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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鄂州市学龄前儿童情绪与行为问题ꎬ并分析其与视屏时间的关系ꎬ为制定相关干预措施提供依

据ꎮ 方法　 整群抽取鄂州市 ９ 所幼儿园 １ ７２０ 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ꎮ 问卷由儿童主要带养人填写ꎮ 结果　 被调查儿童困

难总分异常检出率为 ９.８％(１６９ / １ ７２０)ꎬ同伴交往问题异常比例最高(２４.９％)ꎮ 平均每天视屏时间为(１.９５±１.８８) ｈꎬ其中

２.６％的儿童每天超过 ２ ｈꎻ休息日平均视屏时间为(２.８４±２.５８)ｈꎬ其中 １９.１％的儿童每天超过 ２ ｈ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ꎬ学习日、休息日及总视屏时间均与儿童总困难得分和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同伴交往、多动 ４ 个维度得分有关(Ｐ 值均

<０.０５)ꎬ且随着视屏时间的延长ꎬ４ 个维度出现异常的可能性增加ꎮ 结论　 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与情绪行为问题有关ꎮ 学

校和家长应重视对学龄前儿童的视屏行为干预ꎬ采取措施减少儿童视屏时间ꎬ增加亲子和同伴互动交流的时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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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子设备的普及ꎬ儿童视屏暴露时间越来越

长ꎬ范围越来越广ꎬ且逐渐低龄化[１－２] ꎮ 过度的视屏暴

露不仅会损伤儿童的视力ꎬ且与睡眠时间减少、运动

减少等密切相关[３－４] ꎮ 也有证据表明儿童视屏时间与

其情绪和行为问题有关[５－７] ꎮ 以往国内的研究多关注

情绪行为问题状况及其影响因素[６－１３] ꎮ 本研究以鄂

州市学龄前儿童为研究对象ꎬ调查视屏时间、情绪与

行为问题状况ꎬ并分析两者的关系ꎬ可为制定相关干

预措施以减少该年龄段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发生提

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１２ 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

抽取鄂州市内 ９ 所幼儿园ꎬ共调查 ２ ０２４ 名儿童ꎮ 回

收问卷 ２ ０２４ 份ꎬ剔除缺失严重问卷 ３０４ 份ꎬ有效问卷

１ ７２０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８５.０％ꎮ 其中男童 ９５５ 名ꎬ女
童 ７６５ 名ꎻ母亲文化程度以高中 / 中专为主(４０.９％)ꎬ
其次为本科及以上(２６.０％)ꎻ父亲文化程度以高中 / 中
专为主(４１.９％)ꎬ其次为本科及以上(３０.１％)ꎻ大部分

学龄前儿童以顺产为主ꎬ占 ６８.８％ꎻ非纯母乳喂养的占

８５.２％ꎻ８７.７％出生体重在正常范围内ꎮ
１.２　 研究内容及方法

１.２.１　 儿童基本情况 　 包括儿童性别、年龄、母亲文

化程度、父亲文化程度、是否剖宫产、是否足月、是否

母乳喂养及出生体重等ꎮ
１.２.２　 儿童情绪行为问题 　 采用儿童长处和困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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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ＳＤＱ)(父母

版)测量儿童的情绪行为表现ꎮ ＳＤＱ 是由美国心理学

家 Ｇｏｏｄｍａｎ 于 １９９７ 年根据精神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ＩＶ(ＤＳＭ－ＩＶ)和精神与行为分类第 １０ 版(ＩＣＤ－１０)诊

断标准设计和编制的ꎬ 是一个简明的行为筛查量

表[１４] ꎮ 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杜亚松等进行修订ꎬ并
制定了上海常模[１５] ꎮ 该量表包括情绪症状、品行问

题、多动、同伴交往问题、亲社会行为 ５ 个维度ꎬ共 ２５
个条目ꎬ每个条目按 ０ ~ ２ 三级评分ꎬ０ 分表示不符合ꎬ
１ 分表示有点符合ꎬ２ 分表示完全符合ꎬ其中亲社会行

