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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四至六年级小学生近视现况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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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ꎬ沈阳 １１０００５

　 　 【摘要】 　 目的　 了解 ２０１９ 年辽宁省四至六年级小学生视力情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制定防治学生近视策略和措施提

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抽取辽宁省 １４ 个市 １６ ７１６ 名四至六年级小学生ꎬ对抽取的小

学生进行远视力检查、屈光检查和问卷调查ꎮ 利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小学生近视发生的影响因素ꎮ 结果　 辽宁省四

至六年级小学生的近视率为 ４９.１７％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ꎬ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有城乡、性别、课间休息场所、家
长是否限制孩子电子产品使用及遗传情况(只有母亲近视、只有父亲近视、父母都近视) (ＯＲ 值分别为 ０.９３ꎬ１.２９ꎬ０.９０ꎬ
０.８２ꎬ３.１２ꎬ１.６１ꎬ１.６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其中农村、课间休息场所为户外和家长不限制孩子电子产品使用与近视发生呈负相

关ꎬ而性别为女和遗传情况与近视发生呈正相关ꎮ 结论　 辽宁省小学生近视发生率相对较高ꎬ防控形势严峻ꎮ 应采取改变

学生的学习方式、消除不良生活习惯、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等多种联合防控手段ꎬ避免小学生近视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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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报道显示ꎬ世界近视人数已超过 １６
亿[１] ꎮ 而亚洲儿童视力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增长速

度更为显著[２－４] ꎮ 在我国ꎬ视力不良已成为目前学生

中发病率最高的常见病之一[５] ꎮ 为掌握儿童青少年

近视等主要常见病情况和主要影响因素ꎬ依托辽宁省

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项目数据ꎬ探讨辽宁

省小学生视力情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政府制定相关防

控措施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按照“２０１９ 年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

响因素监测及干预工作手册” [６] 的要求ꎬ采用多阶段

分层随机整群抽取辽宁省 １４ 个市四至六年级小学生ꎬ
每市各抽取 １ 个城区和 １ 个县区ꎬ再各抽取 ２ 所小学ꎬ
每所小学以班级为单位ꎬ至少抽取 ３００ 名学生ꎮ 共抽

取学生 １７ ３０４ 名ꎬ其中完成视力检查和问卷调查者

１６ ７１６名ꎬ 有效率为 ９６. ６０％ꎮ 其中男生 ８ ５５２ 名

(５１.１６％)ꎬ女生 ８ １６４ 名(４８.８４％)ꎻ城市学生 ８ ３１９
名(４９.７７％)ꎬ农村学生 ８ ３９７ 名(５０.２３％)ꎮ
１.２　 方法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９—１０ 月ꎮ 视力检查

包括远视力检查和屈光检测ꎬ按照“２０１９ 年全国学生

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及干预工作手册” [６] 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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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ꎬ专人、专项检查视力ꎮ 所有检测者均经过统一培

训ꎬ现场质量控制情况均符合项目要求ꎮ 问卷调查采

用小学生自愿、自填的方式进行ꎬ问卷内容主要包括

基本情况、体检内容和视力专项调查等ꎬ问卷由国家

项目组统一设计[６] ꎮ
１.３　 评价标准　 近视判定[６] :根据“２０１９ 年全国学生

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及干预工作手册” 的要

求ꎬ近视判定标准为裸眼视力<５.０ 且非睫状肌麻痹下

电脑验光等效球镜度数<－０.５ Ｄꎬ凡单眼判定为近视

者即计入近视人数ꎻ同时ꎬ确认为佩戴角膜塑形镜的

受检者记录近视人数ꎮ 近视率计算公式如下:
近视率＝ (根据标准判定为近视的人数＋角膜塑形镜佩戴

人数) / 调查人数×１００％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对数据进行

双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ꎮ
采用 χ２ 检验对百分率进行比较ꎬ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对近视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见表 １ꎮ

表 １　 辽宁省四至六年级小学生近视率单因素分析

组别 人数 近视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城乡 城市 ８ ３１９ ４ ３０１(５１.７) ４２.５０ <０.０１

农村 ８ ３９７ ３ ９１８(４６.７)
性别 男 ８ ５５２ ３ ９３２(４６.０) ７１.３４ <０.０１

女 ８ １６４ ４ ２８７(５２.５)
是否住校 是 １８７ ８０(４２.８) ３.０９ ０.０８

否 １６ ５２９ ８ １３９(４９.２)
不健康饮食习惯 没有 ７５ ３６(４８.０) ０.０７ ０.９７

偶尔 １３ ６５８ ６ ７１２(４９.１)
经常 ２ ９８３ １ ４７１(４９.３)

运动情况 经常运动 １１ ２４２ ５ ５９８(４９.８) ８.２９ ０.０２
偶尔运动 ５ ３８８ ２ ５７２(４７.７)
不运动 ８６ ４９(５７.０)

班级座椅调换情况 从不 ６０６ ２８７(４７.４) ２.８８ ０.２４
按月调换 ３ ００３ １ ５１４(５０.４)
按周调换 １３ １０７ ６ ４１８(４９.０)

课桌调换情况 从不 ５ ８０４ ２ ８６５(４９.４) ３.７３ ０.１６
每年 １ 次 ３ ６２３ １ ７３１(４７.８)
每学期至少 １ 次 ７ ２８９ ３ ６２３(４９.７)

每天在校做眼保健操情况 不做 ３１０ １６５(５３.２) ２.０８ ０.３５
１ 次 ４ ６５２ ２ ２８４(４９.１)
２ 次及以上 １１ ７５４ ５ ７７０(４９.１)

课间休息场所 教学楼内 ２ ３４２ １ １９６(５１.５) ３.９３ ０.０５
户外 １４ ３７４ ７ ０２３(４８.９)

