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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通过对在校中小学生包括小学1年级至高中3年级的12个年级近视患病率及程度

构成比的变化趋势进行调查，观察在校学生近视化形成的自然病程。方法 采用自动验光仪(NIKON 

SPEEDY-K)对中小学生5757人（男生2978人，占51.7％，女生2779人，占48.3％。）动态眼屈光状

态等指标进行采集，输入编辑的专项应用程序，用SPSSll.0软件行统计分析。结果 正视眼不断近视

化，近视程度由轻度逐渐发展到中度。7岁进入近视化-0.78 D，高中三年时的平均-3.57 D达到中度

近视水平。7～18岁12年间年近视化幅度为-0.22 D。学生的近视化年增长在13岁和16岁有2个缓进，

在10岁、15岁和18岁有3个递增。女生先进入近视化，男生随之，最终在18岁趋于一致。右眼先进

入近视化，左眼随之，最终在18岁趋于一致。结论 在校期间7～ 18岁的-3.0 D眼球近视化是正常青

少年发育过程中眼球从22 mm到23 mm的1 mm增长结果，并不因为近距离阅读而增加。中国的过度

近视化关键是青少年丧失了对其正常的缓冲补偿能力，即3～6岁间的+3.0 D远视缓冲和22.5 mm以内

的眼轴程度控制。故而提出近视防控策略：(1)过度过早的眼球正视化指导近视的预测性，学龄前充

足的远视缓冲可以减少近视形成。(2)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发育性、进行性的临床意义在于树立学龄期

的12年持续对近视控制的观念，并提出儿童青少年屈光度的分类建议。(3)提出眼球屈光发育的“预

测公式”和近视防控的“关键年龄点”。

近视化；远视缓冲；近视防控

The  evolution  on  natural  course  of myopization  in  5757  schoolchildren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GAO Zuo-shu DU  Xiao-kun SHI  Yi-ning CHEN  Yan-ming FANG  Si-jie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Shanxi Provincial Hospital, Xi'an 71000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ourse of myopization during 12 years schooldays. Meth

ods A total of 5757 students in 4 primary schools and middle schools were examined. The collect

ed data included object ophthalmic examinations, which were non-cycloplegic objective refraction, vi

sual acuity, intraocular pressure, fundus evaluation, weight, height, and the special designed question

naire investigation. The special designed inventory scale was filled in and input special computer pro

gram, then the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with SPSSll.0.  Results The emmetropization shifted 

to myopization gradually during 12 years' schooldays, and from low myopia to moderate myopia 

continually. Myopization began at 7 years old and progressed to moderate degree at 18 years old 

with the -0.22D average increase per year. There were 2 slow-down periods at 13- and 16-year-old 

and 3 speed-up periods at 10-, 15-, 18-year-old.  Conclusions Early onset myopization or over-em

metropization may guide our prediction of myopia, that is, enough hyperopia may buffer the my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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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 to reduce the myopic development. The ocular features of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in 

schoolchildren implicate us to set up a concept of persistent control. For this purpose, we suggest a 

schoolchildren' classification of refractive error and set a predict formula and key point of myopia 

control.

 Myopization; Hyperopic buffering; Myopia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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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和中度近视的略微下降、正视眼的微量上升，而

维持在46％，呈现发育的相对稳定状态。(4)进入高

3，伴随中度近视的再次回升，低度近视比例降至
37．2％。

3．中度近视和高度近视逐渐增加：分别由小学

1年级的6．1％和O．9％上升至高中3年级的45．3％和

12．5％。其中：(1)中度近视在初三剧增至42％，进入

高1、2，随高度近视比例的上升，中度近视维持在较

低的34％，35％，高3时随低度近视的进一步降低，中

度近视比例再次增至45．3％。(2)高度近视在高1迅

增至13．4％，此时中度近视维持在较低的34％，35％，

低度近视维持在较低的46％，正视维持微量上升的

4％，6．6％时，高度近视维持在较高的10．6％；高3时，

高度近视比例再次增至12．5％。

中小学各年级屈光状态的构成比的演变：正视

眼不断向近视化进展(图1)。

4．中小学各阶段、各年级平均屈光度：7岁进入
近视化(一0．82 D)，18岁时达到中度近视水平(平
均一3．57 D)(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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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中小学各阶段、各年级平均屈光度(D)

5．中小学各年级、各阶段平均每年屈光度变化

差值：7—18岁12年间，年近视化幅度为一0．22 D，12～

15岁增幅一0．56 D。学生的近视化年增长在13岁和16

岁有2个缓进，分别为+0．25 D、+0．2 D，而在10岁、15岁

和18岁有3个递增，分别为一0．28 D、一1．32 D、一0．48 D

(图4)。

图1 中小学各年级屈光状态的构成比的演变(％)
2

中小学各年级各阶段不同屈光程度的构成比：

近视程度由轻度逐渐发展到中度(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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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小学各年级各阶段不同屈光程度的构成比(％)

