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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誗AIM: To analysis of cataract prevalence and operation
status in people aged 65 years old in the eastern Fengxian
of Shanghai.
誗METHODS: In the period of January to December 2015,
random stratified sampling in the whole group was taken
in 3050 people over 65 years, in Situan and Fengcheng,
two towns at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Fengxian Town.
Ophthalmologic examination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were given to those people, including slit lamp
microscopy and visual acuity ( LogMAR ) and the
conditions on cataract surgery.
誗RESULTS: Totally 1244 cases of cataract were found in
3050 subjects, the prevalence rate was 40. 79%. The
prevalence rates in the subjects of different ages were
different, as the age increases, the prevalence rate was
rising. The difference of prevalence rate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字2 = 558. 6, P<0. 001);
the prevalence rate of male and female were 31. 06% and
49. 94%,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字2 =
112郾 4, P < 0. 001); the rate of illiterate and literate was
52郾 04% and 38. 76% respectively with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字2 = 28. 78, P < 0. 001) . Cataract surgery was
taken in 765 cases, surgical coverage rate was 61. 25%;
difference on age, gender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the rate in literate was

significantly far higher than in the illiterate,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字2 = 39. 72, P < 0. 001 ) .
Postoperative corrected visual acuity 逸 0. 3 was
considered as removing from disable and postoperative
corrected visual acuity 逸0. 05 as removing from the blind.
The rate removing from disable was 71. 50%, the rate
removing from the blind was 95郾 29%. In 765 eyes
receiving surgery,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ccurred
in 29 eyes, 3. 79% of the total eye receiving surgery.
誗CONCLUSION: Cataract is the common blind causing
disease in the elderly, and the prevalence rate of cataract
in eastern Fengxian of Shanghai is high. Although in
recent years, the Restoring Vision Project has been
developed, the surgical coverage has been improved,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ataract is still the primary
task of blind prevention.
誗KEYWORDS: cataract; epidemiology; coverage rate of
the operations; rate removing from di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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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上海奉贤东部地区 65 岁以上人群白内障患病
率及手术现状。
方法:采用整体随机分层抽样方法。 2015-01 / 12 期间在
奉贤东区四团镇、奉城镇对>65 岁人群 3050 名进行调查,
采用统一眼科检查和问卷调查,其中眼科检查主要包括眼
部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和 LogMAR 视力表,了解接受白内障
手术情况。
结果:受检者 3050 名中,发现白内障 1244 例,患病率为
40郾 79% ;不同年龄的受检者患病率不同,随着年龄的增
长,患病率不断升高。 年龄组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 = 558郾 6, P < 0郾 001 );男性和女性的患病率分别是
31郾 06%和 49郾 94%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字2 = 112郾 4,P<
0郾 001);文盲(52郾 04% )与非文盲(38郾 76% )相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字2 =28郾 78,P<0郾 001)。 接受白内障手术的患
者为 765 例,手术覆盖率为 61郾 25% ;年龄、性别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文化程度方面:非文盲盲人手术覆盖率明
显远高于文盲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字2 = 39郾 72,P <
0郾 001)。 术后矫正视力逸0郾 3 为脱残,术后矫正视力逸
0郾 05 为脱盲,脱残率为 71郾 50% ,脱盲率为 95郾 29% ,765
只手术眼中,术后共 29 眼出现并发症,占总手术眼的
3. 79% 。
结论:白内障是老年人常见的主要致盲眼病,上海奉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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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老年人白内障患病率较高,虽近几年开展白内障复
明工程以来,手术覆盖率有了一定提高,防治白内障仍然
是防盲致盲工作的首要任务。
关键词:白内障;流行病学;手术覆盖率;脱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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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全球致盲因素中白内障居于首位,中国也是白内障致

