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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屈光不正与屈光要素的相关关系ꎬ探索以屈光要素测量值对儿童青少年屈光状态进行预测分

析ꎬ为有效改善儿童青少年视力提供参考ꎮ 方法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在武汉市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治中心进行视

力检查的 ７~ １２ 岁儿童青少年共 ３ ６９７ 例(７ ３９４ 眼)ꎬ对其作屈光度、眼轴长度、角膜曲率的测量ꎮ 结果　 ７~ １２ 岁儿童屈光

不正以轻度近视和远视为主ꎬ其中近视眼的患病率为 ３７.８０％ꎬ远视眼的患病率为 ２６.０６％ꎮ 不同屈光组被试眼轴长度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远视组眼轴较短ꎬ近视组眼轴较长ꎮ 不同屈光组被试角膜曲率和眼轴 / 角膜曲率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ꎬ在控制其他变量时ꎬ眼轴每变化 １ 个单位ꎬ静态屈光度增加 １０.０１ 个单位ꎮ
结论　 眼轴 / 角膜曲率半径与屈光状态存在相关关系ꎬ可以作为评估群体屈光状态的敏感指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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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屈光不正发病率逐年上升ꎬ尤其是儿童青
少年近视发生率逐年增加ꎬ且发病年龄早[１－２] ꎮ 屈光
不正的发生与个体生长发育及眼球发育关系尚不完
全清楚ꎬ分析儿童青少年眼轴、角膜曲率等与屈光状
态的关系ꎬ有助于更好了解视力不良青少年的屈光状
态ꎬ为此ꎬ笔者对 ７ ~ １２ 岁的儿童青少年进行屈光要素
测量ꎬ分析屈光状态与屈光要素的相关关系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选取在武汉
市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治中心接受视力检查的儿童青
少年ꎬ排除非屈光不正性眼病及有眼部手术史者ꎬ共
有 ３ ６９７ 人纳入研究ꎮ 其中男生 １ ９４０ 人ꎬ女生 １ ７５７
人ꎮ 平均年龄(９.５４±１.５８)岁ꎮ 所有研究对象均为自

愿参加ꎬ并由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本项目经武汉市
伦理 委 员 会 通 过 ( 批 准 编 号: ＷＨＣＤＣＩＲＢ － Ｋ －
２０１５０１１)ꎮ
１.２ 　 方法 　 屈光不正程度分类依据«眼科全书» 分
类[３] :正视ꎬ－０.５０ ~ <＋０.７５ Ｄꎻ低度远视ꎬ＋０.７５ ~ ＋３.００
Ｄꎻ中度远视ꎬ＋３.２５ ~ ＋６.００ Ｄꎻ高度远视ꎬ>＋６.２５ Ｄꎻ低
度近视ꎬ－３.００ ~ >－０.５０ Ｄꎻ中度近视ꎬ－６.００ ~ －３.２５ Ｄꎻ
高度近视ꎬ>－６.００ Ｄꎮ

屈光检查:采用日本产 ＴＯＰＣＯＮ ＲＭ－Ａ７０００ 计算
机验光仪和透镜试验进行动态屈光检查ꎮ 给予 ０.５％
托吡卡胺眼药水散瞳ꎬ每 ５ ｍｉｎ １ 次ꎬ共 ４ 次ꎬ由验光师
进行静态检影验光ꎮ 屈光要素检查:使用眼科 ＯＤＭ－
２０００ Ａ / Ｂ 型超声诊断仪ꎬ测量眼轴长度(ＡＬ)ꎬ使用日
本 ＴＯＰＣ 批 ＯＮ ＯＭ－４ 角膜曲率仪测量角膜曲率半径
和角膜屈光力(ＣＲ)ꎬ分别测量 ５ 次ꎬ取平均值ꎮ

所有操作均由专业人员按照操作标准进行ꎮ 所
有仪器测量前均先进行自检ꎬ并在儿童青少年配合下
完成各项检查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ＡＳ ９.３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

０６２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第 ３９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２



