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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训练系统治疗弱视儿童的效果
李 艳
梁丽禅
张静静
杨冬莲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人民医院视光中心，广西贵港 537100
[ 摘要 ] 目的 探讨视觉训练系统治疗弱视儿童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贵港市人民医
院视光中心收治的 103 例弱视儿童（143 眼）为研究对象，按门诊就诊号单双分为观察组（54 例，75 眼）和对
照组（49 例，68 眼）。对照组采用遮盖疗法、穿针、描画、穿珠子等传统方式进行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进行视觉功能训练治疗，比较两组儿童的临床疗效及治疗前后立体视、双眼融象功能。 结果 观察组儿童的
治疗总有效率为 82.67%，高于对照组的 54.94%（P < 0.05）；观察组儿童的眼立体视正常率为 86.67%，高于
对照组的 57.35%（P < 0.05）；观察组儿童的双眼融象功能正常率为 92.59%，
高于对照组的 79.59%（P < 0.05）。
结论 使用视觉训练系统能有效治疗弱视儿童，加快视力提高及视功能恢复，疗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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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visual training system in treating children with
amblyopia
LI Yan LIANG Lichan ZHANG Jingjing YANG Donglian
Optometry Center, Guigang People’
s Hospital,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Guigang

537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visual training system in treating children with amblyopia. Methods
A total of 103 children (143 eyes) with amblyopia admitted to Guigang People’
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une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outpatient visi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54 cases, 75 eyes) and control group (49 cases, 68 ey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ained by traditional
methods such as covering therapy, needle piercing, drawing and wearing beads, the observation group performed visual
function training therapy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linical efficacy, stereopsis and binocular image fusion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hildr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2.67%,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of 54.94% (P < 0.05). The normal rate of
ocular stereopsis of childr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6.67%, which was higher than 57.35%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normal rate of binocular image fusion function of childr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59%, which was
higher than 79.59%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visual training system can effectively treat
children with amblyopia,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vision and visual function recovery, the curative effect is exact.
[Key words] Visual training system; Children with amblyopia;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弱视是指在视觉发育期间，由于各种原因造成

理健康造成极大影响。弱视主要是中心视力缺陷，

视觉细胞有效刺激不足，剥夺形成清晰物象的机会，

因此早发现、早治疗对弱视儿童极为重要 [3]。人类

或是两个眼睛的视觉输入信息不对称，引起清晰物

视觉的敏感期为 0~12 岁，2 岁前是视觉发育最快的

象和模糊物象之间发生竞争，造成视力发育障碍，

时期，6~8 岁视觉发育成熟，因此在 6 岁前发现弱视

引起单眼或双眼最佳矫正视力低于相应年龄正常儿

并及时治疗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4]。弱视的诊断主要

童，但眼部检查无器质性病变 [1]。弱视主要分为屈

依据视力检查，治疗方式取决于弱视的类型，包括

光不正性弱视、屈光参差性弱视、形觉剥夺性弱视以

眼镜矫正、遮盖优势眼、描画、穿珠子等。本研究将

及斜视性弱视。在我国，20 个儿童中大约有 1 名弱

贵港市人民医院视光中心收治的弱视儿童 103 例

[2]

视患儿 ，弱视不仅影响儿童的学习，还给儿童的心

（143 眼）为研究对象，探讨视觉训练系统治疗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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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视光中心收治的 103 例弱视儿童（143 眼）为研究

有左眼抑制。

对象，按门诊就诊号单双分为观察组（54 例，75 眼）

1.5 统计学方法

和对照组（49 例，68 眼）。观察组中，男 30 例（43 眼），

采用 SPSS 18.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

女 24 例（32 眼）；年龄 3~8 岁，
平均（4.50±0.53）岁；

以均数 ± 标准差（x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使用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