盲人数最多的国家[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如何更好降低白内障患者的致盲率,是各级医院和眼科
医生面临的一大难题。 由于我国人口不断老龄化,白内
障的数量也出现了一定增加[2] ,不仅对人们健康带来极
大伤害,也给政府增加沉重的医疗负担。 对于引起白内
障主要原因,目前国内还相对缺乏相关的研究资料,为
后期的流行病学调查带来诸多不便[3] 。 现如今,治疗白
内障仍以手术为主,存在发生严重并发症的可能,而药
物治疗的效果尚不能明确[4] 。 为更好地开展白内障的
预防和治疗工作,对上海奉贤东部地区 65 岁以上人群
进行调查分析,为后期政府开展白内障防治工作提供
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郾 1 对象摇 采用整体随机分层抽样方法。 在 2015-01 / 12
期间对奉贤东区四团镇、奉城镇调查 3050 名 65 岁以上人
群,均进行统一流行病学调查。
1郾 2 方法摇 在奉贤区卫计委和区残联的统一指挥下,成立
了由眼科医生、护士及卫生流调人员 3 人组成的调查组,
共 3 组,参照 2003 年卫生部制定了《2003-2010 年全国防
盲规划》和卫生部《眼保健及防盲治盲丛书》,对调查组、
被调查乡镇的防盲员进行统一培训,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和
可靠性。 涉及的调查乡镇要做好人口登记,流调人员要积
极协助组织工作。 然后对符合人群集中时间进行逐人调
查和检查。 对检查出的白内障均须经主治医师以上者予
以确诊。

调查前,签署知情同意书,方可进行此次调查。 调查
期间,要严格按照表格填写,确保调查真实可信。 流程如
下:(1)一般询问: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及既往眼
部相关手术史等。 (2)既往眼部疾病史及治疗史。 (3)视
力检查,由眼科专业验光师使用 LogMAR 视力表测量日常
生活视力。 (4)眼科医生进行眼部裂隙灯显微镜筛查,来
充分掌握接受白内障手术情况。

白内障诊断标准[5]:(1)临床症状是视物模糊,可出
现怕光、看物体颜色较暗或呈黄色,看物体变形等症状。
小孔视力<0郾 6,并且除外白内障以外原因引起的视力下
降。 (2)裂隙灯显微镜检查晶状体周边或后极部有点状
混浊。 (3)无晶状体和人工晶状体植入者,根据病史能确
定属于年龄相关性白内障者。

白内障盲人手术覆盖率[6]:已接受白内障手术的人数
除以人群中应做白内障手术的人数。 由于缺乏已手术白
内障盲人术前视力资料,所以需要假设下确定已手术的白
内障盲人数。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3郾 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表 1摇 上海奉贤东部地区 65 岁以上人群白内障患病情况

项目 例数
白内障

患病例数 患病率(% )
字2 P

年龄(岁)
摇 65 ~ 69 1779 435 24郾 45
摇 70 ~ 74 988 561 56郾 78

558郾 6 <0郾 001
摇 75 ~ 79 231 201 87郾 01
摇 逸80 52 47 90郾 38
性别

摇 男 1478 459 31郾 06
摇 女 1572 785 49郾 94

112郾 4 <0郾 001

文化程度

摇 文盲 465 242 52郾 04
摇 非文盲 2585 1002 38郾 76

28郾 78 <0郾 001
摇 摇

总计 3050 1244 40郾 79

表 2摇 上海奉贤东部地区调查中白内障盲人手术覆盖情况

项目 患病例数 手术例数 盲人手术覆盖率(%) 字2 P
年龄(岁)
摇 65 ~ 69 435 258 59郾 31
摇 70 ~ 74 561 351 62郾 57

