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北京市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赵寓藏ꎬ吴旭龙ꎬ杨菁菁ꎬ李榴柏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ꎬ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 ２~ ６ 岁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现况及视屏时间过长的影响因素ꎬ为制定近视防控干预措施

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ꎬ对北京 ５ 所幼儿园共计 ３６６ 名在园儿童的家长进行问卷调查ꎬ分析可能导致视屏

时间过长的危险因素ꎮ 结果　 北京市学龄前儿童平均每天视屏时间为(１２０.５±７８.５)ｍｉｎꎬ>１ ｈ / ｄ 的报告率为 ７５ ８％ꎮ 其中

入园日平均视屏时间为(９２.４±７２.８)ｍｉｎꎬ周末为(１９２.４±１１７.０)ｍｉｎ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１ ｈ / ｄ 与

年龄增长(ＯＲ＝ １.６９ꎬ９５％ＣＩ＝ １.１９~ ２.３８ꎬＰ<０.０５)、父母无经常锻炼习惯(ＯＲ＝ ３.０５ꎬ９５％ＣＩ ＝ １.５０ ~ ６.１９ꎬＰ<０.０５)呈正性相

关ꎻ女生是学龄前儿童平均一周视屏时间>１ ｈ / ｄ 的保护因素(ＯＲ＝ ０.４９ꎬ９５％ＣＩ＝ ０.２５~ ０.９９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北京市学龄

前儿童视屏时间超标的比例较高ꎬ周末情况更严重ꎬ儿童性别、年龄、父母锻炼习惯等对学龄前儿童的视屏时间会产生影

响ꎮ 应针对不同影响因素ꎬ开展减少视屏时间的教育和干预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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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由于智能设备和网络媒体高速发展ꎬ电
子产品如平板计算机和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ꎬ儿童青

少年的视屏行为日益增多ꎮ 过长的视屏时间可能会

导致儿童青少年肥胖、身体素质降低、久坐行为及体

力活动减少等问题ꎬ 对儿童视力发育产生不良影

响[１－４] ꎮ 本文旨在研究学龄前儿童视屏行为现状及视

屏时间的影响因素ꎬ为制定近视防控干预措施提供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３ 年 ４—６ 月ꎬ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ꎬ对
北京某城区 ２ 所、郊区 １ 所公立幼儿园及近郊区 ２ 所

私立幼儿园中的 ４００ 名 ２ ~ ６ 岁儿童的家长进行问卷

调查ꎬ共回收 ３６６ 份合格问卷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１.５％ꎮ
其中男童 １７４ 名ꎬ女童 １９２ 名ꎻ２ ~ ６ 岁儿童分别为 ８ꎬ
４６ꎬ９４ꎬ１２３ꎬ９５ 名ꎻ居住在城市的儿童 ２６１ 名ꎬ农村的

儿童 １０５ 名ꎮ 平均年龄(４.７±１.０)岁ꎮ 研究已获得北

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委员会批准(批件号为 ＩＲＢ０００１０５２

４４３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第 ４０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３



－１２０６２)ꎬ所有家长均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根据欧洲的 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ｏｊｅｃｔ 设计的调查

问卷进行修改[５] ꎬ由被调查儿童父母填写ꎮ 问卷内容

包括:(１)学龄前儿童的社会人口学信息(如父母的受

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孩子的身高、体重、性别、
年龄、城乡等居住地)ꎻ(２) 学龄前儿童的饮食行为ꎻ
(３)近 １ 周内视屏静坐行为ꎬ包括入园日和周末看电

视、看计算机、玩电子游戏的时间ꎻ(４)近 １ 周的户外

体力活动ꎬ包括活动次数、活动总时间等ꎮ
２０１８ 年ꎬ中国«学龄前儿童(３ ~ ６ 岁) 运动指南

(专家共识版)»建议“学龄前儿童每天应尽量减少久

坐行为ꎬ其中屏幕时间每天累计不超过 ６０ ｍｉｎꎬ且越

少越好” [６] ꎮ 本次调查中计算出儿童每日看电视、计
算机、玩电子游戏的时间ꎬ求和后定义为每日视屏时

间ꎬ将每日视屏时间>１ ｈ 定义为视屏时间超标ꎬ≤１ ｈ
定义为视屏时间达标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０ 进行问卷数据录

入ꎬ采用统计分析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进行分析ꎬ对分类计

数资料进行 χ２ 检验ꎬ利用 Ｅｎｔｅｒ 法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变量赋值方法:视屏时间>１ ｈ ＝ １ꎬ视屏时间

