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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近视#近视进展#临床指南#定义#干预#负担#屈光不正#患病率#近视黄斑变性

目前世界各地区青少年近视患者日益增加"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各国更为明显"因此已故的布里恩!霍
尔登教授提出了组建国际近视研究院'J5>I.5+>,05+-8Z0H,+J51>,>/>I"J8J(的构想) 布里恩!霍尔登视光研究
所在悉尼组建"长期以来"霍尔登教授认为必须评估和解决近视和近视相关视觉风险*临床医生对近视进行最
佳管理的方法以及促进近视相关研究等问题) 如果想改变近视发生和进展的现状"必须把近视防控作为一个
公共卫生问题"而且须有相关的眼科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的通力合作) 在 J8J的主持下"来自不同亚专业*与
近视研究相关的专家共同协作"目的在于眼科工作者*政府*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公众更易于理解和接
受他们所做的最新研究工作) #&!' 年"世界卫生组织'k0.-[ bI+->2 A.Y+5,e+>,05"kbA(在澳大利亚悉尼布莱
恩霍尔登视力研究所'g.,I5 b0-[I5 _,1,05 J51>,>/>I(首次召开了近视相关的全球科学会议"来自不同近视研究
相关领域的专家组建了 J8J"并分为多个亚专业小组"以解决近视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包括近视相关并发
症"如青光眼*视网膜脱离和近视性黄斑变性的风险*近视分类*近视及其并发症的预防以及治疗依据) 预计
到 #&'& 年近视将会对全球 '&M的人口产生影响"人们担心近视可能会成为全球最常见的不可逆致盲原因)
成立 J8J的目的是将各亚专业的近视相关研究人员组织在一起"以共同合作)

J8J在 J5WI1>,Y+>,WIAH2>2+-*0-0YZ|_,1/+-E7,I57I'JA_E(杂志上组办了特刊"发布一系列白皮书对近视
进行了定义和分类"探讨近视的干预方法和临床试验方法"制定了相关治疗设备*行业准则和伦理考量*临床
管理指南以及正视化和近视实验模型的建立*近视遗传学研究方案等"这些文献全面总结了目前相关领域的
知识"并预测了未来的发展趋势"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同时在不同相关亚专业人士间也起到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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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弥补各亚专业间的不足的作用) 近视白皮书中倡议"J8J的相关工作由厄尔!史密斯和詹姆斯!沃尔夫
松主持"由莫妮卡!容所推进) 相信 J8J未来的工作将会促成学科间的合作"促进近视临床指南的制定"推进科
学界和社会公众之间的相互沟通"最终成为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监管机构层面上深层次的专业支持平台)
致谢"国际近视研究院*布里恩!霍尔登视光研究所*卡尔蔡司公司*库铂视光公司*依视路公司*爱尔康公
司*_,1,05 J*H+7>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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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范围内近视的发生越来越普遍"部分国家已有流行趋势"探讨新的近视防控方法迫在眉
睫) 然而"近视防控相关的文章滚雪球式地增多"非常有必要对其关键问题达成一个清晰的共识并制定合理
的临床指导方针"包括近视定义和适当的干预方法"而这些均需要有完整的临床试验证据和伦理论证) J8J
针对近视发表了有关评论"对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包括 C' 名相关领域的多学科专家提供的由动
物模型*遗传学研究*临床研究和随机对照临床试验'9D?(等系列研究证据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推荐意见"
此外对近视发生和进展的危险因素进行了回顾分析"总结了 % 个报告"包括'!(近视的定义和分类#'#(正视
化和近视实验模型#'$(近视遗传学#'G(近视发生和进展的干预措施#''(临床近视防控的实验和设备#'((
近视防控中的行业准则和伦理考量#'%(临床近视管理指南)

%关键词&"近视防控#近视进展#临床指南#定义#干预

B9过去的近视防控指南

尽管几个世纪以来眼科专业人士一直就如何延缓

近视进展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但于 #&&# 年才首次
发表了基于循证医学的综述"该综述仅采用了 !& 项
9D?就得出了不建议使用双焦眼镜和软性角膜接触
镜来减缓儿童近视进展的方法"也不建议常规使用阿
托品滴眼液的结论

+ !, ) 目前已发表了关于近视防控
的同行评议文章 !%& 多篇"这使得临床医生难以跟上
最新研究的进度和信息"对最佳的视光管理方法产生

困惑) 目前尚无专业机构发布过关于近视治疗的指导
性文件'相对于矫正屈光不正() 尽管临床工作中全
球的眼科从业者对近视发病人数的不断上升感到担

忧"尤其是在亚洲"并且在防控近视方面有较大的工作
量"但大多数眼科从业者仍然为近视程度逐渐加重的
患者开具单光眼镜和隐形眼镜的处方

+ #, ) 因此有必
要基于动物模型研究和遗传学研究证据制定循证干预

策略"就近视的定义达成共识"并进行设计严谨*符合
伦理要求的临床试验加以验证) J8J的报告代表了该
领域超过 C' 名多学科专家的工作"他们开始批判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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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综合和总结迄今为止的研究证据+表 !"J8J报
告的小组委员会成员'略(,"并为临床实践和未来的
研究提供基础)

D9M<M报告的产生流程

J8J的建立是 kbA全球近视科学会议的成果"该
会议于 #&!' 年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布莱恩!霍尔登视
力研究所举行"对近视的关键问题进行界定是 J8J的
一部分工作内容) J8J的专家们在 #&!' 年 !! 月讨论
产生了两个白皮书$一个是近视干预方面 '光学*药
物*和行为S环境("另一个是关于近视的定义和分类
'高度近视*病理性近视和近视性黄斑变性() #&!' 年
!! 月"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美国眼科学会 '@*I.,7+5
@7+[I*Z0XAH2>2+-*0-0YZ"@@A(会议上成立了一个
J8J指导委员会和一个咨询委员会"以对整个过程进
行监督"同时基于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的 ]+*I1
k0-XX1025 和 ,̀70-+l0Y+5 通过泪膜及眼表学会所提供
的方法"由该领域的权威专家组建一个指导委员会"基
于循证医学证据形成全球近视防控共识) 这两个小组
同在 #&!( 年 ' 月于西雅图举行的视觉和眼科研究协
会年会上 '>2I@1107,+>,05 X0.9I1I+.72 ,5 _,1,05 +5[
AH2>2+-*0-0YZ"@9_A(达成共识")+.-E*,>2 和 ]+*I1
k0-XX1025 担任 J8J首任主席"来自布莱恩霍尔登视觉
研究所的莫妮卡!容负责常务工作) #&!% 年 $ 月将
原始的两份白皮书合并成新的近视白皮书"并且拟定
了主席人选)

在产生这一系列的报告的过程中"J8J与历届和
现 届 国 际 近 视 会 议 ' >2I J5>I.5+>,05+- 8Z0H,+
D05XI.I57I"J8D(的组办方保持密切合作) J8D是自
!B(G 年以来一直存在的国际组织"现在每两年举行一
次会议+表 #"历届国际近视会议'略(,("致力于促
进近视的基础研究"通过转化基础研究成果和临床近
视研究而进行更广泛的多学科合作)

参加会议的人员可反映出近视相关工作者从业的

多样性"包括研究人员*学者*从业人员*决策者*行业
代表和学生) 虽然 J8D始于 '& 多年前"然而"正是由
于 EId ],5 D2I\与 ]012 k+--*+5 的合作才重新恢复了
!BB& 年的这届会议) 每次会议的代理组织和组织委
员会都不一样"确保了其在多层次上的多样性) D2I\
和 k+--*+5 重建了 J8D"并恢复了 !BB& 年的组织委员
会"承袭原近视国际研究基金会 '8Z0H,+J5>I.5+>,05+-
9I1I+.72 a0/5[+>,05(赞助的会议编号)

J8J和 J8D认定的该领域的专家受到邀请"选取
某一份报告并发表意见) 会议采纳包容的态度"同时

对任何一个研究小组的参与人数进行管理"以确保代
表性) 小组主席之间的意见分歧以独立的专家意见的
形式记录在报告中"J8J指导委员会和小组主席们于
#&!% 年 ' 月在巴尔的摩的 @9_A会议上讨论"由指导
委员会制定这些报告的具体目标*任务以及战略目标"
并就主题*利益冲突政策*主席与委员达成一致) 主席
们+表 $'略(,出席了 #&!% 年 B 月在英国伯明翰举行
的国际近视特别会议"报告委员数量"在更广泛的关注
和反馈的基础上扩大委员会规模) 各分会还开会确定
其文件的大纲"会议结束后即分配工作量) 这次会议
后不久就达成了一项协议"在 JA_E 特刊上发表所有
的报告)

由各委员会的汇总后的报告草稿在 #&!C 年初形
成"并根据委员的工作贡献确定作者资格) 将报告草
稿分发给分委会"以确保所有议题都能得到充分知晓)
报告草稿于 #&!C 年 $ 月分发于 J8J委员会的所有 CC
名成员'来自 !% 个国家("并于 % 月前进行审查) 在
#&!C 年 ' 月的 @9_A会议上"J8J指导委员会收到了
各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审稿人意见由报告主席收集并
进行常规的同行评审"确保所有观点都得到审核) 因
产业界领域的专家富有经验"因此也纳入报告委员会
中"但由于评审采用盲法"故避免了利益冲突) 国际近
视报告的出版费用由赞助商承担"每个报告指定协调
人+表 $ '略(,负责"确保审稿人的意见得到充分考
虑"报告之间的重复部分通过适当的交叉引用得以简
化"报告格式尽可能统一)

协调人在 #&!C 年 C 月举行了一次会议"随后通过
电子邮件进行沟通"来解决遇到的所有问题) 但是"即
使从不同角度'例如制定临床试验方案同临床指南相
比(进行处理"仍然有部分重复的内容) 鉴于高度近
视并发症的循证风险以及已证明的治疗方法的有效性

和可行性'与由治疗方式引起的并发症的风险相比("
故推进近视防控的伦理审核成为当务之急) 这些报告
促进了治疗方与患者及其父母S监护人的意愿及治疗
的风险与收益比进行公开沟通"以便对治疗方法充分
知情"最终做出多方综合决定) 这份综合报告于 #&!C
年 !& 月在 JA_E 上发表)

E9近视防控的必要性

E6B"屈光状况的发展
人类从出生后眼球持续生长"屈光状态逐渐向正视

眼转变) 新生儿在出生后的前 ( 个月屈光状态呈低度
远视"睫状肌麻痹后屈光度平均值约为w#K&& :'LE:
#K%' :("呈正态分布 + $P(, ) 出生后 ( 至 !# 个月正视化

!(&&!!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B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D2,5 ]);H AH2>2+-*0-":I7I*̂ I.#&!B"_0-6$%" 0̀6!#



程度增加"远视度逐渐减少"随着眼的发育成熟"新生
儿屈光不正的正态分布图出现尖峰状分布

+ %, ) 随着
年龄的增长"远视度缓慢降低"'R% 岁时大多数儿童处
于低度远视状态'& 至w#K&& :( + $"("CPB, ) 在较低或中
等受教育水平的人群中"青少年和成人阶段可能会维
持于这种状态

