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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喀什市一至三年级小学生屈光状态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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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喀什市学龄儿童的屈光状态及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喀什市儿童筛
查性屈光不正的流行病学特征( !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用随机分层抽样法抽取 :$3= 年 "/% 月在新
疆喀什市 % 所小学的 3G# 年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以学校为单位#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检查视力#采用非睫
状肌麻痹的电脑自动验光仪进行屈光检查( 依据不同屈光状态分为视力低下&任意一眼裸眼视力f$?='*远
视!:?$$ K*近视!a3?$$ K*散光!3?$$ K和屈光参差!3?$$ K#比较不同民族及不同年级不同屈光状态人
数所占的百分比( !结果!共纳入 % 3$= 人#其中男 # 33< 人#女 : <=< 人)维吾尔族 # #<> 人#汉族 : ;3# 人)
3*:*# 年级各 : $3%*: 3>> 和 3 <#; 人( 视力低下的总检出率为 3#?>E&=:>J% 3$='#其中#汉族和维吾尔族视
力低下的检出率分别为 :3?>E&>="J: ;3#'和 ;?3E&:"3J# #<>')3*:*# 年级视力低下的检出率分别为 =?=E
&3;%J: $3%'*33?=E&:>"J: 3>>'和 :$?"E&#<>J3 <#;'( 近视的总检出率为 <?<E&%$%J% 3$='#其中#汉族和
维吾尔族筛查性近视的检出率分别为 3;?%E&";;J: ;3#'和 #?=E&3:<J# #<>')3*:*# 年级筛查性近视的检
出率分别为 "?"E&=<J: $3%'*=?3E&3;"J: 3>>'和 3;?;E&#"#J3 <#;'( 筛查性视力低下*近视*散光及屈光
参差的检出率在不同年级和民族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f$?$$3')筛查性远视的检出率在不同年级
和民族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e$?$>'( !结论!喀什市 3G# 年级学龄儿童视力低下和近视人群
的检出率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但随着年龄的增加检出率逐渐升高#汉族小学生视力低下和近视的检出率较维
吾尔族学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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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是日常生活中引起视觉障碍的常见眼病之
一( 世界卫生组织于 :$3: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3:?>E
的盲和 "%?"E的低视力与近视有关 + 3, ( 亚洲人近视
患病率较高#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近视已经成为重
大公共健康问题

+ :, ( 近年来#我国儿童及青少年的近
视问题日益严重#并呈现低龄化和重度化的趋势 + #, (
中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人口众多#近视等疾病的流行
特征与地域和民族等因素密切相关

+ ", ( 由于各民族
各地区人群在遗传特征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较大#
因此了解各地方*各民族近视发病流行病学特点有利
于加强对疾病流行特征的认知#从而更好地开展近视
防控工作

+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市*县小学生近视
的流行特征具有一些共性#但同时存在一定的地域差
异

+ %, ( 目前#尚缺少有关喀什地区的小学生近视流行
病学调查研究( 本研究拟对当前喀什市学龄儿童的视
力低下*屈光不正及屈光参差等情况进行筛查并分析(

>5资料与方法

>4>!一般资料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并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法以

新疆喀什市每个小学作为 3 个整体单位&群'于 :$3=
年 "/% 月随机抽取 % 所小学&% 个群'( 本调查研究
对象为 3G# 年级小学生#按照不同年级分为 # 层#对
抽取的每所小学里 3*:*# 年级所有学生进行视力筛
查( 本研究严格按照-中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规范.
实施#经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3,快审研第&=3'号'(
>4A!方法

本研究由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为已开展中小
学生屈光不正筛查的规范单位'眼科中心 3 名主任医

