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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学龄儿童屈光发育相关的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分布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
用横断面研究方法( 纳入 @('O 年 O 月至 @('B 年 B 月镇江市区 )M'@ 岁儿童共 ' (K' 例"采用 SR?!$4#">测量
眼轴长度&8?'和角膜曲率&9'"并计算角膜曲率半径&;C'和 8?T;C"使用质量分数 (J&L复方托吡卡胺滴眼
液扩瞳验光后"根据等效球镜度数&b*C'分为远视)正视和近视"比较不同年龄)性别和屈光状态组间各生物
学参数并分析影响各参数和屈光度的相关因素(%结果%' (K' 名儿童各年龄组间的 8?)b*C和 8?T;C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MNA@JAP"&e(J('*MNAAJ)K"&e(J('*MN@J'K"&N(J(P'"随年龄增加屈光状态向近视
过度"8?增长且 8?T;C增大*男生的 9值小于女生";C)8?和 8?T;C均大于女生"男生和女生的 9值);C)
8?和 8?T;C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4NOJ&B"&e(J('*4NIOJPB"&e(J('*4NIBJ(B"&e(J('*4NI@J'P"&N
(J(A'*不同屈光度组间的 8?和 8?T;C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MN'K@J)B"&e(J('*MN'PAJ'&"&e(J(''"
近视组 8?和 8?T;C数值较大*父母不近视)每周户外活动时间]'P =)每周完成作业时间e@( =)每日睡眠时
间]K = 的儿童 8?更短"8?T;C值更低"屈光度更偏向远视或者正视(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更大)女
性)身高更高)父母近视)每周用于完成作业的时间更长以及更少户外活动时间的 )M'@ 岁儿童可能更容易近
视*更长的 8?或更大 8?T;C值则与较大的年龄)男性)更大的 7!S)更高的身高)父母近视)更长的作业时间
以及更少户外活动时间有关(%结论%镇江市区 )M'@ 岁学龄儿童 b*C随年龄增加向近视化漂移"8?);C和
8?T;C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年龄更大)身高更高)父母近视)每周用于完成作业的时间更长以及更少的户外
活动时间与 b*C增加明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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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5,-$#$#,<0 [,#= (J&L #><G,6$+,5"" 6.6-<G-"Z,6>"#,0<46<G.[$4G">W<>+"5 #<,5"0#,W.>"W>$6#,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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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5 [,#= $Z"3;<+G$>"5 [,#= #="Z,>-4"#="1<.4=$5 4,Z0,W,6$0#-.-<0Z">8?"Z>"$#">;C"Z>"$#">8?T;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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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Z""+$-""Z>"$#">1<5.+$44,05"E&7!S'",06>"$4"5 =",Z=#"+.<G,$6<05,#,<04<WG$>"0#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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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5 46=<<-V$Z"6=,-5>"0 ,0 #="5<[0#<[0 <Wo="0U,$0Z3805 #=">"$>"4,Z0,W,6$0#5,WW">"06"4,0 8?";C$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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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Z#=T6<>0"$->$5,/4<W6/>F$#/>">$#,<

）%"160(40+.# b<6,$-Q"F"-<G+"0#d/,5$06":><Z>$+<Wo="0U,$0Z;,#.&fo@('O(@P'
QRS#'(3AO)(T6+$3U360''&KBKV@('K'@'BV((&&(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近视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公共
卫生问题

+ ', ( 近年来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如中国)

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的近视率呈爆发式增长 + @IP, ( 因
此"近视发生和发展的机制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 人
眼是一个复杂的光学系统"在屈光发育的过程中近视
的发生与否主要取决于角膜曲率 &6<>0"$-6/>F$#/>""
9')晶状体屈光力)前房深度和眼轴长度&$E,$--"0Z#="
8?'等眼球生物学参数"在这些参数中 9值和 8?的
作用尤为重要( 9值随着 8?的增长而变小"通过角
膜的代偿作用维持正视状态( 当 8?的增长超过 9值
的代偿时"则发生近视( 眼球内部各生物学参数的正
常发育和协调平衡是保证屈光发育正常的重要前提"
近视的发生被认为是眼球在正视化过程过度发育的表

