临的严峻公共卫生问题ꎬ
尤以发展中国家青少年视力不良情况更加严重[３] ꎮ
近年来我国中学生近视患病率有逐渐增加趋势[４] ꎮ
视力不良会导致注意集中能力、学习能力、辨认远处

目标能力下降ꎬ对学生的生理、心理等因素影响较

大[５] ꎮ 国内外各地均有对于中学生视力不良趋势的

研究[６－９] ꎮ 北京市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学年中小学生总视力

不良检出率为 ７１.９％[１０] ꎬ延庆区[１１] 、西城区[１２]均有对

中学生视力不良的研究ꎮ 了解北京市中考及高考生

视力情况ꎬ积极预防视力不良疾病和改善中学生视力

健康水平是保障我国儿童视力健康的重要基础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从北京市体检中心获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北京市中考及高考生体检数据ꎮ 中考体检８７７ ２２７
人次ꎬ高考体检数据 ７１０ １０３ 人次ꎮ 初、高中数据比例

为 １.２５ ∶ １ꎬ城郊比例为 １.２４ ∶ １ꎮ

２９２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第 ４１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９



１.２　 方法　 视力检查按照«北京市学校卫生防病工作

技术规范»与«中小学健康状况综合监测与常见病防

治方案»的标准[１３] ꎬ采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检查学生裸

眼视力ꎮ 视力不良的定义为裸眼远视力达不到正常

标准ꎬ以单眼判断ꎮ 视力不良标准:<５.０ 为视力不良ꎬ
４.９ 为轻度视力不良ꎬ４.８ ~ ４.６ 为中度视力不良ꎬ≤４.５
为重度视力不良ꎮ 体检过程由北京市体检中心临床

医师、公卫医师按照标准对数视力表检测受试者的裸

眼视力ꎬ视力表的照度、检查方法及注意事项ꎬ严格统

一ꎬ体检标准符合要求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９ 软件进行视力情

况数据整理ꎬ通过 ＳＰＳＳ １９.１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ꎬ计
算视力不良检出率、定基比和环基比ꎬ比较北京市各

区县的视力不良检出率差异ꎮ
检出率定基比＝ (某年检出率 / ２００９ 年检出率) ×１００％
检出率环基比＝ (某年检出率 / 该年前一年检出率) ×１００％

２　 结果

２.１ 　 北京市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中、高考学生视力不良

趋势

２.１.１　 视力不良检出率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ꎬ北京市视力

正常学生比例均处于逐年下降趋势ꎬ视力不良检出率

明显上升ꎬ且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趋势趋于稳定ꎮ 北京市

高考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 ８６.０７％ꎬ在初中毕业时视力

不良检出率为 ７６.３６％ꎮ 见表 １ꎮ
２.１.２　 中考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与趋势 　 视力正常

中考学生比例明显下降ꎬ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下降趋势最明

显ꎬ在 ２０１３ 年后趋于稳定ꎬ视力不良率达到 ８０％ 以

上ꎮ 而视力不良学生轻、中度近视变化速率不明显ꎬ
高度视力不良学生人数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以 ２％ ~ ４％
速度持续上升ꎬ 在 ２０１４ 年后趋于稳定 ( 环基比 <
１.００％)ꎬ高度近视患病率为 ６９.０６％ꎬ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１６.３９％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北京市中高考学生各年度视力不良率及趋势相关指标 / ％

学段 年份
轻度

检出率 环基比 定基比

中度

检出率 环基比 定基比

重度

检出率 环基比 定基比

合计

检出率 环基比 定基比
中考生 ２００９ ３.０４ － － ９.８８ － － ５９.３３ － － ７２.２５ － －

２０１０ ２.８７ －５.５０ －５.５０ ９.４７ －４.１４ －４.１４ ６２.６６ ５.６１ ５.６１ ７５.００ ３.８１ ３.８１
２０１１ ３.３０ １４.９０ ８.５８ ９.８１ ３.５６ －０.７３ ６４.６３ ３.１４ ８.９２ ７７.７３ ３.６４ ７.５９
２０１２ ２.９２ －１１.５７ －３.９８ ９.６９ －１.２４ －１.９６ ６６.９４ ３.５８ １２.８２ ７９.５４ ２.３３ １０.１０
２０１３ ２.３９ －１８.１６ －２１.４２ ８.４２ －１３.０３ －１４.７３ ７０.１７ ４.８２ １８.２７ ８０.９８ １.８１ １２.０９
２０１４ ２.３４ －２.１１ －２３.０８ ８.４３ ０.０８ －１４.６７ ７１.１０ １.３３ １９.８３ ８１.８７ １.１０ １３.３１
２０１５ ２.１５ －８.０９ －２９.３０ ８.５９ １.９１ －１３.０３ ７１.２１ ０.１６ ２０.０２ ８１.９５ ０.１０ １３.４３
２０１６ ２.２７ ５.６５ －２５.３１ ８.２５ －３.９３ －１６.４５ ７１.５８ ０.５２ ２０.６４ ８２.１０ ０.１９ １３.６４
２０１７ ２.４４ ７.６６ －１９.５８ ８.４６ ２.４６ －１４.３９ ７１.２４ －０.４８ ２０.０６ ８２.１４ ０.０４ １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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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高考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与趋势 　 视力不良

