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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报考军队院校高中毕业生视力与手术矫正情况ꎬ为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一定依据ꎮ 方法　 对福建

省 ２０１７ 年报考军队院校的 １ ５３７ 名应届高中毕业生ꎬ在双盲条件下ꎬ采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检测裸眼远视力、用裂隙灯检测

是否做过近视矫正激光手术ꎮ 结果　 高中毕业生实测右眼视力不良率为 ４２.１％ꎬ左眼为 ４０.８％ꎮ 剔除手术矫正因素ꎬ调整

后的裸眼视力不良率右眼为 ７０.６０％ꎬ左眼为 ６８.５８％ꎮ 实测视力男生视力良好率(右眼 ５９.１８％ꎬ左眼 ６０.２６％)高于女生(右
眼 ４５.９５％ꎬ左眼 ４９.３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Ｒｉｄｉｔ 检验ꎬ右眼 ｈｃ＝ １２.２６ꎬ左眼 ｈｃ ＝ ６.２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且女生中、重度视

力不良率更高ꎮ 调整后的裸眼视力不良率男、女生差异无统计意义(χ２
右眼 ＝ １.１０ꎬχ２

左眼 ＝ ０.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有 ４７７ 名学生

(３１.００％)做过近视矫正激光手术ꎬ男生手术率(３１.８９％)高于女生(２２.９７％)(χ２ ＝ ４.９７ꎬＰ＝ ０.０３)ꎮ 结论　 报考军校的高中

生视力水平好于一般高中生ꎬ但存在近视矫正激光手术利用过度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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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ꎬ青少年视力不断下降问题日

益受到社会、家庭与学术界的关注ꎮ 高中毕业生刚完

成人生中最繁重的学习任务ꎬ视力不良问题尤为突

出[１] ꎮ 面对报考大学、预选职业ꎬ视力是需要考虑衡

量的重要因素ꎮ 军队院校对视力的要求更加严格ꎬ立
志报考军队院校的高中生视力及其矫正情况不仅关

系到学生个人的健康与前途ꎬ更关系到军队院校的生

源质量ꎬ也将影响军人的健康素质与部队战斗力ꎮ 为

此ꎬ笔者对福建省军队院校招生体检中高中生的眼部

情况进行分析ꎬ 为预防和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一定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７ 年福建省报考军队院校应届高中毕

业生ꎬ经体重单项淘汰后ꎬ进入眼部体检者共 １ ５３７
名ꎬ其中男生 １ ３８９ 名ꎬ女生 １４８ 名ꎻ年龄 １７ ~ ２０ 岁ꎬ平
均(１８.３３±０.５６)岁ꎮ
１.２　 视力检查　 抽调军队医院眼科医生进行统一培

训ꎬ根据«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办法»进行严密

组织ꎬ封闭式管理ꎬ在双盲条件下ꎬ采用标准对数视力

表检测裸眼远视力ꎮ 用裂隙灯检测是否做过近视矫

正激光手术ꎬ做过手术者做眼底检查ꎮ 视力判断分组

标准:裸眼视力≥５.０ 为视力良好ꎬ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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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ꎮ
１.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Ｅｘｃｅｌ 建立数据库ꎬ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进行 χ２ 检验和 Ｒｉｄｉｔ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两眼实测视力　 高中毕业生右眼视力不良率为

４２.１０％(其中轻度为 ９.３７％ꎬ中度为 １９.６５％ꎬ重度为

１３.０８％)ꎬ左眼视力不良率为 ４０. ８０％ ( 其中轻度为

１０.６７％ꎬ中度为 １８.４８％ꎬ重度为 １１.６５％)ꎮ 左右眼视

力分度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ｈｃ＝ １.２９ꎬＰ＝ ０.２６)ꎮ
２.２　 经调整的视力不良率　 将近视矫正激光手术者

归入视力不良者ꎬ分析自然视力结果ꎬ右眼视力不良

率为 ７０.６０％(１ ０８５ 人)ꎬ左眼为 ６８.５８％(１ ０５４ 人)ꎮ
右眼实测视力良好者 ８９０ 人ꎬ其中有 ４３８ 人(４９.２１％)
曾行近视矫正激光手术ꎻ自然视力良好者仅 ４５２ 人ꎬ占
总参检人数的 ２９.４％ꎮ 左眼实测视力良好者 ９１０ 人ꎬ
其中有 ４２７ 人(４６.９２％)曾行近视矫正激光手术ꎻ左眼

自然视力良好者仅 ４８３ 人ꎬ占总参检人数的 ３１.４２％ꎮ
２.３　 不同性别学生实测视力　 表 １ 显示ꎬ男生右眼和

左眼实测视力良好率分别为 ５９.１８％和 ６０.２６％ꎬ女生

右眼和左眼视力良好率分别为 ４５.９５％和 ４９.３２％ꎬ男
生高于女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右眼 ｈｃ＝ １２.２６ꎬ左眼

ｈｃ＝ ６.２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女生中、重度视力不良的发

生率高于男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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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性别学生两眼实测视力状况分布

