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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究户外活动影响儿童近视进展的国际发展趋势与研究热点ꎬ为研究预防儿童近视进展的有效手段

提供参考ꎮ 方法　 以“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集数据库中所收录的所有年份 ２９１ 篇相关文献作为研究对象ꎬ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

件进行可视化分析ꎮ 结果　 户外活动与儿童近视进展领域的发文量以美国(８１ 篇)、中国(８０ 篇)、澳大利亚(７６ 篇)、新加

坡(３３ 篇)为主体ꎻ发文量前 ３ 的研究机构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２９ 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２７ 篇)、“首都医科大学”
(２５ 篇)ꎻ主要发文作者为“Ｓａｗ Ｓ Ｍ”“Ｍｏｒｇａｎ Ｉ Ｇ”“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Ｐ”ꎮ 该领域是从“眼科学” “公共、环境与职业卫生”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ꎬ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已融入 ３２ 个学科ꎬ近 ３ 年新融入学科主要有“神经科学”“体育学”“教育学”等ꎮ 研究的内

容主要包括 “儿童近视进展的高危因素探究”“户外活动干预儿童近视进展”以及“纵向跟踪儿童视力发展”等ꎮ 突变强度

较高的关键词有“眼睛发育”“随机临床试验”“阿托品”“事件性近视”等ꎮ 结论　 有关户外活动影响儿童近视进展的研究

持续增加ꎮ 延长户外活动时间干预儿童近视进展的研究以及纵向跟踪影响儿童眼球生物学变化的关键因素已成为当前研

究热点ꎻ与“神经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该领域的研究趋势ꎮ
【关键词】 　 闲暇活动ꎻ近视ꎻ儿童

【中图分类号】 　 Ｒ １７９　 Ｒ ７７８.１１　 Ｇ ８０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５￣０７３３￣０６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ｍｙｏｐｉａ / ＺＨＡＮＧ Ｋａｎｇ ＱＵ Ｓｈａ ＺＨＡＯ
Ｘｉｎｇ ＸＩ Ｊｉａｎｆｕ ＷＡＮＧ Ｓｏｎｇ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Ｄｉｎｇ ＺＨＡＯ Ｍｅｎｇ ＬＵＯ Ｄｏｎｇｍ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ｐｏｒ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ｍｙｏｐｉ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ｔａｌｌｙ ２９１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ｒｅ ｓｅ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８１  Ｃｈｉｎａ ８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７６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３３  ｔｈｅ ｔｏｐ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Ｎａｔｌ Ｕｎｉｖ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９  "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ｎ Ｎａｔｌ Ｕｎｉｖ" ２７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 Ｕｎｉｖ" ２５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ａｗ ＳＭ" "Ｍｏｒｇａｎ ＩＧ"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Ｐ".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３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ｏｕｔ￣
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ｙ ｔｒａｃｋ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ｙｅｂａｌ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ｅｙｅｂａｌｌ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ｅｙｅｂａｌｌ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Ｍｙｏｐｉａ Ｃｈｉｌｄ

　 　 近视是一种全球蔓延的视觉障碍疾病( ｖｉｓｕａｌ ｉｍ￣
ｐａｉｒｍｅｎｔꎬＶＩ ) [１] ꎮ 目 前ꎬ 全 球 近 视 患 病 率 已 达 到

２８.３％[２] ꎬ其中美国和欧洲约有 ５０％青少年受到近视

影响[３] ꎮ 在东亚ꎬ近视患病率更高ꎬ尤其是日本[４] 、韩
国[５]和中国[６－７]等国家ꎬ甚至一些地区近视患病率已

超过 ８０％[８] ꎮ 据预测ꎬ至 ２０５０ 年ꎬ世界将会有近 １ / ２
人口患近视ꎬ近 １ / １０ 人口出现高度近视ꎬ近视问题也

将逐步演变为导致永久性失明的主要原因[９－１０] ꎮ 为

了缓解视力下降问题ꎬ世界卫生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ＷＨＯ)已将近视列入“视觉 ２０２０”计划迫

切消除的 ５ 类眼病之中[１１] ꎮ

３３７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第 ４０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５



