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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比较 IB(QY'.,*@视力表与 &RLNQ 视力表在中国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查中的检查配合程
度)视力值及双眼间视力差异(!方法!采用前瞻性自身对照研究设计#对泉州市泉港区实验幼儿园的 3%2 名
%3 g<$ 个月的学龄前儿童进行全面的眼科检查#平均月龄为&42DHf2#D"'个月#其中屈光度数在正常范围的
学龄前儿童 2"3 名( 使用 IB(QY'.,*@视力表和 &RLNQ 视力表测量左)右眼的单眼远视力#采用 I,0=9N记
录法记录视力值(!结果!IB(QY'.,*@视力表和 &RLNQ 视力表在 %3 g<$ 个月儿童中的检查配合程度分别为
H4D<k&%44U%$3'和 HED#k&%E$U%$3'#3 种视力表的检查配合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h2D44H#!F
#D#E'( 3 种视力表测得的 I,0=9N视力值呈明显正相关&2@h#D<34#!C#D##2'#3 种视力表测量一致性较好
&G(__(h#DE"2'( 在 2"3 名屈光正常儿童中#IB(QY'.,*@视力表测得的视力水平比 &RLNQ 视力表高#D#"2 3
I,0=9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D%42#!C#D##2'#3 种视力表的测量一致性较好&G(__(h#D%4<'*3 种视力
表在测量双眼间视力差异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D$$H#!h#D"<%'*IB(QY'.,*@视力表和 &RLNQ 视
力表中男童视力水平均好于女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D"E3);%D4<H#均 !C#D##2'*IB(QY'.,*@视力
表和 &RLNQ 视力表测得的 I,0=9N视力值与月龄均呈负相关&2@h;#D%3");#D%"<#!C#D##2'*各不同年龄段
组中 IB(QY'.,*@视力表测得的 I,0=9N视力水平均较 &RLNQ 视力表测得的视力水平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 !C#D##2'(!结论!IB(QY'.,*@视力表和 &RLNQ 视力表在 %3 g<$ 个月学龄前儿童中的检查配合程度
较高#可用于 %3 个月及以上儿童的视力检查( IB(QY'.,*@视力表测得的视力水平较 &RLNQ 视力表高( 在学
龄前儿童视力筛查中#应注意几种视力表检查的差异#谨慎判断视力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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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是视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视力检查对屈光
不正)弱视)眼部疾病或视觉通路疾病的诊断至关重
要

+4, ( 学龄前儿童视力检查对于早期发现弱视)斜
视)屈光不正等眼部或视路异常具有重要意义 +3, ( 学
龄前儿童处于眼球和视路发育阶段#视力异常通常是
可以治疗的#但治疗效果会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造成
不可逆视力丧失

+2;%, ( 未及时治疗的弱视将会导致永
久性的)不可纠正的视力损失#故对学龄前儿童进行视
力筛查及后续治疗具有潜在的优势

+E, ( 目前#国内外
临床视力检查和视力筛查中常使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早期 治 疗 研 究 & +̂B &(T*Y RTB(+'B/+,AL)(.B+)6
NB+)/,_(+̂YQ+-aY#&RLNQ'视力表和 IB(QY'.,*@视力
表

+<;22, ( &RLNQ 视力表被认为是成人视力检查的金
标准

+23, #有研究显示 &RLNQ 视力表在中国 E g2< 岁
儿童及青少年视力检查中的重复测量可信度进行了研

究#认为 &RLNQ 视力表可以在儿童视力检查中使用和
推广

+2", ( IB(QY'.,*@视力表在国外儿童视力检查中
应用较多

+3, #并逐渐引入中国儿童视力检查中( 目
前#这 3 种视力表在学龄前儿童中的对比研究较少见(
本研究探讨 &RLNQ 视力表和 IB(QY'.,*@视力表在中
国 %3 g<$ 个月学龄前儿童视力检查中的适用性#并对
3 种视力表的检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5资料与方法

