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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江西省青少年阳光接触性活动特点及其与近视发生的相关性ꎬ为指导学生养成科学用眼方法和

预防近视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ꎬ对南昌、德兴、余江地区的 ４ ８２６ 名重点及普通初、高中学生的近视和阳

光接触性活动情况进行调查ꎮ 结果　 江西省青少年近视患病率为 ６４.６％ꎮ 阳光接触性活动的 ２８ 个项目中ꎬ多达 ２５ 个项

目(８９.３％)的活动频率以“从不”及“很少”居多ꎮ １７ 个项目的阳光接触情况有利于预防近视ꎮ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１３
个项目与近视程度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ꎬ４ 个项目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夏季

天气晴朗时ꎬ在户外进行活动”(ＯＲ 值分别为 ２.０１ꎬ１.５７)、“在大课间休息时ꎬ到教室外面玩一会”(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８０ꎬ１.６６ꎬ
１.６７)、“除辅导班 / 兴趣班之外ꎬ用于弹琴、画画、书法、下棋等的时间” (ＯＲ 值分别为 ０.３７ꎬ０.３６ꎬ０.３５ꎬ０.３５)、“用于手机 / 平
板计算机的时间”(Ｏ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９ꎬ０.５２ꎬ０.６２ꎬ０.６０)与近视程度相关ꎮ 结论　 应加强青少年接触阳光的活动程度ꎬ尤其

要提高其对户外活动的参与频率ꎬ减少使用手机 / 平板的时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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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视指因眼轴过长或屈光力相对过强ꎬ在调节静
止时ꎬ平行光线进入眼内聚焦于视网膜前而导致的以
视物模糊为主要表现的视力下降[１] ꎮ 近视是危害少
年儿童的主要因素ꎬ除引起视力下降外ꎬ近视患者还
易患眼球干涩、酸胀疲劳、头昏目眩、偏头痛ꎬ导致神
经衰弱、斜视、散光等症ꎬ可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与生
活[２] ꎮ 我国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３] ꎮ

近视的发生通常被认为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４－５] ꎮ 虽然遗传因素很重要ꎬ然而近年
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ꎬ环境因素如户外活动
对近视的保护作用强大[６－８] ꎮ 有研究显示ꎬ户外活动
对视力保护作用可能与户外光线刺激视网膜细胞增
加多巴胺分泌水平有关[９] ꎮ 为了解江西省青少年阳
光接触性活动特点ꎬ探讨近视与阳光接触性活动的相
关性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在江西省南昌、德兴、余江 ３ 个
地区抽取初一至高三的在校学生开展了调查研究ꎬ报
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江西省南昌市、德兴市、余江县 ３ 个地
区中ꎬ选取南昌市重点初、高中学校各 １ 所和普通中学
１ 所(含初、高中)ꎬ德兴市普通初、高中学校各 １ 所ꎬ余
江县普通初、高中学校各 １ 所ꎮ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ꎬ
从每个年级抽取 ２ ~ ３ 个班级ꎬ每年级约 １００ 名ꎬ共调
查在校学生 ４ ８２６ 名ꎬ其中男生 ２ ５７３ 名(５３.３％)ꎬ女

生 ２ ２５３ 名(４６.７％)ꎻ平均年龄(１４.４９±１.７６)岁ꎮ 本研
究获得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ꎬ且
获得所有调查对象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采用安徽医科大学编制的“中国青少年身
心健康监测问卷”进行调查ꎬ其中“一般情况”中单眼
和双眼近视均列为近视ꎮ 以裸眼视力最低 １ 只眼的视
力为标准ꎬ将近视程度按屈光度分为 ４ 个等级[１０] :
(１)不近视ꎻ(２)低度近视(屈光度<－３.００ Ｄ)ꎻ(３)中
度近视(屈光度－３.００ ~ －６.００ Ｄ)ꎻ(４)高度近视(屈光
度>－６.００ Ｄ)ꎮ “阳光接触性活动” 部分包括防晒情
况、交通方式、课间活动、课外活动和静坐活动五大方
面共 ２８ 个项目的内容ꎬ每个条目均按频率分为从不、
很少、有时、经常、总是 ５ 种情况ꎮ
１.３　 质量控制　 与调查学校做好协调ꎬ由统一培训的
调查员在调查时向学生说明调查为匿名且信息严格
保密ꎬ要求真实独立完整作答ꎬ并在现场解答学生疑
问ꎬ时间约 ２５ ｍｉｎꎮ 由质量控制人员负责收集、审核
调查表ꎬ在回收的问卷中剔除前后有明显逻辑错误或
漏填率>５％的问卷ꎮ
１.４　 统计处理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进行数据录入ꎬＳＰＳＳ
１３.０ 进行数据分析ꎮ 百分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单因