有研究表明ꎬ儿童近视发生与户外活动不足有

关ꎬ增加户外活动时间能够有效延缓近视进展[１２－１４] ꎮ
为深入了解户外活动影响儿童近视进展的研究热点

与发展趋势ꎬ本文将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并生成科学

知识图谱ꎬ旨在为团队后期开发预防儿童近视进展的

有效手段提供理论参考ꎮ

１　 数据来源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以(ｃｈｉｌｄ∗ＡＮＤ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ＮＤ ｍｙｏ￣
ｐｉａ)ＯＲ(ｃｈｉｌｄ ∗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ＡＮＤ ｍｙｏｐｉ￣
ａ)为检索式ꎬ通过“主题” 检索的形式ꎬ检索“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集数据库ꎮ 检索时间跨度为 “ 所有年

份”ꎮ 共得到 ２９１ 篇公开发表的文献ꎮ
１.２　 方法 　 通过基于“ ＪＡＶＡ 平台”的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５.１.
Ｒ８ 版本可视化软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ꎮ 将时间跨度

(Ｔｉｍｅ Ｓｌｉｃｉｎｇ)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９１ 篇文献题录数

据输入该软件ꎮ 时间区域(Ｙｅａｒｓ Ｐｅｒ Ｓｌｉｃｅ)均定义为

２ 年ꎬ设置相应算法、节点并匹配相应阈值ꎮ
通过对国家或地区分布、科研机构分布、被引期

刊以及高产者的分析ꎬ了解该学科的知识主体ꎻ通过

对文献共被引、相关学科、关键词以及突现词的分析ꎬ
了解该领域的知识基础、研究发展历程、研究热点以

及研究前沿问题ꎮ

２　 结果

２.１　 发文量　 第 １ 篇关于户外活动影响儿童近视进

展的文献于 ２０００ 年发表于« Ｏｐｔ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ｃｉ￣
ｅｎｃｅ»杂志上ꎮ 该研究探讨了影响新加坡儿童近视进

展的可能因素ꎬ户外活动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因素被

调查[１５] ꎮ 由图 １ 可见ꎬ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无该领域的研

究成果发表ꎮ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增加ꎬ但是发文量依然处

于较低状态ꎮ ２００９ 年后该领域的发文量急剧增加ꎬ经
过 ８ 年的发展ꎬ发文量从 ５ 篇增长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５ 篇ꎮ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为前 １０ 个月的发文量统计ꎮ
２.２　 国家或地区 　 选用关键路径(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 算法ꎬ
节点类型( 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选择为 Ｃｏｕｎｔｒｙꎬ阈值( Ｔｈｒｅｓｈ￣
ｏｌｄｓ)定义为(１ꎬ１ꎬ１５) (２ꎬ１ꎬ２０) (２ꎬ１ꎬ２０)ꎬ绘制国家

网络可视图谱ꎮ 节点的大小可以显示出 １ 个国家在该

领域发文量的多少ꎮ 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共有至少

２０ 个国家或地区参与了户外活动影响近视进展的研

究ꎮ 表 １ 显示了发表相关文献前 １０ 的国家或地区ꎬ绝
大多数文献来自美国、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

家ꎮ 其中美国在该领域的成果最多ꎬ合作文献数量为

８１ 篇ꎬ在该领域的合作者频次最高ꎮ 我国大陆地区在

该领域合作者频次排名第 ２ꎬ合著文章 ８０ 篇ꎻ其次是

澳大利亚(７６ 篇)、新加坡(３３ 篇)、英国(３２ 篇) 等ꎮ

我国台湾地区在该领域合著者排名第 ７ꎬ合著文章

１９ 篇ꎮ

图 １　 户外活动与儿童近视进展文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发文量趋势

　 　 节点中心度显示ꎬ我国中心性最高ꎬ为 ０.２９ꎮ 并

且在该领域合作比较广泛ꎬ合作国家主要是美国、澳
大利亚ꎮ 从中心度上看ꎬ我国在合作中占有一定的主

导地位ꎮ

表 １　 户外活动与儿童近视进展文献发表数量排名前 １０ 的国家 / 地区

排名 国家 / 地区 文献数量 / 篇 中心性
１ 美国 ８１ ０.２８
２ 中国 ８０ ０.２９
３ 澳大利亚 ７６ ０
４ 新加坡 ３３ ０.２６
５ 英国 ３２ ０.１１
６ 德国 ２７ ０.１３
７ 中国台湾 １９ ０
８ 威尔士 １４ ０.０１
９ 日本 ９ ０.０３
１０ 荷兰 ９ ０.０８

