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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眼视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教育部近视防控与诊治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视力表标准GB 11533－2011起草单位

温州医科大学科研成果产业化合作单位

国家空军招飞视力表定点供应商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部征兵体检设备供应商

www.wzxk.net

国家视力表“金标准”

 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企  业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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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研究报告称，目
前中国近视患者人数多达6 亿，几乎
是中国总人口数量的一半。其中，高
中生近视率超过80%，并逐年增加，
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

2018年全国青少年近视率

数据来自：国健委2018年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2019年4月29日发布）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迫在眉睫。

项目背景——中国青少年近视率世界第一

www.wzx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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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教育部等八部门制定了

        201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保护青少

年的视力健康作出重要指示： 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 低龄化趋势， 严重影响孩子们

的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

习近平强调，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

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教育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八部门

于2018年8月30日印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教体艺【2018】3

号）。《实施方案》提出了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两个阶段性目标和每学期2次视力
监测制度。

第一阶段

从《方案》发布到2023年的

一个五年实施计划，各地近

视率逐步降低；

01
第二阶段

到2030年，即与国家《“健康中

国2030”规划纲要》同步，全国

儿童青少年近视率明显下降。

02

视力筛查工作从儿童抓起，早发现早干预，有效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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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筛查现状

缺规范 缺设备 缺人员 缺手段

筛查工作难落地，覆盖率低，频次低，数据不完整，视力防控指导性差。

www.wzxk.net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平台

       星康医学参照国家标准，根据儿童青少年近视筛查任务重、数量大、次数频、

常态化等要求，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平

台。通过智能化设备与分析平台之间互联，实现筛查对象、筛查工作人员、家庭、

学校、医疗机构之间的无缝对接，有效提高筛查与防控工作效率，大大减少人员投

入，解决近视防控工作覆盖面大、时间紧、任务重、多方协同及专业人才缺乏等关

键问题。

       星康医学结合近视防控筛查数据、用眼情况信息、父母视觉健康信息建立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大数据平台，形成省、市、县、校、年级、班级查询体系，实

现“一人一档”的近视防控工作要求。进行近视防控数据分析和应用模型，为各

级政府、学校和医疗机构近视防控决策和工作部署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结合人

工智能为青少年个人视觉健康提供个性化专业的建议和指导。

多种方式快速开启筛查

精细化、人性化、场景化设计

操作简单，普及性强

多维建模统计分析系统

定制化报告生成

各方动态监测与精准推送

提高防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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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互联网 软件平台+智能设备 实现家-校-医-政府之间的实时互动

“五位一体”联动模式

www.wzxk.net



筛 查 模 式

数 

据 

平 

台

智 

能 

硬 

件

教医协同的学校自查模式 服务购买模式

可 信 可 行

可 及 可支付

www.wzxk.net



模 式 优 势

数据采集更高效
物联网+互联网

数据平台+智能硬件
人脸识别，提高筛查效率

近视防控监测平台

适用多种模式和场景

满足校内自查和服务购买模式
支持普查和抽查场景

动态数据变化，实时监测进度
多方联动，近视防控更有效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智能预警与个性化专业建议
定制报告，助力分析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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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优 势

30秒轻松完成学生视力与屈光检测

ü 通过结构化数据模块，可以进行多

维度统计分析

ü 筛查完成，自动生成学生视力健康

档案，家长可实时查阅

ü 平台+智能硬件整体解决方案，实

现无纸化筛查

ü 自动鉴别个人信息，自动采集视

力检测数据，实时同步上传

ü 提供预警机制，实现视力不良的有

效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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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台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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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可 视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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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 查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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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实时查询

建立视力健康档案
实时查询

根据不同时期的数据可建立孩子

的视力健康档案，家长可随时查

询、跟踪孩子筛查情况，并根据

孩子的视力发展情况，实施更为

有效的预防与矫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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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案 例

鹿城 68059
瓯海 62103

龙湾 37423

经开 16699

洞头 11035

乐清 173515
永嘉 97136

瑞安 157800

文成 26431

泰顺 33416

苍南 168081
平阳 111529

• 学校配备智能筛查设备，由医院负责培
训学校保健老师，由保健老师在校对学
生进行筛查，保证一年四次普查任务的
完成

• 温州市在籍中小学生1,060,918人，有
效普查1,054,251人，有效普查率
99.58%

• 普查时间2019年6月1日至6月30日，普
查学校1333所，共计设备投入1400万元，
每个学校按照学生人数比例配备设备

教医结合的“温州模式”：一个月内完成百万筛查

www.wzxk.net



应 用 案 例

以眼为单位

全市中小学生有62%的眼睛存在不同类型的视觉问题

本次普查对246,183人提出近视风险预警

教医结合的“温州模式”：有效指导近视防控工作开展

www.wzxk.net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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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作⽤：智能识别人员信
息，采集人眼视力数据上传
云平台

