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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太原市中小学生视力保护相关态度及其与视力不良发生的关系ꎬ为开展针对性的视力保健健康

教育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选取太原市 １ ４５５ 名城乡中小学生进行视力保护相关态度问卷调查

和视力检查ꎮ 结果　 中小学生视力保护相关态度总得分女生(１５.０９±２.０４)高于男生(１４.６７±２.５３)ꎬ郊县区学生(１５.０３±
２.２５)高于城区学生(１４.７６±２.３２)ꎬ视力正常组学生高于各视力不良组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总得分

优秀率为 ６２.５％(９１０ / １ ４５５)ꎮ ９７.７％的学生认为保护视力很重要ꎬ９１.３％的学生愿意为了保护视力改掉一些不良习惯ꎬ
５４.６％的学生认为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会影响视力ꎬ５２.４％已近视的学生愿意配戴眼镜ꎮ “是否愿意配戴眼镜”视力正常组学

生正向态度率(５４.５％)高于轻中度视力不良组学生(４１.５％ꎬ４５.０％)ꎬ而低于重度视力不良组学生(５７.１％)ꎻ“认为不规律

的饮食习惯会影响视力” “认为挑食、偏食会影响视力”ꎬ学生正向态度率随视力状况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升高( Ｐ 值均<
０.０５)ꎮ 愿意为了保护视力而改掉一些不良习惯的学生发生视力不良的风险是不愿意的 ２８.２％ꎬ赞同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会

影响视力的学生发生视力不良的风险是不赞同的 １.８７３ 倍ꎬ担心自己视力变差的学生发生视力不良的风险是不担心的

１.７２６倍ꎬ认为做眼保健操对保护视力作用很大的学生发生视力不良的风险是认为无作用的 １６.６％ꎮ 结论　 学生对视力保

护总体持正向态度ꎬ但在近视后配戴眼镜、饮食习惯对视力的影响等方面仍存在不足ꎮ 学校、社会应针对性加强学生视力

保健相关态度的健康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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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儿童青少年的视力不良发生率呈迅猛增

长且低龄化趋势ꎬ已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ꎬ它的发

生发展具有渐进性、累加性、不可逆转性ꎬ严重影响儿

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生活和学习[１－３] ꎮ 科学的用眼

态度是学生执行健康用眼行为、有效预防视力不良发

生发展的先决条件[４－５] ꎮ 为此ꎬ本课题组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对太原市中小学生视力保护相关态度进行调查和

视力检查ꎬ旨在了解中小学生视力保护相关态度现状

及其与视力的关系ꎬ为开展针对性的视力保健教育提

供依据ꎮ

１０８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第 ３７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１２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法ꎬ在太原城区和

郊县区各随机抽取 １ 所小学、１ 所初中、１ 所高中ꎬ整群

抽取三年级、五年级、初二年级和高二年级学生共

１ ４５８名作为调查对象ꎮ 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４５５ 份ꎬ有效

回收率为 ９９.７９％ꎮ 其中男生 ６７９ 名ꎬ女生 ７７６ 名ꎻ城
区学生 ７５４ 名ꎬ郊县区学生 ７０１ 名ꎻ三年级学生 ３３６
名ꎬ五年级学生 ３４７ 名ꎬ初二年级学生 ３５１ 名ꎬ高二年