弱视程度：轻度弱视 15 例（20 眼），中度弱视 27 例
（36 眼），重度弱视 12 例（19 眼）。对照组中，男 28 例

有统计学意义。

（41 眼），女 21 例（27 眼）；年龄 3~8 岁，平均（4.71±

2 结果

0.64）岁；弱视程度：轻度弱视 16 例（21 眼），中度

2.1 两组儿童临床疗效比较  

弱视 25 例（37 眼），重度弱视 8 例（10 眼）。两组儿

治疗后，观察组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82.67%，高

童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于对照组的 54.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具有可比性。所有儿童家长均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见表 1。

获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表1

纳入标准：①符合弱视诊断标准，眼部无明显
[5]

器质性病变 ；② 以 功 能 性 因 素 为 主 引 起 的 远 视
力≤ 0.8，且不能矫正者；③单眼或双眼矫正视力
≤ 0.8 或两眼视力差≥ 2 行 [6]。排除标准：①因各
种器质性疾病导致的视力下降者；②伴有眼球先天

眼数

组别

两组儿童临床疗效比较 [ n（%）]

基本痊愈

进步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75

11（14.67） 51（68.00） 13（17.33） 62（82.67）

对照组

68

4（5.88） 32（47.06） 32（47.06） 36（54.94）

χ2值

14.613

P值

0.000

性发育异常者；③中途放弃者。
2.2 两组儿童治疗前后立体视比较

1.3 方法  
对照组由专业医师为弱视儿童进行检查，检查

治疗前，两组儿童的眼立体视比较，差异无统

小儿眼部对光反射、视力、屈光及眼球运动等。根据

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的眼立体视正常

弱视性质及类型，制定治疗计划和进行相关项目训

率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儿童的眼立体视正常率为

练，如遮盖疗法、穿针、描画、穿珠子等传统的训练方

86.67%，高于对照组的 57.3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法，每天 1 次，每次持续 30 min。定期复查并记录检

义（P < 0.05）。见表 2。

测视力及矫正视力情况，记录其档案。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使用视觉训练系统，对

表2

两组儿童治疗前后立体视比较 [ n（%）]

弱视儿童进行弱视训练。弱视训练系统采用多宝视
视觉训练系统（广州视景医疗软件有限公司）进行治
疗训练，系统根据个人的视功能检查结果制定个性

眼数

组别
观察组

75

异常

治疗后
正常

异常
a

a

a

a

7（9.33） 68（90.67） 65（86.67） 10（13.33）

化的视觉能力训练，包括红闪、后像、融合等训练，每

对照组

天 2 次，每次 15 min。所有儿童均采用家庭及门诊

χ2值

0.011

15.451

P值

0.916

0.000

治疗相结合进行训练。两组儿童均治疗训练 6 个月。

注

1.4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68

治疗前
正常

6（8.82） 62（91.18） 39（57.35） 29（42.65）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 < 0.05
a

1.4.1 临床疗效 临床疗效分为三个等级，无效：矫
正视力提高 1 行或不变、退步；进步：矫正视力提高
≥ 2 行；基本痊愈：矫正视力≥ 0.9。总有效率 =（基
[7]

2.3 两组儿童治疗前后双眼融象功能比较
治疗前，两组儿童的双眼融象功能比较，差异无

本痊愈 + 进步）眼数 / 总眼数 ×100% 。

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儿童的双眼融

1.4.2 立体视 采用 Titmus 立体视检测图检测弱视

象功能正常率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的双眼融象功

[8]

儿童的立体视 ，将检查结果≤ 60 弧秒为正常立体

能正常率为 92.59%，高于对照组的 79.59%，差异均

视，将 >80 弧秒为异常立体视。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9]

1.4.3 双眼融象功能 采用 Worth 四点测试 ，在
40 cm、6 m 处测试，被检者能看到四个图形证明为双

3 讨论
弱视是眼科临床最常见的儿童眼病，是指单眼

眼视功能正常，看到 5 个图形说明有复视，看到 3 个

或两眼矫正视力仍达不到 0.8 或两眼视力差≥ 2 行，

绿色图形说明有右眼抑制，看到 2 个红色图形说明

而眼球无明显器质性病变 [10]。弱视发病率占正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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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组别