素分析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分析ꎬ多因素分析采用有
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近视患病率　 学生中患近视者 ３ １１７ 名ꎬ近视患
病率为 ６４.６％ꎮ 女生近视患病率(６８.７％) 高于男生
(６１.０％)(χ２ ＝ ３１.３７ꎬＰ ＝ ０.００)ꎬ且随着年级和年龄的

增加ꎬ近视患病率均呈增高的趋势 ( χ２ 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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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４３ꎬ１８９.８６ꎬＰ 值均＝ ０.００)ꎮ
２.２　 阳光接触性活动特点　 防晒情况方面ꎬ“在户外
进行活动” “有时” 的比例最高(３８. ０％)ꎬ其次为“从
不”及“很少” (３４.７％)ꎻ其余 ７ 个项目“从不” 及“很
少”的比例均最高( > ５０％)ꎮ 交通方式方面ꎬ“从不”
及“很少”的比例均最高ꎬ尤其是“乘坐公交车或地铁”
(７８.９％)及“私家车或出租车” (８１.９％)ꎻ“步行” “经
常”和“总是” 的比例( ４２. ６％) 与 “从不” 和 “很少”
(４７.１％)相差不大ꎮ 课间活动方面ꎬ４ 个项目“从不”
及“很少”的比例也最高ꎬ尤其是“上午或下午第一节

课上课前ꎬ提前到校在外面玩一会”及“放学后待在校
园里参加室外的体育活动或玩一会”ꎬ分别为 ７６.６％
和 ７５.９％ꎮ 课外活动方面ꎬ“待在家里不外出” “经常”
及“总是”的比例最高(４４.９％)ꎬ其他 ４ 个项目“从不”
及“很少”的比例最高ꎮ 静坐活动方面ꎬ除“用于完成
家庭作业的时间” “ 较多” 及 “ 非常多” 的比例最高
(４８.７％)外ꎬ其他 ６ 个项目“非常少”及“较少”的比例
最高ꎬ其中“用于手机 / 平板的时间” “较多”和“非常
多”的比例(３４.１％)与“非常少”及“较少” (３６.７％)相
差不大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江西省青少年阳光接触性活动分布(ｎ＝ ４ ８２６ꎬ％)

阳光接触性活动 从不 很少 有时 经常 总是
刚过去的夏天防晒情况
　 天气晴朗时ꎬ习惯在户外进行活动 ６.７ ２８.０ ３８.０ １９.０ ８.４
　 晴天外出活动时ꎬ习惯穿长衣长裤来防晒 ３５.６ ３０.８ １９.１ ９.０ ５.５
　 晴天外出活动时ꎬ习惯涂防晒霜(露)来防晒 ６５.５ １８.７ ９.０ ３.８ ２.９
　 晴天外出活动时ꎬ习惯打遮阳伞来防晒 ５３.８ ２２.７ １２.６ ６.７ ４.１
　 晴天外出活动时ꎬ习惯对眼部采取防晒措施ꎬ如戴太阳镜、太阳帽、鸭舌帽等 ４７.３ ２３.９ １６.７ ７.８ ４.３
　 晴天外出活动时ꎬ习惯有意识地在阳光下走一走 ２１.９ ３０.４ ２８.４ １２.９ ６.５
　 天气晴朗时ꎬ即使在室内ꎬ习惯关上窗户或拉上窗帘来防晒 ２４.８ ２６.８ ２２.７ １５.６ １０.１
　 天气晴朗时为了防晒ꎬ习惯在太阳落山后外出活动 ２３.０ ２７.７ ２７.８ １４.５ ７.０
最近 １ 周的交通方式
　 步行上学和回家 ２８.８ １８.３ １０.３ ９.９ ３２.７
　 骑自行车或乘坐电动车上学和回家 ３８.８ １４.０ ９.８ １４.０ ２３.４
　 乘坐公交车或地铁上学和回家 ６３.５ １５.３ ８.６ ５.８ ６.７
　 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上学和回家 ６３.６ １８.３ １０.３ ４.３ ３.６
最近 １ 周在学校内的课间活动
　 上午或下午第一节课上课前ꎬ习惯提前到校在外面玩一会 ４６.５ ３０.０ １４.１ ５.７ ３.６
　 在大课间休息时ꎬ习惯到教室外面玩一会 １４.１ ２８.８ ３０.１ １７.５ ９.５
　 在课间 １０ ｍｉｎ 休息时间里ꎬ习惯到教室外面玩一会 １５.９ ３６.４ ２７.５ １３.５ ６.７
　 在放学后ꎬ习惯待在校园里参加室外的体育活动或玩一会 ４０.８ ３５.１ １５.５ ５.３ ３.３
最近 １ 周在学校外的课外活动
　 课外期间ꎬ习惯到户外进行体育锻炼(如打球、跑步等) １９.７ ３６.５ ２５.４ １１.６ ６.７
　 课外期间ꎬ习惯到户外进行休闲娱乐活动(爬山、逛街、散步、野炊、玩耍等) １８.８ ３７.６ ２８.２ １１.０ ４.４
　 课外时间ꎬ习惯在室内场馆进行体育锻炼(如室内体育馆、室内游泳池) ４４.３ ３４.２ １４.３ ４.０ ３.２
　 课外时间习惯在室内场所进行娱乐休闲活动(如逛商场、购物中心、看电影、ＫＴＶ) ２７.２ ３８.０ ２３.８ ８.０ ３.１
　 除了在学校、辅导班ꎬ习惯待在家里不外出 １２.５ １９.７ ２３.０ ２６.７ １８.２
最近 １ 周静坐活动
　 参加辅导班 / 兴趣班 ４３.０ １７.７ ２４.１ １０.４ ４.８
　 除辅导班 / 兴趣班之外ꎬ参加弹琴、画画、书法、下棋等活动 ５８.７ ２２.１ １３.０ ４.１ ２.２
　 看电视 ２６.５ ２６.３ ３１.１ １２.３ ３.８
　 使用计算机 ３３.２ ２５.２ ２３.３ １１.８ ６.６
　 使用手机 / 平板计算机 １８.６ １８.１ ２９.３ ２３.１ １１.０
　 使用完成家庭作业 ６.１ １０.１ ３５.１ ２９.３ １９.４
　 使用阅读课外书、杂志 １４.６ ２６.０ ３４.６ １７.８ ７.０

