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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学员近视防控方案实施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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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对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学员屈光度（ｄｉｏｐｔｅｒ，Ｄ）复查及近视防控方案实施情况调查，了解航校
学员近视防控措施的实施成效，进一步完善保苗、护苗的视力维护措施。 方法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空军
青少年航校高二学员进行横断面调查，抽取全国青少年航校 ７ 个地区 ２８０ 名学员，以 Ｄ值较差侧眼为依据对样本
进行分析［以等效球镜（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０．５ Ｄ视为近视，ＳＥＲ ＞-０．５Ｄ视为非近视］，通过
问卷调查了解航校学员近视防控措施的实施效果。 结果 该研究共选取 ２８０ 名学员，近视率为 １８．５７％。 经单因
素方差分析，７个地区学员屈光值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５．２１１，P ＜０．００１），多重 Ｓｃｈｅｆｆｅ法比较发现第 ７区
学员 Ｄ值明显高于第 １、２区，差异显著。 平时连续读书或写字超过 １ ｈ（Z＝-２．３４４，P ＝０．０１９），在昏暗台灯或手
电照明等情况下读写（Z＝-２．２１７，P＝０．０２７），读写时眼睛与书本的距离（x２ ＝５．５１４，P ＝０．０１９）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 统计结果显示，导致学员近视的危险因素主要是在昏暗台灯或手电照明等情况下读写、读写时眼睛与书
本的距离 ３０ ｃｍ，ＯＲ值分别是 ２．８３８ 和 ３．３６６。 结论 空军青少年航校近视防控措施取得了相应成效，但需进一步
完善，视力维护要重点关注学员的良好用眼习惯，在光照充足的环境中读写，保持健康的用眼距离，可减少近视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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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Ｔｏ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ＴＡＳＡ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ｙｏｐｉａ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Methods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ｓｏｐｈｏｍｏｒｅｓ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ｒａｎｄｏｍ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ｔａｌｌｙ ２８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ＡＳＡＦ ｆｒｏｍ ７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ｏｏ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ｎｅ ｅｙｅ ［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Ｒ）≤-０．５Ｄ ｗａ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ｍｙｏｐｉａ， ＳＥＲ＞-０．５Ｄ ａｓ ｎｏｎ-ｍｙｏｐｉａ］．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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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ｅｖ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F ＝５．２１１， P＜０．００１）．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ｃｈｅｆｆ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ｓ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７ｔｈ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ｓｔ ａｎｄ ２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Ｕｓｕａｌｌ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 ｈｏｕｒ（Z ＝-２．３４４，P ＝０．０１９），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ｍ ｌａｍｐ ｏｒ ｆｌａｓｈｌｉｇｈｔ（Z ＝-２．２１７，P ＝０．０２７）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ｙ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ｏｋｓ （x２ ＝５．５１４，P＝０．０１９）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ｍｙｏｐｉａ ｗｅｒｅ ａ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６１２  军事医学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第 ４２ 卷 第 ３ 期 Ｍｉｌ Ｍｅｄ Ｓｃｉ，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３，Ｍａｒ， ２０１８ 

万方数据



３０ ｃｍ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ｙ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ｗｈｅ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 ， ａｎｄ ａ ｄｉｍ ｔａｂｌｅ ｌａｍｐ ｏｒ ｆｌａｓｈｌｉｇｈｔ．ＯＲ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ｅｒｅ
２．８３８ ａｎｄ ３．３６６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Conclusion Ｍｙｏｐｉａ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ｇｏｏ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ｂｕｔ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Ｖｉｓｉｏｎ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ｇｏｏｄ ｅｙｅ ｈａｂｉｔ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ａ ｗｅｌｌ-
ｌｉ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ｙ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 ．
［Key words］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ｄｉｏｐｔｅｒ； ｍｙｏｐｉ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旨在培养具备精英文化素
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的飞行苗子，为培养精英飞
行人才奠定基础。 近视性屈光不正在青少年时期属
于高发期，并随年龄增长不断增加［１］ 。 青少年航校
学员的视力变化直接关系到飞行学员医学选拔定选

的出飞率，为保证飞行苗子健康过渡到飞行学员，必
须加强近视防控。 近视防控的效果主要取决于防控
措施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本研究从航校学员近视防
控措施的实施情况入手，抽取 ７ 所青少年航校高二
学员进行现况调查，发现了近视防控方案的不足，为
青少年航校更有效地开展近视防控工作提供了科学

