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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沈阳、广州、武汉、成都 ４ 座城市中小学生睡眠状况及其与家庭环境关系ꎬ为制定相应的干预措

施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对沈阳市、广州市、武汉市、成都市 １０ ０７９ 名中小学生及其家长睡眠

情况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四城市中小学生平均睡眠时间为(７.８±１.５) ｈꎬ７８.７％的学生睡眠不足ꎬ且随着学段升高学生睡

眠时间逐渐减少(Ｆ＝ ２ ３４２.２４３ꎬＰ<０.０１)ꎮ 初中生睡眠不足的比例最高(７８.８％)ꎬ女生睡眠不足的比例(７６.１％)高于男生

(７２.４％)ꎬ城市(７５.６％)高于郊区(７１.６％)ꎬ家长睡眠不足的学生更容易睡眠不足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学段、学
生性别、家长年龄、家长文化程度、家庭居住地、家长睡眠状况均是中小学生睡眠不足的影响因素(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我国四城市中小学生睡眠时间少ꎬ睡眠不足的现象较为普遍ꎬ学段、家庭环境对学生睡眠状况有一定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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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眠是一种保护性抑制ꎬ中枢神经系统通过睡眠

得到充分休息ꎬ从而恢复良好的功能状态ꎮ 睡眠对儿

童来说ꎬ不仅具有保障身体复原的作用ꎬ同时还有调

控体格生长与学习记忆的功能[１] ꎮ 长期的睡眠不足

会影响学生的体格发育、学习效率、心理发展、记忆能

力等[２] ꎮ 保持良好合适的睡眠时间ꎬ对正在生长发育

的儿童青少年来说至关重要ꎮ 为此ꎬ笔者于 ２０１４ 年对

四城市中小学生及其家长的睡眠状况进行调查分析ꎬ
了解中小学生及其家长睡眠现状及影响中小学生睡

眠的相关因素ꎬ对制定相应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在沈阳市、
广州市、武汉市、成都市各随机选取 ３ 个区ꎬ每区抽取

小学、初中、高中各 １ 所学校ꎬ每所学校每个年级(小

学只调查四~六年级)随机选取 ２ ~ ３ 个班级ꎬ确保每

个年级 １００ 名学生ꎬ对抽取的全部学生及其家长进行

问卷调查ꎮ 共调查四~六年级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

及其家长 １１ ５９５ 名ꎬ收回有效问卷 １０ ０７９ 份ꎮ 其中小

学生 ３ ２０６ 名(３１.８％)ꎬ初中生 ３ ４３７ 名(３４.１％)ꎬ高
中生 ３ ４３６ 名(４３.１％)ꎻ男生 ５ ０１７ 名(４９.８％)ꎬ女生

５ ０６２名(５０.２％)ꎻ沈阳、广州、成都、武汉学生分别为

２ ５５５ꎬ２ ８６５ꎬ２ ０９５ꎬ２ ５６４ 名ꎮ

７２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第 ３８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３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参考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中国居民营养

与健康状况调查身体活动部分设计调查问卷ꎬ并进行

预实验ꎬ根据专家审阅与预实验结果确定最终问卷ꎮ
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信息、睡眠状况等ꎮ 现场调查由

调查员统一讲解ꎬ学生问卷在学校统一发放并当场填

写ꎬ家长问卷由学生带回家家长填写ꎮ 调查员在回收

问卷时现场进行检查、核对ꎮ 所有数据经过清理ꎬ剔
除错误记录ꎮ
１.２.２　 判定标准　 根据“中小学生一日学习时间卫生

要求”(ＧＢ / Ｔ １７２２３－２０１２)规定ꎬ将小学生睡眠时间<
１０ ｈꎬ初中生睡眠时间<９ ｈꎬ高中生睡眠时间<８ ｈ 定

义为睡眠时间不足[３] ꎻ学生家长每天睡眠时间<７ ｈ 定

义为睡眠时间不足[４] 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软件进行数据录

入ꎬ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经正态性检验ꎬ睡
眠时间基本符合正态分布ꎬ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

方差分析ꎮ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单因素分析采用 χ２ 检

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ꎬＰ 值取双侧概率ꎮ 以中小学生

是否睡眠充足为因变量(睡眠充足＝ ０ꎬ睡眠不足＝ １)ꎬ
将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

纳入多变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ꎬ采用向后删

除法筛选自变量ꎬ定义选进变量的水平为 ０.０５ꎬ剔除

变量的水平为 ０.１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小学生及其家长睡眠情况　 四城市中小学生

平均睡眠时间为(７.８±１.５) ｈꎬ男女生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ꎮ 随着学段的升高ꎬ学生的睡眠时间逐渐减少ꎻ成
都市学生睡眠时间高于其他城市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四城市学生家长平均睡眠时间为