@5@5一般资料

采用前瞻性自身对照研究设计#纳入 3#2< 年 %.
E 月泉州市泉港区实验幼儿园 %3 g<$ 月龄儿童 3E#
名#其中 3%2 名儿童接受了 IB(QY'.,*@视力表和
&RLNQ 视力表的检查#平均月龄&42DHf2#D"'个月#男
2"E 名#占 EED$k#女 2#4 名#占 %%D3k( %3 gCE% 个
月儿童 43 名#占 "2D#k#其中男 "# 名#女 "3 名*
E% gC44 个月儿童 $" 名#占 "2D$k#其中男 E3 名#女
"2 名*44 g<$ 个月儿童 H4 名#占 "<D3k#其中男 E"
名#女 %" 名( 根据大规模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查的研究
中#近视定义为球镜度#;#DE# LQ#远视定义为球镜
度#q3D## LQ#散光定义为柱镜度#;2D## LK+<, ( 在
排除疑似屈光不正的儿童及双眼中任意一眼不能配合

电脑验光)3 种视力表检查的儿童后#共收集了 2"3 名
屈光度数在正常范围的学龄前儿童作为屈光正常儿童

组#其中男 << 名#女 EE 名*%3 gCE% 个月)E% gC44 个
月)44 g<$ 个月的屈光正常儿童分别有 34)%< 和 EH
名( 对疑似屈光不正儿童进行主觉验光及转诊到医院
进行睫状肌麻痹验光检查(

纳入标准"&2'身体一般情况良好*&3'智力发育
正常*&"'无明显眼部器质性病变*& % '除屈光不正
外无眼部异常病史( 排除标准"培训后仍不能配合
检查的儿童( 本研究经福建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伦审号"+3#2<,福医附二伦理审字 & 43 '号 ' #并
遵循赫尔辛基宣言( 所有儿童监护人同意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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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5方法
所有受检儿童接受全面详细的眼科检查#包括眼

外观检查)眼位及眼球运动)遮盖试验)眼前节及眼底
检查)非睫状肌麻痹剂状态下的电脑验光(
@5C5@5视力检查环境准备5视力检查中使用的视力
表是 IB(QY'.,*@视力表 &型号 3E#2E#'和 &RLNQ 视
力表 &型号 E###%% '# 均由 :88LMI[R&公司生产
&`̀ 5̀0,,aM*)+B56,''( IB(QY'.,*@视力表由 2E 行视
标组成#检查范围为 2D# g#D% I,0=9N#标准检查距离
设定为 " '*&RLNQ 视力表由 2% 行视标组成#检查范
围为 2D# g;#D" I,0=9N#标准检查距离设定为 % '#
与之配套的灯箱型号为 &Qe"####能够根据环境光照
度自动校准亮度水平#亮度校对范围为 " g$E 6aU'3(
选择采光良好)照明均匀)安静无干扰的活动室作为检
查室

+24, #3 种视力表均置于同一检查室内#光照度为
3## gE## *>(
@5C5C5视力检查前的准备5在视力检查前#首先教会
儿童辨认各个视标( &RLNQ 视力表的视标为 % 个开
口方向的/&0#儿童可以口头说出 &的方向#或使用手
势比划出 &开口的朝向*IB(QY'.,*@视力表是由圆
形)正方形)心形U苹果)房子 % 种图形视标组成的#使
用印有 % 个图形的塑料卡片教儿童逐个辨认并熟悉掌
握#儿童可以口头回答看到的视标#也可进行相同视标
图形的匹配

+2<, ( 每种视力表配备 3 名视光师#2 名视
光师位于视力表旁指导儿童依次辨认各行视标#并负
责记录视力值*另 2 名视光师坐在儿童旁教会儿童辨
认视标#使用遮眼板遮盖未检查眼#并对儿童进行适当
的鼓励(
@5C5D5视力检查5每位受检儿童均接受 3 种视力表
的检查#随机选择 3 种视力表的检查顺序#同一儿童 3
种视力表的检查均由经验丰富的视光师在同一天完