现
+ &, ( 到目前为止"近视发生的机制和原因尚未明

确"环境和遗传因素可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 )IO, "眼球
不同生物学参数作为屈光发育的基础是研究近视发生

机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M'@ 岁儿童刚刚进入学习
阶段"随着近距离用眼时间的增加和户外活动的减少"
容易出现远视向正视"甚至近视的过渡"是近视发生和
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期( 以往关于该年龄段近视的相
关研究较多"本研究拟着重分析 9值和 8?这 @ 个重
要的眼球生物学参数以及与其相关的危险因素"通过
完善本地区 )M'@ 岁儿童眼部生物学参数的测定及相
关性分析以进一步寻找影响近视发生和发展的潜在预

测因素及其相关的干预措施(

B:资料与方法

B3B%一般资料

采用以学校为单位的整群抽样方法"选择镇江市
区 A 所小学"根据自愿参加原则"@('O 年 O 月至 @('B
年 B 月对 'M) 年级学生进行眼部屈光度及眼球生物
学参数的测定( 排除既往有先天性白内障)先天性青
光眼)斜视)眼部手术史以及正在配戴角膜塑形镜或硬
性角膜接触镜的儿童( 在检查前所有被检查的学生均
征得其家长的同意并填写屈光发育档案问卷调查表(
本研究经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审批号#9V@('K('&AVa'(
B3C%方法
B3C3B%检查项目及方法%记录每位入组儿童的一般
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身高和体质量并计算体质量指
数&1<5.+$44,05"E"7!S'( 同时对家长进行屈光发育
档案的问卷调查"记录父母近视的情况"以及儿童每周
学习时间和户外活动时间和每日睡眠时间等(

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检查远视力( 由专业的眼科
医师使用裂隙灯显微镜)直接检眼镜等检查排除有眼
部器质性病变及眼部手术史的儿童( 所有受检儿童均
采用质量分数 (J&L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日本参天
制药株式会社'麻痹睫状肌"在结膜囊内点 A 次"每次
间隔 & +,0"于末次点眼后 A( +,0 观察瞳孔直径及瞳孔
对光反射情况#若瞳孔直径]) ++或瞳孔对光反射消
失"则进入验光流程*使用全自动电脑验光仪&cSQ*9
8CV' 型'进行验光"每眼测量 A 次"测量结果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相差大于 (J& Q时需重复测量*然后再由同
一名验光师进行静态检影验光"得到球镜和柱镜度数
及柱镜轴位( 采用 SR?!$4#">&((&德国卡尔蔡司公
司'测量其他眼球生物学参数"包括 8?)水平和垂直 9

!@O('!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AB 卷第 '@ 期%;=,0 \*EG RG=#=$-+<-"Q"6"+1">@(@("H<-3AB"c<3'@

Q2xvdWRWZXJzaW9uLQo?



表 B:不同年龄段儿童屈光度和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分布&.&+"RGQ'
F+)$&B:;'%$+0)-($(4-'+$6+0+.&2&05+"10&#0+'2-("1-520-)%2-(")8 +4&&.&+"RGQ'

年龄&岁' 眼数 9&Q' ;C&++' 8?&++' 8?T;C b*C&Q'

) '@' PAJPKp@JA( OJBAp(J'( @AJ()p'J(P @JKPp(J'& (J'Bp(J@&

O 'OO PAJ@'p'J)( OJBPp(J(P @AJ'Ap(JBP @JK&p(J'@ (JP&p(J@P

B '@K PAJP'p'JP& OJOBp(J@) @AJ'&p'J@P @JK)p(J'' (J'Kp'JP(

K 'K& PAJA&p'JP' OJO&p(J@@ @AJA'p'J&& @JKOp(J'( (J@(p'J&(

'( 'A& PAJ@Ap'JOO OJOOp(JA' @AJ&@p'JKB AJ(@p(J'& I(JO&p(JOP

'' 'OB PAJ@)p@J(K OJO&p(JAP @AJO@p'JPO AJ(&p'J@A I(JBKp'J'A

'@ '&) PAJ'Bp'JPO OJOKp(J&& @AJK'p'J&A AJ(Op'J@A I'J'@p'J(K

M值 'J(A (JKA A@JAP AAJ)K @J'K

&值 (JP( (JPO e(J(' e(J(' (J(P

%注#&单因素方差分析'%9#角膜曲率*;C#角膜曲率半径*8?#眼轴长度*b*C#等效球镜度数
%c<#"#&R0"V[$.8cRH8'%9#6<>0"$-6/>F$#/>"*;C#6<>0"$->$5,/4<W6/>F$#/>"*8?#$E,$--"0Z#=*b*C#4G=">,6$-
"̀/,F$-"0#>"W>$6#,<0