级学生 ３９１ 名ꎻ视力正常者 ６９４ 名ꎬ视力不良者 ７３８ 名

(轻度视力不良 １０６ 名ꎬ中度视力不良 ２３８ 名ꎬ重度视

力不良 ３９４ 名)ꎬ视力数据缺失 ２３ 名ꎮ
１.２　 方法 　 采用自拟“中(小)学生用眼卫生情况调

查问卷” [６] ꎬ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进行现场问卷调查与视力

检测ꎮ
１.２.１　 调查内容　 包括学生基本情况(性别、地区)、
视力状况和视力保护相关态度等ꎮ 视力保护相关态

度部分共 ９ 题ꎬ分 ３ 级选项ꎻ分别以“很重要” (愿意、
赞同、作用很大) 计 ２ 分ꎬ“无所谓” (不知道、有些作

用)计 １ 分ꎬ“不重要” (不愿意、不赞同、无作用)计 ０
分ꎬ各题计分相加得态度总分(０ ~ １８ 分)ꎬ并将态度总

分分为优秀组( >１４.４ 分)、及格组(１０.８ ~ １４.４ 分)和

不及格组( <１０.８ 分)３ 组ꎮ 调查者根据自己的认知和

实际情况填写ꎬ各题得分越高表明被调查者视力保护

相关态度正向水平越高ꎮ
１.２.２　 视力检查 　 采用标准对数视力表对调查对象

的裸眼视力进行检测ꎮ 两眼裸眼视力均≥５.０ 者为视

力正常ꎬ凡有一裸眼视力<５.０ 者即为视力不良ꎻ视力

不良程度:４.９ 为轻度ꎬ４.６ ~ ４.８ 为中度ꎬ４.５ 及以下为

重度[７] ꎮ
１.３　 质量控制　 所选问卷经过预调查ꎬ具有较好的信

度和效度ꎮ 以班级为单位ꎬ在经严格培训的调查人员

统一指导下独立完成ꎬ 调查问卷当堂收回并查漏

补缺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双人双录入建立数

据库并核查数据的准确性ꎻ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中独

立样本 ｔ 检验、方差分析、χ２ 检验、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

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组别中小学生视力保护相关态度得分比较

１ ４５５ 名中小学生中ꎬ视力保护相关态度总分为(１４.８９
±２.２９)分ꎬ优秀人数为 ９１０ 名ꎬ优秀率为 ６２.５％ꎮ 其中

女生视力保护相关态度得分(１５.０９±２.０４) 高于男生

(１４.６７±２.５３)ꎬ郊县区学生(１５.０３±２.２５)高于城区学

生(１４.７６±２.３２)ꎬ视力正常组(１５.０１±２.２４)高于轻度

视力不良组(１４.４２±２.４９)、中度视力不良组(１４.６９ ±
２.１０)和重度视力不良组(１４.９６±２.４２)ꎮ 不同性别、地
区、视力状况组学生视力保护相关态度总得分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Ｆ 值分别为－３.５３１ꎬ－２.２５３ꎬ２.７８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经 ＬＳＤ 两两比较ꎬ视力正常组、重度视

力不良组学生总得分均高于轻度视力不良组学生ꎮ
２.２　 中小学生视力保护态度正向率　 ９７.７％的学生认

为保护视力很重要ꎻ９３.５％的学生愿意配合老师进行

视力保护ꎻ９３.３％的学生担心自己的视力变差ꎻ９１.３％
的学生愿意为了保护视力改掉一些不良习惯ꎻ ８６.７％
的学生非常愿意了解防治视力不良的知识ꎮ ５６.０％的

学生认为挑食偏食会影响视力ꎻ５４.６％的学生认为不

规律的饮食习惯会影响视力ꎻ５２.４％的学生在近视后

愿意配戴眼镜ꎻ３９.７％的学生认为做眼保健操对保护

视力作用很大ꎮ
２.２.１　 不同性别、地区学生视力保护态度正向率比较

愿意配合老师进行视力的保护、愿意为了保护视力而

改掉一些不良习惯、认为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会影响视

力、认为挑食偏食会影响视力、担心自己的视力变差、
愿意了解防治视力不良的知识ꎬ女生正向态度率高于

男生ꎻ认为做眼保健操对保护视力有作用男生正向态

度率高于女生ꎻ认为保护视力很重要、如果已近视ꎬ愿
意配戴眼镜、愿意配合老师进行视力的保护、愿意为

了保护视力而改掉一些不良习惯、认为做眼保健操对

保护视力有作用、愿意了解防治视力不良的知识ꎬ郊
县区学生正向态度率高于城区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中小学生视力保护相关态度正向率性别地区间比较