成#3 个视力表检查之间至少给予 "# ')/ 的休息时间(
检查过程中儿童取坐位#眼水平线与视力表上 #D# 行
视标平齐( 先让儿童坐在标准检查距离处双眼阅读视
力表上第一行视标#检验儿童是否已熟练掌握辨认视
标并作出回答的方法#观察孩子基本的理解能力)反应
速度和辨认精确性#按照先右眼后左眼的检查顺序检
查裸眼视力( 测量时#使用遮眼板完全遮盖未检测眼
并嘱咐儿童双眼自然睁开

+24, ( 视光师使用指示棒指
示每行的第 2 个和第 3 个视标用于检查右眼#指示每
行的最后 2 个或 3 个视标用于检查左眼#从上到下逐
行指示视标#辨认视标的反应时间为 E g2# @#如果超
时未回答或回答错误将认为儿童不能辨认该视标( 视
光师将指示棒移到上一行视标#让孩子辨认该行的所

有视标( 当一行中出现 3 个及以上的错误回答时#检
查终止#该行视标的上一行视标对应的视力值即为该
眼的视力#在检查单上记录对应的视力值( 视力记录
方法均采用 I,0=9N记录法(
@5D5统计学方法

采用 Q7QQ 3#5#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视力
值和双眼视力差值经 nMn图检验呈偏态分布#以
?&!3E#!<E'表示( 3 种视力表的 I,0=9N视力值之间
的差异比较采用 i)*6,>,/ 符号秩检验*3 种视力表的
I,0=9N视力值测量一致性采用秩相关检验( G(__(

值小于 #D%#提示一致性较差*G(__(值为 #D% g#D<E#
提示有较好的一致性*G(__(值大于 #D<E#提示具有极
强的一致性( 采用 J*(/aM9*+'(/ 检验图观察 3 种视力
表测量差异的分布情况( 采用行m列表资料的卡方检
验)S)@̂BT确切概率法比较 IB(QY'.,*@视力表)
&RLNQ 视力表的检查配合程度( 采用 Q_B(T'(/ 秩相
关分析来衡量 3 种视力表测得 I,0=9N视力值之间以
及视力与月龄之间的相关性( 采用 =(//Mi^)+/BY@

检验比较不同性别间的 I,0=9N视力值( !C#D#E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5结果

C5@53 种视力表的检查配合程度比较
3 种视力表共同检测的所有 %$3 眼中 IB(QY'.,*@

视力表配合眼数 %44 眼#占 H4D<k*&RLNQ 视力表配
合眼数 %E$ 眼#占 HED#k( 3 种视力表的检查配合程
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h2D44H#!F#D#E '(
%3 gCE% 个月组儿童中 3 种视力表检查配合程度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 h2D33<#!F#D#E'*E% gC44

个月组儿童中 3 种视力表检查配合程度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3 h#D4<H#!F#D#E'*44 g<$ 个月组儿童
中 3 种视力表检查配合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2D###'&表 2'(

表 @5不同月龄组儿童 C 种视力表的检查配合情况比较&!"!'

组别 眼数

IB(QY'.,*@
视力表

&RLNQ
视力表

配合U不配合 配合U不配合
!3值 !值

%3 gCE% 个月组 23% 22# U2% 2#% U3# 2D33<$ #D34$
E% gC44 个月组 244 24% U3 243 U% #D4<H$ #D%2#
44 g<$ 个月组 2H3 2H3 U# 2H3 U# ;s 2D###

!注"&RLNQ"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治疗研究*;"无 &$ "!3检验*s "

S)@̂BT确切概率法'

C5C53 种视力表视力测量情况比较

!H#$!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3#2H 年 2# 月第 "< 卷第 2# 期!K̂)/ V&>_ 8_^+̂(*',*#86+,.BT3#2H#e,*5"<#O,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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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QY'.,*@视力表测得 I,0=9N视力值为 #D2
&#D2##D3'#&RLNQ 视力表测得的 I,0=9N视力值为
#D2&#D2##D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D%42#!C
#D##2'(

IB(QY'.,*@视力表测得的 I,0=9N视力值%#D#
者 22# 眼#占 3"D4k#% #D2 者 "#2 眼#占 4%D4k*
&RLNQ 视力表测得的 I,0=9N视力值%#D# 者 42 眼#
占 2"D"k#%#D2 者 3E2 眼#占 E%D$k(

