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１７２７６３)ꎮ
【作者简介】 　 赵凤(１９９０－　 )ꎬ女ꎬ安徽淮北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方

向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伤害和身心健康状态ꎮ
【通讯作者】 　 孙业桓ꎬ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ｙｅｈｕａｎ＠ ａｈｍｕ.ｅｄｕ.ｃｎ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１１.０４６

儿童忽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赵凤ꎬ李一峰ꎬ孙业桓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ꎬ合肥 ２３００３２

【文献标识码】 　 Ａ
【中图分类号】 　 Ｇ ３５３.１１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１１￣１７５３￣０５
【关键词】 　 虐待儿童ꎻ影响因素ꎬ统计学ꎻ儿童

　 　 儿童忽视( ｃｈｉｌｄ ｎｅｇｌｅｃｔ)是儿童虐待中最常见的

同时也是具有严重危害的类型之一[１－２] ꎮ 儿童忽视不

仅在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ꎬ同时也是世界性的公共卫

生问题ꎮ 研究表明ꎬ忽视会对儿童的行为、情感、认知

和社会发展等方面造成深远影响和损害ꎬ包括智商下

降、情绪调节障碍、低自尊、抑郁、学习成绩不佳[３] ꎮ
有研究者认为ꎬ儿童忽视是一个慢性且不容易被识别

的事件[４] ꎬ应该引起研究者、决策者和照顾者的更多

关注ꎮ 本文将从儿童忽视的概念、测量工具、检出情

况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和进展进

行综述ꎮ

１　 儿童忽视的界定

由于经济、文化、习俗、观念等的差异ꎬ不同国家

或地区对于儿童照顾和养育也有不同理解ꎬ导致对忽

视的界定有所不同ꎬ因此在国际社会上对儿童忽视还

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５－６] ꎮ 目前ꎬ在研究领域比较认

同和认可的儿童忽视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１)世

界卫生组织将儿童忽视定义为“儿童父母或者照顾

者、监护人未能在卫生、教育、情绪发展、营养、住房和

安全的生活等方面为儿童的发展提供足够的保障”ꎬ
包括没有提供适当的监督和保护使儿童免受伤害[７] ꎮ
(２)２００２ 年英国阿伯丁大学的 Ｇｏｌｄｅｎ 等[８] 提出忽视

的定义为“父母或者监护人由于疏忽而没有满足儿童

的基本需求ꎬ以至于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或者发育成长

造成严重的危害或者损伤”ꎮ (３)Ｇｉｂｂｏｎｓ 等[９] 认为儿

童忽视是指“父母、监护人或者照顾者长期性、持续地

对儿童的忽视ꎬ或是没有对儿童提供保护使之避免遭

受任何一种危险ꎬ或没有给予儿童重要的监护和照顾

从而造成儿童健康或成长发育的损伤ꎬ包括非器质性

的生长发育不良”ꎮ

２　 儿童忽视的测量和评估

２.１　 亲子冲突策略量表(Ｐａｒｅｎｔｓ￣Ｃｈｉｌ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Ｓｃａｌｅｓꎬ ＣＴＳＰＣ) 　 由 Ｓｔｒａｕｓ[１０]编制的亲子冲突策略量

表(ＣＴＳＰＣ)对儿童过去 １ 年是否遭受虐待和忽视进

行调查ꎬ 该量表包括轻度躯体虐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ｌ Ｐｕｎｉｓｈ￣
ｍｅｎｔ)、中度躯体虐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重度躯

体虐待(Ｓｅｖｅｒ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忽视(ｎｅｇｌｅｃｔ)４
个方面ꎬ共有 １７ 个条目ꎮ 其中忽视子量表包括 ５ 个条

目ꎬ分别为“在需要有大人陪伴的时候ꎬ却让自己一个

人呆在家” “照顾者只顾处理自己的事情ꎬ看不出他

(她)们很疼爱你” “在饿的时候不能及时做饭或其他

东西给你吃”“生病的时候不能及时就医” “因各种原

因而疏于照顾”ꎮ 忽视子量表的评分标准为过去 １ 年

里从没有发生计 ０ 分ꎬ发生 １ 次计 １ 分ꎬ发生≥２ 次计

２ 分ꎮ
２. ２ 　 儿 童 忽 视 问 卷 ( Ｃｈｉｌｄ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ＣＮＱ) 　 ＣＮＱ 由美国国家牙科和颅面研究所 / 国家药

