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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三分之一的人由于屈光不正无法清晰地
看清世界，它对每个人的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
不良影响。当我们已经拥有相关解决方案时，就
不应视而不见，更不能坐视不理。

前言

Hubert Sagnières 
依视路陆逊梯卡执行副主席；依视路国际董事长
Laurent Vacherot 
依视路国际首席执行官

良好视力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而视力是我们最敏锐的感受力。

这些基本信念驱使依视路始终坚持“改善视力
以改善生活”的企业使命。

2013年，依视路调查
表明有大约25亿人患
有未矫正的屈光不正。

这也许是世人第一次
清楚地了解到视力保
健危机的严重程度。几

年后，世界经济论坛和EYElliance发表了关于
全球眼镜行业发展状况的相关报告，为修复视
觉障碍、应急供应眼镜以改善教育成果、提高生
产力和刺激全球经济提供了有力依据。尽管全
世界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还远远不够。

作为眼视光行业的全球领导者以及坚信商业可
造福人类的信仰者，我们有雄心壮志以努力消
除不良视力。尽管近年来已经看到了诸多非官
方践行者履行其社会义务的举措，但是很少有
一家公司能够承担这样的挑战，因此依然还没
有可以有效指导我们实现该雄心壮志的蓝图。
为了帮助我们进一步努力实现该目标，我们委
托麦肯锡公司深入研究。

该分析提供了从现今至2050年视力问题的规
模，以及解决该问题所需的行动和投资需求。该
分析证明我们有千载难逢的机会来结束这一公
共卫生危机。

我们发布本报告，期望它可以引起相关群体的
积极讨论。它将提高人们对不良视力的认知，并
激发广泛的系统变革，使所有人都能获得良好
的视力。

我们有千载难逢的
机会来结束 
这一公共卫生危机

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不良视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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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重点之一
是保障人民健康，我们
希望每个不丹人都能
过上充实的生活，并能
尽情欣赏自己国家的
美丽多彩的自然风光。

眼睛是重要的感觉器官。我们竭力治疗视力障
碍者，确保为我们的人民提供视力保护和矫正
不良视力。

使用眼镜可以解决日益严峻的视力问题。但是
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并非每个人都能负担
得起佩戴眼镜。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的合作伙
伴们来到了我们国家。

通过他们，我们可以为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眼
镜，尤其是无力购买眼镜的农村人口。多亏了像
依视路这样的合作伙伴的支持，我们才得以使
不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每个公民都拥有“更清
晰”视力的国家。

基于此，我们坚信自己的国家将成为一个公民
生活健康、幸福的国家。

Lotay Tshering博士
不丹总理

我们有信心使 
不丹成为 
世界上第一个 
每个公民都 
拥有更清晰视力
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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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8

我们很荣幸支持依视路发起的“在一代人的时
间内消除不良视力”的宏伟愿景，这是一份“至
2050年如何消除未矫正的屈光不正”的路线图。
该分析为视力保健提供了切实的机会，并且迫切
需要相关投资。我们坚信这是可以做到的。

通过多方合作，我们将有千载难逢的机会解决世
界上最广泛存在的健康问题之一，并有能力实现
目标。通过改善数十亿人的视力，他们将获得更
好的教育条件、工作机会、健康条件、安全性和整
体福祉，以改善自己的生活。

从现在开始行动。

然而，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无法成功。而且，我
们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实现该目标。眼保健从业者
必须寻求那些拥有相关资源并且可以加速实现
该目标的人士的支持和参与，以实现“至2050年
消除未矫正的屈光不正”的目标。

因此我们加入这个行列。

Kiran Anandampillai 
德里什蒂眼科医院（Drishti Eye Hospital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Andrew Bastawrous博士 
Peek Vision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James Chen 
Clearly创始人

Vinod Daniel 
印度视觉研究所（ India Vision Institute） 
首席执行官兼受托管理人

Daniel Etya’ale Essi教授 
Magrabi ICO喀麦隆眼科研究所首席执行官

Reade Fahs 
VisionSpring董事会主席， 
National Vision Inc.首席执行官， 
RestoreingVision董事会成员

Kristan Gross 
视力影响研究所（Vision Impact Institute）
全球执行总监

Danny Haddad博士 
奥比斯国际计划主任

Caroline Harper CBE博士 
Sightsavers首席执行官

Peter Holland 
国际预防失明机构（IAPB）首席执行官

A.H.M.教授 Enayet Hussain 
孟加拉国卫生与家庭福利部，卫生服务总局，
计划与发展增补总干事

Jordan Kassalow 
EYElliance联合创始人

Li Ling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中心主任

K-T Overbey 
OneSight总裁兼执行董事

Babar Qureshi博士 
CBM包容性眼保健总监

Arun Bharat Ram 
SRF有限公司董事长

Dr. Gullapalli N Rao 
L V Prasad眼科研究所创始人兼主席

Sabine Rehbichler 
世界之光的倡导和战略合作伙伴计划 
国际总监

Serge Resnikoff博士 
国际眼保健专家，世界卫生组织（WHO）
前高级政策顾问和协调员

Timothy P. Shriver博士 
特奥会董事长

Elizabeth Smith 
EYElliance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Kathy Spahn 
Helen Keller International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Aravind Srinivasan博士 
Aravind眼科医院首席医学官

Ian Wishart 
弗雷德·霍洛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India Vision Institute

名称和徽标按字母顺序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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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共需140亿美元
用于创建一个屈光不正都能得到矫正的世界

24亿美元
用于创建100万个新的可持续化的服务网点，
这将覆盖90％的需求人群
在这100万个新服务网点中，有60万个应能够
提供全面的验光服务。

当务之急是围绕设定的目标调整相关组织
和资源。

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双边和多边组织、
捐助者和私营部门均可发挥重要作用，以
确保获得上述资金和实现“至2050年消
除未矫正的屈光不正”的目标。

尽管在特定时间会优先进行某些领域的战
略投资，但投资不能孤立地开展——公众认
知会驱动总需求，可持续化的网点能帮助患
者获取服务，可负担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经
济上可行的闭环方案，一部分困难人群也会
一直需要补贴支持和免费服务。

45亿美元
用于提升公众对不良视力及其在个人和社会
层面的社会经济影响的认知
在个人和社会层面，都需要提高对不良视力及
其社会经济影响的认识，以推动对眼镜和获取
相关服务的需求，并推动对新服务和现有服务
的投资。

62亿美元
用于填补困难人群在可负担性和可获取性上
的资金缺口
可持续化的网点可通过专业计划和项目为需
要补贴或免费服务的50%佩戴者提供相应服
务。

7亿美元
用于创新研发，以加速改善服务和产品的可
负担性
对低成本、数字化或自动筛查工具的投资，以
减少对操作人员培训的需求，可以显著提升现
有和新工具的数字化规模。

11

投资时间表
累积支出

可持续性服务网点

创新

资金缺口

未矫正的屈光不正 (URE)

观念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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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报告旨在定义未来30年与未矫正的屈光不
正（URE）相关的视力保健危机的规模，并
提出可持续化的解决该问题所需的关键优先
事项、举措和投资。

以下是一份具有实证基础的计划方案，应用麦
肯锡公司提供的分析数据，目的是促进更大
的参与度和资源投入，并通过阐明为实现“至
2050年消除屈光不正”目标将采取的相关措
施，来激发广泛的系统性变革。

这项研究采访了超过100位眼保健行业、学术
和相关计划实施领域的专家。关键数据来源包
括：世界银行集团、经济学人智库、世界贫困时
钟报告、达伯格和有关视力保健的各种报告和
数据库。

尽管技术的进步、监管的变化、人口结构的变
化以及其他类似的干扰因素将改变从现在到
2050年的视力矫正状况，但本报告在制定过程
中仍做出了一些假设和考量，包括：

▪▪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不良视力”定义为屈光
不正（RE），“未矫正的不良视力”定义为未矫
正的屈光不正（URE）。

▪▪ 根据麦肯锡为本报告进行的调查表明：推测
2018年URE人数为27亿1。本报告中的相关
计算也基于该数字，尽管报告提出的可持续
化的基础设施能够服务更多人。所有相关数
字都是指示性的，并非绝对的。

▪▪ 验光师和眼科医生是眼保健基础设施的基
础，需要培养更多相关人才。本报告并未探讨
如何解决此需求，而是着重于在全球建立视
力保健初级诊疗网络的可能性。

▪▪ 本报告重点关注眼镜领域，它是解决屈光不正
的最简单方案。验光和现场交付眼镜的机会为
受益人提供了即时的积极改变。报告提及了其
他解决方案，但未作深入探讨。

▪▪ 尽管其他战略也具备可行性，但本报告提出的
具体投资干预措施以使人们能够获取眼镜作为
优先考虑。

▪▪ 该报告的立场是，向最贫困的人群提供补贴或
免费服务应由政府资助、非政府组织和慈善援
助来实现。可持续化的企业手段如果存在，则需
要用于为社会经济金字塔下层2的人群提供负
担得起的可持续化服务网点。

▪▪ 本报告采用保守方式对创新进行预测。本报告
认为难以预测现今产品、技术和服务交付模型
的改进，将如何在本报告试图解决的长期范围
内产生影响。因此，本报告仅根据未来三至十
年，而非未来三十年的各种可能性进行相关举
措和投资的评估。尽管如此，对创新的投资仍需
要尽可能提前（到下一个十年中）。产品、技术和
服务交付模型创新的实现越早，完成消除不良
视力目标的速度就越快。

▪▪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金额单位均为美元。
▪▪ 虽然本报告着重介绍了为消除未矫正的屈光不
正而正在进行的一些努力，但还有许多其他相
关努力未包括其中。以下内容并未详尽罗列现
今正在发生的相关行动，而是对未来、对应采取
的和可采取的举措的展望。

1 视敏度为6/9或更低的人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附录中的“方法”。
2 Coimbatore Prahalad和Stuart Hart，《金字塔底部的财富》，《战略与商业》第26期（2002）：54-67, 
http://dx.doi.org/10.19177/reen.v1e220081-23.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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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广泛存在却未被重视
的健康问题

未矫正的不良视力（URE）是世界上最广泛存在却未被重视的健康问题。

它影响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其中90％3居住在发展中国家，
并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攀升。

3 世界卫生组织，“全民眼保健：2014-2019年全球行动计划”，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4，https://www.who.int/blindness/AP2014_19_English.pdf