3 种视力表测得的视力值呈明显正相关 &2@h
#D<34#!C#D##2' &图 2'( 所有儿童中#%E% 眼能够配
合 3 种视力表检查#IB(QY'.,*@视力表和 &RLNQ 视
力表测得的 I,0=9N视力值相等的比例为 E#D#k#
J*(/aM9*+'(/ 检验结果显示# HEk的一致性界限为
;#D2H g#D2%#散点分布比较均匀#不存在特定趋势#
H2D4k的点在一致性界限内&图 3'( 3 种视力表的一
致性度量加权 G(__(值为 #DE"2#提示 3 种视力表的
测量一致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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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EC 力LT 个月儿童 水+# N%/3($&视力与 LOP;N视
力的散点图!2@h#D<34#!C#D##2 & Q_B(T'(/ 秩相关分

析#)h%E%'!&RLNQ"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治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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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5C 种视力表之间视力差值分布的 I$#"*G!$-/#"
检验图!HEk的一致性界限为;#D2H g#D2%#散点分
布比较均匀#H2D4k的点在一致性界限内& )h%E%'!
&RLNQ"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治疗研究

C5D5屈光正常儿童的 3 种视力表测量值比较
屈光 正 常 儿 童 IB(QY'.,*@视 力 表 测 得 的

I,0=9N视力值为 #D2&#D###D2'#&RLNQ 视力表测得
的 I,0=9N视力值为 #D2&#D2##D3'#3 种视力表所测
I,0=9N视力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D%42#
!C#D##2'( 2"3 名屈光正常儿童中#IB(QY'.,*@视力
表和 &RLNQ 视力表测得的 I,0=9N视力值%#D# 者
分别占 "2D$k和 2<D$k(

在屈光正常儿童中#IB(QY'.,*@视力表和 &RLNQ
视力表测得的 I,0=9N视力值相等者 2"4 眼#占
E2DEk#J*(/aM9*+'(/ 检验结果显示#HEk一致性界限
为;#D2$ g#D22#散点分布比较均匀#不存在特定趋
势#H"DEk的点在一致性界限内 &图 "'( 3 种视力表
的测量一致性较好&G(__(h#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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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5屈光正常儿童 C 种视力表之间视力差值分布的
I$#"*G!$-/#"检验图 & ) h%E% ' !HEk的一致性界限为
;#D2$ g#D22#散点分布比较均匀#H"DEk的点在一致性界
限内!&RLNQ"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治疗研究

C5E5屈光正常儿童中 3 种视力表测量双眼间视力差
值的比较

3 种视力表测得的屈光正常儿童双眼间视力差值
呈正相关&2@h#D3###!h#D#32'( IB(QY'.,*@视力表
和&RLNQ 视力表测得双眼视力差值均为 #&###'#3 种
视力表的双眼视力测量差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D$$H#!h#D"<%'(
C5P5屈光正常儿童不同性别间 3 种视力表所测视力
比较

IB(QY'.,*@视力表测得的屈光正常男童8女童视
力分别为 #D2&#D###D2'和 #D2&#D###D3'#&RLNQ 视
力表测得的男童8女童视力分别为 #D2 &#D2##D3'和
#D3&#D2##D3'#IB(QY'.,*@视力表和 &RLNQ 视力表
中男童测得视力水平均较女童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h;"D"E38;%D4<H#均 !C#D##2'(
C5目5屈光正常儿童中 3 种视力表所测视力与月龄之

!#2$!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3#2H 年 2# 月第 "< 卷第 2# 期!K̂)/ V&>_ 8_^+̂(*',*#86+,.BT3#2H#e,*5"<#O,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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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关系