+ !&, "但一些人则会形成近视"并且可能
会进展一段时间"其机制尚未阐明)
E6D"近视发生

( 岁以下儿童近视患病率较低 + !!P!B, ) 然而"在东
亚地区和新加坡"年轻人群的近视普遍性给我们敲响
了警钟"多数研究表明"( 岁以下儿童群的近视率低于
'M+ !#"!G"!'"!%"#&P##, "某些人群中 ( 岁以下儿童患有近视
者超 过 'M" 尽 管 如 此 患 病 率 也 很 少 超 过 !&M
者

+ !!"!G"#$, ) 最近的研究发现"这个年龄组的近视发病
率正在增加) a+5 等 + #$,

报道了香港学龄前儿童近视

的患病率+年龄 $ R( 岁"平均' GK(L&KB(岁,"发现在
!& 年中近视患病率由 #K$M增加到 (K$M)

( 岁左右儿童是近视形成的高危人群"该年龄人
群近视的发病率急剧增加

+ #G, "先前的研究认为与小学
教育 有 关" 即 学 习 强 度 与 近 视 发 病 之 间 相 关
联

+ !&"#GP#', ) 在中国"% R!' 岁人群的近视年发病率相
当稳定"!C 岁时 C&M的城市汉族人口罹患近视"且与
地域无关

+ !%"#(P#C, ) 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近
视的发病模式与中国相似"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年轻人
的发病率可能会更高

+ #BP$%, ) 9/[5,7d+等 + $%,
的一项系

统评述和 8I>+分析报告表明"过去 !& 年东亚地区近
视患病率增加了 #$M)

在西方社会和上述国家以外的地区"儿童近视的
发病率及患病率要低得多

+ $%, ) 英国一项研究中发现"
大多数近视发病是 !( 岁或以后 + $C, ) 9/[5,7d+等 + $%,

的 8I>+分析结果显示"东亚和白人儿童间近视患病率
有显著性差异'图 !() 对不同种族人群进行 8I>+分
析"发现南亚人*定居于非洲的黑人*西班牙裔人近视
发生率低于西方白种人"东南亚人*非定居于非洲的黑
人*中东S北非人*夏威夷原住民以及美国印第安人的
近视患病率高于西方白种人"但仍远低于东亚人)

对国际近视研究协会的近视定义和分类报告进行

了回顾"其中提及近视发病的预测模型可能是有效的"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视发生及发展的过程

+ $B, )
由于儿童的屈光不正类型主要是低度远视"而近视的
共识诊断标准是 &K'& :"因此"对于那些必然会发展
成近视的人来说"显然有一个屈光发展的过渡阶
段

+ G&, "与那些看上去为正视状态但轻微丧失远视的人
相比较"这些人近视的发生较突然 + G!PG$, ) 眼轴增长可

导致患者转变为近视或加速近视的发生"可能提前 G
年"这种结果在不同种族间无明显差异 + G#, ) 因此"
q+[5,d 等 + GG,

和 q2+5Y等 + G',
提出的具有高度预测性的

模型很可能是基于监测屈光不正度数和过渡阶段的视

光生物学统计而得出的"与在同龄正视眼人群所的结
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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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9D））G 年东亚和白人儿童及青少年近视发生率比较 +EX,

E6E"近视的发展
基于人群近视性屈光不正进展的研究往往缺乏近

视的发生和流行病学资料) 然而"深入了解近视发病
和进展的机制*危险因素以及不同的变化程度是很重
要的"本报告对这两种现象分别加以考察) 在这些相
关的研究中"纵向研究是最佳设计类型"但由于病源太
多"因此并不常用) 将近视的平均屈光不正按年龄进
行分层研究时"横断面研究设计更有价值)

:050W+5 及其同事 + G(,
对亚裔或欧洲裔儿童的近视

进展率进行 8I>+分析"这些儿童世居于城市并采用了
普通单光镜进行视力校正) 该分析纳入了 #& 项研究*
!G 项干预试验和 ( 项纵向观察研究数据"表明现有的
近视进展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例如":050W+5
等

+ G(,
研究所提供的方程中亚洲儿童近视的进展率从

% 岁时的P!K!# :S年下降到 !# 岁时的P&K'& :S年)
:050W+5 等 + G(,

提出近视进展率的增加主要来自干

预试验的对照组"这可能不能代表总体"因为参加这类
试验的父母可能是担心他们的孩子近视的发展速度比

同龄人快"以人群为基础和以学校为基础的研究报告
倾向于进展较为缓慢) 在中国农村地区收集的基线资
料+!BBC 年共有平均年龄为 BKC 岁的 G ((# 例儿童近
视'#P&K' :(,显示在 #CK' 个月中进展了P&KCG :"
年均近视进展率为P&K$' :+ G%, "与 :050W+5 等 + G(,

的

8I>+分析比较不同"可能与后者研究的时机和调查地
区为农村有关)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B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D2,5 ]);H AH2>2+-*0-":I7I*̂ I.#&!B"_0-6$%" 0̀6!#



一项关于中国香港 % '&& 名的近视儿童研究显
示"'R!( 岁'平均 BK$ 岁(患者平均年近视进展率为
&K($ :+ !#, ) D2/+等 + GC,

以近视发病年龄进行分层对

B#C 名从 % 到 !! 岁*新加坡混合种族的近视儿童的屈
光不正的年度变化进行研究"发现各年龄组间的平均
近视进展率一致"且稍低于:050W+5 等+G(,

的报道'图 #()

Donovan,Asians

Donovan,Europeans

Chua,Mixed

屈
光
漂
移
（
D）

0

-0.2

-0.4

-0.6

-0.8

-1.0

-1.2
6 7 8 9 10 11 12 13

年龄（岁）

Donovan,Asians

Donovan,Europeans

Chua,Mixed

屈
光
漂
移
（
D）

0

-0.2

-0.4

-0.6

-0.8

-1.0

-1.2
6 7 8 9 10 11 12 13

年龄（岁）

图 D9年龄相关的屈光漂移"数据选自 :050W+5 等 +G(,
和 D2/+

等
+GC,
文献*图片引自美国国立卫生院' 2>>H）SS,*+YIV65,26Y0WS,VS(

中国重庆市永川区进行了一项大规模人群调查对

#&&(R#&&% 年 (R!' 岁的近视儿童'#P&K'& :(进行
观察"平均随访 'K# 年"发现随访期间儿童平均近视进
展了P$K'( :'平均P&K(C :S年( + GB, "接近 :050W+5 等
的报道

+ G(, "然而"这并非是直接比较的结果) f,*
等

+ '&,
回顾性分析了 ##! 例 $ RB 岁的韩国近视儿童

!!K# 年的研究结果"虽然这是一项基于医院的研究样
本而不一定能代表总体"但显示 !$ 岁儿童的近视进展
率约达P&K'& :S年"进展速度令人惊讶) b1/ 等 + '!,

对

台湾 $ #'( 名近视的儿童进行了回顾性队列分析"随
访 ! 年后发现近视平均进展了仅P&KG# :"远低于
:050W+5 等 + G(,

的预测"其中的一部分儿童接受了睫状
肌麻痹剂的治疗以减缓近视进展"所有儿童都接受了
眼保健教育计划"或许可以解释近视进展率较低的原
因) 最近"k/ 等 + '#,

在台湾以学校为基础的*包含 CB
名 ( 岁和 % 岁儿童的研究对照人群中发现近视进展为
P&K%B :S年"也低于 :050W+5 等 + G(,

的预测"但值得注
意的是"接受近视治疗的样本人群未纳入研究)

可能影响近视进展的因素从百分位进展曲线中可

见) D2I5 等 + '$,
根据一项广州以人群为基础的儿童屈

光不正横断面研究数据构建了参考特定年龄的百分位

数曲线"可见 %R!# 岁的近视者中近视进展仅为P&K'R
P&K( :S年"各个年龄段相对稳定"该研究的近视进展
率也低于 :050W+5 等 + G(,

的结果"特别是年龄较小者)
存在这些差异的意义及机制尚不清楚) ?,[I*+5 等 + 'G,

也得出了随着年龄增长眼轴变化的百分位曲线"这些
曲线的对应函数关系与屈光不正曲线对应的函数关系

比较还有待验证)
根据上述文献综述"与更大年龄段的儿童 '例

如O!& 岁的儿童近视进展速度为P&K$' :RP&K%' :S年(
相比"年龄小的儿童近视进展率更高'例如"(RB 岁的
儿童近视进展速度为P&K'&RP!K&& :S年()
E6F"高度近视

从业人员的主要道德挑战是准确识别那些有高度

近视风险或者至少是那些近视进展速度特别快的人

群"但相关研究分析很少) D2/+等 + GC,
的突破性研究

结果可能最全面"他们对新加坡儿童的研究发现"近视
发病年龄是高度近视的最强预测因子) 正如所预料的
那样"近视进展的持续时间对预测高度近视也很重要"
!! 岁就患有高度近视的儿童中约 C%M者在 % 岁或更
小时就罹患近视"或有 G 年及以上的近视进展时间)
其他国家'丹麦*阿根廷*英国(的研究报告与这一观
察结果相接近

+ ''P'%, ) 然而"与 D2/+及其同事的结
果

+ 'C,
相反"k,--,+*1等 + '%,

发现发病年龄因素对近视严

重程度的影响比重仅约 !'M)
E6G"成人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英国的一项研究认为"虽然近视发病过程经历了
青少年阶段并引起了临床关注"但大多数近视是晚发
性患者'!( 岁或以上( + $C, "而且与环境因素有一定关
联

+ 'C, "从伦理学考量的角度"相对于晚发性近视眼者"
眼保健从业者对幼年就发生近视和可能进展为威胁视

力的病理性近视人群的风险更为关注"普遍认为近视
在青少年后期趋于稳定

+ G!, ) 当然"大多数近视患者的
年进展量会随着时间而减缓"许多十几岁就近视者会
在 #& 岁之前稳定下来) 然而"有些患者的近视会持续
进展

+ 'CP(&, "这些患者包括那些高强度近距离工作者"
特别是学生"以及那些已罹患高度近视者) 持续进展
的近视患者应经常进行屈光状态监测和治疗) 高度近
视在成年期持续进展"是高度近视相关性病理改变的
高风险人群)
E6m"遗传和环境风险

目前已确定了近视发病的危险因素并纳入多个多

变量模型"但据我们所知"这些模型除采用了屈光度指
标或生物测量的信息外"尚未提供良好预测价值的综
合临床模型) 878055,I1+ (!,对近视发病和发展的危险
因素进行综述"列出了相关的综合影响因素以及它们
如何影响个别患者的预后和治疗方案"但也指出"由于
缺乏关于近视风险的临床数据"削弱了对个体进行预
后和采用临床干预决策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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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m6B"近视发生相关因素
E6m6B6B"遗传和个体特征"遗传资料可用于人群中
由遗传原因导致的表型特征的变异比例评估"更多的
细节问题见 .国际近视研究院P近视遗传报告 / 附
件

+ (#, ) 近视遗传概率为 &K!!R&KBC"高概率值发现于
一个高度特定的群体"为芬兰 #C R#B 岁的女性双胞
胎

+ ($P(G, ) 一项 8I>+分析显示屈光不正的遗传概率为
&K%!"表明大部分影响因素来自遗传而不是环境 + (', )
一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Uk@E(鉴定了 !'& 多个与近
视相关的基因位点"发现了屈光不正性状的遗传复杂
性"研究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 ((, ) 然而"识别的基
因位点解释了极小百分比的屈光不正变异