发展中 
经济体

发达 
经济体

发展中 
经济体

发达 
经济体

人口增长
十亿

GDP
万亿美元，以2010年不变美元计

2018

2018

2018

2018

2050

2050

2050

2050

6.2

49

137

47

81

8.3

1.4

1.5

+34%

+34

+88

+7%

全球屈光不正负担4

27亿人的屈光不正
未得到矫正——其中
90%的人口生活在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社会经济金字塔下层

20亿人的屈光不正得
到矫正

34亿人的屈光不正获得矫正，由于他
们维持或提升了自己在社会经济金字
塔中的地位，并具备支付能力和认知，
能够获得行业已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7亿人的屈光不正持续未矫正，即
使他们已经在社会经济金字塔中
向上发展，且不再面临支付能力和
认知障碍；但如果行业无法改善可
获取性的问题，他们仍将面临缺乏
相关服务网点的挑战

32亿人无需矫正视力

2 9 亿 人 无 需 矫 正
视力

人口 人口

25亿人的屈光不正未矫正，他们
位于社会经济金字塔的下层，支付
能力、认知和服务可获取性是主要
障碍

如果行业继续维持其2018年的工作重点，即使用类似的渠道
和产品为已建立的市场继续提供服务：

造成影响的因素包括人口增长、近视率增加（近视眼）和老花眼率增加
（与年龄有关的无能力聚焦于近处物体）。

2.7B

2.0B

3.4B

0.7B

3.2B

2.9B

76亿

2018 2050

98亿

2.5B

4 视敏度为6/9或更低的人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附录中的“方法”。



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不良视力16 17

屈光不正案例（按类型）

15亿人患有近视5（40岁以下）

人口：47亿

人口：66亿（如果维持当前举措）

22亿人患有近视5（40岁以下）

14亿人患有老花眼6

13亿人将患有老花眼6

6亿人患有远视7

8亿人将患有远视7

2亿人患有散光8

近视 |

近视 |

老花眼 |

老花眼 |

远视 |

远视 |

散光 |

2018

2050

0.2B

0.6B

1.4B

1.0B

1.5B

2亿人患有散光8散光 |

0.2B

1.3B

2.1B

2.2B

0.8B

5 这里的近视人口数是指所有近视病例，包括所有患有其他屈光不正的近视患者，例如近视且散光，老花且近视等。麦肯锡公司使用《全球近视和高度近视的患病率（2016）》报告的患病
率来评估整个近视人群的患病率。资料来源：Brien A. Holden博士，DSc等人，《2000年至2050年全球近视和高度近视的患病率和时间趋势》，眼科，第123卷，第5期（2016年5月）： 
1036-1042, https://doi.org/10.1016/j.ophtha.2016.01.006.
6 老花眼的人口数是指纯老花眼（仅患有老花眼，而没有其他屈光不正）和老花眼并患有散光的人口数。麦肯锡公司使用的是“全球老花眼和视力障碍的患病率（2018）”中排除了近视的
数据，该研究数据已经排除了主要症状是近视的人口数。资料来源：Timothy R. Fricke MSc等人，《老花眼的全球患病率和未矫正的老花眼的视力障碍：系统回顾，荟萃分析和建模》，
眼科学，第125卷，第10期（2018年10月）：1492-1499, https://doi.org/10.1016/j.ophtha.2018.04.013.
7 远视的人口数是指所有远视病例，包括那些患有其他屈光不正的远视患者，例如远视散光、老花眼远视等。
8 此处的散光人口数是指纯散光（不包括患有其他屈光不正的散光）的人口数。假定该类人口数约占整个散光人口数的10％。

10亿人患有近视5（40岁以上，又患有老花眼）近视 |

21亿人患有近视5（40岁以上，又患有老花眼）近视 |

远视
（远视眼）在儿童中很常见，
如果持续存在，应予以矫正。
随着眼球正常发育，一些孩
子的远视症状会消除

近视
（近视眼），通常源于遗传，
出现在5至10岁之间

散光
可能在出生时就出现该症
状，或者在生活中逐渐形成

婴儿/儿童
(0 - 10岁)

远视
近视
在青春期可能会加剧

散光
可能会逐渐加剧

青少年
(11 - 17岁)

远视
近视
在成年初期稳定下来，但有
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继
续加剧

散光
老花眼
（远视眼）从4 0岁起开始
出现

成人
(18 - 60岁)

远视
近视
散光
老花眼
60岁以后逐渐稳定

眼睛老化
通常与可能导致视力低下或
失明的疾病有关

老人
(60岁以上)

按年龄划分的屈光不正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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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的屈光不正人口统计

2050年
总屈光不正人口： 
66亿

北美 欧洲 亚洲

拉丁美洲 非洲 中东

北美 欧洲 亚洲

拉丁美洲 非洲 中东

2018年 
总屈光不正人口： 
47亿

3亿人
（6千万人未矫正）

5亿人
（1.6亿人未矫正）

28亿人
（17.6亿人未矫正）

4亿人
（1.8亿人未矫正）

4亿人
（3.4亿人未矫正）

3亿人
（1.8亿人未矫正）

3亿人
（6千万人未矫正）

5亿人
（1亿人未矫正）

38亿人
（11.5亿人未矫正）

5亿人
（1.7亿人未矫正）

10亿人
（7.3亿人未矫正）

5亿人
（2.8亿人未矫正）

未矫正屈光不正（URE） 
人口最多的十个国家

23% 居住在印度

22% 居住在中国

5% 居住在印度尼西亚

3% 居住在巴基斯坦

3% 居住在孟加拉国

3% 居住在尼日利亚

3% 居住在巴西

2% 居住在俄罗斯

2% 居住在菲律宾

2% 居住在越南

19% 居住在印度

6% 居住在尼日利亚

5% 居住在中国

4% 居住在印度尼西亚

4% 居住在巴基斯坦

3% 居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2018 2050

人口：27亿 人口：25亿

2% 居住在孟加拉国

2% 居住在巴西

2% 居住在埃塞俄比亚

2% 居住在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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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不良的孩子 
在学业上 

落后的可能性

增加了3倍10

30% 
的职业驾驶员9 

无法看清远景， 
使自己和他人处于 

危险之中

未矫正的不良视力的▪
真实成本

尽管受不良视力影响的人数惊人，但有能力影
响、改变和执行公共政策以促进良好眼保健服
务的人们，很大程度上仍然无法全面了解不良
视力的影响。

许多正在承受不良视力影响的人们并不知道对
此可以做些什么，或仅仅因为对视力矫正或佩
戴眼镜存有文化偏见，而未能采取行动。

在英国， 
弱视老年人更容易摔倒 
—— 每年治疗这类伤病 

所需花费

约1.28亿英镑11

每年，未经矫正的不良视力
会使全球经济损失约2720
亿美元12。
而且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现代生活方式，包括儿童在户外度过的时间减少，以
及面对屏幕的时间不断增加，已导致儿童近视人数
不断上升。预计这场视力危机将达到流行病的程度。
至2050年，预计全球近50％的人口将患有近视13，
其中许多人还将遭受严重危害视力的副作用和长期
性的严重影响。

但这不是必然会发生的。

我们可以选择设法解决它。

21

9 根据以下报道推测：中央道路研究所（Central Road 
Research Institute），《印度大都会城市商业驾驶员的视
觉限制评估》，视觉影响研究所（Vision Impact Institute）

（2017年9月），https://visionimpactinstitute.org/
research/assessment-visual-limitations-commercial-
driversmetropolitan-cities-india-interim-report/.
10 Carolina Cumani Toledo等人，《视觉障碍的早期检测
及其与学习成绩的关系》，修订版，Assoc.Med.Bras.[线
上]第56卷，第4号（2010年）： 415-419, http://dx.doi.
org/10.1590/S0104-42302010000400013.
11 Bruce J. W. Evans和Gillian Rowlands，《老年人的可
矫正视力障碍：未满足的主要需求》，眼科医师选集。24（3）

（2004年5月）：161-80. https://doi.org/10.1111/j.1475-
1313.2004.00197.x.
12 TST Smith等人，《由于未矫正的屈光不正造成的全球
负担而导致的潜在生产力损失》，世界卫生组织公报。87（6）

（2009年6月）：431–437, http://dx.doi.org/10.2471/
BLT.08.055673.针对人口和通货膨胀进行了更新，2015年。
13 Kovin S. Naidoo博士等，《全球近视负担造成的潜在生产
力损失：系统回顾，荟萃分析和建模》，《眼科学》第126卷，第3
期（2019年3月）：338-346, https://doi.org/10.1016/j.
ophtha.2018.10.029.



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不良视力22 23

超过76亿人共享我们的星球。其中有20亿人享
受着主要由在大城镇运营的60万眼保健专业
人员提供的视力矫正服务。

但是，由于缺乏支付能力、获取眼视光服务的渠
道、认知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缺乏相关接受度，有
27亿人未矫正不良视力。

现今世界各地都有人在努力行动，以使无论何
人在无论何处都能拥有良好的视力。这些努力
由公共和私营部门共同领导，并得到多边组织
和捐助者的支持。

以下页面将重点介绍如下示例：

▪▪ 可负担的产品
▪▪ 创建服务网点
▪▪ 验光工具
▪▪ 公众意识
▪▪ 扩大资金投入
▪▪ 政府项目
▪▪ 联盟和数据

现今的世界状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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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平均而言，亚洲的贫困劳动者愿意为眼镜支付约三天的工资（7至11美元）14。

可负担的产品

依视路的经验表明，生活在社会经济金字塔下
层社区中的男女与可支配收入水平高的消费者
有着相同的愿望。他们希望以负担得起的价格
获得拥有优良品质、舒适性和时尚感的产品。

2013年，依视路认识到需要生产满足这些愿望
的解决方案，并投资开发了可负担的产品系列。
在2019年，通过2.5 New Vision GenerationTM 

(2.5 NVGTM) 为社会经济金字塔下层消费者和
NGO合作伙伴提供了250多种经欧洲标准认证
的实惠款式产品。

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上述和其他成就，但这仍
然还远远不够。

贫困劳动者的平均每月支出，美元/人（绝对值，非PPP15）

印度尼西亚, 2018年中国, 2016年

贫困劳动者每3.4天的工作收入 
在中国是大约10.80美元

贫困劳动者每3.4天的工作收入▪
在印度尼西亚是大约9.60美元

除了不断进行创新以提高眼镜的可负担性外，
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发展可降低
服务成本的配套物流和供应链
服务。在这方面的进展仍然有