表 C:不同性别儿童屈光度和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分布&.&+"RGQ'
F+)$&C:;'%$+0)-($(4-'+$6+0+.&2&05+"10&#0+'2-("1-520-)%2-(")8 4&"1&0&.&+"RGQ'

性别 眼数 9&Q' ;C&++' 8?&++' 8?T;C b*C&Q'

女 &OK PAJO&p'J&A OJO@p(J@O @AJ@Op(JKB AJ('p(J'' I(J&Ap'J@&

男 &'@ PAJ(Bp'JAO OJBPp(J@& @AJO)p'J(@ AJ(Ap(J'A I(JP@p'J)P

4值 OJ&B IOJPB IBJ(B I@J'P I(JA'

&值 e(J(' e(J(' e(J(' (J(A (JO&

%注#&独立样本 4检验'%9#角膜曲率*;C#角膜曲率半径*8?#眼轴长度*b*C#等效球镜度数
%c<#"#&S05"G"05"0#4$+G-"4#"4#'%9#6<>0"$-6/>F$#/>"*;C#6<>0"$->$5,/4<W6/>F$#/>"*8?#$E,$--"0Z#=*b*C#
4G=">,6$-"̀/,F$-"0#>"W>$6#,<0

值&9' 和 9@'"均连续测量 A 次"取平均值"并计算角
膜曲 率 半 径 & 6<>0"$->$5,/4<W6/>F$#/>"" ;C' 和
8?T;C( ;CN' (((&0@V0'' T9"其中 0' 为空气屈光指
数 'J((( ("0@ 为角膜屈光指数 'JAAO &( 使用质量分
数 (J&L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扩瞳验光后"根据等效
球镜度数 &4G=">,6$-"̀/,F$-"0#>"W>$6#,<0"b*C'分为远
视)正视和近视"其中 b*C!I(J&( Q定义为近视"b*C
为eI(J&(Mer(J&( Q为正视"b*C!r(J&( Q定义为远
视( 比较不同年龄)性别和屈光组之间各生物学参数
并分析影响各参数和屈光度的相关因素(
B3D%质量控制

本研究的所有检查人员均接受统一培训"所有人
员熟悉工作流程和设备的操作"按照统一的标准和方
法进行检查( 同时安排专职的眼科视光专业医师监督
现场工作情况以确保检查的质量( 每天检查前由专业
人员对当天使用的设备进行校准( 检查结果由 @ 名输
入员独立将资料和检查结果录入计算机"经检查一致
后存档(
B3E%统计学方法

采用 b:bb @@J(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
资料数据经 9Vb 检验证实呈正态分布"以 +"$0pbQ表
示( 不同性别间眼球生物
学参数差异分析采用独立

样本 4检验( A 个组及以上
数据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 眼球生物学参数
及等效球镜度数的影响因

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e(J(&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C:结果

C3B%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根据自愿原

则到院的有 ' BA' 人"因为
信息不全或信息明显不真

实)年龄不符合以及其他原
因排除 OP( 人"最终纳入
)M'@ 岁 学 龄 儿 童 共 计
' (K' 人"' M) 年级基本均
匀 分 布" 其 中 男 &'@ 例
&BJK(p'J@P 岁'"女 &OK 例
&BJ'@p'J&& 岁'*平均年龄

&BJ)&p'JPA'岁( 由于左右眼的眼球各项生物学参数
存在高度相关性&左右眼间 9);C)8?T;C)b*C)8?的
:"$>4<0 相关系数分别为 (JKAA)(JK)O)(JK&A)(JK&&)
(JKA)"均 &e(J(&'"本研究仅纳入右眼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
C3C%不同年龄段儿童屈光度和眼球生物学参数的
分布

