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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调查上海市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学生步行时使用手机现状ꎬ为提供针对性干预提供指导ꎮ 方法　 采

用方便整群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选取上海市 ４ 所普通高中和 ２ 所职业高中高一年级共 １ ７７７ 名学生进行网上问卷调

查ꎬ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信息和步行相关情况ꎮ 结果　 不同道路环境及步行状态中ꎬ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学生分别在

“等待红绿灯时”和“小区道路”使用手机频率最高(选择“较多”学生比例普通高中分别为 ２４ ６％和 ２１ ２％ꎬ职业高中分别

为 １８ ８％ꎬ２１ ４％)ꎬ除小区道路外ꎬ所有道路环境中职业高中学生手机使用率均高于普通高中学生( χ２ 值分别为 ３０ ４７ꎬ
１３ ２２ꎬ９０ ７２ꎬ７９ ０１ꎬ２９ ８８ꎬＰ 值均<０ ０１)ꎻ听音乐是步行时使用手机的主要用途ꎬ步行时超过一半时间在听音乐的学生比

例在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分别为 ３１ ２％ꎬ２４ ２％ꎻ获取信息所必须(导航等)是最主要的促进因素ꎻ近 ５０％学生认为步行时

使用手机会增加自己出行时不注意交通信号灯、路况等危险行为ꎬ且 ３０％左右普通高中ꎬ５０％职业高中学生认为崴脚、绊
倒、碰撞等事件的发生与步行手机使用有关ꎮ 结论　 步行手机使用情况在高中生中较为常见ꎬ且在职业高中学校学生中更

普遍ꎮ 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学生在使用现状、主要用途、促进因素和接受教育等方面均存在差异ꎮ 应根据学生特点ꎬ开展

集学校教育、家长教育、同伴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一体的步行安全教育ꎬ强化学生出行安全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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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ꎬ２０１５ 年道路交通伤害是全球 １０ ~ １９ 岁儿童青少年的首位死因以及 １０ ~ １４ 岁男生
的主要死因之一ꎬ导致 １１ 万余名儿童青少年死亡[１] ꎮ
全世界每年在道路上受伤或死亡的儿童中ꎬ有 ３８％是
行人[２] ꎮ «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
用和阅读实践报告(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３] 显示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的总体普及率达 ９８.１％ꎮ
«中国儿童道路交通伤害状况研究报告» [４] 显示ꎬ多数
中学生会在步行时频繁使用电子设备ꎬ由此导致注意
力分散ꎬ从而影响个人安危ꎮ 国外已有文献证明分心

０５６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１



步行会造成行人各类危险行为发生率明显上升[５] ꎬ行
人步行时因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分心所导致的急诊

数量不断上升[６] ꎮ 自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７] 以来ꎬ我国对职业教育

越来越重视ꎬ投入力度也不断加大ꎬ但由于生源、教学

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ꎬ一些安全问题也逐渐暴露ꎮ 本

研究旨在通过调查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学生步行时

使用手机现状、影响因素和导致危险行为后果的差

异ꎬ为减少学生步行分心行为的干预提供指导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通过

方便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上海市 ２ 个区的 ４ 所普通高

中和 ２ 所职业高中ꎬ以所有高一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ꎮ
共发放问卷 １ ８３３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７７７ 份ꎬ有效应

答率为 ９６.９４％ꎮ 其中普通高中生 ７７２ 名ꎬ职业高中生

１ ００５ 名ꎻ男生 １ ０２９ 名ꎬ女生 ７４８ 名ꎮ 在性别、是否独

生子女、交通事故史、是否携带手机方面ꎬ普通高中和

职业高中学生构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７９.６０ꎬ１０７.５０ꎬ１７.９１ꎬ１３５.７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本调查经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ꎬ调
查对象均知情同意后进行ꎮ
１.２　 方法　 采用网上问卷调查ꎮ 问卷内容包括:(１)
人口学基本信息ꎻ(２)步行时使用手机对出行危险行

为(如不注意信号灯、不注意路况等)影响程度判断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７ꎻ(３)促使学生步行时使用手

机的因素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５ꎻ(４)过去 １ 个月ꎬ
步行时手机使用整体情况和不同道路状态下手机使

用情况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９１ꎬ０.９２ꎮ 所有问题

均采用 ７ 等级划分ꎬ随等级增加ꎬ代表频率增加或影响

增大ꎮ 手机对出行危险行为影响程度按照“被影响次

数占步行出行时发生总次数百分比”进行划分ꎬ手机

使用情况按照“不同道路环境下使用手机时间占所对

应环境下出行时间百分比”或“不同方式使用手机时

间占步行出行时间百分比” 进行划分ꎮ “从不” 为 ０ꎬ
“极少” 为 ０ ~ ９％ꎬ“偶尔” 为 １０％ ~ ２９％ꎬ“有时” 为

３０％ ~ ４９％ꎬ“经常” 为 ５０％ ~ ６９％ꎬ“频繁” 为 ７０％ ~
８９％ꎬ“总是”为 ９０％ ~ １００％ꎬ由于选择“经常” “总是”
“频繁”的学生比例均较低ꎬ因此合并为“较多”ꎬ表示