限。但是，这并非眼保健行业独有的挑战，也不
必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在成功向农村社区提
供个人护理和饮料等产品的消费品公司中，可
以找到最好的案例。

监管壁垒和高额进口关税也阻碍了全球交付成
本的降低。在各国政府解决此问题之前，可负担
性仍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

14 麦肯锡公司根据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进行的以下研究推断出该数据。
- 中国：BBVA研究，《中国消费趋势-2017年中国数字银行报告》，2019年8月27日访问，https：//www.bbvaresearch.com/wpcontent/
uploads/2017/03/2017-China-Consumption-Trends-1.pdf.
- 印度尼西亚：麦肯锡公司使用了生活工资系列中2018年1月的总人口（城市+农村）的平均单身成年人月度数据（以当地货币表示），并使用截至2018
年11月23日的汇率换算为美元。资源来源：“生活工资系列-印度尼西亚-2018年1月-卢比/月，” WageIndicator.org，2019年8月27日访问，https：//
wageindicator.org/salary/living-wage/indonesia-living-wage-series-january-2018-country-overview.
- 孟加拉国：推测数值基于《了解孟加拉国达卡市的贫民窟居民的需求和提供眼保健服务》的研究。资源来源：Malabika Sarker博士等人，《了解孟加拉国
达卡市的贫民窟居民的需求和提供眼保健服务》，IAPB.com，2019年9月5日访问，https：//www.iapb.org/wp-content /uploads/Bangladesh-
Report_final-version_02-06-2015.pdf.
15 PPP代表购买力平价，一种使用共同货币衡量不同地区和不同货币价格的方法。

总计▪
每月花费：▪
95美元

9

12

14

23

37

4
4

11

27

39

总计▪
每月花费：▪
85美元

Ready2Clip™ 系列的设计适合任何面部形状，并因其独特工艺， 
可以为每个佩戴者进行现场定制和交付。

“为学校的眼保健计划提供现成的眼
镜，可以增加儿童接受矫正服务的机会。
通过现场分发眼镜，可以有效减少等待
时间并最小化父母的费用支出，以提
升适用性。该计划能节省可观成本（每
100名需要佩戴眼镜的儿童可节省超过
1,500美元成本），使服务提供商可以将
这些资源用于该计划的其他方面，例如
健康教育、初级眼保健服务。”

Priya Morjaria博士完成了干预措施专业▪
领域的博士学位，以提高学校眼保健计
划的功效，并进行了使用Ready2ClipTM 

眼镜的临床试验。

住房 住房

健康

健康

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

交通

交通

食品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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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服务网点

多年来，有诸多相关举措提供了获得补贴/免
费和可持续服务的机会，这些举措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

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建立了长期的视力
保健中心和其他综合眼保健服务机构，将其作
为眼保健基础设施的关键支柱。医院通过现场
服务和外展服务进一步拓展了相关服务网络。
流动（厢式）诊所虽然会增加资本支出和运营成
本，但事实证明，其在接通农村社区服务方面极
为有效。

迄今为止，医院和非政府组织通过眼科营地和
外展服务对眼保健领域的影响最广泛。传统上
许多专注于识别和治疗白内障和青光眼等疾病
的机构，近期也开始整合验光服务。但是，大家
已经逐渐认识到上述这些需要有适应大规模实
施的可持续眼保健计划相配套。

自2 0 1 3年以来，依视路的包容性商业2 . 5 

NVGTM，一直致力于通过一系列可持续的模型
来帮助支持和扩展用于屈光不正的眼保健基础
设施。

Gullapalli N Rao博士 
L V Prasad 眼科研究所创始人兼主席

我们能够在提供广泛的视力保健方面取得重大
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视光技师、验
光师和眼科医生的各级培训上的投入。通过创
建这种全面的基础架构，我们甚至能够为最偏
远和难以到达的社区提供相关服务。

2.5 NVGTM的旗舰模型“Eye 

Mitra”（在印地语中意为“爱
眼伙伴”）致力于在没有专业
人员的地方提供可持续的服
务网点，培训年轻人、在职人

员和失业者成为初级视力保健服务的提供者。
该计划旨在培训他们基本的视力测试能力，将
病人转诊给其他眼科护理人员以解决非屈光问
题，并支持他们建立自己的企业以在其社区中
销售处方眼镜和太阳镜。

参加者将在12个月内接受经过认证的屈光和视
觉健康职业培训，并学习相关商业技能，以成功
开展小型视力保健业务。依视路为其提供持续
的技能和企业家能力培训，以及物流和市场支
持，以帮助“Eye Mitras”拓展业务，并实行外展
检查活动，将视力保健服务扩展到偏远的农村
地区。如今，Eye Mitra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
眼科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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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尼西亚，有一个独特的眼保健服务网
络。30,000名初级视力保健提供者，被称为
Optik Keliling（在巴哈萨语中意为“移动眼镜
商”），他们以摩托车为交通工具，为所到地区
的人们提供基本的视力检查，并为城市以外的
人们提供配镜服务。依视路正努力通过专家培
训来提高这些企业家的技能，以为整个印度尼
西亚的人们提供负担得起的优质视力保健服
务。在完成验光、业务管理和推荐的培训课程
后，参与者将有资格成为Mitra Mata（巴哈萨语▪
中意为“爱眼伙伴”）。依视路通过其“Mitra 

Mata配镜师计划”为Mitra Matas提供了进一
步专业发展的机会。该计划包括持续的专业发
展和验光学校认可的专业培训，并支持Mitra 

Matas在其所在社区开设眼镜店。

独立的非政府组织OneSight在现有的公共卫
生系统内工作，以创造可持续性服务网点。他们
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和发展视力保健中心，在
社区一级提供视力保健，并为公共卫生机构提
供收入来源，以促进可持续性。自2013年以来，
他们已建立131个视力保健中心。

即使有这些努力，社会经济金字塔下层社区的可
持续性服务网点仍然有限。

K-T Overbey 
OneSight 总裁兼执行董事

我们通过引入可自我维持的解
决方案，展示了如何通过与地
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建立伙伴
关系并赋能他们来解决全球视
力保健需求缺口问题。

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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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光工具

尽管在可负担性和可及性方面取得了实质性
进步，但是诊断屈光不正所需的设备和工具
仍然非常昂贵。

自动验光仪价格昂贵并且需
要借助电力来运行，而检影
镜虽然相对便宜，但是使用
难度较高。除非我们能够解

决视力保健组织和企业家的这类瓶颈，否则我
们将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为每个地方的所有人
提供服务所需的服务点的规模。

由PlenOptika（美国）设计并
由Aurolab制造的QuickSee

是一种手持式自动验光仪，可
在任何地方进行临床精确 1 6

测量。它采用便携式、持久耐
用的造型，结合了开放式双
目视图和波前像差法。2017

年，Q u i c k S e e因其解决全
球不良视力负担的创新方法
而获得依视路“看见改变”挑
战赛（Essilor See Change 

Cha l lenge）的特别评审团
大奖。e-see是QuickSee的
特殊版本，专门供Aurolab在
SAARC17地区销售。

GoCheck Kids 是一款易于▪
部署的低成本移动应用程
序，用于检测因年龄太小而
无法进行视力测试的儿童的
弱视18风险因素。目前仅在美
国提供。

ClickCheck 是依视路于2016

年发起的“看见改变”挑战赛
（See Change Challenge）
的获胜者，该挑战赛发掘了低
成本、易于使用的可扩展解决
方案，初级保健服务提供商可
以在相关服务供应不足的地区
使用该解决方案来准确测量屈
光不正。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对该便携式手持设备进行的初
步测试显示，其准确性足以满
足初步诊断需求。该设备预计
将在2019年底开始面向初级
视力保健服务的提供者发售，
价格为50美元。

一些有潜力的创新，包括：

Andrew Bastawrous博士 
Peek Vision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矫正屈光不正是视力障碍者发挥潜
能的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之一。合适
的技术可以有效识别需求人群，
并确保他们得到及时的可负担的
治疗，这将从根本上提升服务点数
量，让需求人群获得良好视力，改
善其生活。

3131

16 QuickSee的临床准确性得到以下研究的支持：

- 在1号研究中，受过最少培训的技术人员使用QuickSee在Aravind眼保健系统中测量了印度农村地区的700多名患者。结果
显示，通过主觉验光与QuickSee自动验光得出的眼镜数据，在处方偏好和视敏度方面仅存在有限差异。资源来源：Nicholas 

J Durr等人，《印度农村地区评估的低成本波前自动验光仪的眼镜处方质量：708名参与者的现场研究结果》， 2019年BMJ开
放式眼科学；4:e000225, http://dx.doi.org/10.1136/bmjophth-2018-000225.

- 2号研究显示，在87％的眼部检测中，基于QuickSee进行矫正后所获得的视力改善与主觉验光所获得的视力改善相同。该研究结
果与临床建立的台式系统报告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其结果优于其他手持式自动验光仪的结果。资源来源：Marcos Rubio等人，《可
负担的手持式波前自动验光仪的质量验证》，Optom Vis Sci 2019;96:00–00.doi:10.1097/OPX.0000000000001427。本文
已被认可，并将于2019年10月发布。
17 南亚区域合作协会。
18 弱视是导致儿童失明的第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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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发稿时，该活动已惠及超过
3200万人

五分之四的人要求回电以了解距
离他们最近的服务点所在的位置

在城市和区域中的眼科营地的出
勤率增加了38％

相关信息在家庭和社区之间传
递；男性是呼叫中心呼叫的主要
接收者，而女性则是眼科营地的
主要参与者

公共意识

虽然这可能是推动服务普及的最关键的干预
措施，但在大规模提高屈光不正相关意识方
面，我们取得的成功仍然相对有限。

我们从成功提高人们对白内障
和沙眼的认识中可以了解到，
眼保健活动不仅可以提高患者
的相关认识和教育程度，而且
可以促进倡导参与视力保健。

然而，在屈光不正的认识和教育方面始终存在
着特殊的挑战。即使有可用的服务，人们也不愿
接受视力测试。为什么？许多正在承受视力不良
的人们并不知道对此可以做些什么，或仅仅因
为对视力矫正或佩戴眼镜存有文化偏见，而未
能采取行动。