家长是否限制孩子使用电子 是 １３ ２１７ ６ ６５５(５０.４) ３５.３８ <０.０１
　 产品 否 ３ ４９９ １ ５６４(４４.７)
读写姿势 正确 １２ ０５０ ５ ９０６(４９.０) ０.６２ ０.７３

一般 ４ ０２１ １ ９８８(４９.４)
不良 ６４５ ３２５(５０.４)

电子屏幕使用情况 不使用 １ ６９４ ７９７(４７.０) ５.６５ ０.０６
偶尔使用 １４ ２４４ ７ ０５８(４９.６)
经常使用 ７７８ ３６４(４６.８)

近距离用眼情况 良好 ６ ３３２ ３ １４４(４９.７) １.１０ ０.５８
一般 ９ ４４８ ４ ６１２(４８.８)
较差 ９３６ ４６３(４９.５)

遗传情况 父母都不近视 １０ ０３４ ４ １６１(４１.５) ６５９.０６ <０.０１
只有母亲近视 ２ ８８４ １ ６７５(５８.１)
只有父亲近视 ２ １８２ １ ２６２(５７.８)
父母都近视 １ ６１６ １ １２１(６９.４)

　 注:()内数字为近视率 / ％ꎮ

　 　 结果显示ꎬ 近视人数为 ８ ２１９ 名ꎬ 近视率为

４９.１７％ꎬ其中女生近视率高于男生ꎬ城市小学生的近

视率高于农村小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χ２ 检验结果表明ꎬ运动情况、课间休息场所、
家长是否限制孩子电子产品使用和遗传等均是近视

发生的影响因素(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２　 近视患病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是否近

视为因变量(近视＝ １ꎬ非近视＝ ０)ꎬ将单因素分析中筛

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Ｐ<０.１)纳入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发现ꎬ城乡、性别、课间休息场

所、家长是否限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和遗传情况与近

视的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其中农村、课间休息场所

为户外、家长不限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与近视发生呈

负相关ꎬ而性别为女、遗传因素与近视发生呈正相关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辽宁省四至六年级小学生

近视率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６ ７１６)

自变量 β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城乡 城市 　 １.００

农村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９３(０.８７~ ０.９９)
性别 男 　 １.００

女 ０.２６ <０.０１ 　 １.２９(１.２１~ １.３８)
是否住校 是 　 １.００

否 ０.２９ ０.０６ 　 １.３４(０.９９~ １.８０)
运动情况 经常运动 　 １.００

偶尔运动 ０.３０ ０.１９ 　 １.３４(０.８７~ ２.０８)
不运动 ０.３８ ０.０９ 　 １.４６(０.９４~ ２.２７)

课间休息场所 教学楼内 　 １.００
户外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９０(０.８２~ ０.９８)

家长是否限制孩子 是 　 １.００
　 电子产品使用 否 －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８２(０.７６~ ０.８９)
遗传情况 父母都不近视 　 １.００

只有母亲近视 １.１４ <０.０１ 　 ３.１２(２.７８~ ３.５０)
只有父亲近视 ０.４８ <０.０１ 　 １.６１(１.４２~ １.８３)
父母都近视 ０.５０ <０.０１ 　 １.６４(１.４３~ １.８８)

电子屏幕使用时间 不使用 　 １.００
偶尔使用 ０.０４ ０.６５ 　 １.０４(０.８８~ １.２４)
经常使用 －０.０９ ０.２６ 　 ０.９２(０.７９~ １.０６０

３　 讨论

本次调查中的城市和农村数量接近ꎬ男女比例构

成基本与辽宁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结构一致ꎬ且问卷应答

率相对较高ꎬ能够较好的代表辽宁省小学生的近视情

况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辽宁省四至六年级小学生的近视

率为 ４９.１７％ꎬ低于全国部分地区[７－９] 水平ꎬ但也存在

高于其他地区的情况[１０－１５] ꎮ 提示辽宁省的近视率仍

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ꎬ防控形势依然严峻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农村、课间休息场所为户外、家

长不限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与近视呈正相关ꎬ与以往

研究结果一致[１５－１８] ꎮ 农村学生近视风险低于城市学

生ꎬ可能与家长对孩子期望有关ꎬ城市家长对孩子的

期望值相对较高ꎬ知识学生课业负担相对较重ꎬ同时

农村地区自然环境相对较好ꎬ因此导致城市学生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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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较长ꎬ用眼强度增加ꎬ相对近视率也较高ꎮ 课间

休息场所为户外的近视率低于教学楼内ꎬ说明户外运

动有助于近视防控ꎬ同时提示应加强学生宣教工作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家长不限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近

视发生率要低于限制的ꎬ可能与学生课业负担过重ꎬ
孩子缺乏户外锻炼和活动ꎬ而使用电子产品可能有利

于缓解学生的视力疲劳有关ꎮ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性别为女、遗传因素与近

视发生呈正相关ꎬ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１９－２４] ꎮ 女生

近视风险是男生的 １.２９ 倍ꎬ可能与生理结构、学习压

力等因素有关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遗传方面ꎬ只有母

亲近视的学生其近视发生的风险是父母都不近视的

３.１２ 倍ꎬ而只有父亲近视的学生近视发生的风险是父

母都不近视的 １.６１ 倍ꎬ与周佳等[１４ꎬ２５] 研究结果不一

致ꎬ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近视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ꎬ相对于城乡、性别

和遗传因素等因素ꎬ课间的户外运动等因素是可控制

的因素ꎬ可以通过改变学习和生活方式来进行干预ꎮ
同时应开展有针对性的宣教活动ꎬ能够防止近视的进

一步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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