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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父母因素对儿童青少年视屏时间的影响并探讨是否存在性别差异ꎬ为制定儿童青少年视屏时间

过长干预措施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在北京市房山区城市中学、城市小学、乡村中学、乡村小学各抽取

４ 所学校ꎬ对抽中学校的学生及家长各 ２ １８３ 人进行一般人口学特征及视屏时间问卷调查ꎮ 分析父母因素对学生视屏时间

过长的影响及性别差异ꎮ 结果　 中小学生视屏时间过长报告率为 １０.４％ꎬ男生(１１.９％)高于女生(８.９％)ꎮ 父亲一周中高

等强度体力活动总时间>１８０ ｍｉｎ、工作日和一周日均视屏时间>１２０ ｍｉｎꎬ其孩子视屏时间过长的风险分别是参照组的０.６４ꎬ
１.８８和１.９１倍ꎮ 母亲工作日、休息日及一周日均视屏时间>１２０ ｍｉｎꎬ其孩子视屏时间过长的风险分别是参照组的 １.８７ꎬ１.５２
和 １.７６ 倍ꎬ父亲工作日及一周日均视屏时间对男生和女生均有影响ꎬ母亲工作日、休息日及一周日均视屏时间对女生的影

响较为明显ꎮ 结论　 父母日常视屏时间对子女的视屏时间有较强的影响ꎬ在制定儿童青少年视屏行为防控措施时应考虑

父母视屏行为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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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我国首份«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报告»指出ꎬ学生肥胖、近视和睡眠不足问题较为突

出[１] ꎬ其中近视问题尤其受到社会各界广泛重视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ꎬ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８ 个部

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ꎬ对
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设定了严格的防控目标[２] ꎮ

视屏时间过长除造成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和睡眠不

足外ꎬ还会引起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３－６] ꎮ 探讨儿童

青少年视屏时间过长的影响因素并有效控制ꎬ对提升

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水平有重要意义ꎮ
有研究表明ꎬ父母在家庭中的习惯是影响儿童视

屏时间的最重要因素之一[７] ꎮ 刘恒等[８] 研究发现ꎬ父
亲年龄<３５ 岁ꎬ母亲肥胖、父亲和母亲学历在本科以下

是孩子一周平均每天视屏时间>２ ｈ 的危险因素ꎮ 北

美一项研究表明ꎬ父母看电视的时间与儿童上学日和

周六日的看电视时间有很强的相关性[９] ꎮ 本文分别

探讨父亲因素与母亲因素对儿童青少年视屏时间过

长的影响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ꎬ为降低儿童青少年视

２０２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２



屏时间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将北京市房山区

中小学校分成城市中学、城市小学、乡村中学、乡村小

学 ４ 组ꎬ每组抽取 ４ 所学校ꎬ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对抽中学

校的学生和家长进行调查ꎬ共发放 ３ ４４１ 份问卷ꎬ收回

２ ６７０ 份学生有效问卷ꎬ有效回收率为 ７７.５９％ꎬ因该学

生问卷是 ７ 天行为日记ꎬ请学生或家长连续 ７ 天进行

行为及时间记录ꎬ问卷在学生端停留时间较长ꎬ问卷

丢失或毁损的可能性增大ꎬ使问卷的回收率有所下

降ꎮ 筛选出孩子在家时ꎬ长期与孩子生活在一起的父

母问卷ꎬ以学生问卷数据为基础ꎬ排除家长问卷不合

格的样本ꎬ共 ２ １８３ 份样本纳入分析ꎬ经检验ꎬ排除数

据前后ꎬ儿童青少年性别、年龄段、城乡及超重肥胖状

态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研究对象

为初中生和小学生ꎬ年龄为 ７ ~ １７ 岁ꎬ平均( １１. ４３ ±
２ １６)岁ꎬ男生 １ ０８０ 名ꎬ女生 １ １０３ 名ꎮ 本研究已获

得北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委员会批准ꎬ所有参加者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自行编制学生一周行为日记问卷ꎬ内容经

