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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屈光不正性视力损害已成为我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问题$儿童及青少年的近视防控
工作已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建立目标人群的视力健康档案)开展屈光不正的筛查是儿童及青少年近视
防控工作的重要环节和有效措施* 长期以来$由于国内外均缺乏相关的筛查标准$我国在相关筛查工作中存
在开展筛查工作的主体资质和管理混乱)筛查指标欠合理及其界值不统一)筛查质量控制不佳)操作方法不规
范和结果反馈不科学等问题*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推动和支持下$推荐性国家卫生行业标准 <=>?@@$A
"%!("中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规范#于 "%"% 年 ! 月 !! 日正式发布并定于 "%"% 年 @ 月 ! 日正式实施$为我国
规范性开展儿童及青少年的屈光不正筛查工作提供技术标准和指导意见* 依据"中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规
范#积极开展儿童及青少年的屈光不正筛查和防控是现阶段我国各级医疗和教育机构的重要任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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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我国学
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
健康$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
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 - !. * "%!' 年 ' 月 $% 日$教育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 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
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到 "%"$ 年全国儿
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每年降低 %ZD 个百分点以上$近
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 ! 个百分点以上的目标$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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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现儿童青少年近视率控制的具体目标
- ". * 该方

案中明确要求医疗卫生机构在学校配合下认真开展中

小学生视力筛查$将眼部健康数据及时更新到视力健
康电子档案中

- ". * 因此我国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工作
已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

目前临床上尚无儿童近视等屈光不正的有效治疗

方法$因此规范化开展屈光不正的筛查工作$实现近
视)远视)散光等屈光不正的早发现)早干预是防控儿
童及青少年屈光不正发生和进展的重要措施* 一直以
来$我国中小学校仅开展了传统的裸眼远视力检查工
作$无法精确了解儿童青少年近视等屈光不正的患病
情况* 因此$国家迫切需要基于实际情况拟定安全可
靠)受检对象接受度高)灵敏度和特异度较高且适用于
中小学生屈光不正大规模筛查工作的实施标准* "%!(
年 !" 月$由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北京大学儿童青少
年卫生研究所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共同

起草的推荐性国家卫生行业标准 <=>?@@$A"%!("中
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规范# +简称标准,经国家卫生健
康标准委员会学校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审查通过$并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式公布$从而为我国中小学
生屈光不正筛查工作的规范开展提供了技术指导文

件* 本标准于 "%"% 年 ! 月 !! 日正式发布$"%"% 年 @
月 ! 日正式实施$技术归口单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6标准的制定背景

"%%G 年至 "%!$ 年$在上海市人民政府连续两轮
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项目的支持下$上海市眼病防
治中心项目组在国内建立了首批适用于大规模儿童近

视筛查)转诊)干预)建档)随访和信息化动态管理模
式

- $. * "%!& 年初$该项目组将儿童青少年屈光不正筛
查经验进行总结并形成 "中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规
范#$经逐级审批和评审于 "%!( 年 @ 月 "G 日由上海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为上海市地方标准 +C]$!>?
!!G!A"%!(,* 在此基础上$本标准编制工作组进行了
为期 $ 年的前期调研准备工作$包括查阅大量国内外
相关资料$深入咨询多家专业机构)行业协会及国际本
领域相关专家$努力摸清全国中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
和诊疗的现有情况$按照我国国家标准制定的具体要
求形成了初稿* 随后$编制工作组经过连续六轮会审
和函审$充分征求和收集了来自于眼科)学校)卫生)预
防医学)教育管理)标准制定领域等相关不同行业的近
'% 位专家的 "%% 余条建议和意见$对初稿进行认真讨
论和论证$反复修改编撰$最终定稿*

<6本标准的制定原则及依据

<9;6坚持科学性原则$注重借鉴已有科学证据
本标准参考 ]̂>?!!D$$A"%!! "标准对数视力

表#) ]̂>?!G$&"A"%%("眼科仪器#验光镜片#) ]̂>?
"@$&$A"%!%"学生健康检查技术规范#和 F=E!%$&"A
"%!%"EJ181+-*,;,368I0*:386!)O:I:PI+;8/*:8:I6+眼科
仪器#验光仪,#等标准$在此基础上$参考国家卫生
健康委办公厅印发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
指南# - &. )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
发布的/弱视诊断专家共识 + "%!! 年,0 - D. )美国眼科
学会制定的"弱视临床指南# - @.