IB(QY'.,*@视力表和 &RLNQ 视力表测得的
I,0=9N视力值与月龄均呈负相关 & 2@h;#D%3")
;#D%"<#均 !C#D##2'( %3 gCE% 个月)E% gC44 个月)
44 g<$ 个月组中 IB(QY'.,*@视力表测得的 I,0=9N
视力值分别为 #D3# & #D2# #D3 ') #D2# & #D2# #D2 ' 和
#D#E & #D## #D2 '#&RLNQ 视力表测得的 I,0=9N视
力值 分 别 为 #D3 & #D3# #D" ') #D2 & #D2# #D2 ' 和
#D2&#D###D2'( 各不同年龄段组中 IB(QY'.,*@视力
表测得的视力水平均较 &RLNQ 视力表测得的视力水
平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C#D##2'(

%3 gCE% 个月)E% gC44 个月和 44 g<$ 个月组儿
童中 3 种视力表所测 I,0=9N视力值之间的一致性度
量加权 G(__(值分别为 #D2<%)#D%## 和 #D%H4( 随着
月龄的增加#3 种视力表测量的 I,0=9N视力值之间
的一致性升高(

D5讨论

视力是视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龄前儿童视力
检查对于早期发现弱视)斜视)高度屈光不正等眼部或
视路的异常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降低弱视的患病
率

+3#2H, ( 视力表测量的是主观认知视力#能够定量评
估儿童在一定距离上辨认白色背景下黑色视标的能

力#儿童视力筛查中常用的视标有图形)字母和数
字

+3#;32, ( 3#24 年美国儿科学会)美国斜视与小儿眼科
协会)美国职业眼科医师学会和美国眼科学会共同发
布了一份临床报告#建议学龄前儿童至少应接受 2 次
视力筛查以排除弱视及其危险因素#可以使用 d8Re
或 IB(QY'.,*@视力表检查 " 岁及以上儿童的视
力

+3#24, #儿童能够通过口头描述或相同视标匹配的方
式来应答视标检查( 儿童视力正常与否的界定标准应
与年龄相适应#美国国家儿童视觉及眼健康中心专家
组 & O(+),/(*&>_BT+7(/B*+,+̂BO(+),/(*KB/+BTA,T
K̂)*aTB/r@e)@),/ (/a &YBdB(*+̂'提出 " 岁儿童的视力
应达到 3#UE#&分数记录法'#% gE 岁儿童的视力应达
到 3#U%##E 岁以上儿童的视力应达到 3#U"3 +3#, (

本研究中使用的 IB(QY'.,*@视力表和 &RLNQ 视
力表在国内外临床和科研中的应用较广泛#3 种视力
表均遵循了 J()*BYMI,b)B视力表的设计规范 +33;3", "
&2'设计遵循了心理物理学定律#即 iB.BTMSB6̂/BT法
则#视标尺寸按等比级数或几何级数增加#增率恒定为
2#

槡2# &即 #D2 I,0单位&2D3E$ H3E'#方便了视力表的
变距使用*&3'每行的视标数目恒定#&RLNQ 视力表每
行有 E 个视标#IB(QY'.,*@视力表因考虑印刷版面大

小#第 2 行为 % 个视标#其余行均为 E 个视标*&"'相邻
3 行视标的间距等于尺寸较小那一行视标的高度#同
行视标的间距等于该行视标的宽度#保证了行与行之
间的拥挤效应恒定*&%'3 种视力表中均提供 I,0=9N
记录法的视力值#方便记录和统计#同时标注了分数记
录法和小数记录法的视力值#满足不同记录习惯的需
求#同时方便了不同记录法视力之间的转换(

&RLNQ 视力表发明之初多用于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早期治疗的研究#该视力表现已成为国际上临床检
查成人视力的/金标准0 +3", ( 国外现已开始将 &RLNQ
视力表应用于学龄前儿童视力检查的研究中( IB(图
形视标是为了检查学龄前儿童设计的#IB(图形经过
了与国际标准视标 I(/a,*+K的校正而标准化#是现有
的唯一经过标准化校正的图形视标( dYbtT)/B/ 等 +3%,

通过实验证明#IB(图形视标是一种有效而可靠的视
力测量方法#% 个图形的辨认难易度相当( 关于学龄
前儿童视力检查的研究表明#IB(QY'.,*@视力表在学
龄前儿童视力检查中的临床实用性较强