师为组长*3 名副主任医师为副组长*: 名住院医师和
# 名护士为组员共 ; 人组成的工作组参与研究#所有
参与者均持有眼科相关的国家执业医师或护师资格

证#并接受了相关规范化培训( 项目任务包括联络*问
卷调查*检查*登记*资料整理汇总及后勤保障#并指定
专人负责#经工作组反复讨论*修改#制定出调查表(
与喀什市教委沟通#争取调查点当地政府的支持#经教
育委员会向市区内 % 所小学发出协查通知#调查前开
展广泛宣传#告知老师*学生及家长#以取得他们的知
情及配合#并由老师先教会儿童配合视力检查#以提高
应答率( 所有学校均具备筛查所需环境&干净*整洁*
安静#面积及光照强度符合中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规
范中的要求'( 调查时由 : 名医生对学生及家长进行
问卷调查#由 : 名医生对学生进行眼位*裂隙灯显微
镜*检眼镜检查#对视力低下者进行扩瞳验光检查(

以学校为单位#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检查受检者
裸眼视力#双眼裸眼视力!3?$ 为视力正常#任意一眼
裸眼视力f$?= 为视力低下( 所有受检者均进行电脑
自动验光仪验光#筛查场所温度*湿度符合验光仪对环
境的要求#检查前采用标准模拟眼进行仪器校正#并将
柱镜值调至负值状态#每眼测量 # 次#取平均值)如其
中任意 : 次的球镜度数测量值相差!$?>$ K#则增加
测量次数#取平均值(

所有受检者先采用 di33>##N:$33 标准对数视力
表进行远视力检查#然后采用德国 I*-T5DR)P公司
I*-T5DR)PB3:9可视化双目视力筛查仪进行非睫状肌
麻痹屈光度检查#最后进行外眼和斜视度检查( 所有
检查项目均集中在 3 U 内完成( 眼科检查标准参照
-实用眼科学第 # 版.( 视力! >?$ 为视力正常#视
力f"?=为视力低下(近视为等效球镜度!a3?$$ K7)

!3=$3!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3 年 3: 月第 #< 卷第 3: 期!9,)0 b&PD LD,R,(*'5*#K/./'\/Q:$:3#c5*4#<# 5̂43:



fmx_T3RoZXJNaXJyb3Jz

表 >5不同年级受检者人口学特征+!&I',
@&4#.>5D.+(1/&"2$%%2&/&%'./$-'$%-(*-,47.%'-

$)'2.'2/..1/&0.-+!&I',

年级 总例数 男 女 维吾尔族 汉族

3 年级 : $3% 3 $">&>3?=' <;3&"=?:' 3 $<$&>"?3' <:%&">?<'

: 年级 : 3>> 3 $<%&>$?<' 3 $><&"<?3' 3 :3#&>%?#' <":&"#?;'

# 年级 3 <#; <;=&>$?>' <><&"<?>' 3 $<:&>%?"' =">&"#?%'

合计 % 3$= # 33<&>3?3' : <=<&"=?<' # #<>&>>?%' : ;3#&""?"'

表 A5不同年级筛查性屈光不正及屈光参差所占百分比比较+!&I',
@&4#.A5;(+"&/$-()(*"./%.)'&1.(*&+.'/("$& &)0&)$-(+.'/("$& &+()1 '2.'2/..1/&0.-+!&I',

年级 总例数 视力低下 远视!h:?$$ K 近视!a3?$$ K 散光!3?$$ K 屈光参差!3?$$ K

3 年级 : $3% 3;%& =?=' 3=&$?<' =<& "?"' :$&3?$' 3;&$?='

: 年级 : 3>> :>"&33?=' 3;&$?=' 3;"& =?3' "3&3?<' >3&:?"'

# 年级 3 <#; #<>&:$?"' 3:&$?;' #"#&3;?;' %<&#?%' =:&"?:'

!: 值 3:#?"$$ 3?$3= :$=?#>$ #:?3"3 "%?;:$

!值 f$?$$3 $?%$3 f$?$$3 f$?$$3 f$?$$3

!注"&!: 检验'
! 5̂R/"&!: R/TR'

远视 为 等 效 球 镜 度 ! h:?$$ K7) 散 光 为 柱 镜
度!3?$$ K9)屈光参差为双眼屈光度数差值&等效球
镜度'!3?$$ K7(
>4G!统计学方法

采用 7I77 :#4$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的数据经 CN7 检验证实呈正态分布#以 '/(0@7K
表示)计数资料的数据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不同性
别*不同民族及不同年级筛查性近视人数所占的百分
比比较均采用 !:

检验( !f$?$>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5结果

A4>!纳入研究对象基本资料
共纳入 % 3$= 人#其中男 # 33< 人#女 : <=< 人)维

吾尔族 # #<> 人#汉族 : ;3# 人)年龄 %G3" 岁#中位数
年龄为 <?% 岁( 3 年级 : $3% 人#平均年龄为 & ;?%@
3?"'岁): 年级 : 3>> 人#平均年龄为 & <?#@3?>'岁)
# 年级 3 <#; 人#平均年龄为&33?=@3?;'岁&表 3'(

A4A!受检者视力及屈光状态
裸眼远视力检查视力低下的总检出人数为 =:>

人#总检出率为 3#?>E&=:>J% 3$='#其中#男 "3; 人#
检出率为 3#?"E&"3;J# 33<'#占视力低下总检出人数
的 >$?>E)女 "$= 人#检出率为 3#?;E&"$=J: <=<'#占
视力低下总检出人数的"<?>E(汉族视力低下的检

出率为 :3?>E&>="J: ;3#'#占视力低下总检出人数的
;$?=E) 维 吾 尔 族 视 力 低 下 的 检 出 率 为 ;?3E
&:"3J# #<>'#占视力低下总检出人数的 :<?:E)3*: 和
# 年级视力低下的检出率分别为 =?=E&3;%J: $3%'*
33?=E&:>"J: 3>>'和 :$?"E&#<>J3 <#;'#分别占视
力低下总检出人数的 :3?#E*#$?=E和 ";?<E(

在屈光筛查中发现#筛查结果为远视!:?$$ K者
"; 人#总检出率为 $?=E&";J% 3$=')散光!3?$$ K者
3#$ 人#总检出率为 :?#E& 3#$J% 3$=')屈光参差!
3?$$ K者 3>$ 人#总 检 出 率 为 :?>E & 3>$J% 3$= ')
近视! a3?$$ K 者 %$% 人# 总 检 出 率 为 <?<E
&%$%J% 3$='( 其中#3*: 和 # 年级筛查性近视的检出
率分别为 "?"E & =<J: $3% '* =?3E & 3;"J: 3>> ' 和
3;?;E&#"#J3 <#;')汉族和维吾尔族筛查性近视的检
出率分别为 3;?%E&";;J: ;3#'和 #?=E&3:<J# #<>')
3 年级维吾尔族和汉族筛查性近视的检出率分别为
3?;E&3=J3 $<$'和 ;?;E&;3J<:%'#: 年级分别为 #?:E

&#<J3 :3#' 和 3"?#E& 3#>J<":'# # 年级分别为
%?%E&;:J3 $<:'和 #:?3E&:;3J=">'&表 :G"'(
A4G!不同组别视力低下*屈光不正及屈光参差百
分比比较

视力低下及不同屈光状态的总检出率在不

同性别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e$?$>'(
不同年级和民族间视力低下*近视*散光和屈光
参差的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f$?$>'#筛查性远视的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 !e$?$>'( 随年级升高#视力低下*
近视*散光及屈光参差人数的检出率均逐渐升

高)汉族和维吾尔族学生筛查性近视的检出率均呈上
升趋势#汉族学生筛查出视力低下*近视*散光及屈光
参差的检出率均高于维吾尔族学生#相同年级的汉族
学生近视的检出率均高于维吾尔族#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 !f$?$$3'&表 :G>'(

!:=$3!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3 年 3: 月第 #< 卷第 3: 期!9,)0 b&PD LD,R,(*'5*#K/./'\/Q:$:3#c5*4#<#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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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5不同民族筛查性屈光不正及屈光参差所占百分比比较+!&I',
@&4#.G5;(+"&/$-()(*"./%.)'&1.(*0$**./.)'/.*/&%'$()-'&'.-&)0&)$-(+.'/("$& 4.'=..)'2.'=( .'2)$%1/(,"-+!&I',