２.３ 　 科研机构 　 选用最小生成树路径 ( Ｍｉｎｉｍｕｎ
Ｓｐａｎｎｉｎｇ Ｔｒｅｅ)算法ꎬ节点类型(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选择为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阈值(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定义为(１ꎬ１ꎬ１５) (２ꎬ１ꎬ２０)
(２ꎬ１ꎬ２０)ꎬ绘制研究机构网络可视图谱ꎮ 节点的大小

可以显示一个机构在该领域发文量的多少ꎬ连线的数

量和粗细程度与机构之间合作程度呈正比ꎬ连线的颜

色表示开始合作的时间ꎮ 国际期刊中发表过户外活

动影响儿童近视进展的研究机构共 ９１ 所ꎮ 从图 ２ 可

以看出ꎬ图谱中的节点以及连线较多ꎬ各机构之间存

在广泛的合作关系ꎮ 合作总体主要以澳大利亚、中国

以及美国的相关机构为中心ꎮ 在本研究领域发文量

前 １０ 位的机构中ꎬ中国有 ２ 所ꎬ澳大利亚 ３ 所ꎬ美国 ２
所ꎬ新加坡、德国、英国各 １ 所ꎬ１０ 所机构均为大学ꎮ
我国在该领域发表国际重要刊物的机构有首都医科

大学(２５ 篇)、中山大学(１８ 篇)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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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户外活动与儿童近视进展文献发表组织机构分布

表 ２　 户外活动与儿童近视进展文献发表数量排名前 １０ 位组织机构

排名 机构 所在国家 文献数量 中心性
１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２９ ０.４１
２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 ２７ ０.１２
３ 首都医科大学 中国 ２５ ０.１６
４ 悉尼大学 澳大利亚 ２３ ０.２３
５ 墨尔本大学 澳大利亚 ２０ ０.２１
６ 中山大学 中国 １８ ０.０３
７ 俄亥俄立大学 美国 １５ ０.０５
８ 卡迪夫大学 英国 １４ ０.０２
９ 海德堡大学 德国 １４ ０.１９
１０ 休斯顿大学 美国 １４ ０.１６

２.４　 期刊被引频次 　 选择关键路径(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 算

法ꎬ节点类型( 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选择为 Ｃｉｔ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阈值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定义为(３ꎬ３ꎬ２０) (６ꎬ６ꎬ３０) (６ꎬ６ꎬ３０)ꎬ绘
制期刊共被引可视图谱(图 ３)ꎮ 节点的大小可以显示

出期刊被引频次的高低ꎬ连线的数量和粗细程度与期

刊共被引次数呈正比ꎮ 紫红色节点表示中心性较强

的重要节点ꎮ 通过对期刊共被引分析能够准确了解

该领域的重要期刊ꎮ 被引频次超过 １００ 次的期刊共

１１ 种ꎬ表 ３ 呈现的为被引频次前 １０ 的期刊ꎮ «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 Ｖｉｓ Ｓｃｉ»被引频次最高ꎬ为 ２７２ 次ꎬ中心性也较