使用时间超过一半ꎮ 不同原因对学生步行时使用手

机的影响程度从“没有影响”到“影响很大”分别赋值

１ ~ ７ 分ꎮ 以“是否通过媒体或宣传栏等途径听说过由

于使用手机造成的交通事故”评估社会宣传教育ꎬ以
“家长是否要求步行时不能使用手机”评估家庭教育

现状ꎬ以“在学校是否接受过步行时不能使用手机的

教育”评估学校教育现状ꎮ
１.３　 质量控制　 以班级为单位ꎬ在班主任或信息课老

师督导下统一在机房填写网上问卷ꎮ 调查前向学生

说明题目没有正确答案ꎬ学生只需根据自己的个人情

况做出选择ꎬ老师不对学生诱导作答ꎬ不做任何评价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包进行资料的统

计分析ꎮ 以百分率、构成比或均数、标准差作为统计

分析指标ꎬ差异性分析采用 χ２ 检验 、皮尔森 χ２ 检验和

独立样本 ｔ 检验(校正 ｔ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过去 １ 个月不同道路环境及步行状态学生手机

使用情况　 普通高中学生“等待红绿灯时”手机使用

频率最高ꎬ占 ２４.６％ꎻ职业高中学生在“小区道路”手

机使用频率最高ꎬ占 ２１.４％ꎻ两类高中学生均在交通繁

忙(车流或人流量很大)道路环境中使用手机频率最

低ꎮ 除“小区道路”外ꎬ其他道路环境下均为职业高中

学生使用手机更加频繁ꎬ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道路环境及步行状态下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学生手机使用情况构成比较

道路环境 学校 人数 从不 极少 偶尔 有时 较多 χ２ 值 Ｐ 值
直行道路 普高 ７７２ ２８３(３６.７) １１５(１４.９) １１８(１５.３) １５０(１９.４) １０６(１３.７) ３０.４７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２５５(２５.４) １５７(１５.６) ２２０(２１.９) ２２０(２１.９) １５３(１５.２)
等待红绿灯 普高 ７７２ ２０３(２６.３) ８２(１０.６) １３１(１７.０) １６６(２１.５) １９０(２４.６) １３.２２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２６６(２６.５) １４８(１４.７) １６８(１６.７) ２３４(２３.３) １８９(１８.８)
过马路 普高 ７７２ ５１１(６６.２) １３１(１７.０) ４１(５.３) ５６(７.３) ３３(４.３) ９０.７２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４７３(４７.１) １６５(１６.４) １３７(１３.６) １３７(１３.６) ９３(９.３)
交通繁忙 普高 ７７２ ５４２(７０.２) １００(１３.０) ３９(５.１) ５４(７.０) ３７(４.８) ７９.０１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５１０(５０.７) １５３(１５.２) １２０(１１.９) １２９(１２.８) ９３(９.３)
交通不繁忙 普高 ７７２ ３５７(４６.２) １４５(１８.８) ９４(１２.２) １１４(１４.８) ６２(８.０) ２９.８８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３６３(３６.１) １６６(１６.５) １７８(１７.７) １７８(１７.７) １２０(１１.９)
小区道路 普高 ７７２ ２０９(２７.１) １０１(１３.１) １３１(１７.０) １６７(２１.６) １６４(２１.２) ３.３６ ０.５０

职高 １ ００５ ２３６(２３.５) １３６(１３.５) １８８(１８.７) ２３０(２２.９) ２１５(２１.４)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步行时使用手机主要用途　 过去 １ 个月内ꎬ学生

步行时使用手机的主要用途均为“听音乐”ꎬ普通高

中、职业高中学校学生选择 “较多” 的学生比例分别

为 ３１.２％ꎬ２４.２％ꎻ使用频率最低用途普通高中、职业

高中分别为“玩游戏”“看视频”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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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学生步行时手机不同使用用途构成比较

