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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儿童青少年静坐行为现状及对健康状况的影响ꎬ为健康行为干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

法　 使用中文修订版“学龄儿童健康行为”问卷对北京市 ６ 个区县 ５ ８７６ 名 １１ꎬ１３ꎬ１５ 岁儿童青少年的静坐行为和健康状

况进行调查ꎮ 结果　 儿童青少年上学日和周末静坐行为总时间分别为 ３.７５ 和 ８.０３ ｈꎬ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ꎮ 做作业是

上学日静坐行为的主要来源ꎬ占 ６４.９％ꎻ看电视、用计算机和玩游戏所占比例仅为 ２１.０％ꎬ８.５％和 ５.３％ꎮ 周末做作业时间

所占比例下降至 ３９.０％ꎬ视屏时间比例增加ꎮ １１ꎬ１３ꎬ１５ 岁儿童青少年上学日视屏时间>２ ｈ 的比例分别为 ３７.９％ꎬ２９.３％和

１９.８％ꎬ而周末视屏时间>２ ｈ 的比例分别为 ７９.９％ꎬ８５.１％ꎬ８７.０％ꎮ 结论　 北京市儿童青少年静坐行为状况不容乐观ꎬ尤其

做作业时间过长ꎮ 教育与卫生部门应该针对青少年静坐行为特点开展健康行为教育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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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坐行为(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 是指身体移动很

少、消耗能量接近于静息代谢率的坐位或半躺位清醒

状态(能量消耗≤１.５ ＭＥＴｓ)ꎬ常见的静坐行为包括看

电视、读书、使用计算机、玩电子游戏、做作业、社交性

质坐着交谈等ꎮ
有研究证实ꎬ静坐行为独立于身体活动ꎬ对人体

代谢、身体功能及健康具有重要影响ꎬ连续久坐行为

是慢性疾病和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ꎬ已成为 ２１ 世纪最

大的公共卫生问题[２－４] ꎮ 儿童青少年每天超过 ２ ｈ 的

静坐少动行为可能导致身体组成改变(脂肪增多)、体
质下降、自信心低落以及学业成绩下降ꎬ乃至出现反

社会行为等[５] ꎮ 且电视、网络以及电子游戏中过多的

暴力、吸烟饮酒、垃圾食品等不良信息传播ꎬ对儿童青

少年的身心发展以及健康行为养成产生巨大的负面

效应[６] ꎮ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也指出ꎬ因久坐不动行为

和身体活动不足将导致肥胖年轻化和预期寿命缩短ꎬ
当前一代美国孩子的寿命可能比他们的父辈短 ５
年[７] ꎮ 中国营养学会 ( ＣＮＳＯＣ )、 美国运动医学会

(ＡＣＳＭ)及加拿大运动生理协会( ＣＳＥＰ) [８] 等权威机

构均对儿童青少年静坐行为进行了限制:儿童青少年

每天电视或屏幕时间不超过 ２ ｈꎬ但是大多数欧美国

家儿童青少年均超过这一建议量[９] ꎮ
本研究作为 ２０１０ 年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学

龄儿童健康行为(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ｄ Ｃｈｉｌ￣

６７４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３７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１０



ｄｒｅｎꎬＨＢＳＣ)”首次合作试点健康行为研究的核心部

分ꎬ充分借鉴 ＷＨＯ￣ＨＢＳＣ 国际调查先进经验ꎬ深入了

解我国儿童青少年闲暇时间静坐少动现状、健康行为

和社会情境综合测评ꎬ以及对健康状况的交互影响作

用ꎬ为相关政策制定、健康教育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区、朝阳区、顺义区、房山区、延庆

县共计 ６ 个区(县)的 １１ꎬ１３ꎬ１５ 岁的学龄儿童青少年

作为调查对象ꎮ 共调查 ５ ９８５ 人ꎬ回收有效问卷 ５ ８７６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８.２％ꎮ 男生 ２ ８１６ 名ꎬ其中 １１ 岁 ９７５
名ꎬ１３ 岁 ９４９ 名ꎬ１５ 岁 ８９２ 名ꎻ女生 ３ ０６０ 名ꎬ其中 １１
岁 ９６６ 名ꎬ１３ 岁 ９８１ 名ꎬ１５ 岁 １ １１３ 名ꎮ
１.２　 方法　 调查问卷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学龄儿童健