高ꎮ 而«Ｏｐｔｏｍｅｔｒｙ Ｖｉｓ Ｓｃｉ»的中心也远高于其他期刊ꎬ
属于该领域的重要期刊ꎮ

图 ３　 学术期刊户外活动与儿童近视进展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

表 ３　 户外活动与儿童近视进展文献共被引排名前 １０ 位学术期刊

排名 期刊 被引频次 中心度 年份 影响因子
１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７２ ０.１１ ２００６ ３.３３８
２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２５１ ０.０４ ２０１０ ７.４７９
３ Ｏｐｔｏｍｅｔｒｙ Ｖｉｓ Ｓｃｉ ２３０ ０.１４ ２００６ １.４９９
４ Ｂｒ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１９ ０.０３ ２００７ ３.３８４
５ Ａｒｃｈ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Ｃｈｉｃ １９３ ０.０９ ２００６ ０
６ Ｏｐｈｔｈａｌ Ｐｈｙｓｌ Ｏｐｔ １８７ 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２.２６２
７ Ａｍ 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１３７ ０ ２００７ ４.７９５
８ Ｅｘｐ Ｅｙｅ Ｒｅｓ １２１ ０.０６ ２０１０ ３.１５２
９ Ｐｒｏｇ Ｒｅｔｉｎ Ｅｙｅ Ｒｅｓ １１９ ０ ２０１０ １１.６５３
１０ Ｌａｎｃｅｔ １１１ ０.０１ ２００７ ５３.２５４

２.５　 高产者 　 选用关键路径(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算法ꎬ节点

设置 Ａｕｔｈｏｒꎬ阈值(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定义为(２ꎬ３ꎬ１５) (３ꎬ３ꎬ
２０)(３ꎬ３ꎬ２０)ꎬ绘制作者合作可视化网络图谱(图 ４)ꎮ
户外活动影响儿童近视进展的研究中ꎬ各聚类之间的

连线比较紧密ꎬ国际上该领域研究者较多ꎬ研究方向

较分散ꎮ 在形成的多个学术群中ꎬ以澳大利亚学者居

多ꎬ并且在本国内部学术交流比较密切ꎬ国际上的群

体交流相对较少ꎮ 其中ꎬ该领域中重要的 ３ 个学术群

体的研究者代表为“ Ｓａｗ Ｓ Ｍ” “ Ｍｏｒｇａｎ Ｉ Ｇ” “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Ｐ”ꎮ 研究内容所设计的关键词主要有“ ｌｏｗ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低患病率)” “ ｏ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ｍｅｔｒｙ ( 眼球生物学测量)”
“ｍｙｏｐｉ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近视进展)”等ꎮ 我国在该领域的

研究者代表有“ Ｗａｎｇ Ｎ Ｌ” “ Ｌｉｎ Ｚ” “ Ｊｏｎａｓ Ｊ Ｂ”ꎬ研究

内容所涉及的关键词主要有“ ｃｏｒｎｅａｌ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角膜

曲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教育相关参数)”
“ｈｉｇｈ ｍｙｏｐｉａ(高度近视)”“ｍｙｏｐｉ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近视进

展)”等ꎮ
２.６　 参考文献共被引　 选用关键路径(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算

法ꎬ阈值(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定义为(２ꎬ１ꎬ１４)(２ꎬ３ꎬ２０)(２ꎬ３ꎬ
２０)ꎬ节点设置 Ｃｉｔ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ꎬ绘制关键文献可视化网

络图谱(图 ５)ꎮ 图谱中的节点越大ꎬ代表该文献被引

用的次数越多ꎮ 第 １ 节点为 Ｍｕｔｔｉ Ｄ Ｏ 等ꎬ于 ２００２ 年

在«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 Ｖｉｓ Ｓｃｉ» 杂志上发表的 “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ｇｅꎬ ｔｉｍｅ ｏｕｔｄｏｏｒ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ｏｎｓｅｔ ｍｙｏｐｉａ
(儿童年龄、户外时间与青少年近视的风险之间的关

系)”ꎬ该文献共被引用了 ２０ 次ꎬ突现度为 １１.１８ꎮ 第 ２
个节点为 Ｍｏｒｇａｎ Ｉ 于 ２００５ 年在«Ｐｒｏｇ Ｒｅｔｉｎ Ｅｙｅ Ｒｅｓ»
杂志上发表的“Ｈｏｗ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ｉ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ｙｏｐｉａ? (学校近

视是如何遗传的?)”ꎬ该文献共被引用了 ４１ 次ꎬ突现

度为 １２.２９ꎮ 第 ３ 个节点是 Ｒｏｓｅ 等ꎬ 于 ２００８ 年在

«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杂志上发表的 “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
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户外活动可