+ (%, "如采用
遗传风险评分'YI5I>,7.,1d 170.I"U9E(法估计这些基
因位点仅能分别对 % 岁和 !' 岁时屈光不正差异的
&K(M和 #K$M进行解释) 双胞胎研究和遗传风险评分
研究之间的差异称为1遗传性缺失2或1遗传差异2"其
他表型和疾病的特征众所周知

+ ((, )
关于近视进展的先天因素或后天因素影响更大仍

存在争论"但基因P环境相互作用在表型表达中的重
要作用正得到认知) a+5 等 + (C,

对儿童屈光进展的队

列研究中发现近距离工作或户外活动的时间与 $B 个
先前确认的 Uk@E 基因位点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有 '
个基因变异位点与近距离工作表现出明显的相互作

用"而变异位点和遗传风险评分效应都没有随户外活
动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除基因检测外"最有用的预测遗传风险的临床指
标是父母近视史"相关的研究文献最早出现在 U011和
V+7d105 的综述中 + (B, "此后很多研究表明父母近视近
视发生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最近的 *I>+分析根据近
视父母的数量和对偏倚和缺失数据的矫正计算出的优

势比'0[[1.+>,01"A91(为 !KGG R#KB('父母有近视子
女与无近视子女相比较( + %&, "一些最近的研究也证实
了二者的关联性

+ #%"%!P%(, ) 家长近视与其他危险因素
存在相互作用)

一项对 ! %%& 名中国初一年级学生的研究中发
现"与阅读距离大于 #& 7**父母无近视的学生相比"
阅读距离较近*父母皆近视的学生近视发病概率提高
#( 倍 + %%P%C, "且父母近视与某些眼部特征有关"特别是
眼轴长度

+ %BPC&, )
在对家长近视作为风险因素进行性考量时还有其

他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表型变异的叠加遗传效应
在年轻的家庭中较小"反映了环境影响有增加的趋
势

+ C!, ) 一个孩子拥有两个近视的父母而变成近视眼
的概率"与一个近视的孩子拥有两个近视的父母的概

率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近视患病率的持续增加"
意味着近视的孩子辈比近视的父母辈更多

+ G$, ) 用近
视父母的数量进行估算可靠性比较粗略"家庭成员对
近视程度的认知程度可能对近视进展的预测更可行的

因素
+ (!"C#, ) 因此用近视父母数量来预测儿童近视状

况的敏感度较低
+ C#PC$, )

9/[5,7d+等 + $%,
研究还发现"白人和东亚人 B 岁左

右时近视患病率存在性别差异"!C 岁时白人女性近视
患病率为白人男性的 # 倍'B'M ?J$!KGP#KB("东亚女
性近 视 患 病 率 为 东 亚 男 性 的 #K$ 倍 ' B'M ?J$
#K&P#K(() 之后的其他研究也证实了女性近视患病
率更高的倾向

+ #%"%!"%$, "这种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
环境还是遗传有待进一步确定)
E6m6B6D"环境的影响"9+*+*/.>2Z及其同事 + CG,

对近

视的环境危险因素进行回顾性分析"影响近视进展的
两个关键环境因素是户外活动时间和近距离工作时

间"户外活动防治近视进展的机制尚未阐明) 动物研
究的证据表明"亮度或色度水平可能是防治近视进展
的关键因素) a-,>7.0X>+ C', 和 Ỳ0等 + C(,

的研究结论相

反"认为可能与高强度光照相关的屈光场是通过户外
活动时间防止近视进展的关键) p,05Y等 + C%,

回顾了多

项研究结果"认为户外活动时间与近视发病明显相关"
然而"户外活动时间是近视进展的原因还是结果"应开
展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进行验证) 户外活动是预
防或延迟近视进展的干预措施"因此"在.国际近视研
究院控制近视发生和发展的干预措施报告/附件中详
细描述了这一发生近视的危险因素

+ CC, )
尽管有迹象表明近距离工作与近视可能没有直接

联系"但最近的证据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关联 + CB, ) 近距
离工作是依据许多不同的工作类型和不同的研究方式

进行定义的"例如教育水平*连续学习的持续时间*读
书消遣时间*每周阅读的图书量*阅读和近距离工作时
间*室内学习时间*较近的工作距离*极近的阅读距离*
近距离工作的时间长度*字体大小和观看视屏行为"很
难量化) 尽管如此"b/+5Y等 + CB,

在一项系统综述和一

篇 *I>+分析中提出"近距离活动时间越多"患近视的
概率就越高"每周近距离工作时间每增加 ! 2"就增屈
光度 ! :"近视概率就增加 #M) 这个 *I>+分析中未纳
入的*随后发表的多篇文献也证实近距离工作的某些
指标与近视的发生和进展之间存在关联"多变量分析
发现"户外活动时间是近视发生和发展的独立危险因
素

+ #%"'!P'#"%#"%'P%("%C"B&PB#, ) a.I572 等 + B$,
的研究数据表

明"户外活动时间与近距离工作时间之间对近视的发
生存在很强的相互作用) 在 ( 岁儿童增长至 !# 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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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户外活动时间长而近距离工作时间短者相比较"户
外活动时间较短*工作距离较近的儿童发生近视的概
率显著增加'\1$!'KB#B'M ?J$$K'P%$KG()

居住地'城市与农村(和国籍与近视发生率有关)
901I等 + BG,

研究发现"澳大利亚悉尼 (R% 岁华裔儿童
近视患病率为 $K$M"明显低于新加坡的 #BK!M)
9/[5,7d+等 + $%,

的 *I>+分析发现"中国华人血统的学
龄儿童中近视患病率根据其居住城市的不同而显著不

同'图 $() 与印度和尼泊尔的儿童相比"澳大利亚*英
国或者新加坡的南亚儿童的近视患病率很可能升高 '
倍"来自欧洲*美国和大洋洲的白人儿童之间的近视患
病率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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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9D））m 年 <2&# 分析东亚各国年龄和近视发生率的比较 +EX,

该研究还表明"城市儿童近视患病率是农村儿童
的 #K( 倍'B'M ?J$!KCP$KB( + $%, "人口密度*住房大小
和住房类型也与屈光不正和眼轴长度显著相关

+ B'PB(, "

促进近视发生和发展的环境因素很可能是教育程度*
近距离工作和户外活动时间等"并且是多种环境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

身体素质'身高*体质量和体质量指数( + #B"B%PBC, *

产前史
+ BB, *出生季节 + !&&P!&!, *智商 + !&#P!&$,

和社会经济状

况
+ #%"!&GP!&',

与近视发生的可能性有关"但相关强度各
不相同)
E6m6B6E"双眼视因素"长期以来一直假定近视的发
生和发展可能与眼调节和融合功能的失调有关

+ !&(, "
近视发生前眼的调节性辐辏S调节 '@DS@( 比值升
高

+ GG"!&%, ) 8/>>,等 + !&C,
一项对不同族裔儿童群体的长

期随访研究发现"与正视眼相比"成为近视前 G 年 @DS
@比值即开始升高且持续增加"直到近视发生"然后维
持在一个平台期)

研究还发现"与非近视眼相比"近视眼出现明显的
调节滞后

+ !&BP!!&, "认为发作前出现调节滞后可能会引

起远视性视网膜离焦"从而刺激近视的发生) 然而"这
种影响只出现在近视发生时而不是近视发生前"似乎
不影响近视的进展

+ !&C"!!!, ) 调节滞后值得注意的问题
是"调节误差的错误测量是有据可查的 + !!#P!!G, ) 实际
上所谓的调节滞后可能是测量技术的一个方法"其中
并没有考虑景深*伴随调节出现的负球差的增加和近
视的发展)

与保持远视的眼相比"有近视发生倾向的眼在近
视发生前就出现了屈光状态的变化"如在远视度的下
降"同时伴随 @DS@比值的变化"而调节滞后似乎直到
近视发生时才出现

+ !!', ) 因此"尽管双眼视特征与近
视眼发生和发展过程是有趣的研究"但目前相关的研
究似乎并未发现其在屈光*生物测量参数*遗传或环境
影响的风险评估中发挥作用)
E6m6D"近视的发展"与近视的发病相比"除了年龄和
初始屈光不正外"对于近视眼进展风险的研究文献更
少) 一些研究多关注群体的近视进展"对正视眼*远视
眼以及近视眼者进行分析"并未对近视的进展进行详
细解释)
E6m6D6B"遗传和个体特征":050W+5 等 + G(,

研究认为

欧洲儿童的近视平均进展速度比亚洲儿童更慢'分别
为P&K'' :S年和P&KC# :S年"平均 BK$ 岁("但是该研
究中欧洲儿童基线资料及其研究资料仅来自一篇文

章"8/>>,等 + G#,
的与之相似的西方儿童研究支持

:050W+5 等的上述发现"即近视进展率存在种族差异"
而 a.I572 等 + !!(,

的同类研究并未发现种族效应)
U\,+e[+等 + !!%,

对高度近视的危险因素进行研究"认为
高度近视是近视快速进展的必然结果) 该研究对美国
境内 G 个地区 (R!! 岁初始近视为PGK'&RP!K#' :的
的儿童进行了种族多样性调查"未发现种族因素对近
视进展率的影响) 环境因素在近视进展中可能也发挥
作用"这一点从生活在亚洲的亚裔儿童比生活在西方
社会的亚裔儿童近视罹患率更高加以推断"但目前仍
缺乏不同环境中生活的相似种族人群之间的近视进展

率差异的回顾研究资料)
U\,+e[+等 + !!%,

的研究中还发现"近视父母的数量
是高度近视发生的危险因素"目前一些研究支持该研
究的观点"即父母近视与近视进展有关"但也有研究并
不支持该结论

+ B!"!!CP!!B, )
:050W+5 等 + G(,

对平均年龄为 CKC 岁的受试者进行
研究"显示女性的近视进展速度快于男性"女性和男性
的近视进展分别为P&KC& :S年和P&K%! :S年#q20/
等

+ GB,
的研究结果显示与男性相比较"女性近视进展更

快'\1$!KG'"B'M ?J$!K!#P!KCG() 然而"在 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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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
的研究认为二者这种差异并不明显)

E6m6D6D"环境"p,05Y等 + C%,
的 *I>+分析显示"户外

活动时间并不能有效地延缓近视的进展) 然而"最近
的一项前瞻性研究

+ '#,
认为"户外活动时间可减缓近视

进展速度"之后的一些队列研究得出了上述不同的结
果

+ '!"%G"!!C"!#&, "支持户外活动时间对近视进展的有保护
作用结果的研究者可能是从近视进展有季节差异的研

究中得出的推断
+ !#!P!#$,'见.控制近视发生和发展的干

预措施的报告/附件()
许多与近视发病率或患病率相关的环境因素也

与近视的进展有关"许多研究描述了不同的或做
模式"显示了近距离工作与近视进展之间的关联
性

+ '!P'#"%#"%G"B!"!!BP!#&, "其他研究还对城市化和家庭收入
的增加因素与近视进展的关联性进行了评估

+ B&PB!, )
E6m6D6E"双眼视"有两项研究将双眼视觉效应指标
纳入了治疗方案'内隐斜视或低度调节滞后("疗效较
好"表明双眼视觉功能可能是近视进展的危险因素
之一