提升人们接受眼保健服务的意识，只是需要解
决的难题之一。

还需要进行相关宣传，以提高决策者和主要舆
论领袖对良好视力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认识。
请参阅第40页，了解有关现有宣传工作的更多
信息。

See Now 是由弗雷德·霍洛基金会与
Sightsavers，Vision 2020和依视路的
社会影响基金Vision For LifeTM合作发
起的一项全球活动。其目标是提高眼保健
认识并推动公众动员消除可避免的失明
和视力障碍。

在名人大使Amitabh Bachchan的支持
下，See Now于2019年在印度北部的北
方邦发起了一项试点活动。该活动旨在实
现可持续发展，呼吁人们在现有的眼保健
服务中进行视力测试。通过社交媒体、广
播、电视、当地报纸、WhatsApp、电影广
告和户外广告牌，提供了针对眼保健的有
针对性的交流。使用免费的“回电”服务，
参与者可被告知距离他们最近的眼保健
服务点。结果非常理想：

解决这些问题的此类活动之一▪
就是“Se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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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资金

长期以来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一直在提供补贴
和免费服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该领域的全
球资金缺口仍然很大。令人鼓舞的是，近年来
已经有许多实践致力于填补这一空白，但还远
远不够。这些实践包括：

视力催化剂基金（Vision Catalyst Fund）是一
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个涵盖众多利益相关方
的计划旨在为英联邦及世界各地的所有人提供
眼保健服务。该基金将在2020年由来自公共和
私营部门的各类合作伙伴共同启动实施，这些
合作伙伴包括：

渣打银行，瑞银集团，依视路国际，Clearly，▪
Sightsavers，弗雷德·霍洛基金会，国际预防失
明机构，CBM国际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
一旦投入运作，这个10亿美元的基金将寻求加
速系统变革，并扩大由政府领导的全民眼保健服
务，以提供可持续、高效的长期眼保健解决方案。

ATscale是DIFD、美国国际开
发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肯尼亚、挪威、克林顿
医疗准入倡议等组织的全球合
作伙伴。其目标是通过服务提供

和市场塑造的方式，至2030年使5亿人加速获
得辅助技术。眼镜、轮椅、助听器和假肢以及其
他工具，已被公认为是减缓全世界残障问题的
关键设备。

依视路的社会影响基金Vision For LifeTM设立
于2015年，旨在支持可持续的视力保健基础设
施的建设和相关计划的执行，重点关注占世界
三分之一人口的不良视力者。它专用于消除未
矫正的屈光不正。

喀麦隆白内障债券于2018年3月推出，是一种发
展影响债券，这是一种基于成果的协议，其中投
资者为社会项目提供前期融资，捐助方组织根
据实现社会成果的实际表现向投资者偿还本金
和回报。白内障债券将支持Magrabi ICO喀麦隆▪
眼科研究所（M I C E I）五年内在喀麦隆提供
18,000例白内障手术，使低收入患者能够免费或
低成本接受手术，并帮助MICEI在五年内实现收
支平衡。该债券由白内障债券设计联盟领导，该
联盟由弗雷德·霍洛基金会、康拉德·N·希尔顿
基金会、Sightsavers，非洲眼科基金会和沃尔塔
资本组成。

Daniel Etya’ale Essi教授 
Magrabi ICO 喀麦隆眼科研究所（MICEI）首席执行官

喀麦隆白内障债券以多种方式强化了我们的‘社
区范围授权，以覆盖所有人’。其不仅为我们的推
广活动提供了新的动力，而且还帮助我们意识到
除了白内障患者之外还有更多的“需求者”。这很
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外展服务通常包
括筛查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和屈光不正，并为所
有需要这些服务的患者提供现场服务。

尽管上述举措（其中许多是基于医院的举措）可
能对于帮助解决当前屈光服务供应和提出更具
可持续性的方案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但仍必须
紧急推动进一步发展基于网络或遍布全国的固
定服务接入点，不断测试并将相关成功案例不
断推广。在MICEI，我们计划采取相关行动并适
当记录留档。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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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计划

2017年，利比里亚政府与EYElliance 

及其成员（Sightsavers，▪LV Prasad 

眼科研究所，▪ OneSight，▪ Our 

Children’s Vision，▪ 依视路的
2.5 NVGTM和New Sight眼科中心），通过学
校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合作发起了一项全国运
动。该运动每年计划筛查100万在校学生的视
力问题，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眼镜。此外，生活
在远离现有卫生保健设施的偏远社区的120万
利比里亚人也将获得基本的视力保健服务。

博茨瓦纳政府制定了一项国家眼保健计划，其
目标是至2020年将可避免的失明率减少30％，▪
并将所有视力障碍率减少25％ – 符合世界卫生

组织《全球行动计划》19的承诺。该计划的一部分
包括：特别关注全国校园眼保健。该国政府利用
Peek Vision的相关技术来扩展和优化全国各
地学校的医疗服务，包括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
序进行视力筛查。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博茨
瓦纳是幸运的，因为该国拥有相对丰富的眼保
健专业人员。这意味着将由卫生和保健部雇用
的私人验光师和公共眼保健专业人员共同在学
校或附近地区进行全面的眼科检查。500,000

名儿童将接受视力检查，必要时可安排佩戴眼
镜，如果发现非屈光性眼疾或相关疾病，将接受
适当治疗。

36

没有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参与，就无法真正实现“至2050年消除不良视力”的宏伟愿景。现今在世
界的各个角落都发生着无数令人鼓舞的相关努力。

19 Andrew Bastawrous等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与年龄相关的白内障导致的失明和视力障碍：近期基于人口的研究之系统综述》，Br J Ophthalmol。97

（10）（2013年10月）：1237-43, http://dx.doi.org/10.1136/bjophthalmol-2013-303135.

Shanti Kumari 

IAS，印度泰伦加纳邦政府卫生与家庭福利首席特别秘书

确保我们的公民拥有良好视力，是
我们为确保良好的生活质量所能做
的最简单、有效的事情之一。

2008年，乌干达政府对未矫正的屈光不正实施
了国家干预。该计划旨在培训眼保健专业人员
进行验光筛查，订购可负担的眼镜，并在三天内
交付。此外，还引入了由政府资助的综合学校眼
保健倡议和验光学位。该计划得到国际眼科理
事会的认可，被认为是“最佳实践”，该计划得到
了《世界之光》和华伯恩视觉研究中心的支持。

Clear Vision Collective成员：VisionSpring，▪
BRAC，OneSight，Orbis，依视路的2.5 NVGTM 
与孟加拉国政府合作，发起了DRESTI计划（屈
光不正和眼保健研究与治疗计划）。在为期两年
的试验期内，该项目旨在通过使用基于市场的
包容性解决方案来提供可持续的视力保健服
务，从而大大提高孟加拉国舍尔普尔区成人和
儿童的眼镜覆盖率和视力矫正率。

不丹政府致力于让不丹成为第一个没有屈光不
正患者的国家。通过强化当前卫生系统的视力
筛查功能，并支持建立视力保健创业者网络，可
负担的解决方案的可用性将变得更加广泛和可
持续。为了推动服务的普及，社区一级的卫生助
理和遍布全国的修道院网络将传播对良好视力
重要性的认识。

2018年，印度泰伦加纳邦政府承诺建立第一个
没有可避免失明的邦。医疗队为本邦公民提供
通用的眼保健服务，对3500万人进行了筛查，
为有需要的人免费提供眼镜、药物、手术和其他
治疗方案，并开展了有关眼健康的宣传教育活
动。Kanti Velugu（Eye Light）计划仅在八个
月内便成功完成，其中有27％的被筛选者配备
了免费眼镜，并确定了93万次二级和三级转诊。
医疗队由一名医务人员、一名验光师和多达八
名协助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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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rerana信托、Drishti眼科医院和依视路视
力基金会（EVF）的支持下，2018年卡纳塔克邦
政府卫生与家庭福利部推出“Namma Kannu 
Namma Doddaballapura”（我的眼睛，我的
多德巴尔拉普尔）倡议，目标是至2021年，让多
德巴尔拉普尔成为第一个没有未矫正的屈光不
正的印度地区。一组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将拜
访多德巴尔拉普尔的每个家庭，为当地人提供
视力筛查，为有需要的人佩戴眼镜，并传播关于
良好视力的重要性的相关知识。无法在现场配
备眼镜的情况较复杂的视力矫正需求者，将被
转诊至流动眼科营地进行治疗。在那里，他们将
接受由Drishti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执行的全面
眼科检查，并将在15天内为患者提供一副定制
型视力矫正眼镜。该目标将覆盖本地区的290
个村庄和33个城市病房中的325,000人。

Kiran Anandampillai 

Drishti眼科医院之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Drishti Eye Hospitals

中国安徽省霍邱县政府是本国第一个承诺并执
行计划以消除该县不良视力的地方政府。2019
年，霍邱县政府宣布与依视路和霍邱博爱医院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在三年内矫正当地人们的不
良视力。合作方将为贯穿全县的20多万老年人和
中小学生提供视力筛查，并为那些无法负担的患
者免费提供眼镜。他们还将合作为视力保健服务
的提供者和其他慈善活动提供培训支持。

这些努力和其他相关实践都值得称赞，但还远远
不够，要想让世界没有未矫正的屈光不正，其他
政府也必须效仿此法。绝对有必要将屈光服务纳
入眼保健和健康服务之中。

当农村地区的学龄儿童获得清晰的视力后，他们所流露出来的欢
乐是极为珍贵的。我们知道如何培养所需的人才、运用经验论证
的低成本技术、创建可持续的经济模式，以确保既定区域的每个
人都可以获得良好的视力筛查和相关治疗服务。现在是社会和慈
善资本与政府一起作出承诺，扩大这类创新举措，并确保世界不
再有未矫正的屈光不正的时候了。

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不良视力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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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和数据

在公共卫生领域内外，行业联盟
的诸多实践都获得了显著成效，
并不断为变革而努力，而独立数
据则帮助行业践行者制定了行动

战略，并提出了有效的相关议程。

世界卫生组织（WHO）出版了众多以数据为导
向、以视力为主题的相关出版物，包括即将出版的
《世界视力报告》。该报告将提供相关建议，重点
是确保提供全面和综合的视力服务，以协助各国
减轻公民视力减退的负担，改善视力障碍者的生
活，并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际预防失明机构（IAPB）成立于1975年，可能
是民间社会组织、企业和推动眼保健的专业机构
共同建立的最完善的联盟。IAPB领导国际预防
失明工作，其屈光不正工作组的重要任务是努力
将屈光不正问题放到健康与发展政策制定者的
议程上。