康行为(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ＨＢ￣
ＳＣ)”问卷为基础ꎬ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修订ꎬ信
效度检验良好[１０] ꎬ能有效评估和反馈中国儿童青少年

静坐等健康行为现状ꎮ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个人背景信息、静态生活方式

(包括看电视、玩电子游戏、使用计算机、做作业等)、
自我报告健康状况(心理状态、慢性病)、体质健康水

平等ꎮ 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及北京教育

科学研究院研究人员和经过培训的班主任教师担任

调查员ꎬ组织学生以班级为单位ꎬ统一发放问卷ꎬ采用

不记名式集体自我填写问卷调查法ꎮ 调研人员现场

对各问题逐一讲解、指导儿童青少年根据自身实际独

立回答问卷ꎮ
１.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对问卷进行双

录入ꎬ所有数据由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分

析处理ꎮ 控制年龄、性别、城乡等因素ꎬ对儿童青少年

静坐少动行为与身体活动水平进行偏相关分析ꎮ 检

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儿童青少年静坐行为时间　 儿童青少年上学日

和周末闲暇时间静坐行为总时间分别为 ３.７５ 和 ８.０３
ｈꎬ并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ꎬ且各年龄组间差异存在

统计学意义ꎮ 上学日每天视屏时间为 １.５３ ｈꎬ周末为

５.２９ ｈꎬ周末约为上学日的 ３ 倍ꎬ且随年龄增长而下

降ꎬ男生多于女生ꎬ周末和工作日之间差异存在统计

学意义ꎮ 上学日每天做作业时间为 ２. ２２ ｈꎬ周末为

２.７４ ｈꎬ周末和上学日做作业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
且女生做作业时间多于男生ꎮ 无论上学日还是周末ꎬ
闲暇时间做作业时间均随年龄增长而增多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年龄儿童青少年上学日和周末静坐行为时间 / ｈ

年龄 / 岁 性别 人数
上学日

静坐总时间 视屏时间 作业时间

周末

静坐总时间 视屏时间 作业时间

１１ 男 ９７５ ３.５８ ２.０４ １.５４ ７.５２ ５.３４ ２.１８
女 ９６６ ３.４４ １.６７ １.７７ ６.５０ ４.２６ ２.２４
小计 １ ９４１ ３.５１ １.８５ １.６６ ７.０１ ４.８０ ２.２１

１３ 男 ９４９ ３.９５ １.８８ ２.０７ ８.４６ ５.７２ ２.７４
女 ９８１ ３.７０ １.３２ ２.３８ ７.８３ ４.７８ ３.０５
小计 １ ９３０ ３.８２ １.５９ ２.２３ ８.１４ ５.２４ ２.９０

１５ 男 ８９２ ３.８２ １.３２ ２.５０ ９.１７ ６.２３ ２.９４
女 １ １１３ ３.９６ １.０３ ２.９３ ８.７２ ５.３１ ３.４１
小计 ２ ００５ ３.９０ １.１６ ２.７４ ８.９２ ５.７１ ３.２１

合计 男 ２ ８１６ ３.７８ １.７６ ２.０２ ８.３６ ４.３７ ２.５９
女 ３ ０６０ ３.７２ １.３２ ２.４０ ７.７４ ３.７０ ２.９４
总计 ５ ８７６ ３.７５Δ １.５３Δ ２.２２Δ ８.０３ ５.２９ ２.７４

　 注:Δ 与周末静坐时间比较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静坐行为时间构成比　 由图 １ ~ ２ 可知ꎬ从各静