)M'@ 岁儿童各年龄组间 8?)8?T;C和 b*C比
较"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MNA@JAP" &e(J('*
MNAAJ)K"&e(J('*MN@J'K"&N(J(P'"随着年龄的增
加 8?增长"8?T;C增大"且屈光状态基本随年龄向近
视漂移( 各年龄组间 9值和 ;C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MN'J(A"&N(JP(*MN(JKA"&N(JPO'&表 ''(
C3D%不同性别间儿童屈光度和眼球生物学参数的
分布

男生的 9值小于女生";C)8?和 8?T;C均大于
女生"男生和女生的 9值);C)8?和 8?T;C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4NOJ&B"&e(J('*4NIOJPB"&e(J('*
4NIBJ(B"&e(J('*4NI@J'P"&N(J(A'"但男女生在
b*C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4NI(JA'"&N(JO&'
&表 @'(

!AO('!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AB 卷第 '@ 期%;=,0 \*EG RG=#=$-+<-"Q"6"+1">@(@("H<-3AB"c<3'@

Q2xvdWRWZXJzaW9uLQo?



表 D:不同屈光状态儿童屈光度和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分布&.&+"RGQ'
F+)$&D:;'%$+0)-($(4-'+$6+0+.&2&05+"10&#0+'2-("1-520-)%2-("

+.("4 40(%6(#&.&+"RGQ' 1-##&0&"20&#0+'2-=&52+2%5

组别 眼数 9&Q' ;C&++' 8?&++' 8?T;C

近视 &(A PAJ&Pp'J&A OJO)p(J@) @PJ(Kp(JBO AJ''p(JK'
正视 @A) PAJ@Bp'JAA OJB'p(JAP @AJABp(JOA @JKKp(J(K
远视 A&@ PAJAKp'J&P OJOBp(J@B @@JO'p(JBP @JK'p(JBK
M值 'J)) 'J&P 'K@J)B 'PAJ'&

&值 (J'B (J@( e(J(' e(J('

%注#&单因素方差分析'%9#角膜曲率*;C#角膜曲率半径*8?#眼轴长度*b*C#等效球镜度数
%c<#"#&R0"V[$.8cRH8'%9#6<>0"$-6/>F$#/>"*;C#6<>0"$->$5,/4<W6/>F$#/>"*8?#$E,$--"0Z#=*b*C#4G=">,6$-
"̀/,F$-"0#>"W>$6#,<0

表 E:不同父母近视程度的儿童屈光度和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分布&.&+"RGQ'
F+)$&E:;'%$+0)-($(4-'+$6+0+.&2&05+"10&#0+'2-("1-520-)%2-("

)8 1-##&0&"2.8(6-+ (#6+0&"25&.&+"RGQ'

父母是否近视 眼数 9&Q' ;C&++' 8?&++' 8?T;C b*C&Q'

无近视 PPA PAJAKp'JAO OJB'p(J&' @AJ()p'JA& @JBKp(J&A (J'Bp(J@&
' 人近视 P(A PAJ'Kp@J'A OJBAp(J'( @AJ&&p'J(P @JKPp(J'& I(JP@p(J@K
@ 人近视 @P& PAJ&'p'JA) OJOPp(J'& @PJ''p'J&P AJ''p(JAA I'J(Kp(JA@
M值 @JA' (JKB OBJ&A &)JA' '('J@A
&值 (J@' (JA( e(J(' e(J(' e(J('
%注#&单因素方差分析'%9#角膜曲率*;C#角膜曲率半径*8?#眼轴长度*b*C#等效球镜度数
%c<#"#&R0"V[$.8cRH8'%9#6<>0"$-6/>F$#/>"*;C#6<>0"$->$5,/4<W6/>F$#/>"*8?#$E,$--"0Z#=*b*C#4G=">,6$-
"̀/,F$-"0#>"W>$6#,<0

表 J:不同户外活动时间的儿童屈光度和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分布&.&+"RGQ'
F+)$&J:;'%$+0)-($(4-'+$6+0+.&2&05+"10&#0+'2-("1-520-)%2-("