IAPB的Vision Atlas提供了有关可避免性失明
的全面数据和证据。该数据提供了与决策者、健
康计划者、眼保健专家、非政府组织、患者团体
和倡导者有关的大量信息。Vision Atlas是为实
现全民健康覆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践行者的
宝贵资源。

EYElliance成立于2016年，是一个多方联盟，其
宗旨是致力于推动全球战略，大规模增加眼镜供
应。其报告《眼镜业的全球发展：弥合视觉鸿沟》
于2016年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收集了一系列
研究成果，报告表明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相关
发展伙伴，迫切需要大幅增加在眼镜供应方面的
投资，以改善眼保健教育成果，提高生产力，并刺
激全球经济的发展。在2018年，通过EYElliance
的努力，美国政府在USAID的年度预算内分配了
一个单独的项目，以扩大眼镜供应规模。

视力影响研究所（VII）整理了一个包含相关报告、
研究和文章的全球数据库，以为政府决策者、眼镜
行业专业人士和其他倡导者提供建议。其目的是提
高对良好视力重要性的认识，并为明智的政策决策
提供依据。

VII在2016年与Optometry Giving Sight和其他
美国组织合作创建了Kids See: Success其是一项
眼科倡议，旨在倡导在入幼儿园之前，为儿童进行眼
科检查。这项倡议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案例，是成功游
说新泽西州，要求该州6岁及以下的儿童首次进入
公立幼儿园、公立学校或启蒙项目时，必须在入学第
一年的1月1日前接受全面的视力检查。SB2804法
案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然后于2019年5月获得
国会的一致批准。在本报告付印之时，该法案尚待州
长签署以通过立法。

“我们的孩子的视力（Our Children’s Vision）”计
划于2016年启动，由华伯恩(Brien Holden)视力研▪
究中心和依视路的Vision For LifeTM 建立，旨在加
速和扩大世界各地儿童获得眼保健服务的机会。超
过80个合作伙伴共同承诺：至2020年，让获益儿童
数达到5000万。依视路将为该项合作伙伴计划提
供免费眼镜以支持该活动。到2019年底，依视路将
为该计划捐赠超过500,000副眼镜。

尽管现今的努力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我们必须继续
扩大实践规模，并尽力弥补任何潜在不足，以满足不
断增长的相关人口的眼保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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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50年，我们将可能取得
何样成就，对应的成本又是
多少？

42

麦肯锡的分析估计，要创建一个屈光不
正 都 能 得 到 矫 正 的 世 界，需 要 成 本 为
140亿美元。

这些资金将投资于：

▪▪ 创建可持续的服务网点
▪▪ 创新可负担的解决方案
▪▪ 资助和免费服务
▪▪ 提升观念和认识

通过这些资金，便可对相关创新进行谨慎投
资，以打破现有的发展瓶颈，这些投资包括
但不限于低成本、易于使用的自动验光仪和
技术先进的交付系统。

作为公共卫生投资的一小部分，用于眼保健
领域的140亿美元投资，将产生巨大的社会
经济回报。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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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需140亿美元
创建一个屈光不正 

都能得到矫正的世界

推 动 投 资新的和现有
的服务

投资筛查工具，▪
减少操作员的培训要求600,000个

全验光服务网点
400,000个 

老花镜服务网点
共需24亿美元， 

用于创建100万个 
新的可持续性服务网点， 

这将覆盖90％的 
需求人群

共需7亿美元， 
用于创新研发， 

以加速改善服务成本 
和产品成本的 

可负担性

共需45亿美元， 
用于提升公众对 

不良视力及其在个人
和社会层面的 

社会经济影响的认识

共需62亿美元， 
用于填补无法负担 

服务费用的人群 
在可负担性 

和可获取性上的 
资金缺口

可持续性服务网点可
为需要补贴或免费服
务的50%配戴者提供
相应服务。

加快提升数字化规模

推 动 对 眼 镜和眼保健
服务的需求

投资时间表
累积支出

20 在大多数零售类别中，电子商务份额迅速增长，并且在数字化视力筛查和视力测试中取得了可观的发展，根据麦肯锡公司的分析，保守估
计未来有25％的配戴者（约5.6亿人）将通过电子商务渠道而非实物服务网点获得相应服务。

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双边和多边组织、捐助者和私营部门践行者，都可以在确保获得上述资金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尽管需要在特定时间进行战略投资以优先考虑某些领域的相关举措，但不能
孤立地对一个领域进行投资。通过意识驱动需求，设立可持续的服务网点，提供可负担的周期性解
决方案，对一部分困难人群持续提供资金补贴/免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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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可持续性服务网点

100万个新的服务网点，即可以满足90％的需
求人群的需要
麦肯锡的分析显示，创建100万个新的可持续
性服务网点的成本约为24亿美元，并能以可负
担的价格21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且可以为处
于社会经济金字塔下层人口的、且能够和愿意
为产品和服务付款的90％人口提供服务22。

可持续性服务网点是指那些可以持续提供用以
矫正视力所需的服务和产品（例如检查、验光、
眼镜）的网点。对这些服务网点进行管理以确保
且财务可持续性，从而确保社区人群无需补贴
即可获得持续的服务。

约60万个全验光服务网点
需要约600,000个全验光可持续性服务网点，
以服务那些需要定制性解决方案的人群。

在不需要此服务的地方（主要是35岁以上的老
花眼人士），仅需老花镜服务网点就足够了。

约40万个老花镜服务网点
针对老花镜的可持续性服务网点不需要单独
存在。它们可以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集成
到现有渠道中，包括药店和综合性商店。当今
许多国家/地区一样，无需经验丰富的技术人
员就可以提供配戴老花镜服务。必须定期进行
全面的眼科检查教育。

21 研究发现，平均而言，亚洲的贫困劳动者愿意为眼镜支付约三天的工资（7至11美元）。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24页。
22 基于现有服务网点的不断扩大，并假设全球成本与亚洲观察到的成本相似。

解决90％的需求人群问题，其费用仅占总成本
的17%

据计算，可持续性服务网点所需的累计投资为
24亿美元，约占全球消除未矫正屈光不正的
140亿美元总投资的17%。这低于与提高认识或
提供补贴和免费服务有关的费用的估值金额。

可以通过可持续性服务网点为需要补贴或免费
服务的50％配戴者提供服务
根据麦肯锡的分析：如何为那些连最实惠的眼
镜都无法负担的人群提供服务时，他们认为，
这一财政可持续性基础架构是一个绝佳平台，
通过该平台，补贴或免费眼镜可以分发给经济
最脆弱的人群。尽管我们认识到通过多种可持
续性渠道进行管理的这些计划（例如优惠券计
划）不容易构建或管理，但这是一个重要发现，
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以使
每个需要眼镜且当前无法拥有眼镜的人群都
可以获得需求满足。在此情况下，本地视力保
健创业者有潜力成为当地医院和诊所的可负
担性光学矫正设备的供应商，从而解决当前的
物流和财务障碍。

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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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rav Gupta 
Dalberg合伙人兼亚洲区总监

Dalberg对培训视力保健创业者
的分析表明，相关培训在教育、
经济、社会文化和健康领域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以影响力为
导向的投资者而言，其社会投资
回报率很高。

此外，也有机会探索地方政府在现有公共卫生
设施内，建立经营和管理视力中心能力的可行
性。OneSight通过这类模式取得了成功，它与几
个非洲国家的政府合作，建立和发展了视力中心
的服务能力，以向公共设施单位提供收入来源，
同时在社区一级建立可持续的视力保健服务。

许多需要视力保健服务的农村和半城市社区
也承受着年轻人的高贫困率和失业率之苦。
通过向这些社区中的成员提供解决方案，不仅
可以提供本地视力保健服务，还可以向他们提
供成为视力保健创业者的相关技能、知识和工
具。Eye Mitra模型证明，这种包容性商业模型
可支持解决可持续性生计问题。

麦肯锡的分析认为，创新的金融模式提供了筹
集消除不良视力所需资金的机会。发展影响债
券（一种绩效给付债券）是促进资金流入以扩
大对视力保健创业者的培训，并为其配备必要
的启动设备的合适工具。

摘要
谁是践行者？
私营部门，政府，非政府组织

成果如何？
建立100万个新的可持续性服务网点，在每个可一日往返的片区中都将有一个服务网点，可满足当地100％的相
关人口需求

至2050年如何填补对应缺口
▪▪ 扩大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性服务网点规模
▪▪ 提升政府在公共卫生岗位上建立和维持视力中心的能力
▪▪ 部署创新的融资计划，以促进包容性商业的快速扩展
▪▪ 利用先进技术增加服务网点和转诊系统的覆盖范围

实现此目标需要花费多少资金？
2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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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需7亿美元，用于创新研发，以加速改善服务
成本和产品成本的可负担性
这是通过对在不同背景下设立的类似创新基金
的需求规模进行基准评估得出的。

在前3-10年内，创新投资需要先行
虽然要找到能够降低规模壁垒的创新突破需要
多少投资的确切数字仍有待商榷，但显而易见
的是，创新投资需要在前3-10年内提前到位。这
将确保最终的技术和解决方案能够在2050年
之前扩展到所需水平。

配发一副可负担的眼镜的相关成本取决于三个
因素：
▪▪ 可负担的产品
▪▪ 可负担的验光工具
▪▪ 可保持低服务成本的供应链

新兴的低成本自动验光仪技术大大降低了供应
成本
尽管在可负担型产品领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
展，但新兴的自动验光仪技术成本低，且对操作
人员的培训要求又较少，因此可能会从根本上
影响干预措施的设计和成本。

数字化或自动筛查工具可以加速规模化
创新的低成本数字化或自动视力筛查和视力测
试工具（可以替代验光师），可以有效降低服务
成本，并极大提升规模化的速度。

创新可负担性解决方案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相结
合，可以极大减少访问阻碍。改进后的数字化视
力测试也将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从而减少建
立实体基础设施的需求。智能手机技术的进步
表明对自验光式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研发迫在
眉睫。结合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它可以极大减
少网点不足的障碍。