态度

性别

男生

(ｎ ＝ ６７９)
女生

(ｎ ＝ ７７６)
χ２ 值 Ｐ 值

地区

城区

(ｎ ＝ ７５４)
郊县区

(ｎ ＝ ７０１)
χ２ 值 Ｐ 值

认为保护视力很重要(Ｔ１) ６５７(９６.８) ７６４(９８.５) ５.５４９ ０.０６２ ７３３(９７.２) ６８８(９８.１) ９.４７８ <０.０１
如果已近视ꎬ愿意配戴眼镜(Ｔ２) ３５３(５２.０) ４０９(５２.７) １.０５２ ０.５９１ ３７８(５０.１) ３８４(５４.８) ６.３１４ ０.０４３
愿意配合老师进行视力的保护(Ｔ３) ６１７(９０.９) ７４４(９５.９) ２２.９５０ <０.０１ ６８６(９１.０) ６７５(９６.３) １７.３６３ <０.０１
愿意为了保护视力而改掉一些不良习惯(Ｔ４) ６０５(８９.１) ７２４(９３.３) ８.４９８ ０.０１４ ６７６(８９.７) ６５３(９３.２) ７.２２１ ０.０２３
认为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会影响视力(Ｔ５) ３４７(５１.１) ４４８(５７.７) ９.４７２ <０.０１ ４１５(５５.０) ３８０(５４.２) ２.１０４ ０.３４９
认为挑食偏食会影响视力(Ｔ６) ３６５(５３.８) ４５０(５８.０) ６.５５７ ０.０３８ ４３５(５７.７) ３８０(５４.２) ５.７６０ ０.０５６
担心自己的视力变差(Ｔ７) ６２１(９１.５) ７３７(９５.０) ７.１９６ <０.０１ ６９７(９２.４) ６６１(９４.３) ２.００６ ０.１５７
认为做眼保健操对保护视力有作用(Ｔ８) ２９８(４３.９) ２７９(３６.０) １１.２４２ <０.０１ ２６６(３５.３) ３１１(４４.４) １３.３０８ <０.０１
愿意了解防治视力不良的知识(Ｔ９) ５６５(８３.２) ６９７(８９.８) １５.５５５ <０.０１ ６２１(８２.４) ６４１(９１.４) ３０.８５８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正向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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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不同视力状况学生视力保护相关态度正向率

比较　 视力正常组如果已近视ꎬ愿意配戴眼镜正向态

度率高于轻中度视力不良组、而低于重度视力不良

组ꎻ视力正常组愿意配合老师进行视力的保护、愿意

为了保护视力而改掉一些不良习惯正向态度率高于

各视力不良组ꎻ认为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会影响视力、

认为挑食偏食会影响视力、担心自己的视力变差ꎬ学
生正向态度率随视力不良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升高ꎻ认
为做眼保健操对保护视力有作用、愿意了解防治视力

不良的知识ꎬ学生正向态度率随视力不良严重程度的

增加而降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 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中小学生视力保护相关态度正向率不同视力状况组间比较

态度 正常(ｎ ＝ ６９４) 轻度(ｎ ＝ １０６) 中度(ｎ ＝ ２３８) 重度(ｎ ＝ ３９４) χ２ 值 Ｐ 值
认为保护视力很重要(Ｔ１) ６８１(９８.１) １０２(９６.２) ２３１(９７.１) ３８４(９７.５) ９.７４９ ０.１３６
如果已近视ꎬ愿意配戴眼镜(Ｔ２) ３７８(５４.５) ４４(４１.５) １０７(４５.０) ２２５(５７.１) １９.９２２ <０.０１
愿意配合老师进行视力的保护(Ｔ３) ６７８(９７.７) ９６(９０.６) ２２０(９２.４) ３４８(８８.３) ４２.０３１ <０.０１
愿意为保护视力而改掉一些不良习惯(Ｔ４) ６６０(９５.１) ９１(８５.８) ２０９(８７.８) ３５０(８８.８) ２３.９９７ <０.０１
认为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会影响视力(Ｔ５) ３４０(４９.０) ５４(５０.９) １３２(５５.５) ２５５(６４.７) ３２.６７９ <０.０１
认为挑食偏食会影响视力(Ｔ６) ３４１(４９.１) ５８(５４.７) １３３(５５.９) ２６８(６８.０) ４０.６７７ <０.０１
担心自己的视力变差(Ｔ７) ６３１(９０.９) ９７(９１.５) ２２９(９６.２) ３７９(９６.２) １５.３３０ <０.０１
认为做眼保健操对保护视力有作用(Ｔ８) ３９２(５６.５) ３３(３１.１) ６７(２８.２) ７６(１９.３) １６９.２７５ ０.０１
愿意了解防治视力不良的知识(Ｔ９) ６２９(９０.６) ９６(９０.６) ２０１(８４.５) ３１６(８０.２) ４１.６７８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正向率 / ％ꎮ

２.３　 中小学生视力保护相关态度对视力不良影响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　 以视力状况(０ ＝视力正常ꎬ１ ＝
视力不良)作为应变量(Ｙ)ꎬ以性别(１ ＝男ꎬ２ ＝女)、地
区(１ ＝城市ꎬ２ ＝乡村)以及视力保护相关态度 ９ 题(０
＝不重要、不愿意、不赞同、无作用ꎬ１ ＝ 无所谓、不知

道、有些作用ꎬ２ ＝ 很重要、愿意、赞同、作用很大)为自

变量ꎬ进行多因素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α入 ＝
０.０５ꎬα出 ＝ ０.１０)ꎮ 见表 ３ꎮ 结果显示ꎬ女生发生视力

不良的风险是男生的 １.４６５ 倍ꎬ郊县区学生发生视力

不良的风险是城区学生的 １６.４％ꎮ

表 ３　 中小学生视力保护相关态度影响视力不良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４５５)