)8 1-##&0&"22-.&(#(%21((0+'2-=-2-&5&.&+"RGQ'

每周户外活动时间 眼数 9&Q' ;C&++' 8?&++' 8?T;C b*C&Q'
e'P = )OO PAJP'p'JA' OJO'p(JA' @AJBKp'J'& AJ('p(J'K I(JBKp(JA@
]'P = P'P PAJA@p'JPK OJOKp(JAK @AJP@p'JPO @JB'p(JA@ (J@&p(J'@
4值 (JPA I'JA' PJ@' &JA) I)JAP
&值 (J(O (J'( e(J(' e(J(' e(J('
%注#&独立样本 4检验'%9#角膜曲率*;C#角膜曲率半径*8?#眼轴长度*b*C#等效球镜度数
%c<#"#&S05"G"05"0#4$+G-"4#"4#'%9#6<>0"$-6/>F$#/>"*;C#6<>0"$->$5,/4<W6/>F$#/>"*8?#$E,$--"0Z#=*b*C#
4G=">,6$-"̀/,F$-"0#>"W>$6#,<0

表 L:不同睡眠时间的儿童屈光度和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分布&.&+"RGQ'
F+)$&L:;'%$+0)-($(4-'+$6+0+.&2&05+"10&#0+'2-("1-520-)%2-("

)8 1-##&0&"25$&&6-"4 2-.&&.&+"RGQ'

每日睡眠时间 眼数 9&Q' ;C&++' 8?&++' 8?T;C b*C&Q'
]K = O(@ PAJ@'p'J)( OJBPp(J(P @AJ@Ap(JBP @JK&p(J'@ (JP&p(J@P
eK = ABK PAJA&p'JP' OJOKp(J'' @AJK'p(J&@ @JKKp(J@& I(J''p(J'K
4值 I(JOB (J&@ IPJBO I'J(P AJPO
&值 (J() (J@@ e(J(& (J(O e(J(&
%注#&独立样本 4检验'%9#角膜曲率*;C#角膜曲率半径*8?#眼轴长度*b*C#等效球镜度数
%c<#"#&S05"G"05"0#4$+G-"4#"4#'%9#6<>0"$-6/>F$#/>"*;C#6<>0"$->$5,/4<W6/>F$#/>"*8?#$E,$--"0Z#=*b*C#
4G=">,6$-"̀/,F$-"0#>"W>$6#,<0

表 M:不同作业时间的儿童屈光度和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分布&.&+"RGQ'
F+)$&M:;'%$+0)-($(4-'+$6+0+.&2&05+"10&#0+'2-("1-520-)%2-("

)8 1-##&0&"22-.&-"/(.&A(0,&.&+"RGQ'

每周完成作业时间 眼数 9&Q' ;C&++' 8?&++' 8?T;C b*C&Q'
]@( = P&O PAJP'p'JP& OJO&p(J@) @AJK&p'J@P @JK)p(J'' I(JOKp'JP@
e@( = )AP PAJA&p'JP' OJOKp(J@@ @AJA'p'J&& @JOBp(JA' (J@(p'J&'
4值 (J&) I(JKB OJ@A ''JP@ IOJAP
&值 (J@P (J'@ e(J(& e(J(' e(J('
%注#&独立样本 4检验'%9#角膜曲率*;C#角膜曲率半径*8?#眼轴长度*b*C#等效球镜度数
%c<#"#&S05"G"05"0#4$+G-"4#"4#'%9#6<>0"$-6/>F$#/>"*;C#6<>0"$->$5,/4<W6/>F$#/>"*8?#$E,$--"0Z#=*b*C#
4G=">,6$-"̀/,F$-"0#>"W>$6#,<0

C3E%不同屈光状态儿童屈
光度和眼球生物学参数的

分布

不同屈光状态组间 8?
比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N'K@J)B"&e(J(''"近视
组比正视组约长 (JO' ++"
远 视 组 比 正 视 组 约 短