和"眼科临床指南# - G. )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眼科学#)<QE制定的"疾病
筛查的原则和实践#指南 - '. )国际近视研究院_近视白
皮书

- (. $并总结相关文献资料$保证标准制定的科学
性和严谨性* 在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对采用不同筛查
指标儿童青少年屈光不正筛查的科学性进行评价$并
结合卫生经济学原则进行评估$初步得到筛查标准的
各项指标$再将其代入人群进行验证$保证筛查指标的
科学性及经济性* 同时$本标准广泛征求全国东)中)
西部不同地区的专家意见$不断修改完善$力求使其适
用于全国各地区中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
<9<6坚持实践性原则$凝炼已有经验

编制工作组从实际出发$立足基层$注重征求基层
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的意见$确保 "中小学生屈光不正
筛查规范#的可操作性$最终形成一个安全)可靠)受
检对象接受度高)灵敏度和特异度高并能够大规模开
展的学龄儿童及青少年屈光不正筛查工作标准*

=6本标准的具体内容

本标准具体规定了我国中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的

基本要求)筛查方法)转诊建议及筛查后的要求*
=9;6基本要求

本标准从筛查机构)筛查人员)筛查场所)筛查仪
器设备$以及筛查时间和频率 D 个方面对屈光不正筛
查的基本要求进行了规定* 根据已有的若干标准要
求$对筛查场所面积大小及光照强度)采用的视力检查
表和验光仪进行了限定* 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的社会
和经济水平差异$增加了 /在没有验光仪的地区可采
用串镜0的内容$并规定串镜的检查方法和结果判定
按照现有 ]̂>?"@$&$A"%!%"学生健康检查技术规范#
的要求* 关于筛查时间和频次$在听取了专家意见及
考虑该年龄阶段儿童屈光发育的规律的基础上

- !%. $为
增加纵向检查数据的可比性$本标准规定每年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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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段对同一学校进行筛查$筛查频次不少于每学年 !
次$有条件的地区可增加筛查频次* 如在新冠肺炎疫
情等特殊时期开展筛查$应做好各项防疫措施$防止交
叉感染

- !!. *
=9<6筛查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裸眼远视力检查)戴镜远视力检查)
屈光状态测定方法)以及主要眼病识别和筛查结果的
记录等内容$近视筛查结果的判定参考 "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 - &. *

传统的筛查方法中$我国学校卫生健康体检仅根
据裸眼视力对 /视力不良0进行初步判断$未能准确区
分受检者的屈光状态$也未关注戴镜者戴镜后视力状
况+即日常生活视力,$因而无法评估屈光矫正服务的
科学合理性* 本标准在屈光不正筛查的基础上增加了
戴镜的视力指标$采用日常生活视力指标作为转诊的判
断指标* 日常不戴镜者以裸眼远视力作为日常生活视
力$日常戴眼镜者除检查裸眼远视力外$还须检查戴镜
+包括软镜或硬镜配戴,后的视力$作为日常生活视力*
=9=6转诊建议及筛查后的要求

本标准明确提出$屈光不正的筛查结果不具有诊
断意义$须到具备有效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进
一步检查以确定诊断* 同时$本标准强调筛查人员在
筛查过程中应甄别中小学生常见的其他眼部疾病$并
及时转诊* 此外$本标准也给出了以裸眼远视力)戴镜
远视力)非睫状肌麻痹状态下验光等筛查结果的处理
以及筛查后的转诊建议* 转诊建议基于本项目组前期
开展的大量工作$并参考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
技术指南# - &. $在保证筛查灵敏度的同时选择特异度
最高的筛查指标$以保证筛查的社会_经济效益比*