以降低儿童近视的患病率)”ꎬ该文献共被引用了 １５１
次ꎬ但突现强度较低ꎮ 第 ４ 个节点为 ＷＵ 等ꎬ于 ２０１３
年在«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 杂志上发表的“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ｒｅｃｅｓｓ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ｍｙｏｐｉａ ｏｎｓｅ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课间户外活动可减少学童近视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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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发展)”ꎬ该文献共被引用了 ９３ 次ꎬ 突现度为

１２.７１ꎮ

图 ４　 户外活动与儿童近视进展文献高产作者合作知识图谱

图 ５　 户外活动与儿童近视进展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

２.７　 相关学科 　 选用关键路径(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算法ꎬ时
间区域定义为 ２ 年ꎬ阈值(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定义为( ２ꎬ１ꎬ
１０)(２ꎬ３ꎬ２０) (２ꎬ３ꎬ２０)ꎬ节点设置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ꎬ数据筛选

为 Ｔｏｐ ２０ ｐｅｒ ｓｌｉｃｅꎬ绘制相关学科可视化网络图谱ꎮ
中心度较大的学科有“公共、环境与职业卫生” “眼科

学”“普通内科” “医学:内科学、医学、研究与试验”
“研究与实验”等ꎮ

在户外活动影响儿童近视进展的研究历程中ꎬ不
断有新学科融入ꎬ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共有 ３２ 个学科种

类融入该领域ꎮ 表 ４ 显示了 ２０１５ 年后融入本研究领

域的新学科种类及时间ꎬ其中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新融

入的学科主要有“神经科学” “教育学” “实验医学”
“心理学”等ꎮ
２.８　 关键词共词 　 选择最小生成树路径( Ｍｉｎｉｍｕｎ
Ｓｐａｎｎｉｎｇ Ｔｒｅｅ ) 算 法ꎬ 网 络 节 点 为 Ｋｅｙｗｏｒｄꎬ 阈 值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为(１ꎬ１ꎬ１５) (２ꎬ１ꎬ２０) (３ꎬ３ꎬ２０)ꎬ绘制关

键词共词可视化网络图谱(图 ６)ꎮ

表 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融入户外

活动与儿童近视进展文献研究领域的学科

融入时间 学科名称 中心度
２０１５ 年 医学、研究实验 ０.１８

研究与实验医学 ０.１８
教育与教育研究 ０

２０１６ 年 心理学 ０
神经科学与神经学 ０
神经科学 ０

２０１７ 年 生物物理学 ０
化学、物理 ０
化学 ０

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儿童近视进展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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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分析ꎬ本研究共涉及关键词 ６０ 个ꎬ表 ５ 为出现

频次≥２０ 次的关键词ꎬ出现次数高于 １００ 次的有“ ｒｅ￣
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屈光不正)”“ｍｙｏｐｉａ(近视)”“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流行)” “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户外活动)”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儿

童)”等ꎮ 突现强度较大的关键词有“ ｅｙｅ ｇｒｏｗｔｈ(眼睛

发育)”“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随机临床试验)”“ａｔ￣
ｒｏｐｉｎｅ(阿托品)” “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ｍｙｏｐｉａ(事件性近视)”等ꎮ
从图 ６ 可以看出ꎬ由开始对近视保护因素的研究ꎬ逐渐

过渡到身体活动及户外活动在近视中保护作用的研

究ꎬ随着时间推移ꎬ户外活动时间成了该领域的研究

热点ꎬ现阶段关于户外活动影响儿童近视研究的热点

主要集中在眼球结构、眼球生物学特征的随机临床试

验研究以及纵向跟踪研究ꎮ

表 ５　 儿童近视进展研究领域频次≥２０ 的关键词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屈光不正 １５２ 身体活动 ４４
近视 １５１ 新加坡 ４２
患病率 １２８ 户外时间 ３７
户外活动 １２２ 剥夺性近视 ３３
儿童 １１０ 人群 ３０
风险因素 ８９ 户外时间 ２５
学校儿童 ７０ 近视 ２４
进展 ６９ 剥夺性近视 ２４
视觉障碍 ５１ 工作 ２１
小学生 ４７ 眼轴长度 ２０