+3E, ( 在一项
2%H 名 "$ gE% 个月儿童视力检查的研究中 IB(
QY'.,*@视力表能够准确地测量 HEDHk 的儿童视
力

+34, ( 在英国#G(Y)&RLNQ)d8Re和 IB(QY'.,*@视
力表常用于 % gE 岁儿童的视力检查 +2H, (

本研究结果显示#%3 g<$ 个月的学龄前儿童对于
3 种视力表的检查配合程度均较高#认为该 3 种视力
表均可以对该年龄段儿童进行视力定量检查( 美国儿
童视觉及眼健康中心的专家小组推荐使用 d8Re和
IB(图形视标检查 "4 g<3 个月儿童的视力 +3#, ( 悉尼
儿童眼病研究 & QYa/BY7(Ba)(+T)6&YBL)@B(@BQ+-aY#
Q7&LQ'使用 d8Re和 &RLNQ 视力表对学龄前儿童进
行了视力检查的对比研究#发现儿童视力检查的配合
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在 E%$ 名 4# g<$ 个月
的儿童中仅有 "3$ 名儿童配合字母 &RLNQ 视力表的
检查#占 4#k +2, ( 考虑到中国视力表中常用的视标是
R-'.*)/0&#以及学龄前儿童认知能力的局限#每位儿
童对字母的辨认能力参差不齐#本研究中使用的是
R-'.*)/0& &RLNQ 视 力 表(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R-'.*)/0&&RLNQ 视力表检查 E% g4E 个月儿童的配
合率为 H<D4k( JBT+-]])等 +34,

使用 IB(QY'.,*@视力
表检查了 2%H 名 "$ gE% 个月的儿童#总体检查配合率
为 HEDHk#%" g%$ 个月)%H gE% 个月的受检儿童的检
查配合率分别为 H<D%k和 2##k( 本研究中 %3 gCE%
个月儿童的 IB(QY'.,*@视力表的检查配合率为
$$D<k#比 JBT+-]])等 +34,

研究中报道的配合率低#但
E% gC44 个月和 44 g<$ 个月的儿童的检查配合程度

!22$!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3#2H 年 2# 月第 "< 卷第 2# 期!K̂)/ V&>_ 8_^+̂(*',*#86+,.BT3#2H#e,*5"<#O,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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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提高#随着年龄的增加#儿童的视力检查配合程度
不断提高(

本研究结果表明#&RLNQ 和 IB(QY'.,*@视力表
测得的 I,0=9N视力值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但 &RLNQ
视力表测得的学龄前儿童的平均视力水平比 IB(
QY'.,*@视力表低( 9/@+)6B等 +4,

使用几种不同的视力

表对 % gH 岁儿童的视力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与 G(Y图
形)IB(QY'.,*@) GBB*BT) d8Re 视 力 表 相 比# 使 用
&RLNQ 视力表测得的视力水平更低( L,.@,/ 等 +23,

使

用 IB(QY'.,*@视力表和 &RLNQ 视力表检查了 %"$ 名
E g< 岁学龄前儿童的最佳矫正视力#并对 3 种视力表
测得的视力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 IB(QY'.,*@和
&RLNQ 字母视力表测得的视力相关性较强 & 2h
#D<$'*IB(QY'.,*@视力表测得的视力比 &RLNQ 视力
表高出 3 g" 个视标&约 #D#E I,0=9N单位'( 本研究
中结果显示 3 种视力表测得的视力相关性也较强&2@h
#D<34'#IB(QY'.,*@视力表测得的视力比 &RLNQ 视
力表测得的视力高 #D#3" I,0=9N#与 L,.@,/ 等 +23,

的

研究结果一致(
IB(QY'.,*@视力表测得的视力水平比 &RLNQ 视

力表高的原因可能为"&2'3 种视力表的视标不同#IB(
图形视标左右对称#儿童分辨左右的认知能力发育较
晚#每位儿童的认知发育不尽相同#部分儿童没有足够
的能力去分辨视标 &的方向 +24, *&3'相对于视标 &#
IB(图形视标是儿童熟悉的图形#检查过程中儿童对
IB(图形更容易保持注意力 +23#3$, *&"'IB(QY'.,*@视
力表的检查距离是 " '#&RLNQ 视力表的检查距离是
% '#检查距离对视力测量产生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月龄的增长#视力不断提
高#并且视力与月龄显著相关( 在中国一项关于学龄
前儿童视觉发育状况的大样本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中#% "<4名 " g4 岁儿童接受了 &RLNQ 视力表的视力
检查#结果显示学龄前儿童视力随年龄增长而提
高

