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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眠是生命中的重要生理过程ꎬ人的一生中大概

有 １ / ３ 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ꎬ睡眠有助于保护大脑、恢
复体力、提高机体免疫力等ꎮ 对于儿童青少年ꎬ充足

的睡眠对其身心健康发展均有积极的影响ꎬ反之睡眠

不足会导致儿童精力不充沛、抽象思维和记忆力减

退、情绪障碍、物质滥用、甚至影响生长发育等ꎮ 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ꎬ睡眠不足还会增加肥胖、糖
尿病、心血管疾病、感染性疾病等发生的风险[１－７] ꎮ 还

有研究显示ꎬ睡眠时长与儿童青少年吸烟、饮酒、物质

滥用、伤害事故等有关[６ꎬ８] ꎮ 笔者利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开展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资料ꎬ对我国 ６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睡眠状况进行分析ꎬ为制定儿童青

少年相关健康教育与干预措施提供基础数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与人口成比例的整群随

机抽样方法ꎮ 将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单位分为 ４ 类ꎬ即
大城市、中小城市、普通农村、贫困农村ꎮ 第一阶段从

４ 类地区共抽取 １５０ 个县 (区) 作为监测点ꎻ第二阶段

采用与人口成比例的方法ꎬ等距抽取 ６ 个村(居) 委

会ꎻ第三阶段在每个抽中的村(居) 委会中随机抽取

７５ 户ꎮ 调查户中 ６ 岁及以上人群均填写身体活动调

查问卷ꎮ 当每个监测点调查户中 ６ ~ １７ 岁每个年龄组

的儿童少年不足 ２０ 人(男 １０ 人ꎬ女 １０ 人)时ꎬ从附近

的中小学校补充调查ꎮ 共调查我国 ６ ~ １７ 岁儿童青少

年 ３８ ７４４ 名ꎬ其中男生 １９ ６３１ 名ꎬ占 ５０. ６７％ꎻ女生

１９ １１３ 名ꎬ 占 ４９. ３３％ꎮ 城 市 学 生 １９ ４７１ 名ꎬ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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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２６％ꎻ农村学生 １９ ２７３ 名ꎬ占 ４９.７４％ꎮ
１.２　 调查方法　 调查户中儿童的身体活动调查问卷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采用面对面询问的方法进行调

查ꎬ年龄较小的儿童根据具体情况由其本人或家长代

为回答ꎮ 补充调查的人群采用调查员集中讲解ꎬ问卷

当场发放并统一回收的方法进行调查ꎮ
１.３　 相关定义 　 将大城市、中小城市合并为城市地

区ꎬ普通农村、贫困农村合并农村地区ꎮ 睡眠时间包

括午睡时间、夜晚睡眠时间ꎮ 睡眠不足指小学生每天

睡眠时间低于 １０ ｈꎬ初中生低于 ９ ｈꎬ高中生低于 ８
ｈ[９－１０] ꎮ
１.４　 质量控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

所制定总的质量控制考核方案和统一的调查方案与

问卷ꎻ统一培训和考核ꎻ统一数据录入与清理ꎮ 各省

级工作组组织各监测点调查人员培训和考核及监测

点抽样ꎬ对本省所有监测点开展现场督导和质量控

制ꎮ 各监测点制定本监测点质控计划并实施ꎬ安排专

人负责质量控制工作ꎮ
１.５　 统计分析　 采用统一编制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

康状况监测系统平台”进行数据录入ꎬ数据清理和分

析采用 ＳＡＳ ９.３ 软件ꎮ 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２００９
年人口数据对 ６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睡眠时间进行复杂

抽样加权处理[１１] ꎬ采用均数和率描述其睡眠时间及其

分布ꎮ

２　 结果
２.１　 儿童青少年平均每天睡眠时间 　 我国 ６ ~ １７ 岁

儿童青少年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为(８.４５±０.０３)ｈꎮ 城市

与农村接近(８.４３ ｈꎬ８.４８ ｈ)ꎬ大城市、中小城市、普通

农村、贫困农村儿童青少年每天睡眠时间呈递增趋

势ꎻ男女生睡眠时间差异不大(８.４７ ｈꎬ８.４４ ｈ)ꎻ６ ~ １１
岁儿童每天睡眠时间最长ꎬ随着年龄段的增长睡眠时

长呈降低趋势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中国 ６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平均每天睡眠时间[ｘ(９５％ＣＩ)ꎬｈ]