+ !#GP!#', )
E6X"近视风险因子

上述观察报告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近视的
发病年龄越小"发展到威胁视力的近视程度的可能性
越大) 因此相关的从业者员和家长应该在尽早积极进
行干预"控制近视的发生和进展) 目前还没有一个规
范的流程对近视发病风险进行识别"最终会导致近视
的稳定进展) 然而"生活在亚洲城市地区的中国孩子
处于紧张的教育环境里"如果父母均患近视"显然比一
个生活在澳大利亚农村*无近视父母的白种人罹患严
重近视的风险更大"并非所有的低龄近视儿童都会发
展成为高度近视"但目前认为发病年龄是儿童近视进
展的最大风险和决定因素"虽然如此"但从业者也应该
认识到"晚发近视的人群'比如 !! 岁或更年长者(也
存在进展为高度近视的可能"特别是在近视进展率很
高的地区) 无论近视的发病年龄如何"医生都应认真
甄别有近视快速进展危险因素的患者并进行干预)

F9各分委会报告的焦点和进展

F6B"J8J$近视的定义和分类 + $B,

作为一个探索的科学问题"近视研究已逾 G&& 年
之久"但近年发现"近视已成为导致视力丧失的重要原
因"也是一系列病理性眼病的危险因素"认为是一个严
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近视的发生趋势逐渐在全球蔓
延"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已达到流行的程度) 过去近视
的定义方法多样"例如根据病因推断*发病年龄*进展
率*近视度数'屈光度(和器质性并发症"导致了术语

的使用非常混乱) 因此"本小组委员会的目标是提供
一套标准化的术语*定义和近视及其主要眼部并发症
的诊断标准"并对目前的术语和近视诊断标准的选择
进行解读"以确保建议的标准更适于临床研究且与近视
的基础生物学研究相关"可为该领域的研究人员所接
受"并有助于相关防控工作卫生决策的制定) 我们建议
将近视的许多描述性术语合并为以下描述性分类$

近视$是一种屈光不正状态"当眼睛调节放松时"
平行于视轴进入眼睛的光线在视网膜前聚焦) 这是眼
球的前后径太长所致"但也可能是由于角膜曲率过大"
或晶状体的折射率增加"或两者都有"均称为近视眼)

近视包含以下术语$轴向近视$由于眼轴过度增长
而导致的近视性屈光状态) 屈光性近视$由角膜和晶
状体影响成像的眼球解剖结构或位置的异常所导致的

一种近视性屈光状态) 继发性近视$由单一的*特异的
病因'如药物*角膜疾病*或系统性临床综合征(而不
是那些公认的能导致近视发展的风险因素导致的一种

近视性屈光状态)
标准中还建议在进行定量分析过程中始终将近视

定义为负值"便于严格的数学计算) 为了给近视预防
研究提供一个框架"对 1近视前期2的标准进行了定
义) 近视前期$儿童的屈光状态为# w&K%' :RO
P&K'& :时"综合考虑其基础屈光度*年龄和其他可量
化的危险因素"预测未来发展为近视的可能性及应采
取的干预措施)

根据当前的文献共识"建议将近视量化分为近视
'即所有类型的近视(*低度近视和高度近视) 近视$
当眼睛调节放松时"眼球的球面等效屈光度!P&K' :
的状态) 低度近视$当眼球调节放松时"眼球的球面等
效屈光度为!P&K' :RFP(K&& :) 高度近视$当眼球
调节放松时"眼球的球面等效屈光度!P(K&& :的状
态) 虽然即使轻度近视也会增加罹患眼病理性病变的
风险"如近视性黄斑病变和视网膜脱离"但1病理性近
视2定义为近视的解剖结构异常导致的并发症) 病理
性近视$与近视相关的眼轴过度增长"导致眼后节解剖
结构改变'包括后巩膜葡萄肿*近视性黄斑病变*高度近
视相关性视神经病变("同时导致最佳矫正视力不佳)

还有其他临床分类方法"其涵盖范围包括此类解
剖结构性并发症)
F6D"J8J$正视化与近视的实验模型 + !#(,

目前"我们对出生后眼睛生长和近视发展特征及
机制的认识大多来自于动物模型的实验研究"从灵长
类到无脊椎动物"大量的物种用于近视模型研究"包括
猕猴和狨猴*树鼩*豚鼠*老鼠*鸡*鱼和鱿鱼等)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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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系统发生的*广泛的物种在生态学*眼球解
剖*视觉功能和视力上存在差异"但其都具有由视觉引
导的眼球生长的特点"支持视觉引导的眼球生长是在
与照相机类似眼中发现的保守进化现象的假说) 每个
物种的动物实验研究都提供了独特的实验优势"有助
于视觉引导的眼球生长机制和关键信号通路的研究"
这些信号通路对调节眼屈光系统发挥调节作用) 因
此"当这些研究结果用来解释近视机制和临床转化时
须考虑不同物种解剖学和生理学差异)

对正视化和近视的研究中对主要实验物种的眼球

解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了总结"共对 C&& 份以上
的已发表文献进行分析"主要聚焦于各种视觉条件下
眼球增长和屈光状态发生的相应改变"这些证据支持
视觉在眼球发育中的作用以及视觉在调节眼球生长和

正式化发育方面的潜在机制) 本文还讨论了实验性正
式化到实验中施加视网膜离焦的关键指征"包括控制
局部眼球生长的视网膜机制*视觉信号的时空整合*同
时施加竞争性视觉离焦信号的影响*在眼球生长中各
种视觉昼夜节律变化与诱导后眼部变化的关系*以及
引起近视的视觉体验的关键期"报告也回顾和讨论了
视觉信号影响眼球生长的特性研究"包括环境照明强
度*光的光谱组成*纵向色差*高阶单色像差和散光)

报告回顾分析了屈光不正发展的生物化学基础"
包括各种视网膜神经递质*神经调节素和生长促进剂
的作用"如多巴胺*血管活性肠肽*黑色素*胰高血糖
素*胰岛素和一氧化氮"探讨了正式化和近视机制中的
药理学基础"包括胆碱能*氨基丁酸能*腺苷类拮抗剂
和一氧化氮及神经肽类药物的药理作用"最后对眼睛
和视网膜中基因表达的分子生物学基础及可能的基

因P环境相互影响进行了综述)
报告还对动物模型中证实的发现进行回顾和总

结"为近视防控治疗策略的调整提供了重要证据"如眼
球具有检测视网膜离焦信号和耐受补偿性生长的能

力*局部视网膜控制眼球生长*脉络膜厚度的调节变
化*以及生化信号识别后调节出生后眼球生长和屈光
状态的级联反应) 动物模型将持续为眼球生长控制的
细胞和分子机制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包括对药物开发
的潜在新靶点的识别"未来的治疗方法必需有效地遏
制近视发生率的增加和威胁视觉的因素)
F6E"J8J$近视遗传学报告 + (#,

与其他复杂事物一样"近视研究也从过去 !& 年来
:̀ @技术的巨大进步中和基因分析成本显著降低中
受益匪浅) 国家近视研究学会的近视遗传学报告综述
了屈光不正和近视的基因鉴定进展"并阐述了它们对

分子水平机制的影响"一项文献检索研究发现"近 #&&
个基因位点与屈光不正*近视或眼轴增长以及这些内
在表型之间的许多关联有关) 致病变异位点主要定位
于蛋白质编码区外"本身的风险很低) 然而"多基因风
险评分发现"所有的遗传风险变异有累加效应"遗传负
荷高的人发生近视的风险是正常人的 G& 倍"而高度近
视和高度远视可以通过遗传评分加以区分) 目前基因
解析的重要贡献是可对眼球生长的分子机制进行深入

研究"注释基因的功能包括视网膜细胞生理学*对光的
处理*谷氨酸受体信号*细胞外基质调制*眼前节形态
学以及转录后的调控在 9̀ @水平上调控基因的表达)
电脑模拟和体外研究表明"除视网膜色素细胞外"视网
膜中所有细胞类型*血管床和结缔组织均有基因表达
位点"意味着视觉可触发视网膜信号级联反应"且促进
眼球生长过程涉及一个复杂的网络分子"这些分子来
源于许多不同的细胞和组织) 基因研究还提示"大多
数基因并非眼睛所特有"即这些基因还有其他调控功
能) 很多常见近视基因参与很多综合征的发病"包括
神经退行性病变和结缔组织疾病"这种具有广泛功能
的基因是如何导致巩膜重塑和眼轴增长的仍未阐明)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近视的分子遗传学研究进一

步发展到下一个层次"即探索新的高通量*广泛覆盖的
基因分型分析"确定蛋白质功能和调控基因表达的因
素"研究 :̀ @*蛋白质和环境如何相互作用以确定眼
球的大小"以及为存储和再利用庞大的基因组数据创造
可能性) 理解和解决近视的预测问题是一个新的挑战)
F6F"J8J$近视发生和进展防控的干预措施报告 + CC,

本报告对用于儿童和近视进展防控的各种干预措

施的证据进行了审核"目录顺序为$光学*药理学*环境
'行为(和外科干预措施 '旨在稳定高度近视眼的进
展() 关于单焦框架眼镜是否比软性角膜接触镜更易
引起近视进展的问题仅有些不确切的证据"但均无临
床意义) 目前一些从业人员仍然将近视欠矫作为近视
控制的策略"但部分临床试验表明"这种策略在减缓近
视进展方面并无明显的临床益处) 矫正周边视野离焦
的单焦框架眼镜进行近视矫正的效果很小"减缓近视
发展的有效性不足 !GM)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近视控
制疗效为 (M<'!M("双焦点眼镜和渐进多焦点眼镜对
近视进展的控制效果存在差异"但效果较好) 总的来
说"软性和硬性单焦点角膜接触镜对近视进展均无明
显效果"而多焦点角膜接触镜的治疗效果更佳) 中等
距离多焦点眼镜的超处方使用效果较好"样本量加权
平均值为 $CM"同时减缓了近视的进展和眼轴的增长
速度"尽管这两个评估指标并不总是紧密相关) 角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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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形术也能有效减缓眼轴增长速度至 $&MR''M)
药物控制近视的试验也有一些结果"其他毒蕈碱

类拮抗剂如 8! 受体选择性药物哌仑西平*降低眼压
的药物包括噻吗洛尔'非选择性 %<肾上腺素能受体拮
抗剂(的局部应用和 %<甲基黄嘌呤'一种腺苷拮抗剂(
口服也已用于研究"但目前所用的主要是阿托品) 虽
然更高浓度的阿托品'!M(在减缓近视进展方面效果
可达到 (&MRC&M"最近的研究中所用的阿托品浓度
更低'如 &K&!M("以减少调节麻痹作用'约 G'M() 与
既往文献相比"低浓度阿托品无明显的眼轴增长抑制
效应"不良反应更少"但停药后反弹明显)

与已罹患近视但进展缓慢的近视眼相比"户外活
动在预防偶发性近视的发生方面似乎更好"但关于维
生素 :水平与近视控制间有关的证据并不充分) 近
视进展的季节性趋势为户外活动影响近视进展的研究

提供了间接证据"如目前观察到较暗的冬季近视进展
速度快于较亮的夏季) 一项研究发现"每周每增加的
户外活动 ! 2"患近视的风险则降低 #M) 另一项研究
发现从事近距离工作和户外活动的时间对近视的影响