(７.５±１.１)ｈꎬ随着学生学段的升高ꎬ学生家长的平均睡

眠时间逐渐减少ꎻ广州市学生家长平均睡眠时间低于

其他城市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四城市不同特征中小学生及其家长睡眠时间比较(ｘ±ｓ)

组别
学生

时间 / ｈ ｔ / Ｆ 值 Ｐ 值

家长

时间 / ｈ ｔ / Ｆ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７.９±１.５ ２.８１２ ０.０９４ ７.５±１.１ ０.２１２ ０.６４５

女 ７.８±１.５ ７.６±１.１
学段 小学 ９.０±１.２ ２ ３４２.２４３ <０.０１ ７.７±１.１ ３９.７６３ <０.０１

初中 ７.７±１.２ ７.５±１.１
高中 ６.９±１.２ ７.４±１.１

城市 沈阳 ７.９±１.４ ３０.４８４ <０.０１ ７.６±１.１ １３７.０２７ <０.０１
广州 ７.７±１.４ ７.２±１.１
成都 ８.０±１.６ ７.７±１.１
武汉 ７.６±１.５ ７.７±１.１

２.２　 影响中小学生睡眠的单因素分析 　 四城市有

７４.３％的中小学生睡眠不足ꎬ女生睡眠不足的比例

(７６.１％)高于男生(７２.４％)ꎻ小学生睡眠不足的比例

最低(６８.３％)ꎮ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中小学生睡眠

是否充足与学段、学生性别、家长年龄、家长文化程

度、家庭居住地、家长睡眠状况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影响中小学生睡眠的多因素分析　 见表 ３ꎮ

表 ２　 中小学生睡眠不足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人数 睡眠不足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学段 小学 ３ ２０６ ２ １９１(６８.３) ９６.９７８ <０.０１

初中 ３ ４３７ ２ ７０７(７８.８)
高中 ３ ４３６ ２ ５８６(７５.３)

性别 男 ５ ０１７ ３ ６３２(７２.４) １８.０６８ <０.０１
女 ５ ０６２ ３ ８５２(７６.１)

家长年龄 / 岁 <３５ ５５４ ３５３(６３.７) ４５.４１８ <０.０１
３５~ ３９ ２ ９４１ ２ １４２(７２.８)
４０~ ４４ ４ ５６９ ３ ４３８(７５.２)
≥４５ ２ ０１５ １ ５５１(７７.０)

家长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３ ５１０ ２ ６７３(７６.２) ２０.７３０ <０.０１
初中 ２ ４１２ １ ７１１(７０.９)
高中及以上 ４ １５７ ３ １００(７４.６)

家庭经济状况 低 ２ １２３ １ ５９６(７５.２) １.９１６ ０.５９０
中 ７ １０１ ５ ２６１(７４.１)
高 ４０７ ２９４(７２.２)
不详 ４４８ ３３３(７４.３)

家庭居住地 城区 ６ ６９０ ５ ０５７(７５.６) １８.６０５ <０.０１
郊区 ３ ３８９ ２ ４２７(７１.６)

家长睡眠状况 充足 ８ １４７ ５ ９９３(７３.６) １０.６６４ <０.０１
不足 １ ９３２ １ ４９１(７７.２)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３　 中小学生睡眠不足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０ ０７９)

自变量与常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学段 ６５.９３２ <０.０１

初中 ０.４７５ ０.０５９ ６５.５９６ <０.０１ １.６０８(１.４３３ ~ １.８０４)
高中 ０.２２６ ０.０６２ １３.３６２ <０.０１ １.２５４(１.１１１ ~ １.４１６)

学生性别 ０.２０２ ０.０４６ １９.１８２ <０.０１ １.２２４(１.１１８ ~ １.３３９)
家长年龄 / 岁 １８.３６７ <０.０１

３５ ~ ３９ ０.３３４ ０.０９９ １１.３４５ <０.０１ １.３９７(１.１５０ ~ １.６９６)
４０ ~ ４４ ０.３９２ ０.１００ １５.４１０ <０.０１ １.４８０(１.２１７ ~ １.８００)
≥４５ ０.４６２ ０.１１０ １７.５３６ <０.０１ １.５８７(１.２７９ ~ １.９７１)

家长文化程度 １８.１２６ <０.０１
初中 －０.２５６ ０.０６１ １７.８１４ <０.０１ ０.７７４(０.６８７ ~ ０.８７２)
高中及以上 －０.０８８ ０.０５４ ２.６１５ ０.１０６ ０.９１６(０.８２３ ~ １.０１９)