民族 总例数 视力低下 远视!:?$$ K 近视!a3?$$ K 散光!3?$$ K 屈光参差!3?$$ K

汉族 : ;3# >="&:3?>' 3;&$?%' ";;&3;?%' <:&#?"' 33=&"?#'

维吾尔族 # #<> :"3& ;?3' #$&$?<' 3:<& #?=' #=&3?3' #:&$?<'

!: 值 :%=?%;" 3?#$> #:$?>$= #;?#%: ;#?$%>

!值 f$?$$3 $?:># f$?$$3 f$?$$3 f$?$$3

!注"&!: 检验'
! 5̂R/"&!: R/TR'

表 m5不同民族在不同年级筛查性近视的百分比比较+!&I',
@&4#.m5;(+"&/$-()(*"./%.)'&1.(*+3("$& $)'2.'=( .'2)$%1/(,"-&+()1 '2.'2/..1/&0.-+!&I',

年级
汉族 维吾尔族

近视 非近视 近视 非近视
!: 值 !值

3 年级 ;3& ;?;' =>>&<:?#' 3=&3?;' 3 $;:&<=?#' ":?<"3 f$?$$3

: 年级 3#>&3"?#' =$;&=>?;' #<&#?:' 3 3;"&<%?=' ==?:;# f$?$$3

# 年级 :;3&#:?3' >;"&%;?<' ;:&%?%' 3 $:$&<#?"' :3:?3<< f$?$$3

!: 值 3<:?3$# #=?:3#

!值 f$?$$3 f$?$$3

!注"&!: 检验'
! 5̂R/"&!: R/TR'

表 J5不同性别筛查性屈光不正及屈光参差所占百分比比较+!&I',
@&4#.J5;(+"&/$-()(*"./%.)'&1.(*&+.'/("$& &)0&)$-(+.'/("$& 4.'=..)0$**./.)'1.)0./-+!&I',

性别 总例数 视力低下 远视!:?$$ K 近视!a3?$$ K 散光!3?$$ K 屈光参差!3?$$ K

男 # 33< "3;&3#?"' ::&$?;' :<;& <?>' %%&:?3' ;;&:?>'

女 : <=< "$=&3#?;' :>&$?=' #$<&3$?#' %"&:?3' ;#&:?"'

!: 值 $?3$# $?#"# 3?3#% $?$$> $?$$"

!值 $?;"< $?>>= $?:=% $?<"% $?<";

!注"&!: 检验'
! 5̂R/"&!: R/TR'

G5讨论

G4>!喀什地区 3G# 年级儿童近视患病情况
儿童视力随年龄增长逐渐发育#在学龄前基本发

育完成( 3G# 年级小学生刚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对该
人群视力和屈光状态的调查可反映学生在早期教育阶

段的屈光不正情况( 既往研究表明#世界范围内各地
区近视患病率不均衡#东亚近视患病率高 + ;, ( 在我
国#近视流行病学调查也显示出一定的地域特征#高流
行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及沿海地区#低流行区主要分布
在西部地区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喀什市 3G# 年级小学生视力低

下和筛查性近视人数所占百分比分别为 3#?>E和
<?<E#明显低于全国同类指标的 ##?"E和 :"?3>G
#>?=E+ <a33, #但与新疆阿克苏地区 % G33 岁儿童

3;?<3E的近视率接近 + 3:, ( 说明喀什市 3G# 年级小学
生的近视患病率有其地域特征#符合我国近视流行的
地域分布特点(
G4A!喀什地区维吾尔族与汉族人口近视患病率的
差异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其中以维吾尔族人口数量
最多( 喀什地区是维吾尔族人口高度聚居的地区#维
吾尔族占该地区总人口的 <>E( 本研究结果表明#喀
什地区汉族小学生视力低下和筛查性近视的百分比分

别为 :3?>E和 3;?%E#明显高于维吾尔族小学生的
;?3E和 #?=E#且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E和
3<?:E+ 3#, ( 本研究中汉族小学生的近视人数所占百
分比是维吾尔族学生的 "?% 倍#其中 3*: 和 # 年级汉
族学生的近视百分比分别是维吾尔族学生的 "?>*"?>
和 "?< 倍#这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发布的 -关