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紧密相关)
利用可穿戴技术'便携式测量设备(代替问卷作

为研究工具可能有助于解决存在争议的和尚未解决的

问题"包括室内照明的质量对于近视的影响是否重要)
F6G"J8J$临床近视防控实验和设备的报告 + !#%,

对近视防控的有关临床实验进行回顾分析以便就

临床试验设计中的最佳方案达成共识"以评估相关治
疗的有效性) 近视防控的干预常须持续多年且覆盖近
视进展的时间段"故一段时间后其疗效会减弱"因此评
估疗效的临床试验应开展很长时间"一般推荐 $ 年"以
确保能够评估长期疗效"同时也要关注疗效反弹情况)
由于季节因素的影响"推荐至少为 ! 年) 典型的患者
纳入标准应包括睫状肌麻痹后的球镜或等效球镜矫正

度数"近视度数至少为P&K%' :"散光度为#!K&& :"屈
光参差# !K'& :#年龄 ( R!# 岁#最佳视力为 #&S#&
'-0Y8@9视力表为 &K&() 排除标准为有硬性接触镜
佩戴史#既往曾接受近视控制措施#有眼部病变#双眼
视觉异常#曾有可能影响瞳孔大小*调节药物或影响眼
表药物应用史以及有可能影响视力*视觉发育或物理
治疗的系统性疾病) 对照组受试者的选择取决于正在
研究的干预措施"但近视的控制研究通常不能完全消
除其影响) 缺乏对照组的研究不能证明该疗法的治疗
效果) 由于近视的进展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且
有季节性影响"如果对照则无法区分是近视进展的下
降究竟是自发的还是治疗所致) 研究应采用随机化分

配原则"并应在充分考虑影响近视进展的关键因素的
情况下进行分层研究"如年龄和种族S民族因素) 眼健
康指征*包括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和基线特征*定期扩瞳
眼底检查情况以及标准化不良事件报告也应纳入实施

方案) 在近视控制研究中也发现双眼视觉与近视进展
的遗传关联性"因此研究期间应记录指标的基线资料
和定期复查检查资料) 其他与干预措施安全性评估相
关的指标包括视力和听力障碍) 迄今为止在已发表的
研究文献中尚未发现任何减少近视进展的最小百分比

有临床意义"任何一个百分比降低的阈值理论上都可
能受多个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治疗时间*样本数量和
研究设计的考量"应提供了基于当前的*可测量的变量
数据的样本量估计方法)

结果分析应分为初级*次级和探索性结果分析"初
级结果分析指标为屈光度 '在光学干预研究中"最理
想的客观评估方法是采用 !M托吡卡胺点眼麻痹睫状
肌后采用自动验光仪的验光结果(或眼轴长度'最理
想的方法是采用非接触性干涉测量法测量("或两者
兼有) 次级结果分析指标主要是患者的主观指标'通
常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可以包括父母S监护人经历及
患者经历(和治疗的依从性'理想情况下是及时的反
馈"如短信回复或连接到数据记录仪的传感器() 探
索性结果分析主要用于作用机制和相关危险因素的评

估) 这些分析包括次要指标的屈光状态'如自动验光
仪验光或波前像差仪检查(*调节改变'包括调节滞后
和调节强度(*眼位*瞳孔大小*户外活动S照明水平*
眼前节和后段解剖结构改变'通常采用的成像方法有
血流量成像*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成像*主要关注脉络膜
厚度变化的视网膜成像(及'巩膜和角膜的(组织生物
力学)
F6m"J8J$近视防控中的行业准则和伦理考量 + !#C,

这个小组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讨论近视防控方案

及其相关行业指南和伦理考量"目前已开展了对已发
表论文和指导文件的评论"以详细考查伦理标准为目
的"其伦理标准涉及调查*开发*注册*营销*处方和近
视防控措施的应用)

从伦理的角度考量"是否实施近视防控策略的主
要取决于医疗风险与效益比"减缓近视进展的主要目
的是降低晚年罹患威胁视力疾病的风险"然而"未来的
几十年内不太可能得出确切的证据和相关结论) 尽管
如此"如果这个假设可以成立"那么从近视相关眼部病
理损害与近视程度之间的关联性考虑"实施近视防控
策略将有很大收益) 因此"风险收益分析时必须对不
干预的后果加以考量"确定对个别患者实施近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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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必要性) 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矫正设备对
患者生活质量的实际改善情况#病理性近视和相关视
力障碍的成年人常出现明显的社交与情感障碍"因而
生活满意度下降) 进行近视防控决策时须考虑的其他
因素还包括治疗过程检测和治疗的可行性*得到的眼
部医护服务*合理的价格和治疗的便利性"这些都是近
视防控决策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从业者需要承担的责任"从业者需要
充分认识到近视发展不同阶段的患眼面临的风险*近
视的影响*发展为高度近视的可能症状和体征*治疗获
益*治疗的不良反应和其他相关因素"以提供合理建议
和治疗方案)

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经常与公司合作开展近视防

控研究"然而"这种合作关系存在偏倚的风险) 在推荐
近视防控的管理方案时"从业者应该考虑利益冲突的
重要性) 近视防控研究者*从业者和制造商之间的关
系应公开透明并在研究报告中声明) 临床医生和患者
之间的关系不应因商业或其他利益而受到损害"以免
违反患者利益优先的原则)

目前在许多国家大多数近视控制方法都属于超适

应证使用"大多数监管机构并不限制医生与患者讨论
超适应证治疗问题) 然而"考虑到家庭临床医师推荐
的治疗方法被认为是已证明安全有效的而且得到科学

证据的支持"因此"建议从业者与患者及其家属签署知
情同意书"以确保患者及父母S监护人可以与从业者沟
通后充分了解治疗风险*获益和替代方案)

监管机构*医疗产品制造商*学者*从业人员和患
者都是近视防控的利益相关方"在确保患者获得好的
治疗效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监管机构对治疗方案
的批准依赖于风险P效益评估结果"并根据适用的法
律和监管标准从科学*医学*政策和判别中获得准确的
信息"对治疗有效性报道应适当"并应采用严格的方法
确保治疗的质量"在围绕医生提供的近视控制治疗的
伦理决策中"医疗产品制造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学
术界在传播近视防控的科学信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相关信息常发表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此外还包括
学术会议交流) 医生有责任采用可循证的方法用于近
视防控) 近视是一个多因素和个体化的疾病"应使用
已发表的证据和临床决策对年轻的近视患者采取最佳

治疗过程) 患者应充分了解已有营销授权的治疗设备
的性质"并应知晓在超处方S未经许可的治疗与风险可
能是未知的) 从业人员应以中立*公正和无偏见的态
度提供相应信息"并应得到在线的或打印资料)

未成年人的近视防控过程存在伦理问题"监管机

构*制造商*学者和临床医生都应确保所用的产品是安
全和有效的"并且患者也应充分了解产品的益处和潜
在风险)
F6X"J8J$临床近视管理指南 + !#B,

本报告主要依据.国际近视研究院---防控近视
发生和进展的干预措施报告/ + CC,

中的证据"为进展性
近视患者的管理提供临床指南"包括屈光不正*双眼同
时视功能*父母屈光状态评估和 ( R!! 岁儿童视觉环
境'如教育强度和户外活动时间(中危险因素的识别*
与家长S监护人及患者关于进展性近视的预后及相关
风险的讨论以及治疗方案选择*风险及获益*患者的期
望值*知情同意情况*依从性及随访"还应充分考虑超
范围治疗问题) 基线特征检查包括详细的眼部检查和
既往史*个人史'包括父母的屈光不正情况*近视发病
时间*之前的任何校正S治疗方案*和户外活动时间S详
细的近距离工作时间(*主觉验光结果'必要时睫状肌
麻痹后客观验光(*视力*双眼视觉'主要是辐辏功能(
和调节'特别是调节滞后和调节幅度(评估*角膜地形
图'如果考虑角膜矫正术(*眼前节裂隙灯显微镜检查
情况'包括干眼征象(*眼压'如果考虑药物治疗(*扩
瞳眼底检查和理想的非接触式设备测量的眼轴长度)
未来的探索性临床试验指标包括未矫正的周边部的屈

光状态*像差*瞳孔大小*旁中心凹脉络膜厚度以及追
踪视觉习惯和环境的可便携式设备) 近视防控治疗策
略制定时需要与患者和家长S监护人就其风险S利益*
患者的生活方式和依从性等方面达成一致"在研究的
基础上"近视1计算器2可以将基于研究基础上的平均
潜在结果可视化"但必须注意的是"预测只用于仔细挑
选的*检查了 # 到 ' 年之间的对象) 由于任何治疗'角
膜接触镜*药物(具有固有风险"一般不建议治疗"除
非近视明显发生'P&K'& :至P&K%' :("而基础屈光不
正将决定治疗的可用性和潜在的有效性) 虽然近视矫
正不足在一些国家仍然存在"但大多数可靠的研究表
明"它要么没有效果"要么会增加近视进展的速度"因
此"应该鼓励儿童全天佩戴近视矫正眼镜) 不应阻止
儿童参与近距离工作的活动"但应鼓励他们有规律地
交替进行休息和紧张的近距离工作"并给予充足的户
外时间'每周 CP!' 小时()

在快速进展的近视中"年龄越小"治疗可能越有
效#某些治疗方法的疗效在治疗的前 ( 个月至 # 年后
可能会减弱"而在停止治疗后效果可能会反弹 '特别
是使用大剂量的药物() 该指南建议每 ( 个月随访一
次"以监测近视控制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与基
线相同的检查"但每年或有症状时进行睫状体麻痹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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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和扩瞳眼底检查) 我们讨论了近视干预和治疗的未
来研究方向"以及提供了临床参考和资源"同时建议在
这个不断发展的临床实践领域持续职业教育)
致谢$本文作者感谢泪液和眼表协会的首席执行官 :+W,[ E/--,W+5 在分

享全球共识方面分享了他的专业知识) 对本文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希

望保持匿名"并拒绝发表作者或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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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附表 B9国际近视研究院报告中的字母缩略Y缩写词表汇总

缩写 定义 缩写 定义 缩写 定义 缩写 定义

%<8p 黄嘌呤的甲基衍生物 Ì AE 内皮一氧化氮合酶 lJ8 透镜诱导型近视 TE9 后巩膜加强

@DS@ 调节性辐辏S调节比 )̀ ElJ 脑啡肽<*神经紧张素P和生
长抑素样免疫反应性无长突

细胞

l<̀@8) <̀'<硝基精氨酸甲酯 ' ÀE
抑制剂(

oAl 生活质量

@D)E 安阳儿童眼科研究会 )A8 早发性近视 l<̀JA `'<' !<亚胺乙基 (<-<鸟氨酸
' ÀE 抑制剂(

o?l 数量性状基因位点

@[[ 双焦点渐进 )10 内隐斜视 l<̀88@ 乙酸 <̀甲基<-<精氨酸 ' ÀE
抑制剂(

. 相关系数

@:?̀ 'wSP(<#<氨基<("%<二羟基<!"
#"$"G<四氢萘

)Q 欧洲联盟 l0Y8@9 最小视角的对数 9@ 维甲酸

@a 视网膜自荧光 a@ 荧光血管造影 lA8 晚发性近视 9@@g 可治愈盲的快速评估

@l 眼轴长度 aD 足矫 lA9JD 儿童角膜塑型术的纵向研究 9@l:b# 视黄醛脱氢酶 #

@lET@D 雅芳父母与儿童纵向研究 a:@ 食物及药物管理局 8D 近视控制 9@9 视黄酸受体

@̀ E)E 法国食品*环境和职业健康与
安全管理局

a:8 形觉剥夺性近视 8)?@<
T8

病理近视 8I>+分析研究小
组

9D? 随机临床试验S随机对照试验

@TlT# 淀粉样蛋白 # aUa 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8a 多焦点 9DQf 英国研究理事会