影响因素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女生 ０.３８２ ０.１２８ ８.８７４ <０.０１ １.４６５(１.１３９~ １.８８３)
地区 郊县区 －１.８０６ ０.１３０ １９２.１５９ <０.０１ ０.１６４(０.１２７~ ０.２１２)
愿意为了保护视力而改掉一些不良习惯 愿意 －１.２６６ ０.５３３ ５.６３１ ０.０１８ ０.２８２(０.０９９~ ０.８０２)
认为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会影响视力 赞同 ０.６２８ ０.２７９ ５.０６２ ０.０２４ １.８７３(１.０８４~ ３.２３７)
担心自己的视力变差 担心 ０.５４６ ０.１３８ １５.５７２ <０.０１ １.７２６(１.３１６~ ２.２６４)
认为做眼保健操对保护视力有作用 很大 －１.７９７ ０.２８９ ３８.５９６ <０.０１ ０.１６６(０.０９４~ ０.２９２)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女生视力保护相关态度得分高于男

生ꎬ主要表现在女生比男生更担心视力变差ꎬ更愿意

保护视力、了解防治视力不良的知识、改掉一些不良

习惯ꎬ即女生在视力保护态度上比男生更加积极ꎮ 可

能由于女生在性格上更容易接受社会、学校、家长的

健康教育ꎬ更注重个人外在形象和身心健康ꎬ也可能

是女生发生视力不良风险明显高于男生[８－９] ꎬ进而更

加重视视力保护相关态度ꎮ 因此在进行视力保护健

康教育时ꎬ应针对不同性别学生给予视力保护弱项态

度的强化培训ꎮ
郊县区学生视力保护相关态度得分高于城区学

生ꎬ主要表现在郊县区学生比城区学生更认为保护视

力重要、做眼保健操对保护视力有作用ꎬ更愿意保护

视力、了解防治视力不良的知识、改掉一些不良习惯ꎬ
可能是郊县区学生发生视力不良风险明显低于城区

学生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可能由于郊县区学生对视力

保护健康教育的依从性较好ꎬ对新鲜知识和事物较为

新奇ꎬ拥有有限的教育信息资源ꎬ从而吸引他们更加

积极地保护自己的视力ꎮ
本研究显示ꎬ中小学生视力保护相关态度优秀率

为 ６２.５％ꎬ提示被调查学生对视力保护总体持正向积

极态度ꎬ但在配戴眼镜、饮食习惯、做眼保健操方面态

度还有所欠缺ꎮ 有 ３５.７％的学生表示在近视时不愿意

佩戴眼镜ꎬ尤其是轻中度视力不良者ꎬ分别占 ４１.５％和

４５.０％ꎮ 近视会使视网膜得不到清晰的成像ꎬ不仅容

易引起视疲劳加重近视的发展ꎬ而且带给学生生理和

心理障碍ꎬ影响学习和生活ꎮ 但佩戴眼镜的近视度数

临界值、佩戴时间和方式仍有争论[１０] ꎬ少数研究显示－
２.００ Ｄ 以内的低度近视看远时也应配戴眼镜[１１] ꎮ

本研究发现ꎬ仅有 ５４.６％ꎬ５６.０％的学生认为不规

律的饮食习惯、挑食偏食会影响视力ꎬ且正向态度率

随视力不良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升高ꎬ赞同的学生发生

视力不良的风险是不赞同者的 １.８７３ 倍ꎬ究其原因可

能为只有当视力不良程度严重时ꎬ学生才能逐渐意识

保护视力的重要性ꎬ才能采用正确的态度去关注饮食

对视力的影响问题ꎮ
(下转第 １８０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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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教育可以降低女大学生痛经的疼痛程度ꎬ提高生活

质量ꎬ为临床开展健康教育干预奠定了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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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显示ꎬ饮食结构不合理(如吃甜食过多、吃的

过精细、挑食偏食)会导致体内营养素的缺乏ꎬ以致近

视的发生ꎬ甚至会增加罹患中重度近视的风险[１２－１４] ꎮ
因此青少年学生在养成科学用眼态度和行为的同时ꎬ
还应注重养成合理均衡的饮食习惯ꎬ以达到预防近视

的目的ꎮ 只有正确的用眼态度不断累积时ꎬ正确用眼

行为才能逐渐形成ꎬ眼睛健康才能得到保护[１５] ꎬ因此

要加强以“家庭—学校—社会”为一体的防护学生视

力的教育工作ꎬ从而保护青少年的视力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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