!#=$3!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3 年 3: 月第 #< 卷第 3: 期!9,)0 b&PD LD,R,(*'5*#K/./'\/Q:$:3#c5*4#<#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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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 年自治区中小学生视力监测结果公告.中汉族
学生近视率比其他民族高的结果相似(

以往有研究指出学生近视患病率与种族有关#在
美国#亚裔人群近视患病率最高#达 3=?>E)西班牙裔
次之#为 3#?:E)高加索裔和非裔较低#分别是 "?"E
和 %?%E+ 3", ( 在新加坡#华裔*印度裔和马来西亚裔种
族中华裔的近视患病率最高#达 <$E+ 3>, ( 在我国#张
让等

+ 3%,
调查研究发现#土家族*哈萨克族*藏族*回族*

蒙古族等 < 个不同民族小学生之间的视力情况存在较
大差异( 因此#喀什地区维吾尔族与汉族学生近视患
病率存在一定差异#符合近视流行的种族差异特征(
G4G!喀什地区学龄儿童屈光状态发展趋势

本研究分析不同年级学生的屈光状态发现#视力
低下*近视*散光和屈光参差人数所占的百分比均随年
级递增而呈上升趋势# 3 年级分别为 =?=E* "?"E*
3?$E和 $?=E## 年级已分别达 :$?"E*3;?;E*#?%E
和 "?:E( 近视人数所占百分比的增长幅度尤为明
显#: 年级筛查性近视百分比是 3 年级的 3?= 倍## 年
级是 : 年级的 :?3 倍( 研究结果提示#虽然喀什市总
体视力低下和近视人数所占百分比相对较低#但视力
低下和近视人群正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渐扩大#这与我
国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一致

+ 3;a3=, (
另外#在本研究中无论是汉族学生还是维吾尔族

学生#筛查发现近视者所占百分比均随年级的递增而
成倍增加( 有研究结果表明#儿童近视患病率在不同
地区或不同种族间也存在同样的上升趋势( 澳大利亚
儿童近视患病率从 % 岁的 3?"E增长到 3: 岁的
33?<E+ 3<, ( 尼 泊 尔 3$ 岁 儿 童 的 近 视 患 病 率 为
3$?<E#3> 岁则增加到 :;?#E+ :$, ( 中国香港 ; 岁前儿
童的近视患病率为 3;?$E#33 岁已经达到 >#?3E+ :3, (
65QV(0 等 + ::,

研究认为#虽然近视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但在 % 岁后发生的近视是环境因素发
挥主要作用#这个阶段近视的发生和发展很可能是由
于学生在室内学习时间过长#而在户外接触阳光时间
太少造成的( 本研究中喀什地区学生的近视人数所占
百分比随年级呈增长趋势#可能也与学习压力逐渐加
重#持续近距离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缩短有一
定的关系#但具体相关性仍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本研究抽
取了喀什市内的 % 所小学#对其中的 3G# 年级小学生
进行视力筛查#共筛查 % 3$= 人#由于人力*物力*资金
和时间等限制#无法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增加样本量会
使结果更加准确*可靠*具有代表性( 其次#由于本研
究纳入人群较大且年龄偏小#难以实现大范围扩瞳验

光#故采用非睫状肌麻痹的电脑验光仪进行检查#可能
导致小学生的测量值与真实屈光状态存在一定的误

差( 本研究由 : 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师分别对小学生
进行检查#尽量将该误差降至最低( 此外#新疆少数民
族众多#除维吾尔族外#哈萨克族同样为其重要的少数
民族

+ :#, ( 由于喀什市哈萨克族人口相对较少#本研究
抽样方法不适用于哈萨克族等其他少数民族( 因此#
在此次调查中未纳入哈萨克族小学生#未来可进一步
研究(

综上所述#通过对喀什市 3G# 年级学龄儿童筛查
发现的视力低下和近视人数所占百分比均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但视力低下和近视人群正随着年龄增加而逐
渐扩大( 汉族小学生的视力低下和近视人数所占百分
比已经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且显著高于维吾尔族学生(
对喀什市小学生近视流行病学特征及不同民族儿童近