本研究结果，伴随近视构成比的演变，近视球镜

屈光度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12年级在校学生平均

屈光度一2．25 D，小学1年级为一0．82 D，即7岁进入

近视化，高3时的平均一3．57 D达到中度近视水平。

从而在大学期间的继续近视化没有屈光的缓冲量

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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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中小学各年级、各阶段平均每年屈光度变化差值(D)

6．平均年近视化增长量在4个点有跳跃：与青

春发育期身体发育期吻合，也与升学考试和升学后

的放松状态相吻合。即(1)增长速率在初1、高1—2

呈现正值出现2个缓进(0．25 D／年，0．2 D／年)。(2)

初3、高3急剧的负值呈现2个递增(一1．32 D／

年，一0．48 D，年)。

7．性别差异：女生先进人近视化，男生随之，最

终在18岁趋于一致(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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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小学各年级不同性别平均屈光度变化趋势(D／年)

8．双眼区别：右眼先进入近视化，左眼随之，最

终在18岁趋于一致(图7，8)。

图7中小学各年级不同性别的眼别平均屈光度(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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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中小学各年级不同眼别平均屈光度变化趋势(D／年)

9．群体分布：中小学12年级屈光度人群分布变

化(图9)。

L

讨 论

本研究采用非睫状肌麻痹下的自动验光仪检查

对7～18岁学生5757人的调查结果提示，7岁进入近

视化，18岁达到中度近视水平(平均一3．57 D)；平均

年近视化幅度为一0．22 D；学生的近视化年增长在13

岁和16岁有2个缓进，在10岁、15岁和18岁有3个

递增。

深入分析这一研究结果，儿童青少年的屈光度

演变表现出一定的近视化规律：儿童青少年过度过

早的眼球正视化；近视的发育性、进行性表现为，正

视眼不断近视化，近视程度由轻度逐渐发展到中度，

并呈现出跳跃性缓进和急增特点。这对临床近视预

防和控制具有指导意义。即在校期间7一18岁

的一3．0 D眼球近视化是正常青少年发育过程中眼球

从22 mm到23 mm的1 mm增长的结果，并不因为

近距离阅读而增加。中国的过度近视化关键是青少

年丧失了对其正常的缓冲补偿能力，即3。6岁问

的+3．0 D远视缓冲和22．5 mm以内的眼轴程度

控制。

1．过度过早的眼球正视化及其近视预防的临

床意义：指导近视的预测性：过度过早的眼球正视

化，消耗了学龄前眼屈光度的+3 D远视缓冲状态，

当随身体青春发育期一起增长的1 mm眼轴产生

的一3 D近视屈光度时，角膜和晶状体屈光度已经无

法补偿。从而呈显性近视。这很好解释了本研究结

果：即在城市重点小学一年级就学的6岁儿童眼球

发育已呈近视屈光状态(一0．82 D)，至高中三年级的

18岁屈光度呈中度近视(一3．57 D)。这也反过来提

示，学龄前的屈光状态检测、屈光成分的综合评估是

预测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重要时期10二。学龄前充足的

远视缓冲可以减少近视形成，可以假设，如果本研究

人群在学龄前都有足够fl‘J+3 D远视缓冲，那么，18l 岁时的一3．57 D近视可能不会形成。在这评估个过

雪
f

程中，还应注意一下概念：

(1)正视化(emmetropization)和近视漂移(myo—

pic shift)：目前我们的关于眼屈光状态的孤立性割

霍
裂的分类方法，如远视、正视、近视混淆了眼球生长、

演变的连续性。有研究表明，眼球发育时，角膜和晶

状体逐步变扁平，以抵消辟h偿眼轴增长可能产生的
^j ^

屈光不正。这一正视化(emmetropization)过程限制

一 了较高的远视或近视性屈光不正的形成，使屈光状^． 一o 、。‘一’”-‘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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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光状态随眼轴增加、角膜和晶状体扁平的变

化过程中，婴儿出生时为远视，直到7岁远视一直增

加；然后向近视漂移(myopic shift)，直到16岁到达

成人眼球的正视平光。屈光不正变化范围较大，然

而如果近视在10岁前已经发生，极可能最终发展

到一6 D以上的近视。散光多存在于婴儿时期，以后

逐渐减少。

(2)屈光补偿(refractive compensation)：Katz的

研究证实，眼轴长度是屈光状态的基本决定因素。

眼轴长度(axial diameter)代表着眼球的的生长，大

多数发生在出生后的第一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快速增长期，6个月内增长4 mm(17_2l mm)；