≤１ ｈ ＝ ０ꎻ男 ＝ １ꎬ女 ＝ ２ꎻ城市 ＝ １ꎬ农村 ＝ ２ꎮ 父母受教

育水平方面ꎬ小学＝ １ꎬ初中＝ ２ꎬ高中＝ ３ꎬ大专＝ ４ꎬ大学

＝ ５ꎬ得出父母学历平均得分ꎮ 家庭经济状况由问卷中

的 ６ 个问题得分相加得来ꎬ问题中家庭住房为平房 ＝
１ꎬ楼房＝ ２ꎻ无计算机、彩色电视机、电话手机、单独房

间、小汽车均＝ １ꎬ有则均 ＝ ２ꎻ得分相加获得家庭经济

得分ꎮ 父母有锻炼习惯 ＝ １ꎬ无锻炼习惯 ＝ ２ꎮ 儿童年

龄方面:２ 岁＝ ２ꎬ３ 岁＝ ３ꎬ４ 岁＝ ４ꎬ５ 岁＝ ５ꎬ６ 岁＝ ６ꎮ 检

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现状　 学龄前儿童 １ 周平

均每天视屏时间为(１２０.５±７８.５)ｍｉｎꎬ总视屏时间不达

标( >１ ｈ / ｄ)的报告率为 ７５.８％ꎮ 看电视的情况比玩

电子游戏的情况严重ꎬ电视仍然是北京市学龄前儿童

最常接触的视屏工具ꎮ 儿童周末的视屏时间明显高

于入园日ꎮ 仅有 ２ 人无视屏时间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学龄前儿童平均每天视屏时间(ｘ±ｓꎬｍｉｎ / ｄ)

时间段
看电视、

ＤＶＤ、计算机
玩电子游戏 总视屏时间

入园日 ６８.１±４９.８(３２.２) ２５.１±３９.０(９.６) ９２.４±７２.８(４８.１)
周末 １３４.４±６８.３(７４.８) ５９.４±６８.２(２７.８) １９２.４±１１７.０(８４.５)
平均一周 ８６.９±４９.５(６３.３) ３４.５±４３.８(２０.５) １２０.５±７８.５(７５.８)

　 注:()内数字为>１ ｈ / ｄ 者所占的比例 / ％ꎮ

２.２　 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的单因素分析　 采用 χ２ 检

验的方法对有关视屏时间的各因素(性别、城乡、父母

受教育水平、父母锻炼习惯、家庭经济状况、静态方面

知识、附近运动场所)进行单因素分析ꎬ结果显示ꎬ父
母有锻炼习惯的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减少( χ２ ＝ ４.７７ꎬ
Ｐ<０.０５)ꎮ 父母对孩子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没有限

制的儿童ꎬ每天视屏时间均大于 １ ｈꎻ有限制的儿童ꎬ
有 ７９.５％的儿童视屏时间超标( χ２ ＝ ４. ３１ꎬＰ < ０. 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组别学龄前儿童每天视屏时间超标率比较

组别 人数
视屏时间

超标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２５ １０７(８５.６) ２.９１ ０.０９
女 １３７ １０６(７７.４)

居住地 城市 ２０１ １６８(８３.６) ２.３５ ０.１３
农村 ５５ ４１(７４.５)

父母受教育水平 高 ９９ ８５(８５.９) ２.２５ ０.１３
低 １６２ １２７(７８.４)

父母是否经常锻炼 是 ８３ ６１(７３.５) ４.７７ ０.０３
否 １７８ １５１(８４.８)

家庭经济状况 好 １４３ １１６(８１.１) ０.０１ ０.９４
不好 １１９ ９７(８１.５)

家长静态方面认知 高 ８８ ７０(７９.５) ０.２７ ０.６１
低 １７４ １４３(８２.２)

居住地附近有无运动场所 有 ２０６ １６５(８０.１) ０.７２ ０.４０
无 ５４ ４６(８５.２)

父母对儿童视屏行为限制 有 ２３９ １９０(７９.５) ４.３１ ０.０４
无 １７ １７(１００.０)

　 注:()内数字为超标率 / ％ꎮ

２.３　 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影响因素分析　 以儿童视

屏时间是否>１ ｈ 为因变量ꎬ将年龄、性别、城乡、父母

受教育水平、家庭经济状况、父母锻炼习惯作为自变

量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年龄增长、父母

无经常锻炼习惯与学龄前儿童平均 １ 周视屏时间>１
ｈ / ｄ 呈正相关ꎬ女生是学龄前过长视屏时间的保护因

素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３６６)