+$, ( 美国多民族儿童眼病研究小组进行了一项以
人群为基础的2 <33名 "4 g<3 个月儿童学龄前儿童
&无明显屈光不正或眼部异常'单眼视力的临床研究#
"# g"E 个月)"4 g%< 个月)%$ gEH 个月和 4# g<3 个
月的儿童中视力#3#U%# 的比例分别为 $2k)H%k)
HHk和 HHk#视力与月龄呈正相关#"4 g<3 个月儿童
的视力随月龄的增长而提高

+3H, ( Q(/ZBT等 +3$,
使用

IB(QY'.,*@视力表和 J()*BYMI,b)B&视力表检查了 %<
名 " g4 岁的学龄前儿童视力发现#E g4 岁儿童的视
力明显好于 " g% 岁儿童的视力#提出 " g4 岁内儿童
视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提出

的弱视诊断专家共识&3#22 年'中指出#视觉发育期内
的儿童双眼视力相差 3 行及以上#视力较低眼为弱视#
在排除了器质性病变后#视力较低眼可以诊断为弱
视

+"#, ( 儿童期的双眼屈光参差是弱视形成的一个重
要危险因素

+"2, ( 双眼存在视力差异时#视力较差眼的
视功能得不到正常发育#并且损害双眼的融像)立体视
等视功能( 双眼视力差异的有效)合理评价对于弱视
的诊断和治疗有重要意义( 美国学龄前儿童视觉研究
小组对 $" 例患有屈光参差和单眼弱视的学龄前儿童
进行研究发现#屈光参差的严重程度与双眼视力差异
有显著相关性&2@h#D%3#!C#D### 2'#通过双眼视力

的准确测量可以有效发现屈光参差
+"2, ( 在儿童视力

筛查中#双眼视力相差 3 行及以上就应高度警惕是否
存在屈光参差的可能

+"3, #临床上实用性较强的视力表
应能够敏锐地测量出双眼间的视力差异#为屈光参差
的早期准确诊断提供可靠的依据( 本研究中结果显
示#在测量双眼视力差别上#IB(QY'.,*@视力表和
&RLNQ 视力表的测量效果有较好的一致性(

本研究是对学龄前儿童非睫状肌麻痹状态下进行

的屈光度和视力筛查#对于疑似屈光不正的儿童#建议
其到医院进行详细的扩瞳验光#这样将会节省大量的
医疗资源#提高检查效率#并且更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综上所述# %3 g<$ 个月的学龄前儿童对 IB(
QY'.,*@和 &RLNQ 视力表的检查配合程度较高#可用
于 %3 个月以上学龄前儿童的视力检查( IB(QY'.,*@
和 &RLNQ 视力表测得的 I,0=9N视力值相关性较好#
但 IB(QY'.,*@视力表测得的视力水平较 &RLNQ 视力
表高( 应注意各种不同视力表检查的差异#判断学龄
前儿童视力异常时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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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U344%%%$$5L8["2#52E%3 U_Ba@53#2EM"EH<5

+2<,i(**(6BLG# =,T@BKI# =B*)(=# B+(*57Ba)(+T)6BYBBb(*-(+),/@
_TBABTTBa _T(6+)6B_(++BT/ '"&5b)@),/ @6TBB/)/0)/ +̂B_T)'(TY6(TB
(/a 6,''-/)+Y@B++)/0*$56,'_TB̂B/@)bB,_^+̂(*')6B>(')/(+),/+V,5
8_^+̂(*',*,0Y#3#2$# 23E & 2 ' l2$%# 33<5L8[" 2#52#24 U\5,_^+̂(5
3#2<5#H5#"35