专家多次研讨确定ꎬ信效度良好ꎬ用以记录学生连续

一周的看电视时间和玩计算机、电子游戏时间ꎬ将学

生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求和计算一周看电视总时间ꎬ将
每天玩计算机、电子游戏时间求和计算一周玩计算

机、电子游戏总时间ꎮ 中学生日均视屏时间＝ (学生一

周看电视总时间＋学生一周玩计算机、电子游戏总时

间) / ７ꎮ 按照«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 [１０] 推

荐的儿童青少年每天视屏时间不超过 １２０ ｍｉｎꎬ将儿童

青少年视屏时间>１２０ ｍｉｎ 视为视屏时间过长ꎮ 学生

运动行为日记同时记录学生的出生日期、性别、所在

地区、年级ꎬ并根据调查日期及出生日期计算学生的

实足年龄ꎬ依据所在年级将学生划分为小学组和中学

组ꎮ 学生身高、体重的测量按照 ２０１０ 年全国学生体质

健康调研体检细则[１１] 进行ꎮ 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 ＝ 体

重(ｋｇ) / 身高２(ｍ２)ꎮ 根据«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

胖筛查»卫生标准[１２]将儿童青少年分为超重肥胖组与

非超重肥胖组ꎮ
自行编制家长问卷ꎬ对父母的实足年龄、身高、体

重、文化程度、职业、过去 ７ ｄ 中等和 / 或高等体力活动

(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ｏ￣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ＭＶ￣
ＰＡ)总时间、工作日平均每天看电视或用电脑娱乐的

时间、休息日平均每天看电视或用电脑娱乐的时间进

行调查ꎮ 根据父母的身高、体重分别计算 ＢＭＩꎬ并依据

«成人体重判定»卫生标准[１３] 将父母划分为超重肥胖

组与非超重肥胖组ꎮ 将父母看电视或用电脑娱乐的

时间视为视屏时间ꎬ分为工作日日均视屏时间、休息

日日均视屏时间及一周日均视屏时间ꎬ其中一周日均

视屏时间＝ (工作日日均视屏时间×５＋休息日日均视

屏时间×２) / ７ꎮ 根据父母过去一周 ＭＶＰＡ 总时间及工

作日、休息日及日均视屏时间的中位数分布ꎬ将父母

过去一周 ＭＶＰＡ 总时间分为≤１８０ ｍｉｎ 和> １８０ ｍｉｎ
组ꎬ将父母工作日、休息日及一周日均视屏时间分为

≤１２０ ｍｉｎ 和>１２０ ｍｉｎ 组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进行数据录入ꎬ
对其中 １０％的数据进行双录入ꎮ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

统计学分析ꎮ 采用 χ２ 检验比较不同组间儿童青少年

视屏时间过长的差异ꎬ使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父亲与

母亲因素对儿童青少年视屏时间过长的影响ꎬ检验水

准为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特征儿童青少年视屏时间过长报告率 　
２ １８３名学生中共检出视屏时间过长人数为 ２２７ 名ꎬ报
告率为 １０. ４％ꎮ 其中男生视屏时间过长报告率为

１１ ９％ꎬ高于女生(８.９％)ꎻ小学生视屏时间过长报告

率(１２.８％)高于中学生(８.１％)ꎻ超重或肥胖学生视屏

时间过长报告率 ( １３. １％) 高于非超重肥胖学生

(９ 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儿童青少年视屏时间过长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报告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０８０ １２９(１１.９) ５.４８ ０.０２

女 １ １０３ ９８(８.９)
学段 小学 １ ０７９ １３８(１２.８) １３.０９ <０.０１

中学 １ １０４ ８９(８.１)
城乡 城市 １ ０１８ ９７(９.５) １.５５ ０.２１

农村 １ １６５ １３０(１１.２)
超重或肥胖 否 １ ４２６ １２８(９.０) ８.９３ <０.０１

是 ７５７ ９９(１３.１)
合计 ２ １８３ ２２７(１０.４)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２　 父母因素与儿童青少年视屏时间过长相关性　
父亲一周 ＭＶＰＡ 总时间>１８０ ｍｉｎꎬ其子女视屏时间过