３　 讨论

美国、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是现阶段儿童近视

进展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ꎬ我国在该领域中占有一定

学术地位ꎮ 据统计ꎬ美国 １９７２ 年近视患病率约为

２５％ꎬ２００４ 年约为 ４０％[１６] 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ꎬ美国眼睛

疾病的经济支出每年约为 １６０ 亿美元ꎬ仅在近视矫正

方面每年需花费 ３８ 亿美元[１７] ꎮ 近视所带来的大量的

经济支出ꎬ可能是促使美国在该领域研究日趋增多的

主要原因ꎮ ２０１０ 年北京的一项小、中、高年级随机调

查报道显示ꎬ北京城区学生近视的检出率为 ５４.４％ꎬ郊
区学生为 ５３.８％ꎻ女生近视检出率为 ５８.４％ꎬ男生为

４９.１％[１８] ꎮ 据估计ꎬ现阶段我国 ７ 岁儿童近视患病率

为 ９. ７％ꎬ １２ 岁 儿 童 为 ４３. ８％ꎬ １８ 岁 青 少 年 为

７２.８％[１９] ꎮ 儿童近视患病率的逐年升高ꎬ引起了我国

研究者和教育者们对该领域高度关注ꎮ 目前该领域

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 Ｏｐｔｏｍｅｔｒｙ Ｖｉｓ Ｓｃｉ Ｉ” “ Ｉｎｖｅｓｔ
Ｏｐｈｔｈ Ｖｉｓ Ｓｃｉ”等国际核心期刊ꎬ国际高产研究者形成

了具有较强凝聚力的研究团体ꎬ对该领域的研究作出

了突出贡献ꎬ但是该领域研究者所形成的团体大多以

本国或本研究机构为中心ꎬ缺乏广泛的国际学术合

作、交流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本研究的快速发展ꎬ建议

各国研究者加强跨国合作ꎬ建立多中心的国际研究

团体ꎮ
户外活动影响儿童近视进展的研究大体分为 ３ 个

阶段ꎮ 第 １ 阶段主要是影响儿童近视进展因素的研

究ꎬ发现户外活动是其中一项重要因素ꎮ 后期也有许

多研究者调查户外活动与儿童近视进展之间的相关

性[２０－２１] ꎮ 如 Ｓｕｎ 等[２２]对青岛地区学龄前儿童视力及

风险因素调查中发现ꎬ户外活动对近视有保护作用ꎮ
第 ２ 阶段为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对儿童近视进展影响的

研究ꎮ 如 Ｊｉｎ 等[１９] 通过增加儿童在校户外活动时间

发现ꎬ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的儿童近视发生率明显较

低ꎬ且未经干预儿童的等效球镜(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ꎬＳＥＲ) 与眼轴长度( ａｘｉ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ꎬＡＬ) 变化明

显较大ꎬ认为增加户外活动时间能够在预防儿童近视

进展中起到积极效力ꎮ Ｗｕ 等[１３]通过保证 ６ 岁儿童每

日 １ ｈ 户外活动时间的方式ꎬ探讨户外活动与近视发

生率以及眼部生物特征的关系ꎬ发现保证充足的户外

活动时间是预防儿童近视的有效手段ꎮ 第 ３ 阶段通过

纵向跟踪观察儿童视力的变化情况以及与户外活动

之间的关系ꎮ Ｈｅ 等[２３]通过 ４ 年纵向跟踪儿童视力发

育趋势并探讨影响近视进展的关键因素ꎬ发现户外活

动时间与近视的进展没有显著关系ꎮ
关于户外活动时间、形式ꎬ现阶段还主要是以问

卷调查为主的回顾性研究ꎬ临床随机试验研究相对较

少ꎬ纵向跟踪研究则更少ꎬ且关于如何在户外活动以

及户外活动的强度应该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在预防儿

童近视中起到最大的效力ꎬ对此尚未统一ꎬ这也是未

来研究的重点ꎮ
综上所述ꎬ有关户外活动影响儿童近视进展的研

究持续增加ꎮ 延长户外活动时间干预儿童近视进展

的研究以及纵向跟踪影响儿童眼球生物学变化的关

键因素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ꎻ与“神经科学”“体育学”
“教育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该领域的国际研

究新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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