为条目为反向计分ꎮ 情绪症状总分 ０ ~ ３ 分为正常ꎬ４
分边缘ꎬ５ ~ １０ 分异常ꎻ品行问题总分 ０ ~ ２ 分正常ꎬ３
分边缘ꎬ４ ~ １０ 分异常ꎻ多动总分 ０ ~ ５ 分正常ꎬ６ 分边

缘ꎬ７ ~ １０ 分异常ꎻ同伴交往问题总分 ０ ~ ２ 分正常ꎬ３
分边缘ꎬ４ ~ １０ 分异常ꎻ亲社会行为总分 ６ ~ １０ 分正常ꎬ
５ 分边缘ꎬ０ ~ ４ 分异常ꎻ困难总分 ０ ~ １３ 分正常ꎬ１４ ~ １６
分边缘ꎬ１７ ~ ４０ 分异常ꎮ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４９ꎮ
１.２.３　 视屏时间　 视屏时间主要是了解最近 １ 年中ꎬ
儿童学习日和休息日平均每天看电视、手机等电子产

品的时间ꎬ分别计算学习日、休息日及一周的平均每

天视屏时间ꎮ 以 ２００１ 年美国儿科学会推荐的儿童青

少年每天视屏时间不超过 ２ ｈ 为标准ꎬ将视屏时间分

为“≤２ ｈ”和“ >２ ｈ”组[１６] ꎮ
１.２.４　 调查方法　 调查员向幼儿园、家长详细说明本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ꎬ在家长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的情况下进行问卷调查ꎮ 调查前分别对每个班的

班主任就问卷调查的目的和意义、调查内容、问卷填

写方法、调查问卷统一回收标准集中进行现场培训ꎮ
由班主任将问卷发给幼儿园儿童的主要带养人填写ꎬ
填写完毕带回后由班主任统一回收ꎮ 该研究通过武

汉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双人双录入建立

数据库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ꎮ
计量资料使用( ｘ±ｓ)进行统计描述ꎬ计数资料使用例

数、率或百分比描述ꎻ简单线性相关和多元线性回归

用于分析视屏时间与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ꎮ 检

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视屏时间　 学龄前儿童 １ 周中平均每天视屏时

间范围为 ０ ~ ６ ｈꎬ平均(１.９５±１.８８)ｈꎬ“≤２ ｈ”有 １ ６７６
名ꎬ占 ９７.４％ꎻ“ >２ ｈ”有 ４４ 名ꎬ占 ２.６％ꎮ 学习日每日

平均视屏时间范围为 ０ ~ ６ ｈꎬ平均(１.５９±１.８６) ｈꎬ“ ≤
２ ｈ”有 １ ７０６ 名ꎬ占 ９９.２％ꎻ“ >２ ｈ”１４ 名ꎬ占 ０.８％ꎮ 休

息日平均视屏时间范围为 ０ ~ １１ ｈꎬ平均(２.８４±２.５８)
ｈꎬ“≤２ ｈ” 有 １ ３９１ 名ꎬ占 ８０.９％ꎻ“ > ２ ｈ” ３２９ 名ꎬ占
１９.１％ꎮ
２.２　 ＳＤＱ 得分异常状况　 １ ７２０ 名学龄前儿童中ꎬ困
难总分异常的儿童占 ９.８％ꎬ其中同伴交往问题异常比

例最高ꎬ其次为多动和亲社会行为问题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学龄前儿童 ＳＤＱ 各维度异常检出率(ｎ ＝ １ ７２０)

ＳＤＱ 边缘 异常
情绪症状 １５９(９.２) １３４(７.８)
品行问题 ２２７(１３.２) １３７(８.０)
多动 ２１９(１２.７) ３０５(１７.７)
同伴交往问题 ４０３(２３.４) ４２９(２４.９)
亲社会行为 ２７６(１６.０) ２３０(１３.４)
困难总分 ２１７(１２.６) １６９(９.８)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３　 视屏时间与 ＳＤＱ 的关系　 以 ＳＤＱ 总分和 ５ 个维

度分别为因变量ꎬ视屏时间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在调整了性别、年龄、父母文化程

度、分娩方式、出生体重、是否足月、是否母乳喂养和

是否独生子女因素后ꎬ总困难得分及情绪症状、品行

问题、多动、同伴交往问题与视屏时间有关(Ｐ 值均<
０.０５)ꎬ视屏时间长的儿童更可能有以上情绪和行为问

题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与 ＳＤＱ 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１ ７２０)

