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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上海市金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２０１５９９ꎻ２.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摘要】 　 目的　 了解上海市金山区小学生书包负重现状ꎬ为减少学生书包负荷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随机整群抽取

金山区 ５ 所小学ꎬ再从 ５ 所小学中的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１ 个班级ꎬ抽中班级的所有学生参与调查ꎮ 测量 １ 周内周一和任一

天早晨上学的书包总重、书包内所有书本重量、当日必备书本重量、水杯及饮水的重量ꎮ 周五放学时测量学生离开教室时

的书包总重及书包净重ꎮ 学生体重数据由体检机构在该时段进行体检并提供ꎮ 结果　 周一、任一天、周五学生书包平均总

重为 ４.２２９ꎬ４.２４５ꎬ４.１３５ ｋｇꎻ不同上学日书包总重的超重率随年级增加而递减ꎬ一年级超重率超过 ９０％ꎬ而五年级约为

５０％ꎬ且女生超重率明显大于男生(χ２ 值分别为 ９.１０１ꎬ１５.００３ꎬ１８.４５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每日书包重量必须组成部分约占书包

总重的 ４０％ꎬ其他书本资料、水杯及饮水、杂物约占 ６０％ꎻ上放学书包直接负重于学生身上的比例约为 ３７.０％ꎬ负重时间主

要为 ０~ １０ ｍｉｎꎮ 结论　 金山区小学生书包负荷问题较严重ꎮ 学校、家长应联合采取适当措施ꎬ切实减少书包不必要的重

量对健康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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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包是学龄儿童往返学校携带书本及相关学习

用品最简单易行的一种方式ꎬ但是书包重量若超过一

定的标准ꎬ会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影响ꎬ如头、颈、背
疼痛和不适及脊柱姿势、步态、足结构、心肺功能改变

等[１－４] ꎮ 由于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

期ꎬ不同国家纷纷制定中小学生书包负重的标准ꎬ虽
然标准不统一ꎬ但绝大数国家推荐书包适宜重量为学

生自身重量( 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ꎬＢＷ)的 １０％ ~ １５％[５] ꎮ 我国

学校卫生工作者根据心率、耗氧量及负重状态下儿童

主观感觉、出汗情况等指标ꎬ提出儿童少年适宜负重

上限范围为 ８％ ~ １０％ ＢＷ[６] ꎮ 大量的横断面调查显

示ꎬ约 ５０％的学生书包总重超过自身体重的 １０％ ~
２０％[７－１１] ꎮ 学生书包总重由书包本身重量和所携带的

内容物组成ꎬ而且不同上学日书包重量可能不一样ꎮ
本研究主要调查上海市金山区小学生不同上学日上

学 / 放学书包负重情况ꎬ为减少学生书包负荷提供理

论依据ꎮ

７６１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第 ３７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８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按照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金山区 ２３
所公办小学中抽取 ５ 所小学ꎬ再从抽中的 ５ 所小学的

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１ 个班级ꎬ抽中班级的所有学生参

与研究ꎮ 本次共调查 ９９９ 名小学一至五年级的学生ꎬ
其中男生 ５１１ 名ꎬ女生 ４８８ 名ꎬ每个年级学生约 ２００
名ꎮ 平均年龄为(９.３±１.６)岁ꎬ平均体重为(３３.３±９.８)
ｋｇꎮ 不同年级学生的年龄、体重基本呈正态分布ꎮ
１.２　 方法　 测量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中旬至 ５ 月中旬

的任意一周ꎬ具体测量时间为周一早晨上学、任一天

(除周一、周五)早晨上学、周五放学ꎮ 测量周一和任

一天早晨上学的书包总重(学生进入教室后携下书包

的重量)、书包内所有书本(包括工具书)重量、当日上

课必须书本重量、水杯及饮水的重量ꎮ 同时调查人员

查看书包内所有内容物、清点所有书本的数量及当日

上课必须书本数量ꎮ 周五放学测量学生离开教室时

书包总重及书包净重(取出书包内所有内容物后书包

自身重量)ꎮ 测量工具为香山(ＣＡＭＲＹ) ＬＰ８５ 电子便

携手提称ꎬ重量在 ０ ~ １０ ｋｇ 范围内精度为 ０.００５ ｋｇꎬ１０
~２０ ｋｇ 范围内精度为 ０.０１ ｋｇꎮ 同时对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ꎬ主要调查上 / 放学接送人员、交通方式、时间、携
带饮用水等项目ꎮ 学生体重数据由体检机构获取ꎬ学
生测量体重时均脱去外套ꎮ 学生书包超重率以书包

总重大于自身体重 １０％为统计标准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录入数据ꎬ建
立数据库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统计方法

有数据集中和离散趋势描述、 ｔ 检验、方差分析、ＳＮＫ
两两比较和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上学日书包的总重 　 在所测的 ３ ｄ 不同上