高考学生比例明显上升ꎬ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上升趋势最明

显ꎬ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６.３１％ꎬ２０１５ 年后趋于稳定(环基

比< １. ００％)ꎬ视力不良率达 ８９％ꎮ 而视力不良人群

中ꎬ轻度近视变化速率不明显ꎬ中度近视不良率由

２０.５７％下降至 １６.５５％(定基比为 １９.５５％)ꎬ高度近视

不良学生人数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呈上升趋势ꎬ高度近视

检出率达 ６８.８３％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北京市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各区县中、高考生视力不

良情况

２.２.１ 　 北京市各区县中考学生视力情况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８ 中考学生平均视力不良率为 ７８.５１％ꎬ其中西城

区、朝 阳 区 视 力 不 良 率 最 高ꎬ 分 别 为 ８４. ７５％ 和

８４.０３％ꎻ密云区最低ꎬ为 ５６.３４％ꎮ 且城区视力不良率

高于郊区ꎮ 高度近视不良情况以海淀区、顺义区最

高ꎬ分别为 ７４.５３％ꎬ７４.１４％ꎻ密云区最低ꎬ为 ３０.３８％ꎮ
２.２.２　 北京市各区县高考生视力情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高考学生平均视力不良率为 ８６.００％ꎬ其中丰台区、东
城区和朝阳区视力不良率最高ꎬ 依次为 ９１. １７％ꎬ
８９.８２％和 ８９.５８％ꎻ平谷区最低为 ７９.４８％ꎮ 且城区视

力不良率高于郊区ꎮ 高度近视不良情况以丰台区、朝
阳区最高ꎬ分别为 ７２. ７３％ꎬ７２. １９％ꎻ平谷区最低ꎬ为

４８.５２％ꎮ

３　 讨论

北京市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中、高考学生视力不良率处

于明显上升趋势ꎬ北京市中学生视力不良情况均高于

２０１０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１４] ꎬ说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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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仍居于我国同类地的较高

水平ꎬ与上海[１５] 、广州[１６]等地区中学生视力不良检出

率相似ꎬ考虑视力不良检出率处于上升趋势可能与该

地区经济水平有关ꎬ与国内的相关研究一致[１６] ꎮ 原因

可能与线上网络课程的开展、电子设备的普及与使用

时间、视力检测水平的上升以及不良的读写习惯等有

关[１７－２０] ꎮ 本次研究发现ꎬ高考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高

于中考学生ꎬ可能是由于年级增长ꎬ课业负担加重ꎬ学
生用眼时间和强度越来越大ꎬ课业增加与体育锻炼时

间相应减少ꎬ导致高考学生视力不良的检出率上升ꎮ
北京市中高考学生视力不良率城区高于郊区ꎬ且

以高度视力不良检出率差距最为明显ꎬ与王玲玲[４] 所

发表的北京地区视力不良影响因素分析结论一致ꎬ本
次研究结果再次印证居住城区是影响视力不良检出

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２１] ꎮ 北京市海淀区、西城区等

视力不良均处于较高水平ꎬ明显高于延庆、门头沟等

城郊地区[２２－２３] ꎮ 本次研究发现ꎬ视力不良检出率每年

平均增长率城区大于郊区ꎬ主要与市区课业相对较

大ꎬ电子设备使用时间较长有关ꎬ且重度视力不良检

出率中考学生大于高考学生ꎬ表示重度视力不良正在

向初中生发展ꎬ可能是中考生在眼睛生长发育重要阶

段没有养成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２４－２５] ꎮ
在对于中学生用眼环境调查中ꎬ中学生视力不良

的患病情况与学生的用眼环境有关[２６] ꎮ 如课桌椅高

度与身高不匹配、在课后作业与读书写字用眼时间过

长、学校与家庭环境学生用眼环境亮度等有关[２７] ꎮ 在

本次研究中ꎬ中、高考生高度视力不良检出率持续上

升ꎬ考虑可能与该年级学生未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ꎬ
家庭、教室采光环境差ꎬ桌椅高度不匹配ꎬ学生课堂、
网络课程学习用眼时间增加等有关[２８] ꎮ

在本次研究中发现ꎬ近年来北京市中、高考学生

视力不良检出率速度趋于平缓ꎬ可能与学校卫生工作

的积极有效开展有关ꎬ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充分协调ꎬ
积极进行学生科学用眼教育ꎮ 近年来北京市视力不

良检出率趋于稳定水平ꎬ离不开政府、机关等部门的

通力协作ꎬ积极关注中、高考学生的视力情况ꎬ在减慢

学生由于视力不良检出率急剧上升的趋势和改善由

于学生视力不良造成的心理、生理伤害具有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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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减少ꎬ进而影响表现[２４] 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该结果是

在控制了近立体视后得出的ꎬ在综合考虑近立体视影

响后ꎬ２ 种外斜视儿童的视空间工作记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ꎬ在临床上对 ２ 种外斜视儿童的视空间工作记

忆缺陷都应给予关注ꎮ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包括:样本量偏小ꎬ可能影

响结果的稳定性ꎻ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ꎬ不能证明

斜视与视觉工作记忆缺陷的因果关系ꎮ
综上所述ꎬ外斜视学龄儿童的视空间工作记忆存

在缺陷ꎬ近立体视和斜视的恒定性与视空间工作记忆

有关ꎮ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增大样本量ꎬ采用前瞻性队

列研究ꎬ进一步验证外斜视及其临床特征与视空间工

作记忆的因果关系ꎬ并明确其可能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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