第二阶段，缓慢增长期，2。5岁，4年增长1 mm(21—

22 mm)；第三阶段，减缓增长期，5～13岁，8年增长

1 mm(22--*23 mm)。

在特定眼轴长度范围内，其与角膜屈光力(cot．

neal power)和晶状体屈光度lens power)呈负相关，
特别是角膜屈光力在眼生长发育的早期阶段结束时

(2。3岁)形成正视屈光状态范围内的屈光度。在发

育后期(大约到14岁)近视眼的显现主要是由于晶

状体屈光度变化无法补偿眼轴的不断增长。

(3)远视缓冲(hyperopie buffering)：5岁以后的

lmm眼轴的自然正常发育增长，需要两个阶段的+

3 D的屈光成分补偿，即6岁前1D的角膜屈光度

(44胪叫3 D)和13岁前2 D晶状体屈光度(21胪
19 D)。正常发育的眼在学龄前需要约+3 D的远视

屈光度，以缓冲未来发育的一3 D近视屈光度(远视

缓冲hyperopic buffering)。我们研究提示，在进入青

春发育期前的小学生近视化年龄的提前至7岁、平

均低度近视，说明眼健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Curtin研究，在青春期后眼球仍有一近视化过

程，当6岁具有屈光状态为+0．50 D到+0 D的儿童，

其很可能在14岁时发展为近视；17～18岁的在校学

生，具有少于+0．50 D远视缓冲能力时，其通过4年

的学习发展为近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21岁能达到

裸眼视力20／20时，其可维持此视力的可能性为

90％；美国进入海军专科学校时，要求学员具有+1．0

D的远视缓冲能力，以确保若发生近视时将来军官

的视力尽可能小的受到影响。林隆光¨1研究，台湾

省大学生的近视增加一0．11 D一0．14 D／年(男一0．7

D／5年，女一0．54 D／5年)。

2．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发育性、进行性及其近视

防控的临床意义：控制近视的持续性：研究提示，在

12个年级不同程度屈光状态的变化呈现如下规律：

即以正视、远视构成比逐年下降，7岁远视缓存已完

全消耗、并进入近视化；并向低度近视、中度近视、高

度近视的逐年推进，小学伴随正视眼比例的迅速下

降，低度近视构成逐步增加，初中伴随着中度近视比

例的快速增加、低度近视构成下降，之后随高中的高

度近视比例的升高、中度近视略微下降，形成近视的

进展，达到平均中度近视。这一结果为我们的临床

近视防控具有重要地指导意义。

(1)学生近视的发育性、进行性：决定了树立在

学龄期的12年持续对近视控制的观念。如果错过

了远视缓冲阶段，一旦形成近视，则是不可逆的。由

此我们应该建立起近视控制的防控医源性干预机

制，以减缓近视的发展速度，达到发育期末尽可能的

近视形成度数最低的目的，以最终达到避免中高度

近视并发症对中老年视功能损害的威胁。

由儿童近视进行性的特点，可以为临床采用发

展性的定义确定近视严重程度n 3’“]。

由于近视在“良性”范围内，是进行性的，一般在

18。24岁停止增长。所以，不同年龄的儿童青少年

近视程度的判定需要将可能发育的年龄区间加以考

虑，同时还需将不同年龄阶段近视的发展速度加以

考虑，将孩子发育到18～24岁时的最终近视度数累

加进去。确定近视的严重程度导致的近视性质的改

变。当近视超出“良性”范围，不但是阶段性进行性

的，即在18～24岁增长，而且在成年后继续、甚至终

身进行性增长，特别是眼轴超过27 mm、角膜曲率+

42 D以下、角膜厚度500¨、眼压在21 mm Hg。与

“良性”近视一样，不同年龄的儿童青少年高度近视

程度的判定需要将可能发育的年龄区间加以考虑，

同时还需将不同年龄阶段近视的发展速度加以考

虑，将孩子发育到18～24岁时的最终近视度数累加

进去。

(2)JL童青少年屈光度的分类建议：从临床实用

出发，我们一般将近视按度数划分。参考2005年第

二版《中华眼科学》相关诊断标准，参照Curtin、汪芳

润的分类中同时考虑年龄因素(<18岁、女<16

岁)，对儿童青少年屈光度分3个层次分类(表1)。

3．建立眼球屈光发育的“预测公式”和寻找出

近视防控的“关键年龄点”：这对临床医生和家长具

有控制儿童青少年近视有实用意义。在近视构成比

的演变12年间年过程中，右眼先进入近视化，左眼

随之，女生先进人近视化，男生随之，最终在18岁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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