@9):E 年龄相关性眼病研究 a9: 黄斑区视网膜脱离 8aEDl 多焦软性角膜接触镜 9AD 课间休息

@?A8 阿托品在治疗近视中的作用 aQ 随访 88 近视性黄斑病 9A8JA 角膜矫正术中近视的推出研究

+>9@ 全反式视黄酸 U@g@ (<氨基丁酸 ** 毫米 9T) 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

g 回归系数 U@U 粘多糖 88: 近视性黄斑变性 E@_)E 悉尼青少年血管和眼研究

g@f 苯扎氯铵 UDT 良好药品临床试验规范 88T 基质金属蛋白酶 EDl 软性角膜接触镜

ga 双焦 UD?@ 全基因组复杂性状分析 89 孟德尔随机化 ED̀ 视交叉上核

gb_J 布赖恩!霍尔登视觉研究所 U)kJE 广泛的基因组P环境相互作
用研究

89J 磁共振成像 EDA98 新加坡近视危险因素的队列研

究

g8)E 蓝山研究组 UlT 良好实验室规范 8? 麝香毒素 E)9 等效球镜度数

g8T 骨骼形成蛋白 UlT<! 葡聚糖类肽<! 8?a 调制传递函数 E8E 悉尼近视研究

gE 英国标准 U8T 良好的制造规范 8p 甲基黄嘌呤 E T̀ 单核苷酸多态性

D 对照组 UA@l 广州户外活动纵向研究 @̀ 不适用的 EHI71 眼镜

D@ 胞苷P腺嘌呤重复序列 UT 透气性硬性接触镜 5 ÀE 神经型一氧化氮合酶 EEU@D 社会科学基因协会联合会

7@8T 环磷酸腺苷 U9E 遗传风险评分 À 一氧化氮 EEJ 注射式巩膜强化

DDl 胶原交联 Uk@E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ÀE 一氮氧化酶合成酶 E?@9E 新加坡儿童斜视*弱视和屈光不
正的研究

D) 公司产品 U;) 基因环境相互作用 T̀ 未提供 E_ 单视

7U8T 环磷酸鸟苷 bDT 保健专业人员 <̀Tl@ '̀<丙基<-<精氨酸 ' ÀE 抑
制剂(

?Ua 转化生长因子

DJ 置信区间 b8<
T9A

高度近视角膜部分塑形术 AD?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J8T 金属蛋白酶的组织抑制剂

Dl))9) 种族和屈光不正的协同纵向

评估研究

bA@ 高阶像差 Af 角膜塑形术 ?0<E)) 环面角膜塑形术减缓眼球增长

D̀ _ 脉络膜新生血管 b.1 小时数 AlE8 近视的奥林达纵向研究 QD 矫正不足

DAJ 利益冲突 JD: 国际疾病分类 A8J8 在线人类孟德尔遗传数据库 Qf 英国

DA8)? 近视矫正评估试验研究 JDU 吲哚菁绿血管造影 A9 优势比 QE@ 美国

DT: 持续专业发展 JAT 眼内压 T@l 渐变多焦眼镜 Q_ 紫外线

D9)@8 屈光不正和近视联合会 J9g 机构审查委员会 T@<T@l 周边非球面渐变多焦点眼镜 _)Ua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 屈光度 JEA 国际标准化组织 TU 蛋白聚糖 _JT 血管活性肠肽

:@ 多巴胺 fA9@ 奥格斯堡地区合作卫生研究

组织

T8@ 售前许可 k)E 全外显子组测序

:aT 二异丙基氟磷酸酯 lD@ 纵向色差 T8:@ 药品和医疗设备机构 kUE 全基因组测序

)D8 细胞外基质 l<
:AT@

左旋多巴'-<$"G 二羟基苯丙
氨酸(

TTU 前列腺素前体 kbA 世界卫生组织

)DT 眼病护理从业人员 l): 发光二极管 T9 部分矫正 n. 年

)̀ 欧洲标准 lJb 透镜诱导型远视 T9A 患者报告结局 )ga 棱镜双焦点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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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以下的表格摘自 J8J<[IX,5,5Y+5[ 7-+11,XZ,5Y*Z0H,+$@H.0H01I[ 1I>0X1>+5[+.[1X0.7-,5,7+-+5[ IH,[I*,0-0Y,7
1>/[,I162>>H1$SS,0W16+.W0V0/.5+-160.YS+.>,7-I6+1H;0 +.>,7-I,[N#%#%$!#

附表 D9关于近视建议的定义和定量阈值的汇总

术语 定""""义

定性

"近视

"
是一种屈光不正"当眼睛调节放松时"平行于视轴进入眼睛的光线在视网膜前聚焦) 这通常是由于眼球的前极过长"但也可能是
由于角膜曲率过大"或晶状体的折射率增加"或两者都有) 它也被称为近视眼)

"轴性近视 由于眼轴过度增长而导致的近视性屈光状态)

"屈光性近视 可因影响成像的眼球解剖结构或位置'例如角膜和晶状体(的异常所导致一种近视性屈光状态

"继发性近视 单一的或特异的病因'例如$药物*角膜疾病*或系统性临床综合征( "而不是那些公认的能导致近视发展的风险因素导致一种近
视性屈光状态)

定量

"近视 当眼睛调节放松时"眼球的球面等效屈光度!P&6' :的状态)

"低度近视 当眼球调节放松时"眼球的球面等效屈光度!P&6' :和FP(6&& :)

"高度近视 当眼球调节放松时"眼球的球面等效屈光度!P(6&& :的状态)

"近视前期 儿童的屈光状态为#w&6%' :和OP&6'& :"综合考虑其基础屈光度*年龄和其他可量化的危险因素"其未来发展为近视的可能性
较大"应采取预防措施)

附表 E9近视的不良解剖结构性并发症的定义

术语 定""""义

描述性定义

"病理性近视 与近视相关的眼轴过度增长"导致眼后节解剖结构改变'包括后葡萄肿*近视性黄斑病变*高度近视相关性视神

经病变( "同时导致最佳矫正视力不佳)

"近视性黄斑病变'*Z0H,7*+7/-+.

"[IYI5I.+>,05"88:(

一种发生在近视患者身上的威胁视力的情况"通常为高度近视"包括弥漫性或斑片状的黄斑萎缩伴或不伴漆性

裂纹*黄斑 g./72c1缺损*脉络膜新生血管增生和 a/721斑)

近视性黄斑病变的诊断细分

"近视黄斑病变 & 级$无近视性视网膜退行性病变#

! 级$豹纹状眼底改变#

# 级$弥漫性脉络膜视网膜萎缩#

$ 级$片状脉络膜视网膜萎缩#

G 级$黄斑区萎缩)

1附加2特征'可适用于任何类别( m漆器裂纹*近视性脉络膜新生血管*a/721斑)

"假定近视性黄斑变性 患者视力受损及通过小孔矫正而视力无改善"但不能归因于其他原因"以及直接检眼镜检查时附加镜F

P'6&& :"并显示眼底病变如视网膜1斑片状萎缩2或直接检眼镜检查时附加镜FP!&6&& :)

病理性近视的特征性临床表现

"近视性牵引黄斑病变'*Z0H,7

">.+7>,05 *+7/-0H+>2Z"8?8(

合并有黄斑区视网膜劈裂"层状黄斑裂孔和S或中央凹视网膜脱离'a9:(的高度近视眼"可由于附着的玻璃体

皮层*视网膜前膜*内界膜*视网膜血管和后葡萄肿等产生的牵引力导致的)

"近视相关的青光眼样视神经病变 高度近视眼患者表现的视神经病变以神经视网膜盘缘的丢失和视杯的增大为特征"在正常眼压下"有继发性大

杯盘或发生在视盘缘三角区

!B!&!!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B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D2,5 ]);H AH2>2+-*0-":I7I*̂ I.#&!B"_0-6$%" 0̀6!#



""以下的表格摘自 J8J<,5>I.WI5>,051X0.705>.0--,5Y*Z0H,+051I>+5[ H.0Y.I11,05 .IH0.>62>>H1$SS,0W16+.W0V0/.5+-16
0.YS+.>,7-I6+1H;0 +.>,7-I,[N#%#%$!'

表 B9在先前的同行评审的文献中报道的眼镜进行近视控制研究的结果

作者"年份'国家(
样本量""

年龄范围'年(
对照 研究设计

时间跨

度'年(

失访率

'M(

延缓近视

进展率'M(

延缓眼轴

增长率'M(
基线年龄'岁( 近视范围':( 平均近视度':(

矫正不足

l,I>+-6"#&!''中国( #'$"!&<!( aD框架眼镜 非随机观察 ! @̀ '6C & aD$!#6%L&6G

QD$!#6%L&6'

T̀ aD$P$6%'L!6#$

QD$P$6!#L!6#B

@[-I.|8,--0[0>"#&&('英国( GC"(<!' aD框架眼镜 随机 !6' ##6' 矫正不足更差$#&6% & aD$!&6#L#6#

QD$B6BL#6%

aD$!6&( 到PG6'&

QD$P!6$% 到P'6$&

aD$P#6C#L!6&(

P#6B'L!6#'

D2/5YI>+-6"#&&#'马来西亚( BG"B<!G aD框架眼镜 随机 # T̀ 矫正不足更差$#B6C T̀ aD$!!6'L!6'

QD$!!6(L!6'

大于P&6'& aD$P#6(CL!6!%

P#6(CL!6G!

f00*105 I>+-6"#&!('加纳( !'&"!&<!' aD框架眼镜 随机 # &6( %6G !#6' aD$!#6GL!6#

QD$!#6GL!6G

P!6#' 到PG6&& aD$P!6B(L&6'%

P#6&#L&6'G

双焦点眼镜

a/-d I>+-6"#&&& '美国( C#"(<!$ 单焦接触镜 随机 #6' C6' #&6# !C6G ga$!&6%L!6$

E_$!&6CL!6G

大于P&6'& 同时

近点内隐斜视

ga$P#6!#L!6!(

P#6'#L!6G&

U011I>+-6"!BC( '美国( !!#" T̀ 单焦接触镜 非随机 T̀ @̀ !'6B @̀ T̀"" T̀ T̀""

T~.11,5I5 I>+-6"!BCB '芬兰( #G&"B<!! 单焦接触镜<远用

单焦接触镜<705>

随机 变量 T̀ #&6# 比 E_"

C6#更差比 E_705>"
@̀ E_:,1>+5>$!&6B

E_705>$!&6B

ga$!&6B

T̀ E_:,1>+5>$l)$P!6$

E_D05>$l)$P!6'

ga$l)$P!6'