性别与年龄
农村

普通 贫困 小计

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小计
合计

性别 男 ８.４６(８.３８~ ８.５４) ８.５６(８.４３~ ８.６９) ８.４９(８.４３~ ８.５６) ８.３８(８.２９~ ８.４７) ８.４５(８.３６~ ８.５４) ８.４４(８.３６~ ８.５２) ８.４７(８.４２~ ８.５２)
女 ８.４３(８.３５~ ８.５２) ８.５１(８.３８~ ８.６３) ８.４６(８.３９~ ８.５３) ８.３６(８.２６~ ８.４７) ８.４２(８.３３~ ８.５１) ８.４１(８.３３~ ８.４９) ８.４４(８.３８~ ８.４９)

年龄 / 岁 ６~ １１ ８.９７(８.８９~ ９.０６) ８.８０(８.６６~ ８.９４) ８.９２(８.８４~ ８.９９) ９.０４(８.９３~ ９.１５) ８.９９(８.９０~ ９.０８) ８.９９(８.９１~ ９.０８) ８.９５(８.９０~ ９.０１)
１２~ １４ ８.４０(８.３０~ ８.５１) ８.４８(８.３２~ ８.６５) ８.４３(８.３４~ ８.５２) ８.１８(８.０８~ ８.２８) ８.２７(８.１９~ ８.３６) ８.２６(８.１９~ ８.３３) ８.３５(８.２９~ ８.４０)
１５~ １７ ７.６７(７.５２~ ７.８２) ８.１５(７.９５~ ８.３５) ７.８２(７.７１~ ７.９５) ７.４７(７.３２~ ７.６２) ７.６５(７.５１~ ７.７９) ７.６３(７.５１~ ７.７５) ７.７３(７.６５~ ７.８２)

２.２　 睡眠不足的比例　 我国 ６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平

均每天睡眠时间不足的比例为 ６９.８％ꎬ城市略低于农

村(６９.２％ꎬ７０. ３％)ꎬ贫困地区儿童睡眠不足率最高

(７２.０％)ꎬ其他 ３ 类地区儿童睡眠不足率近似ꎻ男女生

睡眠不足率基本相同(６９.７％ꎬ ６９.８％)ꎻ６ ~ １１ 岁儿童

睡眠不足率最高且随着年龄段的增长睡眠不足率呈

下降趋势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中国 ６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睡眠不足报告率 / ％

性别与年龄
农村

普通 贫困 小计

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小计
合计

性别 男 ６９.３(６５.４~ ７３.２) ７１.９(６６.２~ ７７.６) ７０.２(６７.０~ ７３.３) ６８.９(６５.１~ ７２.７) ６９.３(６４.９~ ７３.７) ６９.３(６５.４~ ７３.１) ６９.７(６７.３~ ７２.２)
女 ６９.６(６５.６~ ７３.６) ７２.２(６５.７~ ７８.６) ７０.４(６７.１~ ７３.８) ７０.０(６５.９~ ７４.１) ６９.１(６５.０~ ７３.２) ６９.２(６５.６~ ７２.８) ６９.８(６７.４~ ７２.３)

年龄 / 岁 ６~ １１ ７３.８(６９.７~ ７８.０) ７９.６(７５.３~ ８３.９) ７５.７(７２.６~ ７８.８) ６９.７(６４.７~ ７４.７) ７２.６(６７.７~ ７７.４) ７２.２(６８.０~ ７６.４) ７４.０(７１.５~ ７６.６)
１２~ １４ ６８.３(６２.９~ ７３.７) ７１.１(６２.１~ ８０.１) ６９.３(６４.６~ ７３.９) ７５.２(７１.０~ ７９.４) ７２.９(６９.０~ ７６.８) ７３.３(６９.９~ ７６.６) ７１.２(６８.４~ ７４.１)
１５~ １７ ６３.５(５７.１~ ６９.９) ６０.５(５０.４~ ７０.７) ６２.５(５７.２~ ６７.９) ６３.２(５６.６~ ６９.８) ６０.４(５３.０~ ６７.８) ６０.８(５４.３~ ６７.２) ６１.７(５７.６~ ６５.８)

　 注:()内数字为 ９５％ＣＩꎮ

３　 讨论
人在生命周期中每个阶段都需要充足的睡眠ꎬ但

不同时期所需的睡眠时长不同ꎬ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

根据专家研究成果给出了不同年龄段人群睡眠时间

的建议ꎬ其中建议 ６ ~ １３ 岁儿童每天睡眠 ９ ~ １１ ｈꎬ１４ ~
１７ 岁青少年每天睡眠 ８ ~ １０ ｈ[１２] ꎮ 我国卫生部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中小学生 １ ｄ 中学习、体育活动