家庭居住地 ０.２１０ ０.０４８ １８.７２２ <０.０１ １.２３３(１.１２１ ~ １.３５６)
家长睡眠是否充足 ０.１７４ ０.０６１ ８.２６６ <０.０１ １.１９０(１.０５７ ~ １.３４１)
常量 ０.２９８ ０.１０３ ８.３７７ <０.０１ １.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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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

变量(变量赋值为学段:小学 ＝ １ꎬ初中 ＝ ２ꎬ高中 ＝ ３ꎻ性
别:男＝ １ꎬ女＝ ２ꎻ家长年龄:<３５ 岁 ＝ １ꎬ３５ ~ ３９ 岁 ＝ ２ꎬ
４０ ~ ４４ 岁＝ ３ꎬ≥４５ 岁 ＝ ４ꎻ家长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 １ꎬ初中＝ ２ꎬ高中及以上＝ ３ꎻ家庭居住地:郊区＝ ０ꎬ城
市＝ １ꎻ家长睡眠状况:睡眠充足 ＝ ０ꎬ睡眠不足 ＝ １)纳

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发现ꎬ学段、性

别、家长年龄、家长文化程度、家庭居住地、家长睡眠

状况均是中小学生睡眠不足的影响因素 ( Ｐ 值均 <
０.０１)ꎮ

３　 讨论

睡眠不足不仅影响学龄儿童的生长发育、认知、
免疫等功能ꎬ引起儿童情绪波动ꎬ与儿童肥胖甚至自

杀有关ꎬ而且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重要

危险因素[５] ꎮ 中小学生的睡眠状况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关注ꎬ２００８ 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

纲要» [６]明确规定ꎬ要确保中小学生休息睡眠时间ꎮ
在社会科技高度发达ꎬ求学、求职激烈竞争的今

天ꎬ学习压力、社会环境已影响到儿童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ꎮ 中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育时期ꎬ良好的睡眠是

充沛精力学习的保证ꎮ 本次调查发现四城市中小学

生的平均睡眠时间为(７.８±１.５) ｈꎬ其中小学生、初中

生、高中生的平均睡眠时间分别为(９.０ ± １.２) (７.７ ±
１.２)(６.９±１.２) ｈꎬ均未达到 “中小学生一日学习时间

卫生要求”规定的睡眠时间ꎮ 随着学段的升高ꎬ中小

学生面临的升学压力逐渐加大ꎬ课业负担加重ꎬ导致

睡眠时间逐渐减少ꎮ 四城市中学生平均睡眠时间ꎬ与
我国 ６ ~ １２ 岁儿童睡眠时间基本一致[７] ꎬ略高于上海

地区[２] ꎬ低于哈尔滨地区[８] ꎻ但与美国、瑞士等国家同

年龄段学龄儿童比较约少 ４０ ~ ５０ ｍｉｎ[９－１０] ꎮ 四城市初

高中生睡眠时间均低于国内其他的调查结果[３ꎬ１１－１２] ꎮ
可能与不同城市间社会环境因素有关ꎬ城市间升学压

力、学习课外活动安排的不同ꎬ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

学生的睡眠时间ꎮ 与天津市中小学生[１３] 和全国汉族

中小学生相比[１４] ꎬ本次调查中四城市中小学生睡眠不

足比例有所下降ꎬ但是仍然高于国内的其他研究[４ꎬ１５] 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学段、学生性别、家庭居住地、家

长睡眠不足情况和家长年龄是中小学生睡眠不足的

重要影响因素ꎮ 初中生更易发生睡眠不足ꎬ可能与睡

眠不足判断标准有关ꎮ 女生高于男生ꎬ与宋逸等[１４] 的

研究一致ꎮ 城市高于郊区ꎬ可能是因为城市家长对孩

子期望值较高ꎬ孩子上各种补习班ꎬ也可能与孩子晚

上看电视或参加其他娱乐活动有关ꎮ 此外ꎬ家长睡眠

不足的学生更容易睡眠不足ꎬ可能是因为家长的作息

时间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儿童青少年的睡眠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通过对四城市中小学生及其家

长睡眠情况的调查ꎬ反映出中小学生睡眠时间少ꎬ睡
眠不足的情况较为普遍ꎮ 因此ꎬ应重视中小学生睡眠

不足现状ꎬ结合不同年龄段的睡眠特点ꎬ针对性提出

改进措施ꎬ合理安排学习和休息ꎬ加强健康宣教ꎬ以解

决和改善中小学生的睡眠不足问题ꎬ保证中小学生有

充足的睡眠时间ꎮ

志谢　 感谢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给予

的大力支持ꎬ并承担了调查问卷审核、现场调查、数据搜集和清

理等重要研究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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