坐少动行为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可以看出ꎬ做作业是

儿童青少年上学日闲暇时间里静坐少动的主要来源ꎬ
比例为 ６４.９％ꎬ且与年龄呈正相关ꎬ女生做作业时间的

比例高于男生ꎮ 看电视的比例为 ２１.０％ꎬ高于用计算

机的 ８.５％ꎬ玩游戏的 ５.３％ꎬ这 ３ 项视屏时间所占比例

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ꎮ 周末做作业时间占总静坐

少动时间的比例较上学日下降ꎬ为 ３９.０％ꎬ视屏时间比

例上升ꎬ看电视、用计算机、玩游戏比例依次是３２.０％ꎬ

１５.０％ꎬ１３.７％ꎮ 女生做作业时间的比例大于男生ꎬ１３ꎬ
１５ 岁儿童青少年做作业比例略高于 １１ 岁ꎮ 周末看电

视、玩游戏的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随年龄增长呈下降

趋势ꎬ而使用计算机则呈上升趋势ꎮ
２.３　 视屏时间每天>２ ｈ 的比例　 本研究发现ꎬ１１ꎬ１３
和 １５ 岁儿童青少年上学日每天视屏时间>２ ｈ 的比例

分别为 ３７.９％ꎬ２９.３％和 １９.８％ꎬ而周末视屏时间则大

幅增高ꎬ分别为 ７９.９％ꎬ８５.１％ꎬ８７.０％ꎮ 儿童青少年上

学日、周末每日视屏时间>２ ｈ 比例ꎬ男生均高于女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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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３７.４８９ꎬ８.４８０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上学日视屏时间超过 ２ ｈ 比例ꎬ高年龄组低

于低年龄组ꎻ而周末视屏时间超过 ２ ｈ 的比例则随年

龄增长呈上升趋势(χ２ 值分别为 １５３.６６７ꎬ３８.０４６ꎬＰ 值

均<０.０１)ꎮ 见图 ３ꎮ

图 １　 不同年龄男生上学日和周末各种静坐少动行为时间构成

２.４　 静坐行为和身体活动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男、女
生上学日及周末静坐总时间和做作业时间ꎬ均与中等

强度及以上身体活动总量(ＭＶＰＡ)呈负相关(Ｐ 值均<
０.０５)ꎮ 男女生身体活动总量与周末视屏时间有负相

关ꎬ但与上学日视屏时间相关无统计学意义ꎮ 男生大

强度身体活动( ＶＰＡ)仅与上学日做作业时间有轻微

负相关ꎬ与其余静坐少动行为无统计学意义相关ꎻ与
男生相比ꎬ女生的大强度身体活动与其静坐少动行为

更为密切ꎬ与做作业的相关系数更高ꎮ 见表 ３ꎮ

图 ２　 不同年龄女生上学日和周末各种静坐少动行为时间构成

图 ３　 不同年龄儿童青少年上学日和

周末每天视屏 ２ ｈ 以上报告率

表 ３　 儿童青少年静坐行为与身体活动的相关分析( ｒ 值)

时间 性别
静坐总时间

ＭＶＰＡ ＶＰＡ 频率 ＶＰＡ 时间

视屏时间

ＭＶＰＡ ＶＰＡ 频率 ＶＰＡ 时间

做作业

ＭＶＰＡ ＶＰＡ 频率 ＶＰＡ 时间

上学日 男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５∗ ０
女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１３∗∗ －０.１１∗∗

周末 男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１
女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６∗∗

　 注:∗∗Ｐ<０.０１ꎬ∗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长时间静坐少动行为会导致健康问题ꎬ甚至影响

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水平ꎮ 在校期间的课堂学习ꎬ闲
暇时间伏案做作业、玩平板手机等电子游戏、计算机