(J)O ++( A 个组间 8?T;C
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N'PAJ'&"&e(J(''"近
视组较高( A 个组间 9值
和 ;C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MN'J))"&N(J'B*
MN'J&P"&N(J@('&表 A'(
C3J%不同近视危险因素下
儿童屈光度和眼球生物学

参数的分布

将父母是否近视)户外
活动时间)完成作业时间和
睡眠时间作为可能的影响

屈光发育的危险因素( 其
中"在 b*C)8?和 8?T;C
的分布上"除了不同睡眠时
间组别的 8?T;C的分布差
异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N
(J(O'外"上述几个危险因
素的分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均 &e(J(&'( 父母
不近视)每周户外活动时
间]'P =)每周完成作业时
间e@( =)每日睡眠时间]
K = 的儿童 8?更短"8?T
;C值更低"屈光度更偏向
远视或者正视( 而 9值和
;C在上述危险因素的分
组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J(&'&表 PMO'(
C3L 屈光度和眼球生物学
参数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年龄)性别)身高)
7!S)父母是否近视)户外
活动时间)作业时间和睡眠
时间作为自变量"分别与因

!PO('!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AB 卷第 '@ 期%;=,0 \*EG RG=#=$-+<-"Q"6"+1">@(@("H<-3AB"c<3'@

Q2xvdWRWZXJzaW9uLQo?



变量 ;C)8?)8?T;C和 b*C作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年龄更大)女性)身高更高)父母近视)每周用于完成作
业的时间更长以及更少户外活动时间的 )M'@ 岁儿童
可能更容易近视( 更长的 8?或更大 8?T;C值则与
较大的年龄)男性)更大的 7!S)更高的身高)父母近

视)更长的作业时间以及更少户外活动时间有关( 而
;C除了与性别相关以外"与身高)7!S)年龄)父母近
视)户外活动时间)完成作业时间和睡眠时间均无明显
相关性&表 B'(

表 N:屈光度和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多元回归分析
F+)$&N:7%$2-6$&$-"&+00&40&55-("+"+$85-5(#('%$+0)-($(4-'+$6+0+.&2&05"0&#0+'2-(""+"12/&=+0-(%50-5,#+'2(05

因素

;C&++' 8?&++' 8?T;C b*C&Q'

回归系数&K&L $%' &值 回归系数&K&L $%' &值 回归系数&K&L $%' &值 回归系数&K&L $%' &值

年龄 (J('A&I(J(@K" (J'(O' (J(OP (J@K(& (J('@" (JAO(' e(J(' (J'O(& (J(@A" (JP'(' e(J(' I(JAK(&I(J&&("I(J('A' e(J('

女性 I(J(KA&I(J'B("I(J(AP' (J('@ I(JPB(&I(J&K("I(J@'(' e(J(' I(J(@A&I(J'@("I(J('O' e(J(' I(J&P(&I'J((("I(J(O'' (J(@

身高 (J('P&I(J('@" (J(&A' (JA&( (J(@'& (J('P" (J(P&' e(J(' (J(&(& (J((A" (J(KA' e(J(' I(J(')&I(J'A("I(J(()' (J(A

7!S (J('O&I(J'K(" (J(PO' (J()( (J(&A& (J(@B" (J'&(' e(J(' (J(B'& (J(@P" (J'K(' e(J(' I(J(@'&I(J@A(" (J('O' (J()

父母是否近视 I(J@B(&I'J(A(" (J(A'' (J()' (J'&(& (J(A'" (JPK(' e(J(' (J@O(& (J(@B" (JP'(' e(J(' I(JA)(&I(J)O("I(J@'(' e(J('

户外活动时间 (J(A'&I(J(PA" (J()A' (J(B' I(J'B(&I(JA@("I(J(O'' e(J(' I(J(K(&I(JA)("I(J(@P' e(J(' (J@A(& (J('&" (JPP(' e(J('

作业时间 (J(P'&I(J(@A" (J(K'' (J@A( (J'@(& (J(A'" (J@&(' e(J(' (J')(& (J(A'" (JP)(' e(J(' I(J(A&&I(J')("I(J('O' (J(@

睡眠时间 I(J('K&I(J(@K" (J(PA' (J'O( I(J(@@&I(J'&(" (J(AP' (J(O I(J(@'&I(J(&'"I(J('(' (J(P (J('A&I(J(@'" (J(A@' (J()