U.01WI50.I>+-6"!BC% '美国( #&%"(<!' 单焦接触镜 随机 $ G&6! w!6&&附加$更差 '6C

w#6&&附加$'6C

`S@ T̀"" 大于P&6#' T̀""

D2I5YI>+-6"#&!G '加拿大( !$'"C<!$ 单焦接触镜 随机 $ '6# )ga$'!6&

ga$$B6$

)ga$$G6!

ga$$&6'

)ga$!&6GL&6$

ga$!&6!L&6$

E_$!&6$L&6$

比上一年度进展

P!6&&或大于!&6':

)ga$P$6#%L&6!(

ga$P$6&$L&6!(

E_$P#6B#L&6!B
渐进眼镜

lI/5YI>+-6"!BBB '中国香港( C&"B<!# 单焦接触镜 未随机 # !'6& T@lw!6'&$$C6#

T@lw#6&&$G(6$

T@lw!6'&$$$6%

T@lw#6&&$GG6'

T@lw!6'&$!&6'

T@lw#6&&$!&6#

E_$!&6G

P!6&&到P'6&& T@lw!6'&$P$6%$L!6!$

T@lw#6&&$P$6(%L&6B%

E_$P$6(%L!6!'
渐进眼镜'持续的(

)[\+.[1I>+-6"#&&# '中国香港( #BC"%<!&6' 单焦接触镜 随机 # !G6% !!6! $6! T@l$B6#

E_$C6B

P!6#'到PG6'& T@l$P#6C#L&6BB

E_$P#6B#L&6BB

n+5YI>+-6"#&&B '中国( !%C"%<!$ 单焦接触镜 随机 # !(6$ !%6$ !'6% @--$!!6&L!6( P&6'&到P$6&& T@l$P!6(&L&6($

E_$P!6%CL&6(C

U\,+e[+I>+-6"#&&$ '美国( G(B"(<!! 单焦接触镜 随机 $ !6' !$6' !G6( T@l$B6$L!6$

E_$B6GL!6$

P!6#'到PG6'& T@l$P#6G&L&6%'

E_$P#6$%L&6CG

b+1ÎII>+-6"#&&C '日本( B#"(<!# 单焦接触镜 交叉随机 !6' % #'6C'!期临床( @̀ T@l$!&6&

E_$B6%

P!6#'到P(6&& T@l$P$6!%

E_$P$6$!

DA8)?#&!!'美国( !!C"C<!# 单焦接触镜 随机 $ % #G6$ @̀ T@l$!&6#L!6!

E_$!&6&L!6!

P&6%'到P#6'& T@l$P!6'&L&6G'

E_$P!6G'L&6G%

gI.5>1I5 I>+-6"#&!# '美国( C'"(<!! 单焦接触镜 随机 ! !6! $G6( #C6' T@l$B6(L!6#

E_$!&6!L!6'

P&6%'到PG6'& T@l$P!6B'L&6(G

E_$P#6&GL&6B!

周边离焦管理

E+5d+.,[/.YI>+-6"#&!& '中国( #!&"(<!( 单焦接触镜 随机 ! G6G !型$更差 $6C

#型$更差 $6C

&型$!'6G

!型$&

#型$#6C $6C

&型$!$6B

!型$P!&6%L#6G

#型$P!!6!L#6#

&型$P!!6GL#6$

E_$!&6CL#6'

P&6%'到P$6'&#

球镜#!6'&

!型$P!6C#L&6(#

#型$P!6C!L&6(%

&型$P!6C#L&6((

E_$P!6C%L&6(C

b+1ÎII>+-6"#&!G '中国S日本( !B%"(<!# 单焦接触镜 随机 # !G6$ T@<T@lw!6&$!$6%

T@<T@lw!6'$#&

T@<T@lw!6&$%6$

T@<T@lw!6'$!!6%

T@<T@lw!6&$!&6(L!6'

T@<T@lw!6'$!&6&L!6'

E_$!&6GL!6#

P&6'& 到PG6'& T@<T@lw!6&$P#6'#L!6&!

T@<T@lw!6'$P#6C&L!6&#

E_$P#6(!L!6&&

"注$ga$双焦点#aD$足矫# T̀$未提供#T@<T@l$周边非球面渐变多焦眼镜#QD$矫正不足#705>$连续佩戴#"$仅左眼而不是双眼

!&#&!!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B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D2,5 ]);H AH2>2+-*0-":I7I*̂ I.#&!B"_0-6$%" 0̀6!#



表 D9先前在同行评审的文献中报道的软性多焦点接触镜近视控制研究的结果以及基线与 U值MZ?变化比较研究的汇总

作者"年份'国家( 样本量"
年龄范围'岁( 对照 研究设计

时间

跨度'年(
失访率

'M(
延缓近视

进展率'M(
延缓眼轴

"增长率'M( 基线年龄
'岁( 近视范围':( 平均近视度':(

@51>,7II>+-6"#&!! '新西兰( %&"!!<!G 角膜接触镜 对侧对照 &KC !#K' $(K# '&K& 未知"" P!6#' 到PG6'& P#6%!L!6!&

E+5d+.,[/.YI>+-6"#&!!'中国( C#"%<!G 框架眼镜 前瞻性 ! !CK& $'K% $CK' 8a$!!6(L!6'
EHI7$!&6CL!6B

P&6%' 到P$6'& 8a$P#6#GL&6%B
EHI7$P!6BBL&6(#

k+--,5II>+-6"#&!$ '美国( 'G"C<!! 角膜接触镜 历史对照 # !BKG '&K' #BK$ 8a$!&6CL!6&
E_$!&6CL&6%

P!6&& 到P(6&& 8a$P#6#GL!6&#
E_$P#6$'L!6&'

a/V,d+[0I>+-6"#&!G '日本( #G"!&<!( 角膜接触镜 交叉随机 ! & #(K# #'K& 8a$!G6$L!6$
E_$!$6!L!6B

P&6%' 到P$6'& 8a$P#6'#L!6(B
E_$P$6(!L&6BC

l+*I>+-6"#&!G '中国香港( !#C"C<!$ 角膜接触镜 随机 # G#K! #'K$ $#KG 8a$!!6!L!6(
E_$!&6BL!6%

P!6&& 到P'6&& 8a$P#6B&L!6&'
E_$P#6&CL!6&$

T+/5II>+-6"#&!' '西班牙( G&"B<!( 框架眼镜 前瞻性 # G$K% G#KB #& 8a$!$6$L#6&
E_$!$6!L#6C

P&6%' 到P%6&& 8a$P#6GGL&6B!
E_$P#6(GL!6!

@--I.I>+-6"#&!( '美国( %B"C<!C 角膜接触镜 随机 ! CK! %%K# %BK# 8a$!$6&L#6'
E_$!$6'L#6#

P&6'& 到P(6&& 8a$P#6'%L!6$G
E_$P#6C!L!6G(

D2I5YI>+-6"#&!( 'QE@( !&B"C<!! 角膜接触镜 随机 ! !GK# #&K( $CKB 8a$B6%L!6!
E_$B6%L!6!

P&6%' 到PG6&& 8a$P#6GGL&6B!
E_$P#6'#L!6G(

9/,e<T0*I[+I>+-6"#&!C '西班牙( CB"C<!$ 框架眼镜 随机 # !(KB $BK$# $(K&G 8a$!!6&L!6#
EHI7$!&6!L!6$

P&6%' 到PG6&& 8a$P#6!(L&6BG
EHI7$P!6%'L&6BG

"注$glJ̀f$近视儿童的双焦眼镜#8a$多焦角膜接触镜#EHI7$单焦眼镜#E_$单焦角膜接触镜

表 E9已发表的有关角膜塑形术控制近视的论文结果汇总

作者"年份'国家( 样本量""
年龄范围'岁(" 对照

研究

设计

时间跨

度'年(
失访

率'M(
眼轴

增长'**(
延缓眼轴

增长率'M(
基线

年龄'年(
近视基线

' E)9":(

D20I>+-6"#&&'
'中国香港(

G$'w$' 历史
对照( "%<!#

单焦接触镜 历史对照 # !B6& Af$&6#BL&6#%
D$&6'GL&6#%

G( Af$B6(L!6'
D$B6(L&6(B

Af$P#6#%L!6&B
D$P#6''L&6BC

k+--,5II>+-6"#&&B
'美国(

G&'w#C 历史
对照( "C<!!

EDl 历史对照 # $&6& Af$&6#'L&6#%
D$&6'%L&6#%

'' Af$!&6'L!6!
D$!&6'L!6&

未知

f+d,>+I>+-6"#&!!
'日本(

!&'"C<!( 单焦接触镜 非随机 # !#6G Af$&6$BL&6#%
D$&6(!L&6#G

$( Af$!#6!L#6(
D$!!6BL#6!

Af$P#6''L!6C#
D$P#6'BL!6((

b,.+0d+I>+-6"#&!#
'日本(

'B"#!# 单焦接触镜 非随机 ' #%6! Af$&6BBL&6G%
D$!6G!L&6(C

$& Af$!&6&GL!6G$
D$B6B'L!6'B

Af$P!6CBL&6C#
D$P!6C$L!6&(

E+5>0[0*,5Y0I>+-6"#&!#
'西班牙(

(!"(<!# 单焦接触镜 非随机 # !$6! Af$&6G%
D$&6(B

$# Af$B6BL!6(
D$B6BL!6B

Af$P#6!'L!6!#
D$P#6&CL!6#$

D20+5[ D2I/5Y"#&!#
'中国香港(

!&#"(<!& 单焦接触镜 随机 # #$6' Af$&6$(L&6#G
D$&6($L&6#(

G$ Af$B6GL!6G
D$C6BL!6(

Af$P#6&'L&6%#
D$P#6#$L&6CG

D2I5 I>+-6"#&!$
'中国香港(

C&"(<!# 单焦接触镜 非随机 # #%6' Af$&6$!L&6#%
D$&6(GL&6$!

'# Af$B6GL!6G
D$C6BL!6(

Af$P#6G(L!6$#
D$P#6&GL!6&B

D2+.*+5[ D20"#&!$
'中国香港(

'#"C<!! 单焦接触镜 随机 # G(6# Af$&6!BL&6#!
D$&6'!L&6$#

($ Af$中位数 !&"
范围 B6&<!!6&
D$中位数 !&"
范围 C6&<!!6&

Af$中位数 (6'&"
范围 (6&<C6$&

D$中位数 (6!$"
范围 '6&<C6$&

E\+.̂.,7d I>+-6"#&!'
'澳大利亚(

$#"C<!( UT 对侧眼

随机交叉

! #' !期临床
Af$P&6&#L&6&'

D$&6&GL&6&(
#期临床

Af$P&6&GL&6&C
D$&6&BL&6&B

P !$6GL!6B !期临床
Af$P#6G$L&6BC
UT$P#6$BL&6B$

#期临床
Af$P#6(&L!6#!
UT$P#6##L!6!&

T+/5{I>+-6"#&!'
'西班牙(

%&"B<!( 单焦接触镜 非随机 # GG6$ Af$&6$#L&6#&
D$&6'#L&6##

$C Af$!#6#%L!6%(
D$!$6&BL#6%B

Af$P$6'!L#6!$
D$P$6(!L&6BC

"注$EDl$软性角膜接触镜#E)9$等效球镜度数#D$对照组#UT$透气硬性角膜接触镜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B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D2,5 ]);H AH2>2+-*0-":I7I*̂ I.#&!B"_0-6$%" 0̀6!#



表 F9涉及阿托品滴眼液控制近视的随机试验的设计和关键结果的汇总

作者"年份'国家( 样本大小"
时间跨度'年( 治疗方法

年龄

范围'年(
基线

年龄'年("

近视

范围':(
平均近

视度':(
等效球镜

度数的变化
"h

眼轴的

变化'**(h
失访率

'M(

nI5 I>+-6"!BCB'中国台湾( #G%"! @!M
DZ7-0!M
对比生理盐水

(<!G !&6'
!&6&
!&6G

P&6'PPG P!6'L&6B
P!6GL&6C
P!6(L&6B

P&6# :'%(M(
P&6( :'$%M(
P&6B :

P (!