设备特点：自助式人机交互
采集数据，快速、准确、可
靠

设备优势：提⾼视⼒测试的
工作效率、排除⼈为因素影
响、大大减少人员投入

设备类型：II类医疗器械，
国家视力表“金标准”

www.wzxk.net



信息
扫描二维码或人脸识别，获知被检者
信息识别

采集 被检者人机交互⾃助完成测试，仅需20~30秒
无需专业医师指挥、记录。结果可靠稳定

通过⽹络将个人信息及采集的视⼒数据⾃动上传云
平台，建⽴个人视⼒档案传输

四防 防背记、防诈盲、防替换人员、防修改数据等作弊
行为

www.wzxk.net



产 品 资 质 专 利

www.wzxk.net

II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生产许可证                  检测报告                 发明专利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政策出台

n 2018年8月30日，教育部联合国家卫健委等八
部门正式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
方案》，明确了家庭、学校、医疗卫生机构、
学生、政府相关部门应采取的防控措施。

n 其中，学校方面要求改善视觉环境，严格按照
普通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建设标准，落实
教室、宿舍、图书馆（阅览室）等采光和照明
要求，使用利于视力健康的照明设备。

n 近视防控工作及总体近视率纳入各省市政府绩
效考核。

n 浙江、福建、山东、湖南、广东、四川、江苏、
等各省市相继出台省部级儿童青少年《综合防
控近视方案》，对各自省内教室照明做出严格
要求。

学校教室照明达标率须达到100%

www.wzxk.net



人眼是 6 亿年来在自然光环境下进化的产物，只有在自然光下，人的眼睛才处于舒适健康的状态。

国际照明委员会 CIE 定义自然光的显色指数为 100，越接近 100，人眼就越舒适；

反之，人眼成像就越需要调节，调节越多，眼睛就越疲劳，就越容易引发近视和各种问题。

我们以自然光的搬运工为理念，致力于研发和打造真正的人造自然光环境，以显色指数 Ra>97、饱和红光

显色指数 R9>95、漫反射柔和发光等核心技术，还原清晨太阳光的自然与舒适，看见更真实的色彩。

明亮舒适自然光教育照明环境，在提高学生们学习效率的同时，有效减少视觉疲劳，缓解视力问题，呵护孩

子们健康成长。 

我们的自然光护眼智慧教室照明方案

打造明亮护眼自然光教室 保护孩子视力健康解决教室照明痛点

www.wzxk.net



中小学校园防控模式

原则

0
1

0
2

根据在校不同年级（或年龄）分为两种不同视觉训练课程方法：一至三

年级学生用眼量较轻，视觉潜力激发及可塑性较强，可归为第一梯队预

防训练为主。四至六年级学生用眼量稍重，视觉强力激发及可塑性稍弱，

可归为第二梯队防控训练为主。根据学生的身体、心理、行为、视力等

方面的发育情况，成立专家组通过营养学、视光学、眼科学、神经学、

行为科学、心理学、视觉训练等方面围绕学生视力健康发育实际情况来

进行全方位的“青少年视觉健康训练课程”的设计工作。建议每所校园打

造一间“校园视力防控中心”教室，把视力防控训练课程植入课堂从而进

行持续、有效的完成视力防控任务和目标。

一至三年级学生视觉训练课程设计：

 校园视觉防控课程：视觉筛查（采集初始及后期视觉筛查数据）-明
目训练（产品）-眼肌锻炼（产品）-舒目营养训练-灵动眼操-防护

眼镜（远用型学习镜）…
家庭防护课程：健眼食谱-眼肌锻炼(产品)-舒目营养训练-防护眼镜

（近用型学习镜或抑制镜）-健康用眼-科学作息-定期检查-家校互

动…

四至六年级学生视觉训练课程设计：

校园视觉防控课程：视觉筛查（采集初始及后期视觉筛查数据）-生理

潜能训练-明目训练（产品）-眼肌锻炼（产品）-舒目营养训练-灵动

眼操-防护眼镜（远用型学习镜）…
家庭防护课程：健眼食谱-眼肌锻炼(产品)-舒目营养训练-防护眼镜

（近用型学习镜或抑制镜）-健康用眼-科学作息-定期检查-家校互

动…

www.wzxk.net



教室自然光源

智慧解决方案
智慧课桌椅

解决方案

健康校园智慧系列解决方案

校园安全

智慧解决方案

心理健康教育

智慧解决方案

视力健康

智慧解决方案

视力干预

智慧解决方案

体质体测

智慧解决方案

食品安全

智慧解决方案

www.wzx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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