视患病差异性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从环境*遗传学
方面深入了解近视的发病机制(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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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D]5R(_K#BU,)](Q)î #I5],(Q/*dI#/R(*4O,/DQ/X(*/0./5SX)T-(*
)'D()Q'/0R)0 T.,55*.,)*UQ/0 5S-DD/QN')UU*/T5.)5/.505').TR(R-T)0
C(R,'(0U-+b,4LD,R,(*').&D)U/')5*# :$$=# 3> & 3 ' k3;a:#4KL8"
3$43$=$J$<:=%>=$;$3;;:$334

+:3,A(0 K7#m('K7#m('HA#/R(*4IQ/X(*/0./#)0.)U/0./#(0U DQ5VQ/TT)50
5S'W5D)(5ST.,55*.,)*UQ/0 )0 Y50VC50V+b,480X/TRLD,R,(*'5*c)T
7.)#:$$"#">&"' k3$;3a3$;>4KL8"3$433%;J)5XT4$#N33>34

+::,65QV(0 8d# L,05N6(RT-)C# 7(+ 7646W5D)(+b,4m(0./R# :$3:#
#;<&<=:;' k3;#<a3;"=4KL8"3$43$3%J7$3"$N%;#%&3:'%$:;:N"4

+:#,秦艳莉#丁琳4新疆乌鲁木齐县 3"=% 例哈萨克族学生近视状况分
析+b,4中国斜视与小儿眼科杂志#:$3=#:%& "' k#:a#"4KL8"3$4
#<%<Jb4877 4̂3$$>N#:=l4:$3=4$"4$3:4
n)0 _m#K)0Vm4B0 (0(*WT)T5S'W5D)(5S3"=% C(1(] TR-U/0RT)0
[Q-'j)#l)0M)(0V+b,49,)0 b7RQ(\)T'-TI/U)(RQ).LD,R,(*'5*#:$3=#
:%&"' k#:a#"4KL8"3$4#<%<Jb4877 4̂3$$>N#:=l4:$3=4$"4$3:4

&收稿日期":$:3a$"a:=!修回日期":$:3a3$a:%'

&本文编辑"刘艳!施晓萌'

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稿件处理流程

!!本刊实行以同行审稿为基础的三级审理制度&编辑初审*专家外审*编委会终审'稿件评审( 编辑部在稿件审理过程中坚持客

观*公平*公正的原则#郑重承诺审稿过程中尊重和保护审稿专家*作者及稿件的私密权( 专家审理认为不宜刊用的稿件#编辑部将

告知作者专家的审理意见#对稿件处理有不同看法的作者有权向编辑部申请复议#但请写出申请理由和意见(

稿件审理过程中作者可通过1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远程稿件管理系统2查询稿件的审理结果( 作者如需要采用通知或退稿通知

可与编辑部联系( 编辑部发给作者修改再审的稿件#如 : 个月没有修回#视为作者自行撤稿( 编辑部的各种通知将通过 &'()*发

出#投稿后和稿件审理期间请作者留意自己的电子信箱( 作者自收到采用通知之日起#即视为双方建立合约关系#作者如撤稿必须

向编辑部申诉理由并征得编辑部同意( 一旦稿件进入编排阶段#作者不应提出自撤稿件#在此期间因一稿两投或强行撤稿而给本

刊造成不良影响和J或经济损失者#编辑部有权给以公开曝光*通报并实施经济赔偿#作者自行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版权法.的相关条文#本刊编辑可对待发表的来稿按照编辑规范和专业知识进行文字加工*修改和

删减#修改后的稿件作者须认真校对核实#修改涉及文章的核心内容时双方应进行沟通并征得作者同意( 除了编辑方面的技术加

工以外#作者对已经发表论文的全部内容文责自负( 稿件编辑流程中编辑退回作者修改的稿件逾期 : 个月不修回者#视作自行撤稿(
&本刊编辑部'

!>=$3!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3 年 3: 月第 #< 卷第 3: 期!9,)0 b&PD LD,R,(*'5*#K/./'\/Q:$:3#c5*4#<# 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