适当的法规和进口关税的降低，将提升可负担性
医学镜片和可负担性镜架应免除进口关税。只
要将节省的成本让渡给消费者，就可以实现消
费者的更大的负担能力。▪

为了交付所需的产品数量，眼镜业规模必须扩
展，以满足所需的制造能力。

Peter Holland 
IAPB首席执行官

政府可通过制定政策来促进全
面的、以人为本的眼保健服
务，从而为最需要的人群提供
可负担性医疗服务，并通过减
少或消除进口可负担性眼镜的
监管壁垒和关税，以发挥至关
重要的作用。

51

摘要
谁是践行者？
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政府

成果如何？
极端贫困线以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能力购买不足三天工资的解决方案

至2050年如何填补对应缺口
▪▪ 坚持创新以降低矫正成本
▪▪ 投资于低成本交付所需的供应链
▪▪ 适当的法规和进口关税
▪▪ 建立与交付数量匹配的制造能力

实现此目标需要花费多少资金？
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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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和免费服务所需的资金是所有投资领域中
最重要的需求资金，可惠及2.6亿人。所涵盖的
2.6亿人口是经济上最脆弱的人群，包括：

▪▪ 极端贫困23人口（预计为URE人口的3%），每
2.5年提供一次服务
▪▪ 来自贫困劳动者家庭24的儿童，每个儿童在

10岁之前将获赠一副免费眼镜

62亿美元中的70％将用于亚洲和非洲地区
亚洲
25亿 
美元 
惠及
7.12亿眼镜配戴者25

23 特困或极端贫困人口是指每日收入低于1.90美元的人群。这是世界银行对极端贫困人口所做的定义。资源来源：“贫困”，世界银行，最新修订于2019年4月
3日，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poverty/overview.
24 “贫困劳动者”是依视路创造的一个术语，与“特困”或“极端贫困”相区别，它是指家庭收入为每月$1,000或更少的人群，以及被依视路称为“不合规”人群

（他们的家庭收入高于上述家庭收入标准，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却无法接受不良视力矫正服务）。依视路假定所有患有URE的人都属于贫困劳动者，但那
些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的人群除外。
25 不是唯一的配戴者。

非洲
18亿 
美元 
惠及
4.12亿眼镜配戴者25

麦肯锡估计，亚洲地区项目需要25亿美元，非洲
地区项目需要18亿美元，从现今至2050年，世
界上大部分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劳动者的子女都
生活在非洲。

预计世界贫困人口的大部分将集中在非洲（至
2050年预计人数将达到1.03亿），该地区人口
的经济负担能力将继续成为矫正不良视力的重
要障碍。

在亚洲，至2050年，一部分相关人口的经济情
况将提升至可负担能力以上水平，但其大部分
仍生活在无法有效获得相关服务的农村地区。
其余的相关人口将继续面临可负担性和可获取
性障碍问题（估计至2050年，这样的人口数仍
将有9400万）。

资金补贴和免费服务

Serge Resnikoff博士 
国际眼保健专家，▪
世界卫生组织前高级政策顾问兼协调员

亚洲和非洲是需要进行屈光不正矫正的人数最
多的国家。二者之和几乎占了全球负担的50％。 
这取决于两方面因素：患有屈光不正的人口比
例——主要是近视和老花眼，以及接受适当眼科
矫正的人口比例。矫正率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只
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推动人们获得屈光矫正和佩
戴眼镜服务。

在非洲的许多地方，人们无法获得这些服务，并且
绝大多数（约70％）患有屈光不正的人（主要是老
花眼），都伴随有一定程度的视力障碍。

在亚洲这个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种情况主要是
由近视的流行所驱动的，在该地区的许多地方，
矫正屈光服务的发展已不能适应近视普遍化的
需求。预计行为和环境因素在不久的将来不会发
生显著变化，除非采取相关重大措施，否则需求
和服务之间仍将存在着巨大差距。此外，非洲和
亚洲人口的快速增长和老龄化使得这两个地区
一直是世界上受影响最大的地区；必须给予他们
最高的优先权。

至2050年，尽管被归类为经济脆弱人群的亚洲
人口比例比非洲少，但由于服务的总人口更多，
因此预计亚洲所需的慈善支出也会更多。

5353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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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可持续性服务网点可提供50％的服务
同样，该数字基于对创新发展的保守预估，并假
设需要补贴或免费服务的人中有50％可以通
过优惠券计划或类似方式利用财政上可持续性
服务网点。尽管通过多种可持续性渠道实施的
相关计划，管理难度很大，但这有可能将针对1.3

亿人的服务成本降低至仅需为每人配备一副眼
镜的成本。对于该类人群的服务效率将与可持
续性服务网点的创建和扩展成正比。

剩余的50%人群，将通过扩展传统慈善服务（例
如视力营、外展服务、政府视力中心）来提供。针
对每个人的服务成本将纳入直接的计划成本，
包括人力成本、培训成本和眼镜成本。

战略性的慈善事业可以有效支持计划的可持续
性和规模化发展，并加强政府服务效能
为了最好地发挥效能，应该从战略上投资针对补
贴和免费服务的慈善捐赠，以支持和加强政府服
务。该分析推荐一种系统性方法，将屈光服务整
合到更广泛的眼保健和健康基础设施的建设中。
这对于确保可持续性和覆盖率而言至关重要。临
时或孤立的慈善项目，尽管是出于善意，但考虑
到需求的规模，其影响有限。

与现有的政府投资相比，额外的资金可以成为服
务扩展的催化剂。成立于2018年的视力催化剂基
金（Vision Catalyst Fund）是一个雄心勃勃的
计划，它涵盖众多利益相关方，旨在为英联邦及
世界各地的所有人提供眼保健服务。该基金将在
2020年由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各类合作伙伴
共同启动实施。一旦投入运作，该金额达10亿美
元的基金将寻求加速系统变革，并扩大由政府领
导的全民眼保健服务，以提供可持续性、高效的
长期眼保健解决方案。

Aravind Srinivasan博士 
Aravind 眼科医院首席医学官

我们通过在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部疾病方面的一贯高质量
和低成本护理的成功经验表明，眼保健部门具有为需求者创
造可持续性获得屈光服务的能力。交叉补贴的商业模式为
Aravind眼科医院带来了成功，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创新可
帮助该部门提高生产力、保持质量，并达到所需规模。我们坚
信，消除不良视力，将极大提升社会生产力，并极大改善世界
上每个人的生活品质。 摘要

谁是践行者？
政府、双边组织和私人捐助者

成果如何？
资金将被合理分配使用，以确保最贫困和最偏远的人们可以享受矫正服务

至2050年如何填补对应缺口
▪▪ 扩大对贫困人口的资助（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以补贴配送和眼镜成本
▪▪ 大大降低服务网点或个人通过私人或公共医疗保险计划进行报销的障碍

实现此目标需要花费多少资金？
6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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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鉴于主要使用的是（i）公共宣传，需要接触农村消费者和城市贫困者；（ii）数字媒体，特别是在城市地区，通过数字渠道提升营销效率，增强数字化应
用。Dalberg预测为提高公众意识的相关成本约为1-2美元/人。该预测基于以下来源：
- Justine Hsu等人，《作为HIV预防策略一部分的行为干预之比较成本和成本效益》，《健康政策与规划》，第28卷，第1期（2013年1月）：20–29, https://doi.

org/10.1093/heapol/czs021.根据系统性使用安全套的报告人数，可清晰了解相关行为的变化情况。
- Kara Hanson等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用驱虫蚊帐防治疟疾的社会营销之成本效益》，《世界卫生组织简报》 81（4）（2003），https：// www。 who.

int/bulletin/volumes/81/4/Hanson0403.pdf.关于短信息，发送大量短信息的标准成本，利用了印度大型供应商（Exotel）的费率。
- Metricool，《Facebook广告研究》。社区外联活动，包括在当地社区举办的活动，由16个签约的非政府组织网络主办，通过戏剧小品、避孕套使用示范和
放映短片来传播相关信息。这些信息提高了人们对预防和传播艾滋病毒的认识，促进了更安全的性行为和社会规范。

共需要45亿美元，用以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提
高对不良视力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的相关
认识

提升观念和认识，将有助于：
▪▪ 推动公众对视力矫正和眼保健服务的需求
▪▪ 推动对新服务和现有服务的投资

推动公众对视力矫正和眼保健服务的需求

许多人只是把视力不良或恶化视为生命进程中
的正常现象，包括那些可能未意识到自己的视
力与同龄人有任何差别的幼童，或是那些面对
近视采取容忍态度的成年人。有些人甚至不了
解自己的视力可以得到改善，或者对视力矫正
或佩戴眼镜存有文化偏见。在确保可负担性服
务之可及性的同时，让所有人意识到良好视力
的变革性效益，是消除不良视力之路的关键性
第一步。

所需的相关教育不仅仅是一次性提升观念和认
识的活动

相关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对获取和/或保
持良好视力和眼保健所需的知识有深刻的了
解。这种观念的改变，需要大量且持续的投资。

鉴于未矫正的屈光不正在农村地区和城市贫困
人口中普遍存在，将本地推广与基于低成本移
动电话的短信息传递相结合的方法，可能是最
有效的（人均成本低于2美元26）。

提升观念和认识

短信息：0.01美元

社交媒体：0.01-1美元

社区外展：2.29美元

广播电台：4.50美元

杂志：18.14美元

广告牌：25.07美元

同伴教育：38.95美元
成

本
较

低
 

成
本

较
高

推动眼保健的人均成本▪
通过媒体渠道，改变行为习惯26

Nick Martin 
弗雷德·霍洛基金会，副首席执行官

在世界各地，许多人只是把不良视力视
为生命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因为他们并
不知道有改善视力的机会。因此提高社
区认识和推动相关教育，是我们必须认
真思考的关于如何应对视力减退率上升
之挑战的关键因素。一旦人们具备了相
关观念和认识，我们就可以为最有需要
的社区人群提供服务。

缺少眼保健意识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因
此就需要有全新的方法来提升整个社
区人群的相关认识。手机、短信息传送
应用程序、传统报纸广告、广播和口口
相传，都是确保每个人皆能了解眼保健
知识的重要方法。我们通过向整个社区
人群传播相关信息，并直接联系需要帮
助的人，便可确保需要寻求治疗的人们
能获得相应服务。