物滥用研究所(ＮＩＣＤＲ / ＮＩＤＡ)资助的儿童忽视研究课

题组开发[１１] ꎮ 该量表共有 ４６ 个条目ꎬ其中身体忽视

层面有 １６ 个条目ꎬ情感忽视层面 １５ 个条目ꎬ教育忽视

层面 ８ 个条目ꎬ监督忽视层面 ７ 个条目ꎮ 要求受试者

报告过去 ６ 个月是否发生该量表中所列出的事件ꎮ 评

分的范围从“总是发生＝ １”到“从未发生＝ ４”ꎮ
２.３　 忽视量表(Ｎｅｇｌｅｃｔ Ｓｃａｌｅꎬ ＮＳ) 　 由 Ｓｔｒａｕｓ 等[１２]编

制的忽视量表ꎬ包括 ８ 条目和 ２０ 条目量表 ２ 种ꎬ均包

括情感忽视、认知忽视、监管忽视和身体忽视ꎮ 要求

成年人报告父母在童年期间对他 / 她是否有忽视行

为ꎬ评分标准为“完全同意＝ ４”到“完全不同意 ＝ １”ꎬ
得分范围分别为 ８ ~ ３２ 分和 ２０ ~ ８０ 分ꎬ量表得分越高ꎬ
说明受试者在童年时期可能有被忽视的经历ꎮ 在该

忽视量表的基础上ꎬ有改良版本的量表( Ｍｏｔｈｅｒ￣Ｃｈｉｌｄ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Ｓｃａｌｅꎬ ＭＣＮＳ) [１２－１３] ꎬ与忽视量表不同点是询

问母亲是否对自己的孩子有过忽视行为ꎬ计分原则和

判断标准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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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儿童虐待(Ｃｈｉｌｄ 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该量表由 ５７ 项

条目构成[１４－１５] ꎮ 调查问卷包括虐待和忽视 ２ 个子量

表ꎬ其中忽视子量表有 ８ 个条目ꎮ 量表采用 ８ 级评分

标准ꎬ包括“１ ＝从未发生”到“８ ＝ 在过去 １ 年中发生

了>２０ 次”ꎮ
２.５　 中国 ３ ~ ６ 岁城区儿童忽视量表　 该量表常模由

潘建平教授带领的儿童忽视工作组开发研制ꎬ适用于

我国国情[１６] ꎮ 该量表包括身体忽视(１０ 项)、情感忽

视(４０ 项)、教育忽视(１７ 项)、安全忽视(１０ 项)、医疗

忽视(７ 项)等 ９１ 个项目构成ꎮ 采用 ４ 级评分制ꎬ回答

“从未有”计 １ 分至“一直有”计 ４ 分ꎮ 该量表界值点

的具体分值分别是:身体忽视 ３５ 分ꎬ情感忽视 ８０ 分ꎬ
教育忽视 ４０ 分ꎬ安全忽视 ２０ 分ꎬ医疗忽视 １５ 分ꎬ总量

表 １９０ 分ꎮ 被测儿童在某一分量表的得分或者总得分

超过界值ꎬ说明有忽视的可能ꎮ 中国儿童忽视量表常

模还包括中国 ３ ~ ６ 岁农村儿童忽视量表[１７] 、中国城

市 １２ ~ １７ 岁中学生忽视评价常模[１８] 、中国农村 １２ ~
１７ 岁中学生忽视评价常模[１９] ꎮ 以上量表与中国 ３ ~ ６
岁城区儿童忽视量表的结构、评分等级和判定标准相

似ꎬ只是在各个分量表和总量表的条目上略有不同ꎮ
除上述测量量表外ꎬ国际上或者各国也有官方的

报告系统报告儿童虐待或者忽视情况ꎬ如美国卫生和

健康服务部下属的国家儿童虐待和忽视数据系统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ｌｄ Ａｂｕｓ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Ｄａ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ＮＣＡＮＤＳ)和儿童福利系统( Ｃｈｉｌ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ｔｅｗａｙ)中儿童保护服务( Ｃｈｉｌ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ꎮ
非官方的报告系统有美国南加州大学和韩国成均馆

大学联合开发的虐待个案记录系统(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ＭＣＲＡＩ) [２０] ꎮ

３　 儿童忽视检出率现状

３.１　 国外研究中儿童忽视检出率　 有研究对 １７ 个国

家或地区的大学生进行研究ꎬ主要调查父母在其童年

期是否对其有忽视行为ꎬ结果表明ꎬ父母对子女忽视

行为的发生率为 ３.２％ ~ ３６.０％[２１] ꎮ 在美国ꎬ２０１０ 年有

超过 ２００ 万儿童遭受虐待ꎬ其中 ７８.３％的儿童是忽视

的受害者[２２] ꎮ 在苏里南进行的一项关于儿童虐待和

忽视的全国性调查研究发现ꎬ４９.４％的青少年和６０.７％
的青年人遭到忽视[２３] ꎮ 巴西儿童和青少年暴力风险

保护网络数据显示ꎬ有 １９ ３１６ 条家庭暴力记录ꎬ其中

９ ７４２条(５７.０％) 是儿童和青少年被忽视的记录[２４] ꎮ
Ｂｅｄｅ[２５]对尼日利亚中学生的研究结果表明ꎬ中学生总

忽视检出率为 ４９.５％ꎬ其中身体忽视检出率为 ７４.２％ꎮ
英国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的研究发现ꎬ每 １０ 个年轻