时间、睡眠时间给出了要求[９] ꎻ２０１６ 年中国营养学会

编著的«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２０１６)»中再次提到

儿童睡眠时间的推荐[１０] ꎮ 据目前的研究显示ꎬ儿童睡

眠不足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健康问题ꎮ 澳大利亚学

者对 １９０５—２００８ 年来自 ２０ 个国家的 ５ ~ １８ 岁儿童睡

眠时长的分析发现ꎬ在过去的 １００ 多年中ꎬ儿童青少年

的睡眠时长呈现下降趋势[５] ꎮ 美国学者对 １９９１—
２０１２ 年青少年睡眠时间进行的分析结果也显示ꎬ青少

年睡眠时间在这 ２０ 年间呈现下降趋势[４] ꎮ 通过比较

我国 ６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２００２ 年平均

每天睡眠时间也呈现相同趋势[１３] ꎮ
美国 １０ ~ １９ 岁儿童平均每天睡眠时间学习日为

８.８ ｈꎬ周末 １０.３ ｈ[１４] ꎮ 英国 １２ ~ １４ 岁儿童每天睡眠时

间为 ５７０ ｍｉｎꎬ１５ ~ １７ 岁青少年每天睡眠时间为 ５４５
ｍｉｎ[１５] ꎮ 澳大利亚 １２ ~ １４ 岁每个年龄段的儿童每天

９８２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第 ３８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９



睡眠均值都大于 ９ ｈꎬ１５ ~ １７ 岁每个年龄段儿童每天

睡眠均值都大于 ８ ｈ[１６] ꎮ 加拿大调查结果显示ꎬ６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每天睡眠时长为 ５７８.６ ｍｉｎ[１７] ꎻ意大利

调查结果显示ꎬ１ ~ １４ 岁儿童 ７ ~ １０ 岁儿童每天睡眠时

间为 ９.５０ ｈꎬ１０ ~ １４ 岁儿童每天睡眠时间为 ９.００ ｈ[１８] ꎮ
印度调查显示ꎬ１０ ~ １５ 岁儿童每天睡眠时间为 ５４５.４１
ｍｉｎ[１９] ꎮ 我国 ６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平均每天睡眠时间

是 ８.４５ ｈꎬ低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
印度等国家相应年龄段儿童的睡眠时间ꎮ 另外ꎬ本次

调查结果显示ꎬ男生平均每天睡眠时间略高于女生ꎬ
大城市、中小城市、普通农村、贫困农村儿童青少年平

均每天睡眠时间呈递增趋势ꎬ与 ２００２ 年调查结果类

似[１３] ꎮ 可能与经济水平越好的地区ꎬ家庭对孩子的期

望越高、孩子接触电子设备或参加娱乐活动的机会更

多有关ꎮ
我国约 ７０％的 ６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存在睡眠不足

的现象ꎬ且低年龄段儿童睡眠不足率更高ꎬ与 ２００２ 年

调查结果类似[１３] ꎮ 而睡眠对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发育

乃至其一生的健康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ꎬ我国 ６ ~
１１ 岁的儿童正处于小学阶段ꎬ这个年龄段儿童处在生

长发育及各种行为习惯的形成期ꎬ所以着重加强这一

年龄阶段的儿童睡眠习惯养成ꎮ
儿童睡眠时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ꎬ诸如过量光暴

露、噪声污染、喝功能饮料、卧室环境、做作业、参加课

外活动、 父母的管教、 父母情绪及冲突、 上学时间

等[２０－２１] ꎮ 也有研究显示儿童睡眠时长与好坏与其是

否参加中高强度的锻炼、静坐时间、视屏时间、膳食模

式等有关[２２－２３] ꎮ 所以呼吁全社会对儿童睡眠引起足

够重视ꎬ 社会、学校、家庭创造支持性环境ꎬ适当减轻

其学习负担ꎬ鼓励积极参与锻炼ꎬ培养良好的生活方

式与习惯ꎬ以改善我国儿童青少年的睡眠问题ꎮ

志谢　 感谢 ３１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ꎻ各
省级工作队及 １５０ 个调查点项目工作队的调查队员ꎻ全国广大

调查对象的理解和支持ꎻ国家工作队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

劳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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