使用等都对静坐少动时间起直接贡献作用[４] ꎮ 本研

究发现ꎬ北京市儿童青少年大约有 ４ ｈ(上学日)(周末

甚至 ８ ｈ)或更多时间处于静坐少动的状态ꎬ且随着年

龄增长呈上升趋势ꎮ 与其他国家研究数据对比发

现[１１－１４] ꎬ我国儿童青少年周末静坐少动时间偏高ꎬ上
学日则略低ꎮ 另外本研究未计算儿童青少年社交性

质坐位交谈、非积极性交通行为时间等ꎬ静坐少动总

时间较实际情况偏少ꎮ
分析儿童青少年静坐行为构成比可见ꎬ做作业在

４ 种静坐行为中比例最大ꎬ尤其是上学日比例高达

６４.９％ꎮ且上学日和周末每天作业超过 ３ ｈ 的比例为

３８.０％和 ４９.８％ꎬ远高于欧美儿童青少年的 １９％[１５] ꎮ
做作业构成比随着年龄的增加呈上升趋势ꎬ可能与高

年级儿童青少年面临的升学压力加大和课业负担加

重有关ꎮ 看电视是儿童青少年最主要的视屏娱乐方

式ꎬ电子游戏和计算机使用率相对较低ꎮ 上学日视屏

时间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ꎬ而周末视屏时间则随着年

龄增长呈上升趋势ꎮ 上学日娱乐休闲时间减少与高

年级逐渐增长的日常学业负担有关ꎬ而周末闲暇时间

增多与父母的督促力度下降有关ꎮ 儿童青少年看电

视和玩电子游戏时间男生普遍高于女生ꎬ且学龄越高

视屏时间越短ꎮ 父母良好生活习惯及教育方式对子

女视屏行为有积极影响ꎬ要科学引导儿童青少年静态

活动ꎬ避免长时间沉溺于视屏娱乐ꎬ同时减少学生负

担ꎬ增加户外活动ꎬ提高身体活动水平[１６] ꎮ
本调查数据与 ２０１０ 年 ＨＢＳＣ 国际报告数据ꎬ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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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全球 ４２ 个国家 ＨＢＳＣ 调查数据[１７－１８] 相比较ꎬ
我国儿童青少年视屏时间低于国际同龄人ꎬ且这种差

异在上学日更为明显ꎮ 说明我国儿童青少年闲暇时

间身体活动量偏低ꎬ更多时间花在学业上ꎮ 建议家长

关注儿童青少年上学日学业压力过大以及周末视屏

时间无管制的问题ꎬ积极制定每日视屏娱乐限定时

间ꎬ减少静坐行为带来的危害ꎮ
通过对儿童青少年静坐行为和身体活动的相关

性分析ꎬ提示静坐总时间、做作业时间均和身体活动

呈低度负相关ꎬ且做作业可能是影响身体活动水平的

最主要因素ꎮ 一方面ꎬ静坐行为一定程度上挤压儿童

青少年身体活动参与ꎬ但另一方面静坐行为与身体活

动可能相对独立ꎬ静坐少动时间并不直接决定身体活

动水平的高低[１９] ꎮ 即便经常进行运动ꎬ长时间静坐行

为仍可能影响健康状况ꎮ 钱青文等[２０] 、任艳峰等[２１]

研究发现ꎬ静坐行为和较长视屏时间是儿童青少年抑

郁、神经过敏等不健康心理状态的危险因素ꎬ且较长

视屏时间和低身体活动水平的联合作用将进一步增

强各种心理问题的发生ꎮ 程改平等[２２] 研究儿童青少

年身体活动模式发现ꎬ身体活动不足往往伴随着静坐

时间过长ꎬ两者叠加作用进一步减少身体能量消耗ꎬ
增加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２３] ꎮ 相关健康教育工作者

指出ꎬ我国小学生对慢病防治相关知识了解甚少ꎬ尤
其是静坐行为对肥胖和慢病危害作用的知晓率较低ꎬ
普遍存在课余时间静坐时间过长等不健康生活方

式[２４] ꎬ应加强健康行为教育和积极行为干预ꎮ 静坐行

为时间过长、屏幕逐渐依赖化ꎬ以及低水平身体活动

联合作用ꎬ将增加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和超重肥

胖风险发生率ꎮ
综上所述ꎬ一方面应加强健康行为教育力度ꎬ提

高儿童青少年对静坐行为危害认知ꎮ 增加静坐行为

中断次数、减少视屏娱乐时间ꎬ倡导步行、骑车等积极

交通方式ꎬ闲暇时进行积极身体活动ꎬ缩短静坐行为

总量ꎮ 另一方面ꎬ家长和教育部门应关注儿童青少年

上学日学业压力过大以及周末视屏时间无管制的问

题ꎬ并适当减轻课业负担和学业压力ꎬ制定每日视屏

娱乐时间规定ꎬ减少静坐行为带来的危害ꎬ促进儿童

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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