使用手机用途 学校 人数 从不 极少 偶尔 有时 较多 χ２ 值 Ｐ 值
手持打电话 普高 ７７２ ２３４(３０.３) １５４(１９.９) １４１(１８.３) １４７(１９.０) ９６(１２.４) ２３.８６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２０７(２０.６) ２０３(２０.２) ２１８(２１.７) ２３４(２３.３) １４３(１４.２)
戴耳机打电话 普高 ７７２ ２６６(３４.５) １２８(１６.６) １３０(１６.８) １３４(１７.４) １１４(１４.８) ２５.３３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２３９(２３.８) １９３(１９.２) １８３(１８.２) ２１９(２１.８) １７１(１７.０)
社交软件 普高 ７７２ ２５４(３２.９) １２０(１５.５) １３３(１７.２) １５５(２０.１) １１０(１４.２) ３６.３７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２０８(２０.７) １５８(１５.７) ２１５(２１.４) ２３６(２３.５) １８８(１８.７)
浏览网页、ａｐｐ 普高 ７７２ ３５１(４５.５) １２１(１５.７) １２２(１５.８) １０８(１４.０) ７０(９.１) ２７.４７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３４１(３３.９) １７３(１７.２) １７５(１７.４) １８５(１８.４) １３１(１３.０)
听音乐等 普高 ７７２ ２３６(３０.６) ７８(１０.１) ９３(１２.０) １２４(１６.１) ２４１(３１.２) ４３.９４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２２１(２２.０) １５３(１５.２) １７９(１７.８) ２０９(２０.８) ２４３(２４.２)
看视频 普高 ７７２ ５２６(６８.１) ９７(１２.６) ４９(６.３) ５９(７.６) ４１(５.３) １０９.１０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４４６(４４.４) １５６(１５.５) １３９(１３.８) １６７(１６.６) ９７(９.７)
玩游戏 普高 ７７２ ５３１(６８.８) ８１(１０.５) ６４(８.３) ５８(７.５) ３８(４.９) １４２.９０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４０８(４０.６) １７０(１６.９) １４３(１４.２) １８０(１７.９) １０４(１０.３)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３　 步行时使用手机对出行的影响　 学生根据过去

经历对由于使用手机导致 ６ 种出行危险行为或后果频

率进行评价ꎬ所有情形均为职业高中学生发生频率更

高ꎬ两类学校学生中最易导致的出行危险行为或后果

均为“不注意交通信号灯”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学生步行时使用手机导致不同出行危险行为或后果发生频率比较

出行危险行为或后果 学校 人数 从不 极少 偶尔 有时 较多 χ２ 值 Ｐ 值
不注意交通信号 普高 ７７２ ３９６(５１.３) １６８(２１.８) ７１(９.２) ９７(１２.６) ４０(５.２) ３１.１６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４１９(４１.７) １９３(１９.２) １５５(１５.４) １６１(１６.０) ７７(７.７)
不注意路况 普高 ７７２ ４６８(６０.６) １４１(１８.３) ５７(７.４) ７７(１０.０) ２９(３.８) ５７.１１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４５６(４５.４) １７６(１７.５) １３３(１３.２) １６６(１６.５) ７４(７.４)
发生轻微碰撞或几乎碰撞 普高 ７７２ ５３０(６８.７) １１２(１４.５) ４６(６.０) ５５(７.１) ２９(３.８) ７６.１４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５１３(５１.０) １４２(１４.１) １３７(１３.６) １４７(１４.６) ６６(６.６)
撞到路边固定装置 普高 ７７２ ５４８(７１.０) １１２(１４.５) ３６(４.７) ４９(６.３) ２７(３.５) ８７.８６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５１９(５１.６) １５４(１５.３) １１６(１１.５) １４７(１４.６) ６９(６.９)
崴脚、跌倒等 普高 ７７２ ５４６(７０.７) １２０(１５.５) ３５(４.５) ４２(５.４) ２９(３.８) １１０.３０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４９０(４８.８) １７２(１７.１) １３３(１３.２) １３８(１３.７) ７２(７.２)
发生较严重碰撞 普高 ７７２ ６０５(７８.４) ７６(９.８) ２４(３.１) ４５(５.８) ２２(２.８) １１２.２０ <０.０１

职高 １ ００５ ５６２(５５.９) １２８(１２.７) １１６(１１.５) １３７(１３.６) ６２(６.２)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４　 教育现状　 学生自评结果显示ꎬ家长在步行时使

用手机的教育最多 ( 普通高中 ９１. １％ꎬ 职业高中

８８.３％)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３.６４ꎬＰ>０.０５)ꎻ普通

高中在 学 校 教 育 最 少 ( ８６. ７％)ꎬ 高 于 职 业 高 中

(８２.７％)(χ２ ＝ ５.２３ꎬＰ<０.０５)ꎻ职业高中学校学生在此

方面感知到的社会教育最少(７８.９％)ꎬ低于普通高中

学校学生(９０.０％)(χ２ ＝ ３９.６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５　 促使学生步行时使用手机原因　 “获取信息所必