治疗前

例数

观察组

异常

23（42.59）

49

正常

31（57.41）

22（44.90）

27（55.10）

χ2值
P值
注

治疗后

正常

54

对照组

两组儿童治疗前后双眼融象功能比较 [ n（%）]
异常

50（92.59）

a

4（7.41）

39（79.59）

a

10（20.41）

0.055

4.671

0.814

0.031

a
a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 < 0.05
a

童的 5% [11]，绝大多数的弱视儿童都伴有轻重不等的
屈光不正，除屈光不正外，大多弱视儿童合并有视功

19（9）：1629-1632.
[2] 张素雅 .12 岁以下屈光不正性弱视儿童的发病调查

能异常，常见有双眼融合功能、立体视功能异常。弱

及弱视训练对其调节功能的影响 [J]. 医学临床研究，

视形成的原因很多，有先天性弱视，如先天性上睑

2017，34（7）：1353-1355.

下垂、先天性白内障等；有在婴幼儿时期由于某种

[3] 虞瑛青，曹雨娟，田玉景 . 屈光性弱视儿童立体视功能

原因，如多病、头部外伤或因某种原因长期包扎眼

储备的研究 [J]. 临床医学工程，2022，29（1）：51-52.

睛引起的弱视，但大多数是由斜视、远视、近视、散

[4] 邓恩俐 . 视觉功能训练联合强化遮盖综合治疗单眼弱

光等引起的弱视。弱视是中心视力缺陷

[12]

，儿童是

视力发育的关键阶段，特别是 3~6 岁儿童是治疗弱
视的黄金时期，因此早发现、早诊断，并给予合理的
治疗对弱视儿童极为重要。弱视的治疗传统常用
遮盖疗法、绘图、穿珠子等精细训练，以调节眼、手
协调能力，消除受抑制的视觉通道，达到增进视力
的目的

[12]

。但长时间近距离视功能训练，不仅增加

视儿童的效果 [J]. 中国当代医药，2020，27（26）：128130，134.
[5] 王光霁 . 双眼视觉学 [M].2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124-131.
[6] 赵莹 . 视觉功能训练对斜弱视儿童视力的影响 [J]. 医疗
装备，2020，33（24）：122-123.
[7] 牛玉玲，叶茹珊，金玲，等 . 小儿弱视患者应用阿托品联

儿童视力负担，还增加近视屈光度，影响治疗效果。

合短时遮盖治疗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探析 [J]. 中国医

儿童对此类枯燥训练，缺乏训练依从性，严重影响

药科学，2018，8（6）：231-233，247.

治疗效果。

[8] 陈巍，仝欢，浦佳宁，等 . 学龄前儿童 Titmus 立视检查

视觉训练系统是弱视儿童新兴辅助治疗的重要
方式，将弱视儿童的视功能检查情况导入系统，系统
制定出针对性较强的视觉训练方法，训练内容根据

图和颜氏第三代立体视检查图的适用性研究 [J]. 眼科，
2020，29（5）：339-343.
[9] 刘佳，卢亚梅，张驰 . 视功能训练对屈光性弱视患儿

训练的结果而变化，具有个性化和形式多样性，让患

视力水平的影响 [J]. 数理医药学杂志，2021，34（10）：

儿产生新意、构想和兴趣，在训练中不再是机械、重

1549-1551.

复和强迫的练习，视觉训练系统让弱视儿童的依从

[10] 范俊娥 . 弱视治疗仪联合立体视觉训练治疗小儿弱视

性获得提高，从而有效提高弱视儿童的临床治疗效

的临床研究 [J]. 现代诊断与治疗，2021，32（5）：770-

果 [13]。本研究中，使用视觉训练系统后，观察组弱

772.

视儿童的临床疗效、立体视及双眼融象功能高于对
照组（P < 0.05）。与杨璐等

[14]

研究结果一致。提示

视觉训练系统能很好地改善弱视儿童的双眼调节功
能，加快视力恢复和提高。
综上所述，在弱视儿童治疗中，使用视觉训练系
统实施针对性治疗和训练，能提高弱视儿童双眼调
节功能，加快视力恢复，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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