1郾 585 0郾 663
摇 75 ~ 79 201 125 62郾 19
摇 逸80 47 31 65郾 96
性别

摇 男 459 275 59郾 91
摇 女 785 490 62郾 42

0郾 769 0郾 381

文化程度

摇 文盲 242 106 43郾 56
摇 非文盲 1002 659 65郾 77

39郾 72 <0郾 001
摇 摇 摇

总计 1244 765 61郾 25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依标准差(軃x依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
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字2检验。 P<0郾 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郾 1 白内障患病率情况 摇 检查者 3050 名中发现白内障
1244 例,患病率为 40郾 79% 。 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率不
断升高。 不同年龄组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字2 =
558郾 6,P<0郾 001),男性和女性的患病率分别是 31郾 06%和
49郾 94%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字2 = 112郾 4,P<0郾 001)。 文
盲(52郾 04% )与非文盲(38郾 76%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字2 =28郾 78,P<0郾 001),见表 1。
2郾 2 白内障手术覆盖率情况摇 采用较好眼日常视力<0郾 05
为盲,已行白内障手术的患者为 765 例 765 眼,盲人手术
覆盖率为 61郾 25% ;随年龄的增加,盲人手术覆盖率出现
一定增加, 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 字2 = 1郾 585, P =
0郾 663);女性盲人手术覆盖率高于男性,差异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字2 = 0郾 769,P = 0郾 381);文化程度方面:非文盲盲
人手术覆盖率明显远高于文盲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字2 =39郾 72,P<0郾 001),见表 2。
2郾 3 白内障患者术后脱残率或术后并发症情况 摇 术后矫
正视力逸0郾 3 为脱残,术后矫正视力逸0郾 05 为脱盲[7],脱
残率为 71郾 50% ,脱盲率为 95郾 29% 。 765 只手术眼中,术
后共 29 眼出现并发症,占总手术眼的 3. 79% ,其中虹睫炎
9 眼(31郾 03% ),后囊破裂 11 眼( 37郾 93% ),内皮损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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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6郾 89% ),角膜水肿继发高眼压 3 眼(10郾 34% ),虹膜
脱出 2 眼(6郾 89% ),浅前房 1 眼( 3郾 44% ),视网膜脱离 1
眼(3郾 44% )。
3 讨论

在我国,白内障作为最重要的致盲性眼病,严重影响
人们健康和生活[7-8]。 而白内障病因复杂,致病机制至今
仍不十分明确。 各种原因导致晶状体代谢紊乱,导致晶状
体蛋白质变性而发生混浊。 比如遗传、老化、免疫与代谢
异常,局部营养障碍、辐射、外伤、中毒等。 研究还发现病
毒感染对白内障形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病毒协同相关
生物活性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9]。 现用治疗方法仍然以
手术为主,随着对白内障临床的研究,临床上需要不断改
进和完善手术技术。 现如今微切口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已
成为白内障超声手术的主流方向,并慢慢取代传统的同轴
超声乳化。 近年来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作为一种新
颖的白内障摘除手术,受到了临床的关注[10]。 结合本国
国情探究出一个安全有效、性价比高的手术方式仍有距
离。 介于患者可以通过手术治疗恢复视力,但是白内障缓
慢的形成所带来的生活质量下降,以及手术过程中所要承
担的风险和沉重的经济负担,需要研究者深入而又全面地
探讨其流行病学特点和防治方法[11]。

本次调查上海奉贤东部地区为上海远郊,老年人的生
活水平、生活方式、文化程度、对白内障诊治的认识程度较
市区有不同的差异。 本文 70 岁以上人群白内障患病率
63. 65% ,相比于陕西省农村 70 岁及以上人群白内障患病
率为 68郾 71% [12]和上海北新泾街道 70 岁及以上人群白内
障患病率 44郾 90% [13],不尽相同,影响各地白内障患病率
的不同是多因素的,包括诊断标准、地域、抽样方法及经济
发展状况的差异等因素[14]。 结果显示患病率随着年龄的
增加而显著升高,文化程度差距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郾 05),文盲的患病率要高;性别方面,女性高于男性。 可
能与女性随年龄增加雌激素水平不断下降有关,与国内有
些报道相一致[15]。 因此,应加大宣传教育,提高人群白内
障防治知识和防范意识,合理膳食,适量增加维生素和微
量元素的摄入量,改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定
期体检、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减少白内障的危害[16]。

通过观察白内障手术覆盖率白内障患者手术及术后
视力,以较好眼日常视力<0郾 05 为盲的标准,接受白内障
手术的患者为 765 例,手术覆盖率 61郾 25% ;术后矫正视力
逸0郾 3 为脱残,术后矫正视力逸0郾 05 为脱盲,脱残率为
71郾 50% ,脱盲率为 95郾 29% ,有待提高。 数据显示白内障
虽是常见致盲病,但患者对其危害不够重视,不能得到及

时的治疗,导致手术覆盖率相对较低,使得患者后期恢复
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

白内障致盲依旧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随着老
龄化社会的到来,开展推进白内障防盲工作更加任重道
远。 首先临床研究者要提高手术成功率,减少手术并发
症; 其次社区和公共卫生工作者做好宣传和健康教育工
作,帮助高危人群认识白内障相关知识和平时预防工作;
最后政府支持,加大补助力度,使得可治愈白内障盲人脱
盲、脱残。 为实现“2002 年,全球根治可避免盲冶这一伟大
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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