性别 左右眼 视力良好
视力不良

轻度 中度 重度
男 右眼 ８２２(５９.１８) １２９(９.２９) ２６９(１９.３７) １６９(１２.１７)
(ｎ＝ １ ３８９) 左眼 ８３７(６０.２６) １５０(１０.８０) １５８(１１.３８) ２４４(１７.５７)
女 右眼 ６８(４５.９５) １５(１０.１４) ３３(２２.３０) ３２(２１.６２)
(ｎ＝ １４８) 左眼 ７３(４９.３２) １４(９.４６) ３２(２１.６２) ２９(１９.５９)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４　 不同性别学生经调整的自然视力　 男生右眼实

测视力良好者 ８２２ 人ꎬ其中有 ４０８ 人(４９.６４％)曾行近

视矫 正 激 光 手 术ꎬ 自 然 视 力 良 好 者 为 ４１４ 人

(２９.８１％)ꎻ视力不良者 ９７５ 人ꎬ不良率为 ７０.２０％ꎮ 左

眼实测视力良好者 ８３７ 人ꎬ其中有 ３９９ 人(４７.６７％)为

手术矫正ꎬ自然视力良好者为 ４３８ 人(５２.３３％)ꎻ视力

不良者 ９５１ 人ꎬ不良率为 ６８.４７％ꎮ 女生右眼实测视力

良好者 ６８ 人ꎬ其中有 ３０ 人(４４.１２％)为手术矫正ꎬ自
然视力良好者仅 ３８ 人ꎬ视力不良者 １１０ 人ꎬ不良率为

７４. ３３％ꎻ 左 眼 实 测 良 好 者 ７３ 人ꎬ 其 中 有 ２８ 人

(３８.３６％)为手术矫正ꎬ自然视力良好者 ４５ 人ꎬ视力不

良者 １０３ 人ꎬ不良率为 ６９.５９％ꎮ 男、女生双眼视力良

好与不良率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右眼 ＝ １.１０ꎬ

χ２
左眼 ＝ ０.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５　 近视矫正激光手术的应用与矫正效果　 １ ５３７ 名

学生中ꎬ行近视矫正激光手术者共 ４７７ 名ꎬ手术率为

３１.００％ꎮ 其中男生 ４４３ 名ꎬ手术率为 ３１.８９％ꎻ女生 ３４
名ꎬ手术率为 ２２.９７％ꎬ男生手术率高于女生(χ２ ＝ ４.９７ꎬ
Ｐ＝ ０.０３)ꎮ 有 ３０６ 人是 ６ 个月前手术ꎬ１７１ 人手术不到

６ 个月ꎻ１７ 岁手术者 ９６ 人ꎬ１８ 岁及以上手术者 ３８１
人ꎮ 术后右、左眼视力矫正至良好的分别占 ９１.８２％ꎬ
８９.５％ꎻ尚有近 １０％的学生为轻度视力不良ꎬ有 １％左

右的学生手术后视力仍为重度视力不良ꎮ

３　 讨论

视力不良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３－４] ꎮ 我国

２０１４ 年全国汉族学生视力调查结果显示ꎬ福建省 １６ ~
２２ 岁年龄组学生视力不良率为 ８３.３％ ~ ８６.４％[１] ꎮ 其

他省份的调查结果均显示ꎬ该年龄段学生视力不良率

在 ８０％以上[５－８] ꎮ 本次调查 ２０１７ 年福建省报考军校

的高中生视力不良率右眼为 ４２.１％ꎬ左眼为 ４０.８％ꎬ视
力水平远高于同年龄段学生ꎬ主要是因为有 ４９.２１％的

视力良好者是经激光手术矫正获得的ꎮ 将手术矫正

者判为视力不良者进行调整ꎬ 视力不良率右眼为

７０.６％ꎬ左眼为 ６８.５８％ꎬ视力水平虽然好于普通学生ꎬ
但也不容乐观ꎮ

近视矫正激光手术是目前治疗近视最主要的手

术方法ꎬ手术方式日趋完善ꎬ给越来越多近视患者带

来帮助的同时ꎬ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并发症ꎬ如激

光偏心切削、角膜移位、圆锥角膜形成、视网膜变性裂

孔、术后感染等[９－１１] ꎮ 手术提高裸眼视力的同时视觉

质量通常会一定程度的下降ꎬ如像差增大、对比敏感

度下降、夜间视力下降、泪膜稳定性下降引起眼干涩、
异物感、视疲劳等[１２] ꎮ 因此ꎬ在行激光手术前需要进

行全面的眼部情况检查ꎬ如角膜屈光率、角膜厚度、角
膜地形图等ꎮ

报考军校的高中毕业生是近视激光矫正手术的

主要需求人群ꎮ 本文中 ３１％的报考者进行了手术矫

正ꎬ视力良好者中更有近一半进行过手术ꎬ其中男生

具多ꎮ 手术者中有 ３６％完成手术时间小于半年ꎬ目前

军校招生要求近视矫正手术完成时间必须半年以上ꎮ
部分手术者因各种顾虑ꎬ在体检时可有隐瞒手术史或

说明不详等现象[１３] ꎬ此类学生如通过筛选进入部队

后ꎬ术后眼睛的保护与诊疗随访必然难以到位ꎬ不利

于自身眼睛健康的同时ꎬ 也会造成部队战斗力的

减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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