学日书包总重中ꎬ最小值为 １.４３５ ｋｇꎬ最大值为 １２.６００
ｋｇꎮ 除一年级外ꎬ其他年级书包的总重平均值均超过

４ ｋｇ(４.１５７ ~ ４.５５８ ｋｇ)ꎮ 同一年级不同性别的学生在

同一上学日书包总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ꎻ同一年级相

同性别的学生在不同上学日书包总重表现为任一天

总重>周一总重>周五总重ꎬ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ꎻ不
同年级相同性别的学生在同一上学日书包总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男、女生 Ｆ 值分别为 ６. ２５５ꎬ６. １０９ꎬ
６.４９５ꎻ８.２８０ꎬ７.９２０ꎬ８.０１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两两比较显

示ꎬ一年级学生书包总重明显低于其他年级(Ｐ 值均<
０.０５)ꎬ而其他年级间总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不同上学日书包总重超重情况　 不同上学日书

包总重的超重率均随年级增加而递减ꎬ一年级学生书

包重量超过自身体重 １０％的比例在 ９０％以上ꎬ而五年

级该比例在 ５０％左右ꎮ 同一年级不同性别的学生在

同一上学习日书包总重超重率为女生大于男生ꎬ多数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９. １０１ꎬ １５. ００３ꎬ
１８.４０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总体女生超重率高于男生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ꎻ一、二、三年级学生任一天上学超重

率均高于周一和周五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上海市金山区小学生不同上学日平均书包总重(ｘꎬｋｇ)

年级
男生

周一 任一天 周五

女生

周一 任一天 周五

合计

周一 任一天 周五
一　 ３.７９１ ３.８５７ ３.６８６ ３.８５７ ３.８５５ ３.７６０ ３.８２２ ３.８５６ ３.７２１
二　 ４.２２６ ４.３１９ ４.１５７ ４.４０１ ４.３８９ ４.２８０ ４.３１２ ４.３５３ ４.２１７
三　 ４.２２４ ４.３６４ ４.１９６ ４.２５３ ４.３０９ ４.２０１ ４.２３９ ４.３３６ ４.１９９
四　 ４.３８３ ４.３５３ ４.２４８ ４.２７８ ４.４１７ ４.３６２ ４.３３３ ４.３８４ ４.３０３
五　 ４.３５４ ４.２５４ ４.１５９ ４.５５８ ４.３６２ ４.３４５ ４.４５６ ４.３０８ ４.２５２
合计 ４.１９０ ４.２２５ ４.０８４ ４.２６９ ４.２６６ ４.１８９ ４.２２９ ４.２４５ ４.１３５

表 ２　 上海市金山区小学生不同上学日

书包总重超过体重 １０％的比例 / ％

年级
男生

周一 任一天 周五

女生

周一 任一天 周五

合计

周一 任一天 周五
一　 ８９.８ ９４.４ ８８.０∗ ９４.９ ９９.０ ９６.９ ９２.２ ９６.６ ９２.２
二　 ８５.３ ９０.２ ８３.３∗ ９３.８ ９６.９ ９４.８ ８９.４ ９３.５ ８８.９
三　 ７７.８∗ ７９.８∗ ７７.８∗ ８２.８ ９１.９ ８８.９ ８０.３ ８５.９ ８３.３
四　 ６７.３∗ ６８.３∗ ６９.２∗ ７４.０ ７７.１ ８０.２ ７０.５ ７２.５ ７４.５
五　 ４５.９∗ ４３.９∗ ３８.８∗ ６２.２ ６２.２ ５５.１ ５４.１ ５３.１ ４６.９
合计 ７３.６∗ ７５.７∗ ７１.８∗ ８１.６ ８５.５ ８３.２ ７７.５ ８０.５ ７７.４

　 注:同一年级学生在同一上学日书包总重超重率不同性别间比较ꎬ∗
Ｐ<０.０５ꎮ

２.３　 不同上学日书包总重的组成　 书包自身净重和

每日上课必须书本的重量分别约占书包总重的 ２０％ꎮ
剩余 ６０％的重量为其他书本资料、水杯及饮水、杂物

的重量ꎬ其他书本资料重量占书包总重的比例最大ꎬ
超过 ２５％ꎮ 现场调查发现ꎬ当日上课必须书本一般为

４ ~ ５ 本ꎬ而学生携带其他课外阅读、资料、工具书平均

有 ５ ~ ６ 本ꎬ三年级以上的部分学生还携带了现代汉语

字典(重量超过 １ ｋｇ)ꎮ ９５.２％的学生书包携带水杯ꎬ
其中 ７１.０％的水杯装满水ꎬ学生在家带水去学校的原

因有:１２.０％认为取水难ꎬ１４.７％为接水怕烫伤ꎬ１４.２％
认为学校水不干净ꎬ５９.１％为其他原因ꎮ 学生书包的

杂物主要是文具盒、体育用品、雨伞、美术用品等ꎮ 见

表 ３ꎮ
２.４　 上学方式和时间　 学生上放学接送人员主要有

父 / 母亲、(外)祖父 / 母、其他人ꎮ 父 / 母亲送和接比例

分别为 ６８.４％和 ５９.０％(χ２ ＝ １９.１１７ꎬＰ<０.０５)ꎬ(外)祖

父 / 母送和接比例分别为 ２０.６％和 ２９.２％(χ２ ＝ ３.５３６ꎬＰ
>０.０５)ꎬ虽然上放学主要接送人员比例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ꎬ但是上、放学过程中书包直接负重在孩子身上