２.３　 阳光接触性活动与近视相关性分析

２.３.１　 单因素分析　 在阳光接触性活动的 ２８ 个项目
中ꎬ有 １７ 个项目与近视程度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其
中有 １３ 个项目与近视程度呈负相关ꎬ分别是“防晒情
况”中的“在户外进行活动”( ｒｓ ＝ －０.０９)、“对眼部采取
防晒措施”( ｒｓ ＝ －０.０４)、“有意识地在阳光下走一走”
(ｒｓ ＝ －０.０５)ꎬ“交通方式”中的“步行上学和回家” ( ｒｓ
＝ －０.０５)ꎬ“课间活动”中的“上午或下午第一节课上
课前ꎬ提前到校在外面玩一会” ( ｒｓ ＝ －０.０６)、“在大课
间休息时ꎬ到教室外面玩一会” ( ｒｓ ＝ －０.０８)、“在课间
１０ ｍｉｎ 休息时间里ꎬ到教室外面玩一会” ( ｒｓ ＝ －０.０９)、
“在放学后ꎬ待在校园里参加室外的体育活动或玩一
会” ( ｒｓ ＝ －０.０４)ꎬ“课外活动”中“到户外进行体育锻
炼” ( ｒｓ ＝ －０.０９)、“到户外进行休闲娱乐活动” ( ｒｓ ＝
－０.０６)、“在室内场馆进行体育锻炼” ( ｒｓ ＝ － ０. ０６)ꎬ
“静坐活动”中“弹琴、画画、书法、下棋等的时间” ( ｒｓ

＝ －０.０３)、“看电视的时间” ( ｒｓ ＝ －０.０９)ꎻ有 ４ 个项目
与近视程度呈正相关ꎬ分别是“防晒情况”中“打遮阳

伞来防晒” ( ｒｓ ＝ ０.０６)、“课外活动”中“待在家里不外

出” ( ｒｓ ＝ ０.１０)、“静坐活动”中“用于参加辅导班 / 兴
趣班的时间” ( ｒｓ ＝ ０. ０４)、“用于完成家庭作业的时

间” ( ｒｓ ＝ ０.１０)ꎮ
２.３.２　 多因素分析　 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ꎬ
与近视程度有关的阳光接触性活动项目为 ４ 个(Ｐ 值
均<０.０５)ꎬ分别为“夏季天气晴朗时ꎬ在户外进行活
动”“在大课间休息时ꎬ到教室外面玩一会” “除辅导
班 / 兴趣班之外ꎬ用于弹琴、画画、书法、下棋等的时
间”“用于手机 / 平板的时间”ꎮ