%注#;C#角膜曲率半径*8?#眼轴长度*b*C#等效球镜度数*$%#可信区间*7!S#体质量指数
%c<#"#;C#6<>0"$->$5,/4<W6/>F$#/>"*8?#$E,$--"0Z#=*b*C#4G=">,6$-"̀/,F$-"0#>"W>$6#,<0*$%#6<0W,5"0#,$-,0#">F$-*7!S#1<5.+$44,05"E

D:讨论

眼球在发育的过程中维持正视化与其内部各个屈

光要素间的协调配合有重要关系"当其中某些生物学参
数不能相互代偿时"可能会导致屈光不正"尤其是近视
的发生( 本研究以眼球生物学参数为研究对象"探讨镇
江市区 )M'@ 岁学龄儿童屈光发育现状"找出与近视发
生和发展相关的因素"为儿童及青少年的近视防控提供
科学依据(

人眼的屈光发育是从远视逐步转化为正视或近视

的过程"故其屈光状态从出生开始"随着年龄的增加始
终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直至成年相对稳定( 本研究结
果显示"镇江市区 )M'@ 岁儿童的屈光状态随年龄增加
逐步从远视向近视过渡"其中 KM'( 岁是转化为近视的
年龄节点"上述结论与中国大陆以往的研究结果 + B,

基

本一致( 并且"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虽然 ) 岁时镇
江市区儿童的 8?已经达到 @A ++的成人标准"但 8?

依然随年龄增加而增长( 与此同时"9值在该年龄段内
无明显变化"这与以往多个不同地区的研究结果类

似
+ KI'', (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也仅与性别相关"

而与年龄)父母近视)户外活动时间)完成作业时间等近
视危险因素无明显相关性( 上述结果提示"该年龄段儿
童的眼球生物学参数中"9值基本稳定而 8?处于不断
变化之中"近视的发生可能与 8?的增长关系更加密

切( 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 8?T;C随年龄的增加而增
大( 人眼在出生后发育的过程中存在向正视化发展的
倾向"即 8?变长)角膜变平和 9值下降 + '@, "当 9值的

下降&;C增大'不足以代偿 8?的过度增长时"则会发
生近视( d<0Xi-"X7-$06<等 + 'A,

的研究结果认为"8?T

;C为 A 是平均 ;C对 8?增加代偿的临界点"而 d<44

等
+ 'P,
的研究也发现 8?T;C]A 的儿童更容易发生近视(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KM'( 岁的过程中"屈光状态由正视
转变为轻度近视"而 8?T;C也升至 A 以上"与以往的研
究结果类似"提示 8?T;C可能是近视发生和发展的一
个重要的预测指标(

除了上述年龄和眼球各生物学参数的相关性以外"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了性别对屈光参数的影响( 与男生
相比"女生的 9值更高&;C更小'"8?更短"8?T;C值
更低"这与我国以往的研究结果类似 + B, ( 虽然本研究

结果证实该年龄段儿童男女生之间屈光度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但女生的 b*C近视程度确实更高一些"女生和
男生的 b*C分别为&I(J&Ap'J@&'Q和&I(JP@p'J)P'Q"

国内其他研究结果也提示该年龄段女生更容易近

视
+ '&, ( 对于男女生之间屈光度和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差

异一般认为主要与女生较男生学习时间较长)连续看近
时间久)户外活动时间相对较短等因素有关( 此外"女
生的发育一般早于男生"因此生长发育较快的眼球也在
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女生的近视化过程( 以往有研究证

!&O('!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 年 '@ 月第 AB 卷第 '@ 期%;=,0 \*EG RG=#=$-+<-"Q"6"+1">@(@("H<-3AB"c<3'@

Q2xvdWRWZXJzaW9uLQo?