的比例分别为 ３７.９％ꎬ３７.５％ꎮ 分别有 ７２.２％ꎬ６９.３％
的学生上、放学主要的交通方式为乘坐自行车 / 电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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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 摩托车和私家车ꎮ 上、放学过程中书包直接负重

于学生身上主要时间为 ０ ~ １０ ｍｉｎ(分别占 ６８.４％和

６２.７％)ꎬ其次是 １０ ~ ２０ ｍｉｎ(分别占 ２６.６％和 ２８.３％)ꎮ

表 ３　 上海市金山区各年级小学生书包各组成部分的平均重量(ｘꎬｋｇ)

年级 书包净重 必须书本 其他书本资料 水杯及饮水 杂物
一 ０.７３６(１９.４) ０.８８５(２３.６) ０.９８９(２５.６) ０.３９１(１０.１) ０.８４５(２１.３)
二 ０.８４１(１９.７) ０.９１８(２１.８) １.２５２(２８.０) ０.４０８(９.４) ０.９２７(２１.１)
三 ０.８２４(１９.４) ０.９８０(２３.７) １.００８(２２.８) ０.３８１(８.８) １.１０８(２５.３)
四 ０.８５９(２０.２) ０.９２９(２２.１) １.４２９(２８.６) ０.３７７(８.９) ０.９１８(２０.２)
五 ０.８２１(１９.１) １.０４６(２５.１) １.１５３(２４.９) ０.３９３(９.８) ０.９３６(２１.１)
合计 ０.８１６(１９.６) ０.９２１(２２.６) １.１６５(２６.６) ０.３９８(９.５) ０.９４６(２１.７)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书包净重和必须书本、其他书本资料、水杯及饮水杂志的重量均为周一上学和任一天上学称重的平均值ꎮ

３　 讨论

本研究关注非考试任一周周一和任一天(除周

一、周五)早晨上学及周五放学学生书包总重量ꎮ 一

般认为ꎬ学生书包周一相对较重ꎬ因为携带更多的书

本、作业及其他学习所需用品ꎻ其他上学日书包相对

来说较轻ꎬ而周五放学相对又较重ꎬ因为部分学生寄

放在学校的一些书本和学习用品要带回去ꎮ 但本研

究发现ꎬ不同上学日书包总重量变化虽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ꎬ但任一天上学书包总重大于周一的书包总重ꎬ
而周五放学书包重量最轻ꎮ 学生书包超重率结果发

现ꎬ同一年级不同上学日五年级学生周五放学超重率

明显低于周一和任一天ꎻ一、二、三年级学生任一天上

学超重率明显高于周一和周五ꎬ可能是学生周末家长

帮孩子整理书包或者周末孩子有充足的时间整理书

包ꎬ将不必要用品携下ꎻ正常上学后ꎬ家长和孩子时间

都有限ꎬ可能忽略整理书包ꎬ书包放入的东西越来越

多ꎮ 因此家长应及时提醒学生整理书包ꎬ减少书包不

必要的负荷ꎮ
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显示ꎬ近 ５０％学龄儿童书包重

量超过自身体重的 １０％ꎬ甚至部分学生书包重量超过

自身体重的 ２０％[７－１１] ꎮ 本次调查发现ꎬ上海金山区小

学生书包负荷问题相当严重ꎬ所调查的学生中超过

７０％的学生书包超重ꎬ一年级竟超过 ９０％的学生书包

超重ꎮ 在本研究中ꎬ女生书包负荷重于男生ꎮ 有研究

显示[１２] ꎬ女生书包超重发生颈、肩、腰背疼痛率明显高

于男生ꎮ 因此ꎬ金山区学校和家长应对学生书包负荷

问题重视ꎬ尤其关注低年级女生ꎬ减少书包负荷对儿

童青少年身体的影响ꎮ
书包总重由书包净重和其内容物组成ꎮ 本研究

显示ꎬ学生每日必须书本重量和书包净重分别约占书

包总重的 ２０％ꎬ饮水、其他书本资料及杂物总和占书

包总重的 ６０％ꎮ 提示学生可以通过减少饮水、其他书

本资料及杂物重量从而减少总重ꎮ 本研究发现ꎬ
９５.２％的学生书包携带水杯ꎬ而 ７１.０％的学生是装满

水的水杯ꎮ 若学校提供安全可及的饮用水ꎬ学生只要

将杯子放在学校ꎬ可以减少饮用水重量ꎬ同时一些杂

物和课外阅读、学习资料、学习工具等物品寄存在学

校也可减少书包的总重ꎮ 家长和学生在选购书包时ꎬ
尽可能选择透气、轻柔的面料ꎬ减少书包自身的净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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