研究对象眼屈光度、屈光要素值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方法ꎬ采用方差分析及 ｔ 检验比较不同屈光组、不同性
别儿童眼轴及角膜曲率ꎬ屈光不正与儿童年龄、眼轴 /
长度、角膜曲率等因素的关系采用偏相关分析ꎬ采用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析屈光度与眼轴长度、角膜曲率
间的关系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屈光状态检出情况　 在所有研究对象中ꎬ近视眼
的发生率为 ３７.８０％ꎬ远视眼的发生率为 ２６.０６％ꎮ 随
着年龄的增大ꎬ远视眼发生率呈逐渐减少趋势ꎬ近视
眼发生率呈逐渐增多趋势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年龄组被试裸眼屈光不正检出情况

年龄

/ 岁
人数

远视

低度 中高度

近视

低度 中高度
７ ３６３ １９２(５２.９) ６(１.７) ３２(８.８) １(０.３)
８ ８５８ ４０８(４７.６) １０(１.２) １２３(１４.３) ６(０.７)
９ ６５４ ２０１(３０.７) ８(１.２) ２２２(３３.９) １２(１.８)
１０ ５５６ ７７(１３.８) ３(０.５) ３０１(５４.１) ２６(４.７)
１１ ７９０ ６１(７.７) ４(０.５) ４２７(５４.１) ８０(１０.１)
１２ ４７６ ２４(５.０) １(０.２) ２９２(６１.３) ５７(１２.０)
合计 ３ ６９７ ９６３(２６.１) ３２(０.９) １ ３９７(３７.８) １８２(４.９)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不同屈光组被试屈光要素比较　 表 ２ 显示ꎬ不同
屈光组眼轴长度不一ꎬ与正视相比较ꎬ远视组眼轴长
度较短ꎬ近视组眼轴长度较长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 ０５)ꎻ与正视眼相比ꎬ角膜曲率在远视较
低ꎬ低度、中高度近视接近ꎬ且中高度近视角膜曲率与
正视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与正视眼比较ꎬ
眼轴 / 角膜曲率在中高度近视较高ꎬ远视较低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２　 不同屈光组被试眼轴及角膜曲率均值比较(ｘ±ｓ)

组别 眼数 眼轴 / ｍｍ 角膜曲率 / Ｄ
眼轴 /

角膜曲率
正视 １ １２２ ２３.３４±０.７６ ７.８４±０.２６ ２.９８±０.０７
远视 ９６３ ２２.６２±０.６９∗ ７.８１±０.２５ ２.９０±０.０７∗

低度近视 １ ３９７ ２４.２２±０.７３∗ ７.８３±０.２４ ３.０９±０.０７∗

中高度近视 １８２ ２５.０２±０.７９∗ ７.８２±０.２５∗ ３.２０±０.０８∗

Ｆ 值 ３.２１ １ １９１.６０ ２ ０１１.４７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注:∗与正视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２.３　 眼轴、角膜曲率与屈光度的关系　 见表 ３ꎮ

表 ３　 儿童青少年静态屈光度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３ ６９７)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

截距 ３０.２８ － ０.３７ ８２.２８ <０.０１
眼轴 / 角膜曲率 －１０.０１ －０.８０ ０.１４ －７２.９６ <０.０１
年龄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１ －６.４３ <０.０１
性别 ０.１７ ０.０５ ０.０３ ５.９５ <０.０１

　 　 以静态屈光度为因变量ꎬ以眼轴长度 / 角膜曲率
为自变量ꎬ性别、年龄为协变量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ꎮ 结果显示ꎬ眼轴长度 / 角膜曲率对静态屈光度有
影响ꎬ眼轴 / 角膜曲率每变化 １ 个单位ꎬ静态屈光度平
均降低 １０.０１ 个单位ꎮ

３　 讨论
儿童青少年屈光不正发生率高ꎬ且发病年龄提

前ꎬ已成为日益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ꎮ 我国近视筛查
中常用的方法是裸眼视力和散瞳验光ꎬ其中裸眼视力
主观性强ꎬ结果易受外界环境、受检者配合程度等干
扰ꎬ不能客观反映受检者视觉发育状态ꎻ散瞳验光虽
能准确评估视觉发育ꎬ但其验光耗时长、花费高且依
从性较差ꎬ在视力筛查中可行性较低ꎮ 本研究显示ꎬ７
~ １２ 岁儿童青少年 ７ ３９４ 只眼中ꎬ近视眼的患病率为
３７.８０％ꎬ远视眼的患病率为 ２６.０６％ꎮ 近视的发生率
较高ꎬ远视的发生率较低ꎬ与国内文献报道结果基本
上相一致[４－７] ꎮ 结果表明ꎬ随着年龄增长到 １０ 岁以
后ꎬ近视眼的比例逐渐增加ꎬ并且增长的幅度较大ꎮ