迫切需要预防和管理近视流行病

随着近视率的不断攀升，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眼保健危机。高度近视（通常为-500度或
更低）不仅是屈光不正的一种形式，还会增加眼
睛疾病的患病风险，并可能导致永久性失明。现
代生活方式，包括过度使用电子屏幕和户外活
动时间不足，使世界各地的儿童，特别是亚洲地
区的儿童眼睛处于危险之中。可以通过及早发
现和保持良好的视力习惯来控制近视。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践行者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具有互补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通过双方的联合，这些知识和技能可以成为
培养健康生活习惯的有力催化剂。

各国政府可以利用其天然优势，在公共卫生信
息传递和国有服务供应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学
校、社区卫生工作者和医院）的广泛应用方面贡
献自己的专业技能。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全球卫
生界，是培养健康生活习惯方面的专家，而私营
部门则是经验丰富的营销者和有关消费者行为
习惯研究的权威。

专业协会及其成员在支持健康促进计划，特别
是在近视管理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他们
常与患者直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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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对全新和现有服务的投资

提高决策者和捐助者的相关观念和认识，使他
们能够通过有关政策和方案，改善群众的获取
能力、可负担性和相关认识，这是至关重要的。

提出投资理由

强大的联盟和利益相关者团结一致进行相关权
威研究，最常见的情况是，主要意见领袖和投资
者成功参与特定卫生干预措施的制定，或基础
设施的资金筹措。（如何实现此目标，请参见第
60页）。

作为建立视力保健服务的倡导者，不仅有机会
吸引卫生投资者或政策制定者，还可以吸引那
些代表教育、就业和生产力、安全性（特别是道
路安全、就业、技能培训）等领域的人们。尽管一
些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
仍有进一步探索的潜力。探索的领域包括：国家
层面上的关于患病率、亚种群的分类数据，以及
关于矫正屈光不正对教育、就业、生产力、两性
平等和道路安全的影响的相关数据。

Kristan Gross 
视力影响研究所，执行董事

关于眼镜配给的价值之研
究非常有限，因此各地区政
府经常在其相关议程中，将
眼镜配给列为非优先级。目
前迫切需要围绕眼镜配给
的价值建立一个证据基础，
并将其传递给公共部门以
获得资金支持。

摘要
谁是践行者？
政府，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

成果如何？
为屈光不正患者提供矫正治疗

至2050年如何填补对应缺口
▪▪ 政府计划利用社区机构（如学校）作为宣传活动和筛查的渠道
▪▪ 面向消费者的宣传认知活动，以提高相关意识和接受度
▪▪ 利用当地有影响力的人士和名人来强调良好视力的重要性
▪▪ 推动与有影响力者在相关问题中的互动，例如教育与道路安全问题

实现此目标需要花费多少资金？
45亿美元



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不良视力60 61

通过联盟和数据加快行动

调整多部门伙伴合作，调动必要的资源，达成
一致的目标——至2050成功消除未矫正的屈
光不正，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性第一步。

确保全球和国家层级的跨部门伙伴之间的这
种合作，有助于影响和推动国家层级的战略。
成功联盟的核心是建立一个支持结构，该结构
能够保持对共同战略的关注，追踪、报告相关
进展情况，促进补充活动的协调，并及时向全
球利益相关方报告相关进展情况。这包括确定
适当的缔约方，制定全球指导方针，以提升正
在进行的培训质量和提高初级视力保健提供
者的素质。伴随着获得服务机会的不断扩大，
专业协会在确定培训要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
作用。

需要更详细、更开放的数据库以及相关的人口
统计细目，以了解和跟踪未来30年在治疗未矫
正的屈光不正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把握与现有
的私人和公共从业人员一起，向各类参与者引
荐相关解决方案的独特机会。重要的是设计全
新的数据收集方法，以说明通过当前和新的可
持续性服务网点交付眼镜的相关可能性。

多边组织可以为实现“无不良视力”目标和用
于衡量进展情况的数据集建立基准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全球RBM伙伴关系（减疟全球伙伴关
系）在过去的2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它有效动员了各界对全球消灭疟疾
的支持。在过去20年中，全球因疟疾死
亡的人数减少了60%，挽救了700万
人的生命。组成这个联盟的500个合作
伙伴得到了一个由14人组成的秘书处
的支持，该秘书处确保在每个全球战略
时期都能专注于某些相关的特定目标。

当前的目标包括：

▪▪ 将疟疾问题列为政治和发展议程的
优先事项，通过采取强有力的多部
门合作办法，确保持续承诺和投资
支持，以实现既定目标

▪▪ 推动和支持在现有的政治和经济平
台(如区域经济共同体)，包括在复杂
的/人道主义环境中，进行的防治疟
疾的区域性方法

▪▪ 通过大量增加国内融资来促进和倡
导可持续的疟疾项目融资

摘要
谁是践行者？
多边机构，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政府和慈善捐助者

成果如何？
▪▪ 公共、私营和社会部门的利益相关者，都在积极地支持解决未矫正的屈光不正问题
▪▪ 有明确的矫正屈光不正的相关数据和证明

至2050年如何填补对应缺口
▪▪ 全球主要多边机构的优先事项
▪▪ 详细、开放的有关屈光不正和未矫正的屈光不正负担的数据库，以及相关的人口统计数据
▪▪ 供需干预的监测和评估机制

Elizabeth Smith 
EYElliance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通过综合我们的成员在已证实的模型和扩
展路径方面的经验教训，Eyelliance扩展
了相关领域，使其包括在教育、社区卫生系
统，道路安全和文化领域的全球发展参与
者——我们看到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的政府致力于在国家层级改善儿童的视力
的努力。展望2050年，要解决这一问题，就
需要注入催化性的慈善投资，以释放政府资
源，混合金融以吸引私人资本，并建立一个
新的影响力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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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如何？

麦肯锡的分析表明，至2050年消除不良视力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成果如何？以及如何衡量
该成果？根据其他卫生部门的经验和先例，以下是一套建议采用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如果实现
了该指标，实际上就意味着可以宣布一个地区不良视力率（特别是屈光不正）为零。

这些KPI旨在作为行动指南；需要对初始试点计划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以证明这些条件对于实
现没有未矫正的屈光不正是必要且充分的。如果利益相关者在国家层面持续采用和完善此类试点
计划和后续的KPI，将可取得最理想的效果。

 
 

 

财务可持续性 
服务网点

可负担的 
解决方案

资助/免费服务和 
产品所需的资金

观念和认识

所有社区都能收到
有关视力保健（包
括未矫正的屈光不
正）的重要性的相关
信息

补贴或免费的屈光
不正解决方案，适用
于生活在极端贫困
环境中的人们，以及
所有10岁以下的贫
困劳动者家庭的儿
童，并在日后需要时
持续为其提供服务

所有人都可使用相
当于或少于平均三
天工资的矫正镜片

在每个一日往返的
片区中都将有一个
服务网点，可满足当
地100%的相关人口
需求

投入KPI

干预措施是否已
实施？

95%的屈光不正患者的视力得到矫正计划成果
如何定义是否取得
了成功？

干预输出
干预措施是否能满
足所有需求者？

95%的2-16岁的未
成年人，每年可接受
一次眼科检查27

95%的16岁以上成
年人，每两年可接受
一次眼科检查27

在 过 去 的 一 年
中，100%相关人群
至少接受到了一种
有关视力保健（包括
未矫正的屈光不正）
的信息

分配矫正解决方案的服务人口数等于预计的
95%屈光不正人口数

27 检测到特定疾病时除外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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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本报告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它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不良视力”提供了路
线图，并清晰地展示了每个人在应对全球最大的
公共卫生挑战之一时所能发挥的作用。它充分肯
定了我们迄今为止共同努力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并将它作为基础。

让每个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这对家庭、社
区、社会和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也是理所应当
的。让每个人都能拥有良好的视力，是未来全球发
展的必备条件，并将助力联合国实现其可持续发
展目标。基于此，我们坚信国际社会有责任战胜这
一重大健康问题。

现在我们有一份伟大的使命，即在未来30年内，在
诸多合作伙伴的理解和支持下，通过不懈的努力以
实现立定的目标，这并非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挑
战。强大的公共/私人伙伴关系的力量是不可低估
的，作为一家企业，我们非常重视自己的社会责任。

本人真挚地感谢所有为这份报告做出贡献的有关
人士，并且非常期待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所必将
取得的辉煌成就。

Jayanth Bhuvaraghan 
依视路陆逊梯卡和依视路国际首席使命官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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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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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视力是未来全球发展的必备条件，并会影
响联合国的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无论是助力其
实现相关目标，还是推动其取得有益的成果。

它与全球健康目标直接相关，
全球健康目标旨在“确保所有
年龄段人群拥有健康生活，并
不断提升其福祉”，其核心目
标是实现全民医疗保险，人人

都能获得所需的健康服务，并能为服务不足和
贫困社区提供充足和低成本的服务。

矫正不良视力有助于实现“消
除贫困与减少不平等的全球目
标”，因为它可以确保人们能够
安全地工作、提高生产率、提升
经济能力，并使他们能够持续
活跃在劳动力队伍中。

及早发现儿童视力问题、为儿
童提供眼保健服务，可以有效
降低儿童辍学的可能性，并帮
助提升其学业成绩，以助力实
现全球教育目标。

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出现视
力健康问题，并且在获取视力
健康服务方面面临更多的障
碍。因此，“性别平等全球目标”
将助力女性平等获得这些服务
的机会。

消除不良视力将如何有
助于联合国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69

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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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至2050年未矫正的屈光不正的人口规模

未矫正的屈光不正的人口规模通过以下方式来计算：
首先确定患有屈光不正的人口规模（按地区和年份划分），其次估算无能力矫正的屈光不正的人口
规模。

方法

未矫正的屈光不正
的人口规模

患有屈光不正的 
人口规模

不了解和/或无法
接受矫正服务的

人口比例(%)

人口规模（人数）

经济能力在可负担以下的人口规模 (%)

经济能力在可负担以上，但未接受
相关服务的人口规模 (%)

患病率 (%)

近视

远视

老花眼

散光

1

2

1a

2a

2b

1b

i
ii
iii
iv

为了确定2018年至2050年的屈光不正的人口规模，以各种研究为基础，了解不同地理区域的各
类屈光不正症状（包括近视、远视、老花眼、散光）的患病率。

以下研究用于提供基础数据：

▪▪ 近视患病率：2010年按年龄组和全球疾病负担的区域划分的比率，其中包括同时患有老花眼和
散光（资料来源：Brien A. Holden等人，《从2000年至2050年，全球近视和重度近视的患病率
和时间趋势》。眼科123.5（2016）: 1036-1042）