实男童的户外活动时间明显多于女童"并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I'O, "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户外活动可以降低近
视的发生率( 有趣的是"虽然男生的户外活动时间较
长"但大部分研究和本研究结果都证实该年龄段男生的
8?大于女生"而近视化则是女生更加明显( 我们认为
这一结论并不矛盾"首先要承认 8?和身高同样作为全
身发育的参数"男生的平均 8?会像身高一样大于女
生*其次"这也更加说明近视的发生是一个多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如男生的角膜较女生更为平坦"而且男生
的户外活动时间较多"都可能相应地抵消了男生 8?相
对较长带来的近视化趋势( )M'@ 岁儿童 8?与 9值的
匹配程度对近视发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加重

要"这一特点提示我们在近视防控工作中除了监测屈光
度以外"也应重视眼球各生物学参数的定期监测(

人眼在发育的过程中除了各屈光参数之间的相互

协调发展可以影响屈光发育状态外"遗传和环境因素的
影响也至关重要

+ 'BI@(, ( 本研究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在 )M'@ 岁的年龄段中"女性)年龄更大)身高更高)
父母近视)每周用于完成作业的时间更长以及更少户外
活动时间的儿童更容易发生近视( 不同的研究已经证
实父母近视的孩子更易发生近视

+ K"'K, ( 胡诞宁等 + @',
研

究发现"父母均无近视)父母中 ' 人近视和父母均近视
的儿童 @ 年内近视发生率分别为 BJ@L) @'J'L和
A(JBL"提示遗传在近视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与本研
究的结果类似( 在环境因素方面"户外活动时间及近距
离用眼&完成作业'时间与近视的相关性也得到一致认
可

+ @@, ( 眼球的生物学参数作为屈光发育和全身体格发
育的重要组成"有可能成为预测近视发生和发展的指
标"我们有理由关注影响这部分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危险
因素"从而更好地进行近视的综合干预( 目前多数研究
认为身高和 7!S更高的孩子更容易出现 8?的增长和
近视的发生"在身高和体质量更大的孩子中"9值和 8?
的代偿关系可能更易失衡

+ @AI@P, "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
意味着全身发育过快可能与近视发生相关( 同时"本研
究结果提示 8?与近距离用眼时间)户外活动时间和遗
传&父母近视'均密切相关"而 9值&或 ;C'与用眼习惯
和遗传并无明显相关性"这更加说明 8?测量在近视防
控监测项目中的重要意义( 在我们今后的近视防控中"
对于不能常规建立屈光发育档案的学生"如果有相应的
明显高危因素"如身高和体质量发育迅速和父母均近视
等的孩子应强烈建议或加强眼球生物学参数的监测频

次"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儿童的屈光发育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未能进行后

续的长期随访"未能对近视发生前)后屈光参数变化规
律进行总结"因此对危险因素和近视发生和发展之间的
因果关系缺乏足够的证据*其次"我们虽然是在市区的
学校进行的整群抽样"但自愿原则和到院复查会导致不
可避免的抽样偏倚"入组人群可能更多的是正在从正视
化向近视发展的儿童以及家长近视防控意识较好的儿

童*同时"本研究样本量偏小*最后"本研究未对入组儿
童的前房深度)晶状体厚度&晶状体屈光力'和玻璃体
腔深度进行检测"对于这部分的屈光参数在近视发生和
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未能综合评价"在今后的研究中
我们会进一步完善(

综上所述"本研究报告了 ) M'@ 岁学龄儿童 b*C)
8?)9)8?T;C等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分布情况"可以补
充目前本地区有限的眼球生物学参数资料( 8?)
8?T;C等眼球生物学参数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b*C
随年龄增加向近视化漂移"其中 KM'( 岁可能是正视向
近视发展的一个活跃期( 该年龄段女生的 9值更高"
8?更短"8?T;C值也更低( 虽然女生较男生更偏向近
视"但 b*C并无明显差异( 女性)年龄更大)身高更高)
父母近视)每周用于完成作业的时间更长以及更少的户
外活动时间与更负的 b*C明显相关( 通过非侵入性方
法"如 SR?!$4#">测量眼球生物学参数可以为动态监测
儿童屈光状态的变化提供帮助( )M'@ 岁的学龄阶段是
正视化向近视发生和发展的重要窗口期"我们需要进一
步进行纵向)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加入更多的屈光参
数测定"全面了解屈光发育与眼球生物学参数间的关
系"以便于早期预测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为近视防控工
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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