>6本标准实施的建议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儿童及青少年屈光不正$尤其
是近视性屈光不正的防控工作$其中建立目标人群视
力健康档案)开展屈光不正的筛查是重要的防控措施*
长期以来$国内外均缺乏相关的筛查标准$我国各地开
展的筛查工作中存在筛查主体资质和责任不清)筛查
指标不完整及其界值不统一)操作方法不规范)结果的
反馈不科学等问题* 本标准立足于我国社会的实际情
况$遴选适宜方法和技术$制定了可行)可靠且适用于
当前大规模儿童及青少年屈光不正筛查的工作规范$
提出了可评价)可比较的标准化筛查指标$为我国政府
精准实现青少年屈光不正早发现)早防控的目标提供
可靠依据$以减少因屈光不正带来的视力损害$提高我
国儿童及青少年的眼健康水平*

本标准发布后$开展中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的医
药卫生机构)相关的行业机构)教育行政部门)眼科工
作者应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和培训$认真理解对于筛
查结果和转诊建议的解读$采取 /试点先行)典型引
路)复制推广0的模式进行标准实施$引入标准化评估
机制$保证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行业准则)伦理考量)
管理指南和操作质量标准$同时应重视对本标准实施
效果的总结工作$不断优化工作方法$最终在全国范围
内全面推行科学)规范的儿童及青少年屈光不正筛查
工作$提高我国儿童青少年的眼健康水平*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王佳宁9习近平&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
未来-S>EY.9新华网$"%!'_%'_"'- "%"%_%D_!!.9188J&>>NNN9
[,310+3:89;/*>J/-,8,;6>"%!'A%'>"'>;̀!!"$$&!"%$918*9

-". 教育部等八部门9关于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的通知+教体艺 - "%!'. $ 号, -)]>EY.9"%!'_%'_$% - "%"%_%D_
!! .9188J&>>NNN9*/:94/K9;3>6I;6,8:>H!G>*/:` (&$>6$"'D>
"%!'%'>8"%!'%'$%`$&@@G"918*-9

-$. Q:a$B1+/V$ =+3R+I,20I4W$:8+-9C:6,43 +32 *:81/2/-/4O/P81:
=1+341+,;1,-2 +32 +2/-:6;:38-+I4:A6;+-::O:6802O+ =MHY), -T.9
M-,3 )[J EJ181+-*/-$ "%!'$ &@ + &, b$"(_$$'9CEF& !%9!!!!>;:/9
!$%@D9

-&.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9关于印发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
指南的通知+国卫办疾控函-"%!(.G'% 号, -)]>EY.9"%!(_!%_!D
- "%"% _%D _!! .9188J&>>NNN931;94/K9;3>7R7>6D'('L*>"%!(!%>
;&GD:%L2"2:&&&$G(&%"P!DGD"$P%$P:9618*-9

-D.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9弱视诊断专家共识
+"%!! 年, -T.9中华眼科杂志$"%!!$&G + ', bG@'9CEF&!%9$G@%>
;*+979,6639%&!"A&%'!9"%!!9%'9%"G9

-@. 符竹筠$刘虎9"%!G 年美国眼科学会弱视临床指南解读 -T.9中华
实验眼科杂志$"%!($$G+ G, bD@@_D@'9CEF&!%9$G@%>;*+979,6639
"%(DA%!@%9"%!(9%G9%!$9
c0 BX$ Y,0 Q9H3 ,38:IJI:8+8,/3 /P81:3:N K:I6,/3 /PH*L-O/J,+
WI:P:II:2 WI+;8,;:W+88:I3-T.9M1,3 T)[J EJ181+-*/-$"%!($$G+ G, b
D@@_D@'9CEF&!%9$G@%>;*+979,6639"%(DA%!@%9"%!(9%G9%!$9

-G. 赵家良9眼科临床指南 +编译版, -d.9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b!_D@9

-'. </I-2 Q:+-81 EI4+3,.+8,/3$<,-6/3$Td̂ $T0343:Î 9?1:JI,3;,J-: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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