夏季天气晴朗时ꎬ“从不” “有时” 比“总是” 在户
外进行活动近视程度更高(ＯＲ ＝ ２.０１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５ ~
３.５２)、１.５７(９５％ＣＩ ＝ １.０３ ~ ２.４１)ꎻ在大课间休息时ꎬ
“很少”“有时”“经常”比“总是”到教室外面玩一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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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程度更高ꎬＯＲ ＝ １. ８０ ( ９５％ＣＩ ＝ １. ０７ ~ ３. ０３)、１. ６６
(９５％ＣＩ＝ １.０１ ~ ２.７３)、１.６７(９５％ＣＩ ＝ １.０２ ~ ２.７３)ꎻ除
辅导班 /兴趣班之外ꎬ用于弹琴、画画、书法、下棋等的
时间“非常少”“较少”“一般”“较多”比“非常多”近视
程度均更低(ＯＲ ＝ ０. ３７ꎬ９５％ＣＩ ＝ ０. １９ ~ ０. ７１)、０. ３６
(９５％ＣＩ＝ ０.１９ ~ ０.７０)、０.３５(９５％ＣＩ＝ ０.１８ ~ ０.６９)、０.３５
(９５％ＣＩ＝ ０.１６ ~ ０.７６)ꎻ用于手机 /平板计算机的时间
“非常少”“较少”“一般”“较多”比“非常多”近视程度
均更低ꎬＯＲ＝ ０.４９(９５％ＣＩ ＝ ０.３２ ~ ０.７４)、０.５２(９５％ＣＩ
＝ ０.３５ ~ ０.７８)、０.６２(９５％ＣＩ＝ ０.４３ ~ ０.９１)、０.６０(９５％ＣＩ
＝ ０.４１ ~ ０.８６)ꎮ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中学生近视患病率高达 ６４.６％ꎬ高于

江西省水平(５８.２％) [１１] ꎬ表明中学生是江西省学生群
体中近视防控的重点人群ꎮ 近视患病率女生高于男
生ꎬ且随着年级和年龄的增加呈上升趋势ꎬ与国内某
些研究结果一致[１２－１３] ꎮ

有研究提出ꎬ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情况尤其严重ꎬ
分析认为导致目前近视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孩子缺乏
足够的户外运动[１４] ꎮ 而现阶段延长户外活动的时间ꎬ
可能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措施[１５] ꎮ 第十五届国际
近视眼大会(ＩＭＣ)也同样认为ꎬ增加户外活动时间是
防止近视的一个保护因素ꎬ而户外活动之所以能够抑
制近视的发生ꎬ是因为太阳光的光照强度比室内高很
多ꎮ 强光能抑制近视的机制公认有 ２ 个:(１)如前所
述的“光—多巴胺”理论ꎻ(２)强光照射使瞳孔缩小ꎬ景
深加深ꎬ模糊减少ꎬ从而抑制近视的发生ꎮ 从在广州
进行一项为期 ３ 年的随机对照研究发现ꎬ一年级的孩
子每天增加 ４０ ｍｉｎ 的户外活动ꎬ３ 年后近视发病率下
降了 ９.１％ꎬ等效球镜度数下降了 １７°[１６] ꎬ表明户外活
动不仅能显著降低近视的发生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
缓近视进展ꎮ

本研究分析显示ꎬ１７ 个与近视程度相关的阳光接
触性活动项目中ꎬ绝大多数项目与近视程度的相关情
况均表明ꎬ学生接触阳光的频率越高ꎬ近视程度越低ꎮ
在控制了混杂因素后ꎬ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显示ꎬ只有 ４ 个项目与近视程度相关ꎬ即夏季天气晴朗
时在户外进行活动越多、大课间休息时到教室外面玩
得越多、除辅导班 / 兴趣班之外ꎬ弹琴、画画、书法、下
棋等的时间越少、用于手机 / 平板计算机的时间越少ꎬ
江西省青少年的近视程度越低ꎮ

本研究阳光接触性活动的 ２８ 个项目中ꎬ多达 ２５
个项目的活动频率以“从不”及“很少”居多ꎬ其中 １７
个项目的阳光接触情况有利于预防近视ꎬ另 １１ 个项目
的情况则相反ꎮ 作为近视的保护因素ꎬ江西省青少年
“夏季天气晴朗时在户外进行活动” 及“在大课间休
息时到教室外面玩一会”“经常”及“总是”的比例均不

高ꎻ作为近视的危险因素ꎬ“除辅导班 / 兴趣班之外ꎬ弹
琴、画画、书法、下棋等的时间” “非常少”及“较少”的
比例很高ꎬ“用于手机 / 平板计算机的时间” “较多”和
“非常多”的比例与“非常少”及“较少”相差不大ꎮ 提
示应尽量提高青少年对前 ２ 项活动的参与频率ꎬ减少
使用手机 / 平板计算机的时间ꎮ

既然户外活动对近视的抑制作用在于“户外” (阳
光接触)ꎬ而不在于“活动”本身ꎬ那么只要身处户外足
够时间ꎬ不论“动”与“不动”ꎬ都能减少近视发生的概
率ꎬ降低近视发生的程度ꎮ 因此ꎬ不仅要重视对上述 ４
个项目ꎬ也要根据本研究中青少年阳光接触性活动的
特点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ꎬ对其他项目的参与程度
进行有利于阳光接触及抑制近视的改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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