须(导航等)”是学生步行时使用手机的主要促进因

素ꎬ且对普通高中学生的影响大于职业高中学生ꎻ“受

家人朋友步行使用手机的影响” “习惯爱好”和“无聊

打发时间”３ 个促进因素对职业高中学生影响均大于

普通高中学生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学生

步行时使用手机促进因素影响程度得分比较(ｘ±ｓ)

学校　 　 人数
家人朋

友使用

认为电话或其

他信息很重要

习惯

爱好

获取信

息必须

无聊打

发时间
普通高中 ７７２ ２.９０±１.８７ ４.３７±２.０４ ３.０５±１.９１ ４.５２±２.０８ ２.８０±１.９３
职业高中 １ ００５ ３.５３±２.００ ４.２２±１.９９ ３.４５±１.９４ ４.２７±２.０４ ３.４８±２.０８
ｔ 值　 　 －６.８１ １.６２ －４.３４ ２.４８ －７.０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ꎬ经常、频繁或总是在步行时打电

话(手持式或戴耳机式)学生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分

别为 ２７.２％和 ３１.４％ꎬ自述曾发生过轻微碰撞或几乎

碰撞的学生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分别为 ３１. ３％ 和

４９.０％ꎮ 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发布的«２０１８ 年青少年步

行使用电子设备分析现状报告» [８] 显示ꎬ４２.０１％的受

访学生自述曾经被撞或险些被撞ꎬ１８.４０％表示发生的

碰撞与电子设备分散注意力有关ꎬ３５.０８％表示总是或

经常边走路边打电话ꎬ与本次研究结果基本一致ꎮ 步

行是高中生最日常的出行方式ꎬ但调研结果显示ꎬ分
心步行情况严重ꎬ迫切需要关注ꎮ

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学生步行时使用手机现状、
影响因素等方面既存在许多共性问题ꎬ也存在一些特

定问题:(１)职业学校学生在步行时使用手机频率整

体高于普通高中学生ꎬ但在等待红绿灯时频率要低于

普通学校学生ꎬ可能是普通高中学校、家长对学生的

监督更加严格ꎬ学生使用手机机会降低ꎬ“等待红绿

灯”由于是静止状态且处于人车分流的环境ꎬ造成学

生极大低估此时的危险性ꎮ 这一认识误区也极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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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造成学生出行危险行为中“不注意信号灯”“不注

意路况”比例高的原因之一ꎮ (２) “听音乐”和“使用

社交软件”已经成为学生使用手机的主要用途ꎬ而当

前对分心步行的研究还主要局限于打电话ꎬ以后的研

究可以扩大研究方向ꎮ 结果还显示ꎬ学生打电话方式

上ꎬ使用戴耳机打电话频率高于手持式ꎮ 有研究表

明ꎬ相比手持式ꎬ戴耳机的方式并不能减少伤害的发

生ꎻ相反ꎬ听音乐、戴耳机打电话等行为都会影响情绪

思维外的听觉ꎬ造成行人对外界警示信息的感知下降

而增大出行危险[９] ꎮ 针对以上ꎬ学校可以通过宣传

报、班会等形式展示更多相关案例、研究数据结果ꎬ不
仅停留于口头警示ꎬ使学生清楚了解到步行时听音

乐、等待红绿灯时使用手机的危险性ꎬ纠正学生安全

意识中存在的误区ꎬ对学生的震撼性、教育性可能会

更大ꎮ (３)职业高中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接受度较低ꎬ
缺乏主动识别危险行为的态度和意识ꎮ 社会宣传对

每个学生的传递量可以认为近似相同ꎬ甚至职业高中

学生由于使用手机频率高可能更容易接受到相关新

闻ꎬ但结果显示职业高中学生所接收到的新闻媒体在

相关方面的教育明显少于普通高中学生ꎬ可能是由于

职业高中学生对相关教育接受程度较低ꎬ不关注或者

视而不见ꎮ (４) 职业高中学校学生对手机依赖性更

高ꎬ安全氛围营造及引导效果较差ꎮ 结果显示ꎬ职业

高中学校学生使用手机的主要不同在于用途上玩游

戏和使用社交软件频率较大ꎬ促进因素上被家人朋友

影响和无聊打发时间影响程度较大ꎮ 因此ꎬ培养学生

多种多样的兴趣爱好ꎬ加强面对面的交流能力尤为重

要ꎮ 此外ꎬ有研究表明ꎬ与经常得到父母提醒过马路

时注意交通安全的儿童相比ꎬ父母不提醒或偶尔提醒

的儿童伤害相关行为发生率较高[１０] ꎮ 提示家庭教育

的重要性ꎬ家长需要持续对孩子进行交通安全教育ꎬ
并起到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ꎬ从小养成儿童的良好习

惯ꎮ 学校要促进发展同伴教育ꎬ形成良好的安全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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