影响因素 β 值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年龄 ０.４８ ７.０４ ０.０１ １.６２(１.１３~ ２.３２)
性别 －０.７１ ４.００ ０.０５ ０.４９(０.２５~ ０.９９)
城乡 －０.２９ ０.５７ ０.４５ ０.７５(０.３５~ １.６０)
父母受教育水平高 －０.３５ ０.７８ ０.３８ ０.７１(０.３３~ １.５３)
家庭经济状况好 ０.１１ ０.４８ ０.４９ １.１２(０.８１~ １.５５)
父母无锻炼习惯 １.１２ ９.５９ ０.００ ３.０７(１.５１~ ６.２５)

３　 讨论

３.１　 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现状　 本次调查的学龄前

儿童一周平均每天视屏时间为(１２０.５±７８.５)ｍｉｎꎬ符合

视屏时间限制标准的仅占 ２４.２％ꎮ 儿童周末平均视屏

时间>１ ｈ 的比例更高(超标率达 ８４.５％)ꎬ且周末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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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屏时间明显更长ꎬ与国内同期的其他研究结果一

致[７－８] ꎮ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２ 年的一项研究对 １ ００４ 名 ３ ~ ５
岁儿童进行调查显示ꎬ儿童平均每日视屏时间为 １３３
ｍｉｎ[９] ꎮ 美国 ２０１１ 年的一项研究对 ８ ９５０ 名学龄前儿

童进行调查ꎬ平均每日视屏时间为 ４.１ ｈ[１０] ꎮ 本次研

究的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总体较欧美发达国家偏低ꎬ
但仍未达到指南要求ꎬ每日视屏时间达标的儿童仅占

１ / ４ꎬ周末视屏行为情况比工作日更严重ꎮ 提示需要

加强对家长的宣传教育ꎬ控制学龄前儿童的视屏时

间ꎬ重点是控制周末时间ꎮ
３.２　 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影响因素　 在本研究中ꎬ儿
童年龄增长、父母无锻炼习惯与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

呈正相关ꎮ 与 Ｈｉｎｋｌｅｙ 等[１１]研究结果一致ꎮ 班杜拉的

社会认知理论中观察学习的理论认为ꎬ人会观察他人

的行为来强化自己的行为[１２] ꎮ 而父母是儿童最直接、
最好的观察学习目标ꎬ父母不经常参加锻炼ꎬ而经常

看电视、计算机、电子屏幕、玩游戏ꎬ儿童也会更容易

进行视屏行为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父母对孩子看电视、
玩计算机的时间没有限制与儿童过长视屏时间有关ꎬ
可见父母对孩子不良行为的限制也非常重要ꎮ 本研

究与徐晓莉等[１３] 在 ２０１３ 年进行的研究ꎬ以及罗春燕

等[１４]在 ２０１０ 年进行的研究结果一致ꎬ即父母对视屏

时间的不限制是视屏时间延长的危险因素ꎮ
在进行儿童青少年减少视屏行为的干预活动时ꎬ

应关注儿童的年龄ꎬ尽早进行干预ꎮ 干预中应强调父

母的榜样作用ꎬ倡导父母带孩子一起进行户外活动或

者锻炼ꎻ鼓励父母作为榜样ꎬ减少视屏行为时间ꎻ注意

限制、控制孩子的视屏时间ꎬ特别是周末视屏时间ꎮ
可以建议父母平时带孩子步行回家或者多散步ꎬ增加

户外活动时间ꎮ
３.３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的局限性是:研究的样

本量较小ꎬ抽样方法不随机ꎬ人群代表性较差ꎮ 此外ꎬ
使用调查问卷来获得视屏时间等ꎬ结果准确性可能不

高ꎬ今后应尽量使用加速度计及行为日记来提高结果

准确性ꎮ 另外ꎬ在进行多因素分析时ꎬ控制的协变量

有限ꎬ仍可能存在未知混杂ꎮ
儿童青少年长时间进行视屏行为严重影响健康ꎮ

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和视力不良流行状况严重ꎬ
应倡导限制儿童长时间进行视屏活动ꎬ增加户外活

动ꎮ 在干预活动中ꎬ提高大众对儿童期视屏行为危害

的认识ꎬ针对学龄前儿童进行早期干预ꎮ 儿童青少年

的视屏行为大多发生在家庭中ꎬ应该提高家长对视屏

行为的关注ꎬ减少家庭中电子产品的暴露ꎬ限制孩子

视屏行为时间ꎬ倡导父母与孩子一起多进行户外活

动ꎬ从而减少儿童视屏时间ꎬ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

康和全面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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