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在 ２０１７ 年度空军青少年

航校入校复查的某战区中，随机抽取了 ７ 所航校 ２８９
名高二学员进行调查。 学员双眼屈光度（ｄｉｏｐｔｅｒ，Ｄ）
检测率为 １００％，将资料不全和数据不完整者剔除，
最终本研究共纳入 ２８０ 名学员作为分析样本，问卷
合格率为 ９６．９％，均为男性，年龄 １５ ～１８ 岁，平均
年龄（１６．２７ ±０．５４）岁。
1．2 研究内容

空军青少年航校近视防控方案包括：充足的户
外活动时间、充足的睡眠时间、平衡饮食、端正坐姿、
良好的用眼习惯、良好的照明和采光环境、定期进行
视力检测等。 近视防控措施是针对航校学员建立的
科学健康的用眼防护方案，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
控，缓解视疲劳以保护视力。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航校学员用眼行为问卷调查法和双

眼屈光度检测法。 （１）问卷调查：参考文献［２］并结
合航校实际情况设计问卷，所有问卷条目经专家审
核修改，由专业的眼科学调查员以班级为单位进行
统一调查。 调查内容一般包括年龄、身高、体质量、
父母学历、读书写字年龄、小学入学年龄、初中就读
位置、学校每周上课时间等，最近一年内用眼行为习
惯，包括室外活动时间、睡眠时间、读书写字时间、使
用电子产品（包括电视、电脑、手机和平板电脑）时
间、平时连续读书写字＞１ ｈ 情况、是否在昏暗台灯
或手电照明等情况下读写、读写时眼睛与书本距离、

饮食情况等。 （２）Ｄ 检测：验光设备均采用同一系
列电脑验光仪，由同一批专业体检医师进行验光，直
接记录每名学员双眼散瞳后的验光结果。 计算等效
球镜（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的 Ｄ 值。
ＳＥＲ的 Ｄ值＝球镜 Ｄ＋柱镜 Ｄ／２，ＳＥＲ≤ -０．５Ｄ视
为近视，ＳＥＲ ＞-０．５Ｄ 视为非近视。 以双眼中 ＳＥＲ
较差侧眼的 Ｄ值进行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

调查问卷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双人录入建立
数据库，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检验水准α＝０．０５。 地区间 Ｄ 值比较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Ｓｃｈｅｆｆｅ 法。 学员基本情
况数值变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采用 x̄ ±s表示，不服
从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即 Ｍ（Ｐ２５，Ｐ７５）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成组独立样本 t 检验或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
验；定性资料采用 n 表示，无序资料比较采用x２

检

验，有序资料比较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 采用多
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计算 ＯＲ（９５％ ＣＩ）值探讨近视的危
险因素。

2 结果

2．1 各地区学员屈光比较
根据 ７个地区学员较差一只眼的 Ｄ 值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该随机样本服从正态分布 （F ＝
０．８４１，P ＝０．５３９），经方差分析认为，７ 个地区学员
的 Ｄ值总体均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５．２１１，P ＜
０．００１）。 由于各地区学员样本数均不相同，组间比
较采用 Ｓｃｈｅｆｆｅ 法。 通过多重比较结果可知，７ 组中
第 １、２、７地区均数与其他地区不在同一列，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第 ７ 地区总体 Ｄ值明显高于第 １ 和 ２
地区（表 １）。
2．2 青少年航校学员基本情况及近视防控实施情

况分析

本研究共纳入 ２８０ 名学员，以较差侧眼的 Ｄ值
为依据对样本进行分类，ＳＥＲ≤ -０．５Ｄ 共 ５２ 例
（１８．５７％）定义为近视组，ＳＥＲ ＞-０．５Ｄ 共 ２２８ 例
（８１．４３％）定义为非近视组。 青少年航校学员入学
前均通过《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招生体格检查标准
（试行）》身体检测。 近视组学员与非近视组学员每
周上课日、每天户外活动时间、每天读写时间、每天
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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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地区学员屈光比较

地区 人数 百分比（％） x̄ ±s

１ ▌３７ ▌１３ ▌．２１ -０ 2．２４７ ±０．３２７

２ ▌５２ ▌１８ ▌．５７ -０ 2．２１６ ±０．２９７

３ ▌３８ ▌１３ ▌．５７ -０ 2．１５８ ±０．３１７

４ ▌３２ ▌１１ ▌．４３ -０ 2．１３７ ±０．３５０

５ ▌４８ ▌１７ ▌．１５ -０ 2．０４９ ±０．３７８

６ ▌３５ ▌１２ ▌．５０ -０ 2．０１１ ±０．３３５

７ ▌３８ ▌１３ ▌．５７ ０ 2．０９９ ±０．３５６

合计 ２８０ ▌１００ ▌

表 ２）。 同时两组在平时读写时坐姿是否端正、初中
就读位置、饮食习惯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０．０５，
表３）。 平时连续读书或写字＞１ ｈ（Z ＝-２．３４４，P ＝
０．０１９ ） ，在昏暗台灯或手电照明等情况下读写