E2,2 I>+-6"!BBB '中国台湾( #&&"# @&6'M
@&6#'M
@&6!M
对比 ?.0H &6'M

(<!$ B6C
B6%
C6B
C6$

P&6'PP% PG6BL#6!
PG6#L!6%
PG6!L!6'
PG6'L!6C

P&6&G :SZ'(!M(
P&6G' :SZ'GBM(
P&6G% :SZ'G#M(
P&6(! :SZ

P %

D2/+I>+-6"#&&( '新加坡( G&&"# @!M
对比安慰剂

(<!# B6#
B6#

P!PP( P$6(L!6#
P$6GL!6G

P&6$ '&6B( '%%M(
P!6# '&6%(

P&6&#L&6$''!&'M(
&6$CL&6$C

!$

D2,+I>+-6"#&!( '新加坡( G&&"# @&6'M
@&6!M
@&6&!M

(<!# B6''!6'(
B6%'!6((
B6%'!6'(

P#PP( PG6'L!6'
PG6CL!6'
PG6%L!6C

P&6$ '&6(( '%'M(
P&6G '&6(( '(%M(
P&6' '&6(( ''CM(

&6#%L&6#'
&6#CL&6#C
&6G!L&6$#

!!

k+5YI>+-6"#&!%'中国( !#("! @&6'M
对比安慰剂

'<!& B6!'!6G(
C6%'!6'(

P&6'PP# P!6$L&6G
P!6#L&6$

P&6C'!(&M(
P#6&

P!6!'$&&M(
w&6'&

!$

n,I>+-6"#&!' '中国( !G&"! @!M
对比安慰剂

%<!# B6B'!6G(
B6%'!6G(

P&6'PP# P!6#L&6$
P!6#L&6$

w&6$ '&6#( '!$CM(
P&6B '&6'(

P&6&$L&6&%'!&BM(
&6$#L&6!'

(

n+*I>+-6"#&!C '中国香港( G$C"! @&6&'M
@&6&#'M
@&6&!M
对比安慰剂

G<!# C6G''!6C!(
C6'G'!6%!(
C6#$'!6C$(
C6G#'!6%#(

P!'*,5( P$6BCL!6(B
P$6%!L!6C'
P$6%%L!6C'
P$6C'L!6B'

P&6#%'&6(!(
P&6G('&6G'(
P&6'B'&6(!(
P&6C!'&6'$(

&6#&L&6#'
&6#BL&6#&
&6$(L&6#B
&6G!L&6##

!#

"注$DZ7-0$环戊通#*,5$最小#?.0H$托吡卡胺#"$标准差在括号中#h安慰剂组对比的百分比变化

表 m9预防近视和近视进展的户外干预研究

作者"年份'国家( 研究设计'样本量( 干预类型
基线时的

年龄"验光
主要发现

bII>+-6"#&!'
'中国(

学校为基础的"随机临床
试验'UA@l研究('! CGC(

干预组$每学期增加一节 G& 分钟的户外活动课)

对照组$无附加课程)

三年随机对照试验

(P% 岁"睫状
肌麻 痹 剂 自

动验光仪

近视发病率$$ 年后$干预组$$&6GM#对照组$$B6'M#

方差$PB6! 'B'M ?J"P!G6! 到PG6!(#%F&6&&!(

近视进展率$$ 年后$干预组$P!6G# : ' B'M ?J$
P!6'C 到P!6#% :(#对照组$P!6'B :'B'M ?J"P!6%(

到P!6G$ :( 方差$&6!% :'B'M ?J"&6&! 到 &6$$:(#
%N&6&G 失访率$G6%M

],5 I>+-6"#&!'
'中国(

学校为基础的"前瞻性"干
预研究'$ &'!(

干预组$在上午和下午"附加两个 #& 分钟的课间休
息'9AD(计划
对照组$无计划)

一年随机对照试验

(P!G 岁"睫状
肌麻 痹 剂 自

动验光仪

近视发病率$! 年后$干预组$$6%M#对照组$C6'M#方
差$G6CM '%N&6&GC(

近视进展率$! 年后$干预组$P&6!&L&6(' :#对照组$
P&6#%L&6'# :#方差$&6!% :'%N&6&&'(

失访率$!&6%M

k/ I>+-6"#&!$
'中国台湾(

学校为基础的"干预实验
''%!(

干预组$在上午和下午"附加两个 G& *,5 的课间休
息'9AD(计划)

对照组$无计划)

一年随机对照试验

%P!! 岁"睫状
肌麻 痹 剂 自

动验光仪

近视 发 病 率$ ! 年 后"干 预 组$ C6G!M#对 照 组$
!%6('M#方差$B6#GM '%N&6&&!(

近视进展率$! 年后$干预组$P&6#'L&6(C :#对照组$
P&6$CL&6(B :#方差$&6!$ :'%N&6&#B(

k/ I>+-6"#&!C
'中国台湾(

学校为基础的"干预实验
'(B$(

干预组$上午课间休息 G& *,5"鼓励学生多参加 G

项户外休闲活动#除了每天在学校期间的 !#& *,5

的户外活动'1?,I5<?,I5 !#&2("每周 !'& *,5 的户
外运动'1运动与健康 !'&2()

对照组$在学校期间每天 !#& *,5 的户外活动
'1?,I5<?,I5 !#&2("每周 !'& *,5 的户外运动'1运
动和健康 !'&2() 一年随机对照试验

(P% 岁"睫状
肌麻 痹 剂 自

动验光仪

近视发病率$
! 年后"干预组$!G6'M#对照组$!%6GM#方差$#6BM
'%N&6&'G(

近视进展率$
! 年后"干预组$P&6$'L&6'C :#对照组$P&6G%L
&6%G :#方差$&6!# : ' B'M ?J"&6&' 到 &6!B#%N

&6&&#(

"注$UA@l$广州户外活动纵向研究#9AD$课间休息

!##&!!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B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D2,5 ]);H AH2>2+-*0-":I7I*̂ I.#&!B"_0-6$%" 0̀6!#



表 X9预防近视和近视进展的户外研究

作者"年份'国家( 研究设计'样本量( 基线时的年龄"验光方式 主要发现

近视预防

]05I1I>+-6"#&&% +美国'AlE8(,

U/YYI52I,*I>+-6"#&!#+英国'@lET@D(,

a.I572 I>+-6"#&!$+澳大利亚"'E@_)E(,

8/>>,I>+-6"#&&#+美国 'AlE8(,

901II>+-6"#&&C+澳大利亚 'E8E(,

:,.+5,I>+-6"#&&B+新加坡 'EDA98(,

l0\I>+-6"#&!&+新加坡 'E?@9E(,

U/0I>+-6"#&!$'中国(

队列研究''!G(

队列研究'% %G%(

队列研究'# !&$(#
'P( 年随访

横断面研究'$$((

横断面研究'# $$B(

横断面研究'! #GB(

横断面研究'$ &&B(

横断面研究'(C!(

CPB 岁"睫状肌麻痹剂自
动验光仪

% 岁"非睫状肌麻痹剂自
动验光仪

( 和 !# 岁"睫状肌麻痹
剂自动验光仪

!$P!G Z"睫状肌麻痹剂
自动验光仪

( +5[ !# Z"睫状肌麻痹
剂自动验光仪

!!P#& 岁"睫状肌麻痹剂
自动验光仪

(P%# *0"睫状肌麻痹剂
自动验光仪

'P!$ 岁"非睫状肌麻痹
剂自动验光仪

户外活动时间 '小时S周(和近视发病率 ' E)9#P&6%' :( mA9N&6B!
'&6C% 到 &6B'(#%F&6&&&!

户外活动时间 '小时S周( 和近视发病率' E)9#P!6&& :( mb9N&6%(
'B'M ?J&6(&P&6B((#%N&6&##失访率$$%6(M

户外活动时间 '小时S周(和近视发病率 'E)9#P&6'& :( m!# 岁$
A9N#6CG 'B'M ?J!6'(<'6!%( %F&6&&&!#!% 岁$A9N#6!' 'B'M ?J
!6$'P$6G#(#%N&6&&!#失访率$'!6(M

户外活动时间 '小时S天( 和近视'4Q1#P&6%':( mA9N&6B# 'B'M ?J"
&6C( 到 &6B%(#%N&6&&'

户外活动时间 '小时S天(和等效球镜度数$( 岁$% N&6&'#%N&6&&B#!#

岁$%N&6&%#%F&6&&&$

户外活动时间 '小时S天(和近视'4Q1#P&6'& :( mA9N&6B& 'B'M ?J
&6CG<&6B((#%N&6&&G

户外活动时间 '小时S天( 和近视'4Q1#P&6'& :( mA9N&6B' 'B'M ?J
&6C'<!6&%(#%N&6GG

户外活动时间 '小时S天( 和近视'4Q1#P!6&& :( mA9N&6$# 'B'M ?J
&6#!<&6GC(#%F&6&&!

近视进展

]05I1<]0.[+5 I>+-6"#&!#+美国'Dl))9)(,

l,I>+-6"#&!'+中国'@D)E(,

队列研究'C$'(

队列研究'# #(%(

(P!G 岁"睫状肌麻痹剂
自动验光仪

!&P!' 岁"睫状肌麻痹剂
自动验光仪

户外活动时间 '小时S周 ( 和等效球镜度数改变$% N&6&$ ' BBM ?J
P&6&$ 到 &6&C(#%O&6&! 增加 !& 小时S周户外活动时间
户外活动时间 '小时S天( 和眼轴改变$

%N&6&$( 'B'M ?J&6&($ 到 &6&&B(#%N&6&&B#失访率$!(6(M

"注$@D)E$安阳儿童眼研究#@lET@D$雅芳父母与儿童纵向研究#Dl))9)$种族和屈光不正的协同纵向评估研究#b9$风险比#AlE8$近视的奥林达纵向研

究#A9$优势比#E@_)E$悉尼青少年血管和眼研究#EDA98$新加坡近视危险因素的队列研究#E8E$悉尼近视研究#E?@9E$新加坡儿童斜视*弱视和屈光不正

的研究

""以下的图摘自.国际近视研究学会P临床管理指南报告/2>>H1$SS,0W16+.W0V0/.5+-160.YS+.>,7-I6+1H;0 +.>,7-I,[N
#%#%$!C

图 B9基于治疗方式的近视管理随访计划表 """""""" 图 D9近视管理的临床检查

'收稿日期$#&!BP!!P!#"修回日期$#&!B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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