长报告率低于父亲一周 ＭＶＰＡ 总时间≤１８０ ｍｉｎ 的学

生ꎬ分别为 ８.０％和 １２.０％ (Ｐ<０.０１)ꎮ 相比于父亲视

屏时间≤１２０ ｍｉｎ 的学生ꎬ父亲工作日和一周日均视

屏时间>１２０ ｍｉｎ 的学生视屏时间过长报告率较高ꎬ分
别为 １３.６％与 ７.７％ꎬ１２.９％与 ７.３％ (Ｐ 值均< ０.０１)ꎮ
母亲工作日、休息日和一周日均视屏时间>１２０ ｍｉｎꎬ其
子女视屏时间过长报告率高于母亲视屏时间≤１２０
ｍｉｎ 的学生(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父母因素对儿童青少年视屏时长的影响　 总的

来看ꎬ在控制了儿童青少年年龄、城乡和超重肥胖状

态后ꎬ父亲一周 ＭＶＰＡ 总时间>１８０ ｍｉｎ 与儿童青少年

视屏时间过长呈负相关ꎬ而父亲工作日和一周日均视

屏时间>１２０ ｍｉｎꎬ与子女视屏时间过长呈正相关ꎮ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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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工作日、休息日和一周日均视屏时间>１２０ ｍｉｎ 与儿

童青少年视屏时间过长呈正相关ꎮ
将男生和女生分开来看ꎬ在控制了儿童青少年年

龄、城乡和超重肥胖状态后ꎬ父亲一周 ＭＶＰＡ 总时间>
１８０ ｍｉｎ 与男生视屏时间过长呈负相关ꎬ而对女生无

影响ꎮ 父亲工作日和一周日均视屏时间>１２０ ｍｉｎꎬ与

男生和女生视屏时间过长均呈正相关ꎮ 母亲一周

ＭＶＰＡ 总时间>１８０ ｍｉｎ 与男生视屏时间过长呈负相

关ꎬ而对女生无影响ꎮ 母亲工作日、休息日和一周日

均视屏时间>１２０ ｍｉｎ 与女生视屏时间过长均呈正相

关ꎬ而对男生无影响ꎮ 见表 ３ꎮ

表 ２　 父母因素与儿童青少年视屏时间过长相关分析

父母因素

父亲

人数
学生视屏

时间过长
χ２ 值 Ｐ 值

母亲

人数
学生视屏

时间过长
χ２ 值 Ｐ 值

年龄 / 岁 <４０ １ ２０８ １１２(９.３) ２.１７ ０.１４ １ ４７３ １５５(１０.５) ０.８２ ０.３７
４０~ ６２ ８２５ ９３(１１.３) ５３６ ４９(９.１)

职业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 ４６５ ５１(１１.０) １.２７ ０.７４ １５３ ２０(１３.１) ４.３９ ０.２２
商业 / 服务业人员 ４６２ ４６(１０.０) ５１８ ５７(１１.０)
机关企事业单位军人和离退休人员 ５５４ ５０(９.０) ４１１ ３２(７.８)
待业 / 下岗、农林渔水利业生产和其他人员 ４９７ ５３(１０.７) ８７３ ８８(１０.１)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１ ０２６ １１３(１１.０) ３.３８ ０.１８ １ ０２４ １０８(１０.５) ０.７０ ０.７１
高中及大专 ８０４ ７８(９.７) ７７７ ７８(１０.０)
大学及以上 ２０３ １４(６.９) ２０８ １８(８.７)

超重 / 肥胖 否 ７４８ ６８(９.１) １.２９ ０.２６ １ １４５ １０８(９.４) １.５２ ０.２２
是 １ ２８５ １３７(１０.７) ８６４ ９６(１１.１)