本次研究 ７ ~ １２ 岁儿童青少年中ꎬ不同屈光度儿
童眼轴与正视眼儿童比较均有差异ꎬ远视眼儿童眼轴
长度最低ꎬ正视者其次ꎬ低度近视者较高ꎬ中高度近视
最高ꎮ 而角膜曲率同样对屈光状态也有一定的影
响[８－９] ꎮ 对于屈光度与角膜曲率的关系ꎬ不同研究结
果各异[１０] ꎮ 本研究中ꎬ轻度、中高度近视组角膜曲率
与正视组无明显差异ꎬ与文献报道一致[１１－１２] ꎮ 有研究
表明ꎬ眼轴长度与角膜曲率半径比值大于 ３ 是正视眼
向近视眼进展的一个高危指标[１３－１４] ꎮ 本研究回归分
析发现ꎬ眼轴 / 角膜曲率与静态屈光度之间存在线性
关系ꎬ保持其他变量不变ꎬ眼轴 / 角膜曲率每变化 １ 个
单位ꎬ静态屈光度平均降低 １０.０１ 个单位ꎬ与相关文献
报道一致[１５] ꎬ但该文献中报道的人群是 ４０ ~ ６４ 岁年
龄段ꎮ

本研究中ꎬ远视、轻中高度近视儿童眼轴长度、眼
轴与角膜曲率半径比值与正视眼儿童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ꎬ且近视眼比值大于正视、远视眼ꎮ 所以眼
轴长度与角膜曲率半径比值可以作为监视屈光不正
的敏感指标ꎮ

综上所述ꎬ角膜曲率 / 眼轴长度是影响眼部屈光
状态的主要因子ꎬ充分了解屈光状态与屈光要素之间
的关系ꎬ有助于开展防治儿童青少年屈光不正ꎮ 本研
究中屈光要素和目标人群选择相对局限ꎬ需要长期、
大样本的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验证ꎮ 加强对
不同屈光要素的关注ꎬ有助于早发现、及时控制屈光
不正的发生ꎬ为儿童青少年近视控制提供可靠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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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与健康监测

浙江省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年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

马申１ꎬ邵艳侠２ꎬ王白山３

１.浙江水利水电学院体育与军事教育部ꎬ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ꎻ２.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卫生所ꎻ３.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国教学院

　 　 【摘要】 　 目的　 了解浙江省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年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变化规律ꎬ为高校开展大学生健康促进干预工作提供

依据ꎮ 方法　 通过随机整群分层抽样法采集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年 １ ６０７ ５６７ 名浙江省大学生数据ꎬ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规定的各项目权重计算综合得分ꎬ对各测试项目的等级进行统计ꎮ 结果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年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呈现波

浪形变化ꎮ ２０１０ 年前后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略有回升ꎬ优秀率、良好率、及格率较前几年有所提高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大学生

的柔韧(坐位体前屈)素质有下降趋势ꎬ学生肥胖率和超重检出率明显提升(超重率由 ３.３％增加到 ４.６％ꎬ肥胖率由 ５.１％增

加到 ８.２％)ꎬ肺活量体重指数、速度(５０ ｍ 跑)、爆发力(立定跳远)和耐力(１ ０００ ｍ / ８００ ｍ)素质逐年向好ꎮ 结论　 大学生

体质健康状况并不乐观ꎮ 大学生健康促进工作要形成学校、家庭及社区多元协同管理模式ꎬ以及构建“体教、体卫、教卫”
融合协调发展的机制ꎮ

【关键词】 　 体质ꎻ健康状况ꎻ生长和发育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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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健康教育促进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８.０２.０３０

　 　 国务院在颁发«“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中特
别强调将大学生作为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重点人群ꎬ
提高大学生身心健康状况水平[１] ꎮ 然而当前我国大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并不乐观[２] ꎬ国家和地方相继出台
了一系列促进大学生健康的相关政策[３] ꎮ 浙江省委
省政府 ２００８ 年颁发的浙委[２００８] １１ 号文件明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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