▪▪ 远视患病率：2010年按年龄组和全球疾病负担的区域划分的比率，其中包括同时患有老花眼和
散光（资料来源：Castagno，Victor Delpizzo等人，《远视：对患病率的荟萃分析以及对学龄儿
童中患病的相关因素之综述》。BMC眼科14.1（2014）: 163.）

▪▪ 老花眼患病率：2010年至2050年预计全球患病率，其中不包括同时患有近视眼的人口（资料
来源：Fricke，Timothy R.等人，《老花眼的全球患病率和未矫正的老花眼的视力障碍：系统评
价，荟萃分析和建模》。眼科（2018）

▪▪ 散光2010年的散光患病率是通过对1990年至2018年的各种研究的回顾估计的，并假设散光
患病率在各年龄组中保持相对稳定。（资料来源：全球和区域性屈光不正患病率估算（2017））

+

X

X

利用此基本信息，可以通过考虑以下因素来预
估，2018年至2050年以及按GBD地区划分的
各类屈光不正症状的患病率：

▪▪ 世代效应适用于所有屈光不正症状，这意味
着如果目前一个人患有相关症状，那么在其
余生中都会患有该症状。因此，每个年龄组的
患病率，随着时间推移，在他们进入下一年龄
组后，其患病率至少会保持不变。

▪▪ 对于近视和远视，只有2010年的年龄组的发
病率是已知的，假设25岁时发病率达到峰值。
在预测未来几年的患病率时，患病率将持续
上升，直到年龄组达到25岁为止，此后患病率
逐渐达到稳定水平。在此我们假定患病率趋
同（生活方式影响），发展中国家的0-25岁人
口的患病率，将趋同于较发达国家观察到的
2010年0-25岁人口的患病率。趋同的速度取
决于发展中国家达到发达国家在2010年时
所达到的人均GDP的预计时间。

▪▪ 对于老花眼，根据现有的对2010年至2050

年预计比例的相关研究，可以通过减去40岁
以上患有远视的人群，以消除同时患有远视
症状的重复人口。首先统计全球老花眼人口
总数。然后假设所有40岁以上的人群中的全
球患病率一致，再根据人口统计数据将全球
总数分配至各个地区。

▪▪ 对于散光，假设有2%-10%的散光人口（取决
于此前估计的近视患病率）是纯散光，即与其
他屈光不正症状没有重叠。

然后，将估测的患病率乘以预测的世界人口数，
以确定有各种屈光不正症状的人口规模。为了
估计不了解和/或无法进行矫正的屈光不正的
人口比例，需要考虑两个主要因素。假定由于缺
乏经济负担能力（即，他们想矫正屈光不正症
状，但由于无经济负担能力而无法实现）或由于
缺乏依从性（即，他们知道自己的症状，但由于
某些原因，不愿矫正该症状）。

▪▪ 对于可负担性，假定收入低于1,000美元/月
的家庭（购买力平价-PPP）（2005年不变价
格）无法矫正其屈光不正。（资料来源：经济学
人智库，《2010-2030年全球家庭收入预测》；▪
根据历史增长情况，保守地推断2030年至
2050年之间的数据）。

▪▪ 根据主要市场和研究（Aravind眼科医院，
《Melur障碍研究》）的市场知识，假定GBD

地区的缺乏依从性比率（介于5%-25%之间）。▪
通过将患有屈光不正的人群与不了解和/或
无法进行矫正的人数比例相乘，可以估算出
未矫正的屈光不正的人数。



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不良视力72 73

2） 确定至2050年所需的可持续性服务网点的
数量

在屈光不正未被矫正的32亿人中，预计有7亿
人的经济能力在1000美元/月（PPP）的可负担
性门槛以上，但他们都生活在农村地区。假设在
那里没有创建服务网点，这意味着届时进行矫
正服务的主要障碍将是可获得性障碍。剩余的
25亿人口将是在可负担性和获取能力方面有障
碍的人群。

假设这7亿人的服务差距是由现存眼镜店网点
覆盖点不够所造成的，未来在农村地区设立的
新网点将覆盖这批人群。本文计算的可持续网
点的设立，将以25亿人口为基准。

根据预估，至2050年未矫正的屈光不正人口数
为25亿，通过将人口分配到不同的服务渠道，可
以估算出所需的服务网点数量。

预计所需老花镜服务网点数量（约40万个）

根据至2050年的老花眼预估人数，假设通过
全验光服务网点、老花镜服务网点和电子商务
三个渠道获得服务的人数相同。然后可以估计
至2050年，需要通过老花镜服务网点接受服
务的人口数。

假设置换率为2.5年（即，一个人每2.5年更换
一次眼镜），则可以预估每年需要通过老花镜
服务网点为患者配戴的眼镜数量。

根据依视路设立老花镜服务网点，及其多年销
售老花眼镜的的经验，每月服务配戴者的平均
人数范围为4-13人。

然后可以通过将老花镜服务网点所服务的老花
眼人口数（即，全部老花眼人口的三分之一），▪
除以每个服务网点的配戴者容量，来计算所需
老花镜服务网点的数量。

预计所需全验光服务网点数量（约60万个）

通过类似的计算来预估所需全验光服务网点
数量。首先，计算10岁以上的非极端贫困人口
数，不包括三分之二的老花眼人口（通过老花
镜服务网点和电子商务渠道获得服务）。这些
人群将是需要通过创建全验光服务网点，以获
得相关服务的人群。使用2.5年的置换率，可以
估算每年需要服务的配戴者数量。

根据在亚洲地区的经验，全验光服务网点具有
为配戴者提供服务的特定能力。例如，在亚洲
一名全验光创业者，每年需要为大约600位眼
镜配戴者提供服务。

通过将每年每种服务网点所服务的配戴者人
口数，除以每种服务网点的容量，可以估算出
全验光服务网点的数量。

首先，假设需要为25亿人口建立可持续性服务
网点，其中不包括极端贫困人口（根据World 

Poverty Clock估计）和0-10岁之间的贫困劳
动者家庭儿童。

假设其中25%的人口将通过电子商务渠道获得
服务，这意味着所需的实体服务网点将减少。根
据美联储的研究，GAFO类商品（一般商品、服
装和配件、家具及其他商品）零售额的28%是通
过电子商务渠道实现的。据估计，2016年在美
国，消费者购买眼镜，有4.2％是通过电子商务
渠道完成的。（《2016年互联网影响力报告》，视
力委员会）随着数字化视力筛查和视力测试的
不断改善，保守估计，至2050年电子商务渠道
将能够为至少25%的配戴者提供服务。

对于贫困劳动者及其子女，假定有50%人群需
要通过补贴或免费获取服务，其余50%人群将
通过在已设立的可持续性服务网点分发补贴或
免费获取产品服务（即，不设立额外的服务网点
仅仅是为这些人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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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定至2050年所需的投资设立可持续性服
务网点

设立可持续性服务网点所需的投资，取决于所
需设立的可持续性服务网点数量。为确定整体
投资规模，需对建设每种服务网点的投资需求
进行估算。计算中仅包括CAPEX和培训费用。
不包括为降低服务网点的创建成本而可能产生
的营业利润。

根据各种来源的投入，估算每种可持续服务网
点的成本。除了根据依视路在亚洲的经营经验
得出的数据外，还使用了外部估算（例如，根据
Dalberg和OneSight的相关分析和信息）。据
此，可以计算出总投资需求为24亿美元。

提供补贴/免费服务

提供补贴/免费服务所需的投资是根据极端贫
困人口和贫困劳动者家庭的10岁以下儿童的人
口数进行估算的。假定由于监管限制，可持续性
服务网点无法为儿童提供服务。

通过将极端贫困人口数除以2.5年（即置换率），
可估算出极端贫困人口的年配戴者容量。对于
来自贫困劳动者家庭的儿童，假定该类人群在
10岁之前可以免费获得一副眼镜。因此，无论任
何年份，该年龄段的儿童都可以免费获得眼镜。
然后估计每年通过补贴/免费服务所需服务的
人口数。

为了估算提供这些服务的成本，假设通过可持
续性服务网点为该类人群的50%提供了服务（
已经为未矫正的屈光不正的大部分人群提供
服务），这意味着人均服务成本为一副眼镜的成
本。剩余的50%人群将通过外展服务获得相关
服务，其中的费用将包括人力成本、设备和眼镜
成本。此类外展服务可以通过政府或非政府组
织，以大规模健康促进计划的形式开展。

假设需要补贴/免费服务的人群中有50%需要
利用可持续性服务网点获得相关服务，因此可
以利用增长率来确定每年所需的投资。至2050

年，增长率将最终提升至100%，届时有需要的
全部人群都将获得补贴/免费服务。

4） 确定需要提供相应服务的主要国家

排名前10位的国家，是根据其在2018年全球自
然资源中所占份额确定的，即全球自然资源在
一个国家中所占的比例。基于为确定至2050年
未矫正的屈光不正的规模而进行的规模调整，
制定了2018-2050年各国的预测。从这些数
据中可以看出，排名前三的国家是分别是：印度
（占全球未矫正的屈光不正人口的23%）、中国
（22%）和印度尼西亚（5%）。全球未矫正的屈
光不正的相关负担的50%位于这三个国家。

创建可负担性解决方案

我们认为，通过眼保健领域的持续创新，可以不
断完善可负担性解决方案，从而降低服务和产
品交付成本。

依据Dalberg的相关分析，预计所需资金总额
在6亿至8亿美元之间。该分析通过对9个创新
基金的数据分析，来确定每个受益人的相关成
本。这些基金包括一般或医疗创新基金，例如战
略创新基金、默克全球健康创新基金、全球创新
基金，以及眼科护理创新基金，例如IAPB视信
创新基金和眼保健创新基金。

基于此，预计用于相关分析的平均费用为7亿
美元。

培养观念和认识

培养关于消除未矫正的屈光不正的必要性的相
关观念和认识，将包括培养公众意识，以推动消
费者对眼镜的必要性的认识，并有针对性的宣
传，以增加公共部门在眼保健领域的投资。通过
比较不同媒体渠道推动公众改善健康行为方式
的人均成本，我们发现基于移动电话的短信息
传递（0.01美元/人）、社交媒体（0.01-1美元/人）
和社区宣传（2.29美元/人），是推动公众行为改
变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渠道。

估计总资金需求在30亿美元至60亿美元之间，
并假设该范围内的平均值为4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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