一周 ＭＶＰＡ 总 ≤１８０ １ ０４３ １２５(１２.０) ８.１７ <０.０１ ９５６ １１０(１１.５) ３.５８ ０.０６
　 时间 / ｍｉｎ >１８０ ８５１ ６８(８.０) ９０４ ８０(８.８)
工作日日均视 ≤１２０ １ ２１６ ９４(７.７) １８.４８ <０.０１ １ ３１９ １０７(８.１) １７.５５ <０.０１
　 屏时间 / ｍｉｎ >１２０ ８１７ １１１(１３.６) ６９０ ９７(１４.１)
休息日日均视 ≤１２０ １ ０１９ ９６(９.４) ０.９９ ０.３２ １ １５２ ９８(８.５) ８.０３ <０.０１
　 屏时间 / ｍｉｎ >１２０ １ ０１４ １０９(１０.７) ８５７ １０６(１２.４)
一周日均视屏 ≤１２０ １ ０１６ ７４(７.３) １７.５６ <０.０１ １ １５４ ９２(８.０) １４.１５ <０.０１
　 时间 / ｍｉｎ >１２０ １ ０１７ １３１(１２.９) ８５５ １１２(１３.１)
合计 ２ ０３３ ２０５(１０.１) ２ ００９ ２０４(１０.２)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ꎻ部分变量存在缺失值ꎮ

表 ３　 父母身体活动和视屏时间对儿童青少年视屏时间过长的影响[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自变量 男生 女生 总体
父亲因素(ｎ ＝ ２ ０３３)
　 一周 ＭＶＰＡ 总时间 >１８０ ｍｉｎ ０.５０(０.３３ ~ ０.７８) △ ０.８６(０.５５ ~ １.３６) ０.６４(０.４７ ~ ０.８８) △

　 工作日日均视屏时间 >１２０ ｍｉｎ １.５９(１.０８ ~ ２.３５) △ ２.４１(１.５２ ~ ３.８１) △ １.８８(１.４０ ~ ２.５１) △

　 休息日日均视屏时间 >１２０ ｍｉｎ ０.９９(０.６７ ~ １.４６) １.５３(０.９７ ~ ２.４０) １.１７(０.８８ ~ １.５７)
　 一周日均视屏时间 >１２０ ｍｉｎ １.５６(１.０６ ~ ２.３０) △ ２.６９(１.６４ ~ ４.４３) △ １.９１(１.４１ ~ ２.５８) △

母亲因素(ｎ ＝ ２ ００９)
　 一周 ＭＶＰＡ 总时间 >１８０ ｍｉｎ ０.５０(０.３３ ~ ０.７７) △ １.１９(０.７６ ~ １.８７) ０.７５(０.５５ ~ １.０２)
　 工作日日均视屏时间 >１２０ ｍｉｎ １.２８(０.８６ ~ １.９２) ３.１５(１.９９ ~ ４.９７) △ １.８７(１.４０ ~ ２.５１) △

　 休息日日均视屏时间 >１２０ ｍｉｎ １.１２(０.７５ ~ １.６６) ２.４０(１.５１ ~ ３.８１) △ １.５２(１.１３ ~ ２.０３) △

　 一周日均视屏时间 >１２０ ｍｉｎ １.０８(０.７３ ~ １.６１) ３.５８(２.１９ ~ ５.８４) △ １.７６(１.３１ ~ ２.３５) △

　 注:部分变量存在缺失值ꎻ一周 ＭＶＰＡ 总时间参照组为≤１８０ ｍｉｎꎬ其余参照组为≤１２０ ｍｉｎꎻ△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北京市房山区中小学生视屏时

间过长报告率为 １０. ４％ꎬ低于徐晓莉等[１４－１５] 调查结

果ꎮ 另外ꎬ本研究发现男生的视屏时间过长报告率高

于女生ꎬ与国内外研究结果相似[１６－１７] ꎮ 父亲一周 ＭＶ￣
ＰＡ 总时间≤１８０ ｍｉｎ、工作日和一周日均视屏时间>
１２０ ｍｉｎꎬ母亲工作日、休息日及一周日均视屏时间>
１２０ ｍｉｎ 均使孩子视屏时间过长的风险增加ꎬ与罗春