表 2 青少年航校学员近视防控实施情况分析（ x̄ ±s）

基本特征 ≤ -０ ]．５Ｄ（n ＝５２） ＞-０ Q．５Ｄ（n ＝２２８） t／Z值 P值

每周上课日（ t／ｄ） ５ ?．８９ ±０．４９ ５ @．７２ ±０．４８ -０ %．５３２ ０  ．５９５

上学日室外活动时间（ t／ｄ） ８５ g．４５ ±３０ ８３ @．８８ ±３０．５５ -０ %．４３４ ０  ．６６４

周末室外活动时间（ t／ｄ） １０２ Y．５５ ±３４．８ １０８ M．８９ ±３１．９７ -１ %．６５４ ０  ．０９９

每天睡眠时间（ t／ｈ） ７ ?．０２ ±０．５８ ６ @．９１ ±０．６８ １ %．０９９ ０  ．２７３

上学日读写时间（ t／ｄ） ３４０ ±１９０ ▌．３２ ３４８ @．９３ ±１８５．７２ -０ %．６８３ ０  ．４９５

上学日使用电子产品时间（ t／ｄ）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５１２ａ ０  ．１３

周末读写时间（ t／ｄ） １８０（１２０，２１０）* ２００（１２０，２４２ ▌．５）* -０ %．３２７ａ ０  ．７４３

周末使用电子产品时间（ t／ｄ）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０）* -０ %．１０２ａ ０  ．９１９

   ａ表示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 Z值；*表示中位数，即 Ｍ（Ｐ２５，Ｐ７５）

表 3 青少年航校学员基本情况及近视防控实施情况分析（n）

基本特征 ≤ -０ 3．５（ n ＝５２） ＞-０  ．５（n ＝２２８） x２／Z 值 P 值
父母一方是否近视

 是 ９ 5４６ ]０ 怂．２２１ ０  ．６３９
 否 ４３ 5１８２ ]
读写时间超 １ ｈ
 没有 ０ 5９ ]-２ 怂．３４４ ａ ０  ．０１９
 有时 １１ 5７５ ]
 经常 ２１ 5８３ ]
 一直 ２０ 5６１ ]
坐姿不正

 没有 １６ 5９７ ]-１ 怂．６６７ ａ ０  ．０９６
 有时 ３３ 5１２４ ]
 经常 ２ 5２ ]
 一直 １ 5５ ]
昏暗灯光读写

 没有 ４１ 5１４４ ]-２ 怂．２１７ ａ ０  ．０２７
 有时 １１ 5７８ ]
 经常 ０ 5６ ]
眼与书本距离 ３０ ～３５ ｃｍ
 ＜３０ ｃｍ ９ 5１６ ]５ 怂．５１４ ０  ．０１９
 ３０ ～３５ ｃｍ ４３ 5２１２ ]
初中就读位置

 城市 ４０ 5１５１ ]２ 怂．２３４ ０  ．１３５
 乡镇 １２ 5７７ ]
偏食情况

 是 ２ 5１６ ]-０ 怂．１６２ ａ ０  ．８７１
 仅个别 ２７ 5１１０ ]
 没有 ２３ 5１０２ ]
饮食均衡

 多肉少菜 １１ 5５１ ]-０ 怂．５６３ ａ ０  ．５７３
 少肉多菜 ６ 5１１ ]
 荤素均衡 ３５ 5１６６ ]

   ａ 表示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 Z 值

（Z ＝-２．２１７，P ＝０．０２７），读写时眼睛与书本的距
离（x２ ＝５．５１４，P ＝０．０１９）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３）。
2．3 近视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到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自变量筛选方法为后退
法，筛选标准α＝０．０５）。 在多因素回归分析中，经
过自变量筛选，有两个因素是导致学员近视的危险
因素，分别是在昏暗台灯或手电照明等情况下读写，
读写时眼睛与书本的距离 ＜３０ ｃｍ，ＯＲ 值分别是
２．８３８和 ３．３６６（表 ４）。

表 4 近视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 x２ 值 ＯＲ值 ９５％ ＣＩ P值

昏暗灯光读写 １ '．０３４ ０ 5．４２９ ５ ^．９１１ ２ ●．８３８ １ ▌．２２４ -６．５８１ ０ E．０１５

 没有

 有时或经常

眼睛与书本距离 １ '．２１４ ０ 5．４９９ ５ ^．９０９ ３ ●．３６６ １ ▌．２６５ -８．９５８ ０ E．０１５

 ＜３０ ｃｍ
 ３０ ～３５ ｃｍ

3 讨论

目前的医疗水平对于近视的治疗尚无绝对安全

的方法。 近视发生发展的机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治未病思想对于近视防控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 为
提高我国青少年视力健康水平，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原国
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共同颁布
《关于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指出了建立健全青少年近视防控体系的重要性，并
将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纳入到学校素质教育中。 经
过对青少年近视高发病因学研究，青少年近视的发
病原因与遗传因素、教育因素、环境因素及个人生活
习惯等密切相关