+2$,J*(/a V=# 9*+'(/ L:5=B(@-T)/0(0TBB'B/+)/ 'B+̂,a 6,'_(T)@,/
@+-a)B@+V,5Q+(+=B+̂,a@=Ba NB@#2HHH#$ &3 ' l2"E;24#5L8["2#5
22<< U#H433$#3HH##$##3#%5

+2H, Q,*B., 9I# K-'.BT*(/a 7=# N(̂) VQ5i^,*BM_,_-*(+),/ b)@),/
@6TBB/)/0)/ 6̂)*aTB/ (0Ba %;E YB(T@+,aB+B6+('.*Y,_)(+V,5I(/6B+#
3#2E#"$E & HH$% ' l3"#$ ;3"2H5L8[" 2#52#24 UQ#2%#M4<"4 & 2% '
4#E33ME5

+3#,K,++BTQ9#KYBT+I9#=)**BTV=#B+(*5e)@),/ @6TBB/)/0A,T6̂)*aTB/ "4
+,C<3 ',/+̂@"TB6,''B/aBa _T(6+)6B@+ V,58_+,' e)@Q6)# 3#2E#
H3&2' l4;245L8["2#52#H< U87P5#############%3H5

+32, Q,/Z@B/ 7=#Q(*+9R# Q(T0B/+V5R̂B'B(@-TB'B/+,Ab)@-(*(6-)+Y)/
6̂)*aTB/" (/ Bb)aB/6BM.(@Ba -_a(+B+ V,5K*)/ &>_ 8_+,'# 3#2%#
H<&%' l"4H5L8["2#52222 U6>,5232$E5

+33,J()*BY[I#I,b)BMG)+6̂)/ V&5e)@-(*(6-)+Y+B@+)/05ST,'+̂B*(.,T(+,TY+,
+̂B6*)/)6+V,5e)@),/ NB@#3#2"#H# l3 ;H5L8["2#52#24 U\5b)@TB@5
3#2"5#E5##%5

+3",程琳#李强#王超#等5&RLNQ 标准对数视力表视力测试+V,5中华
实验眼科杂志#3#22#3H &4' lE<%;E<E5L8["2#5"<4# U6'(5\5)@@/5
3#HEM#24#53#225#45#325

+3%,dYbtT)/B/ I#Ot@t/B/ N#I(-T)/B/ 75OB̀ b)@-(*(6-)+Y+B@+A,T_TBM
@6̂,,*6̂)*aTB/ + V,596+(8_^+̂(*',*& K,_B/^ ' # 2H$## E$ & % ' l
E#<;E225

+3E,=)/,*)95e)@),/ @6TBB/)/0)/ )/A(/+@#6̂)*aTB/ (/a Y,-+̂+V,57(Ba)(+T
K̂)*a dB(*+̂#3##H#2%&%' l3%4;3E25

+34,JBT+-]])S#8T@,/)V:#7,T+(=N#B+(*5QB/@)+)b)+Y(/a @_B6)A)6)+Y,A(
b)@-(*(6-)+Y@6TBB/)/0_T,+,6,*_BTA,T'Ba )̀+̂ +̂BIB(QY'.,*@2EM*)/B
A,*a)/0a)@+(/6B6̂(T+)/ _TB@6̂,,*6̂)*aTB/ + V,596+(8_^+̂(*',*
Q6(/a#3##4#$% & 4 ' l$#< ;$225L8["2#52222 U\524##M#%3#53##45
##44$5>5

+3<,[/(*9# 86(Z 8J# 9Y0)+&L# B+(*5K,'_(T)@,/ ,Ab)@-(*(6-)+Y
'B(@-TB'B/+@b)(+̂TBBa)AABTB/+'B+̂,a@)/ _TB@6̂,,*6̂)*aTB/"IB(
@Y'.,*@#6T,̀aBa IB(@Y'.,*@# Q/B**B/ &6̂(T++V,5[/+8_^+̂(*',*#
3#2$#"$&%' l2"$E;2"H25L8["2#52##< U@2#<H3M#2<M#EH4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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