燕等[１８]研究结果相似ꎮ 国外研究也发现ꎬ父母的视屏

时间与儿童视屏时间有较强的相关性[１９－２０] ꎮ 可能是

由于孩子学习父母的视屏行为(如看电视、玩电子游

戏等)ꎬ社会认知理论认为通过模仿过程可形成自己

的行为[２１] ꎬ孩子可能通过观察学习父母行为而养成看

电视的习惯ꎻ社会生态学理论认为电视可能是家庭生

活重要的组成部分[２２] ꎬ看电视可能成为一些家庭的日

常活动ꎬ并且孩子与家长一起看电视可能是家人在一

起的重要娱乐活动[２３] ꎮ 提示减少父母自身的视屏时

间能够帮助减少孩子的视屏时间[２４] ꎮ
本研究探索性地分析父亲因素与母亲因素对男

生和女生视屏时间的影响ꎬ发现父亲工作日和一周日

均视屏时间>１２０ ｍｉｎꎬ使男生和女生视屏时间过长的

风险均增加ꎬ对女生的影响稍强于男生ꎮ Ｊａｇｏ 等[９] 研

究发现ꎬ无论是<７ 岁组还是≥ ７ 岁组ꎬ父亲日均看电

视时间>１２０ ｍｉｎ 均使男生和女生上学日和周六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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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时间过长的可能性增加ꎬ但对男生的影响稍高于

女生ꎮ 本次研究未区分学生上学日和周六日的视屏

时间ꎬ为更加明晰家长行为对孩子不同时段视屏时间

的影响ꎬ以后的研究中可将学生的视屏时间按照上学

日和周六日分开进行分析比较ꎮ 本研究显示ꎬ父亲一

周 ＭＶＰＡ 总时间>１８０ ｍｉｎ 的男生视屏时间过长的可

能性降低ꎬ可能男生更喜欢户外活动ꎬ父亲的运动行

为习惯对男生的影响更大ꎮ
在养育孩子方面ꎬ母亲可能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多

于父亲ꎬ因而与儿童青少年的关系更紧密一些[２５] ꎮ 本

研究中ꎬ将学生按性别分开来看ꎬ发现母亲工作日、休
息日和一周日均视屏时间对女生影响较大ꎬ而未发现

对男生有影响ꎬ与 Ｄｕｂａｓ 等[２６] 研究结果相似ꎬ其发现

母亲与女生视屏时间的相关性较为稳定ꎬ可能原因为

女生与母亲的依恋性较强ꎬ关系较为紧密ꎬ母亲的行

为对女孩的行为选择有一定的影响ꎬ女生更倾向学习

母亲的行为[２０] ꎮ 提示在进行防控儿童青少年期女生

视屏时间干预措施的制定过程中应注意对母亲进行

宣传教育ꎬ减少母亲视屏时间ꎬ降低母亲的“榜样作

用”对孩子带来的不良影响ꎮ
本次研究以行为日记的形式对儿童青少年视屏

时间进行连续 ７ ｄ 记录ꎬ有效降低回忆偏倚ꎮ 随着社

会的发展ꎬ智能手机的使用更为普遍ꎬ此次视屏时间

未包括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ꎬ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关注

该行为时间ꎮ 本文采用横断面研究ꎬ因果推断可能受

到一定限制ꎮ 另外ꎬ在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时ꎬ控制

的协变量有限ꎬ仍可能存在未知混杂ꎮ
儿童青少年视屏行为大多发生在家庭环境中ꎬ父

母的行为对孩子有示范作用ꎬ通过宣传教育降低家长

的视屏时间ꎬ增加家长的户外活动时间ꎬ将有助于为

孩子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ꎬ降低孩子的视屏时间ꎬ提
升身心健康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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