［３］ 。 鉴于培养飞行苗子的任务重
大，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空军青少年航校需不断完善
学员近视防控方案。
现代空军飞行学员医学选拔对视力的要求极为

严格，近年来眼科体检的淘汰率也始终位列第
一

［４］ ，青少年航校为飞行苗子进行视力维护责任重
大。 本研究通过对现有青少年航校学员近视防控措
施的调查，发现 ７ 所青少年航校高二学员视力在
-０．５Ｄ以下占高二年级总人数的 １８．６％，由横断面
调查可见，７ 个地区学员的 Ｄ值尤其是第 ７ 地区与
第 １、２地区存在明显差异，说明不同地区间的近视
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不一致。 此外，考虑到地区间的
地域差异、不同的高考课业压力等混杂因素的影响，
地区之间需因地制宜地实施近视防控方案。 整体而
言，本研究表明，在昏暗台灯或手电照明等情况下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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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是导致学员近视的危险因素。 ３５．９％学员会选
择课后在台灯或手电照明情况下读写，８．６％学员读
写时的距离＜３０ ｃｍ，多方监督下依然有学员存在不
良用眼习惯。 一方面，迫于高中阶段繁重的学习和
升学压力，学员在课后或睡前不自觉地使用小台灯
或手电筒持续学习。 另一方面，说明学员在学龄早
期就存在不良用眼习惯，儿童期的不良习惯伴随其
成长而逐渐固化，对于已养成不良用眼习惯的学员，
近视防控措施不起作用。 杨芬等［５］

研究表明，青少
年年龄越大用眼行为习惯改变的机会越小，健康教
育干预前后基本无变化。 长时间近距离作业，过度
用眼及错误的读写姿势与习惯也是近视发生的重要

诱导因素
［６ ～８］ 。 空军青少年航校近视预防宣教能促

成学员养成良好的用眼行为习惯，然而对于航校学员
已有的不良行为习惯尚需深入研究视力矫正方案 。
近视防控是空军青少年航校的一项重点工作，

在本项调查中，户外活动时间、睡眠时间、使用电子
产品时间、饮食偏向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航校
近视防控方案在实施过程中由学校和家庭协力监

督，问卷数据显示近视组与非近视组学员上学日户
外活动时间均值接近１．５ ｈ，周末户外活动时间均值
则＞１．８ ｈ，都超过了原先规定的 １ ｈ 户外活动时
间，说明充足的户外活动是学员视力的保护因素。
在已有的近视防控研究中关于学习时间和户外体训

时间的合理安排被证明是有效的
［９］ 。 本研究中父

母一方存在近视的学员户外活动时间＞２ ｈ 者约占
６０％的比例，在此基础上，学员也参加了舞蹈、篮球、
足球、羽毛球等课外体育活动，时间＞０．５ ｈ，说明针
对性的遗传性近视宣教是有益的。 无论是上学日还
是周末休息日，学员使用电子产品诸如手机、电脑、
电视及平板电脑的时间全部＜０．５ ｈ，约 ８０％学员在
上学日不使用以上电子产品，表明现代化电子产品
的使用不是造成航校学员近视的危险因素。 空军青
少年航校全体学员均由校方统一安排作息，统一搭
配饮食，两组学员之间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睡眠与

饮食等对航校学员不会造成近视威胁，近视防控方
案对学员的视力保护是有效可行的。
综上所述，青少年航校学员是我国空军未来的

希望，拥有良好的视力是学员的健康财富。 青少年
近视防控的重点在学校，要将防控工作拓展到素质
教育中去

［８］ 。 从预防做起，加强视力健康教育，积
极完善航校近视防控方案，进一步提高防控方案的
实施效果。 学校、家庭与社会应充分认识到预防近
视工作的重要性，共同引导学员养成良好的个人用
眼习惯。 总之，青少年航校学员的视力保护工作任
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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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 作者· 编者·

离心机转速的写法及相对离心力的正确表示

有的作者将离心机转速用 ｒｐｍ表示，这是非法定单位的写法。 正确的写法是：当低速离心时用 ｒ／ｍｉｎ表示；当高速或超速
离心时用相对离心力“ ×g”表示，g是斜体，前面是乘号。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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