因变量
视屏

时间

偏回归

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

回归系数
Ｒ２ 值 ｔ 值 Ｐ 值

情绪症状 学习日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１ ４.１２ ０.０１
休息日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９ ３.２９ ０.００
合计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１ ４.２２ ０.０１

品行问题 学习日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１ ２.７６ ０.０１
休息日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１ ２.８０ ０.０１
合计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１ ３.０６ ０.００

多动 学习日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１ ３.５６ ０.０１
休息日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３ ５.３９ ０.０１
合计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２ ４.６４ ０.０１

同伴交往问题 学习日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５.２１ ０.０１
休息日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２ ５.０７ ０.０１
合计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５.７０ ０.０１

亲社会行为 学习日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０ －１.４６ ０.１４
休息日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０ －１.６８ ０.０９
合计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０ －１.７０ ０.０９

困难总分 学习日 ０.３３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０３ ５.９５ ０.０１
休息日 ０.２６ ０.０４ ０.１６ ０.０３ ６.５０ ０.０１
合计 ０.３７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０４ ６.７９ ０.０１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鄂州市学龄前儿童平均每天视

屏时间达到 １.９５ ｈꎬ与赵寓藏等[１７－１８] 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ꎮ 北京市调查的学龄前儿童 １ 周平均每天视屏时间

为(１２０.５±７８.５) ｍｉｎ[１７] ꎬ芜湖市儿童平均每天视屏时

间为(２.０７±１.１８) ｈ[８] ꎮ 研究还发现ꎬ学龄前儿童休息

日平均每天视屏时间接近 ３ ｈꎬ超过 ２ ｈ 的儿童占

１９.１％ꎬ有的学龄前儿童平均每天视屏时间多达 ６ 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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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甚至达到 １１ ｈꎬ提示父母应多注意引导孩子合

理安排视屏时间ꎬ尤其休息日可以安排丰富的业余生

活来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及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等ꎮ
调查对象中ꎬ困难总分异常的儿童占 ９.８％ꎬ与曲

红明等[１９] 报道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

(９.２０％)相近ꎬ略低于方红英等[１２] 调查的铜陵市学龄

前儿童 ＳＤＱ 困难总分异常率(１１.５％)和曾佩佩等[２０]

在柳州市所调查的结果(１１.８％)ꎬ但高于陶慧慧等[２１]

调查的马鞍山地区学龄前儿童困难总分异常率

(７.６％)和盛玉璐等[７] 在扬州市调查的结果(６.４％)ꎮ
可见不同地区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有一定差

异ꎬ但基本在 １０％左右ꎮ 此次调查的 ＳＤＱ 各维度异常

儿童所占比例范围为 ７.８％ ~ ２４.９％ꎬ以同伴交往问题

异常比例最高ꎬ其次为多动症状ꎬ情绪问题异常比例

最低ꎮ 说明该市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不容忽

视ꎬ尤其要关注同伴交往问题和多动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无论学习日、休息

日还是总视屏时间ꎬ均与儿童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同
伴交往、多动 ４ 个维度有关ꎬ且随着视屏时间的延长ꎬ４
个维度出现异常的可能性增加ꎬ与以往研究结果一

致[７] ꎮ 学龄前是儿童情绪、品行、同伴交往等功能发

展的关键时期[２２] ꎬ若此时期忽略了儿童的发育和发

展ꎬ可能会导致一系列情绪和行为问题[２２－２４] ꎮ 有研究

表明ꎬ此年龄阶段的亲子互动、同伴交流等将有助于

儿童情绪行为的发展[１８ꎬ２５] ꎬ而视屏活动ꎬ如看电视、玩
计算机等ꎬ更多的是个体化的娱乐活动ꎬ减少了儿童

与他人接触交流时间ꎬ可能影响儿童情绪行为功能的

发展ꎬ从而出现异常ꎮ 该研究结果提示学校和家长应

重视对学龄前儿童视屏行为的干预ꎬ需要采取措施减

少儿童视屏时间ꎬ增加亲子和同伴互动交流的时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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