人中就有 １ 人在儿童时期曾遭受严重的忽视[２６] ꎮ
３.２　 国内研究中儿童忽视检出率　 在中国ꎬ儿童忽视

也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ꎬ不同地区(城市、农
村)以及不同年龄儿童忽视的检出率也不同ꎮ 采用中

国城市 ３ ~ ６ 岁儿童忽视量表进行研究发现ꎬ忽视检出

率的范围从南宁市的 ６.３％[２７] 到唐山市的 ３６.４％[２８] ꎻ
陕西和重庆中西部农村 ６ ~ １７ 岁儿童总忽视率为

５５.５％[２９] ꎻ昆明 ９ ~ １１ 岁的农村儿童忽视检出率为

３１.３％[３０] ꎻ在苏州市开展的独生子女家庭孩子的调查

发现ꎬ忽视检出率为 ３２.０％[３１] ꎮ 由潘建平教授牵头的

全国协作组在我国 １４ 个省的 ２５ 个城市抽样调查表

明ꎬ中国 ３ ~ ６ 岁城区儿童总忽视率为 ２８.０％[３２] ꎻ采用

“中国城市小学生忽视评价常模”和“中国城市中学生

忽视评价常模”中的量表和评价方法调查显示ꎬ小学

生忽视的总检出率为 ２８.４％[３３] ꎻ利用“中国农村 １２ ~
１７ 岁中学生忽视评价常模” 抽样调查获得中国农村

１２ ~ １７ 岁中学生忽视率为 ４７.３％[３４] ꎮ
国内外对儿童忽视检出率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横

断面研究设计ꎬ较少关注儿童忽视的发展轨迹和变

化ꎮ 基于此ꎬ在儿童样本中进行纵向随访研究来探讨

儿童忽视的动态发展轨迹ꎬ对于儿童身心健康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ꎮ

４　 儿童忽视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现有研究从一般人口学因素、家庭环境因素和心

理因素等方面探讨儿童忽视的相关影响因素ꎬ结果表

明ꎬ儿童的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父母婚姻状况、
留守、家庭贫困、母亲受教育水平、家庭结构、生活质

量、自尊、应对方式等因素与儿童忽视相关[３０ꎬ３５－４５] ꎮ
但是现有的很多研究设计局限于横断面研究ꎬ也有一

些相关因素研究的结果存在争议ꎮ
４.１　 儿童个体因素　 关于儿童忽视与儿童年龄的关

系ꎬ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的官方数据表明ꎬ年龄较

小的儿童比年龄较大的儿童更易受到忽视ꎬ其中婴儿

是忽视发生的最高风险群体[３５] ꎮ 但也有一些研究的

结果显示ꎬ在某些忽视亚型中较大的儿童与较小的儿

童相比通常具有更大的风险[２７ꎬ４６－４７] ꎮ Ｅｇｒｙ 等[４８] 研究

认为ꎬ３ 岁以下儿童更常见的是对健康的忽视ꎬ而较大

年龄儿童的教育忽视更多ꎮ
对于性别与忽视的关系ꎬ相关的研究结果也存在

争议ꎮ 有研究表明ꎬ男性和女性之间忽视的检出率无

差异[２５ꎬ４９－５０] ꎮ 但也有研究结果认为ꎬ不同性别之间的

忽视检出率有差异ꎬ有研究表明ꎬ男性儿童忽视检出

率高于女性ꎬ男性可能是忽视的危险因素[３０] ꎮ
独生子女家庭与非独生子女家庭儿童忽视检出

率的对比表明ꎬ来自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更受忽

视[３０ꎬ３６] ꎮ 独生子女能获得父母乃至整个家庭的关心

和呵护ꎬ因此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遭受忽视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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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低于有兄弟姐妹的儿童ꎮ
４.２　 父母因素　 父母离婚对于儿童来说是一个不良

的童年经历ꎬ父母离婚经常与虐待、忽视或暴力一起

报道[３７] ꎮ 有研究显示ꎬ父母婚姻破裂的儿童遭受虐待

与忽视的风险增加[５１－５２] ꎮ 父母离婚之后ꎬ子女归一方

抚养ꎬ加之父 / 母亲承受工作压力ꎬ有可能疏于对儿童

的照顾ꎻ另一方面ꎬ由于父母再婚或者其他原因ꎬ子女

可能会由祖辈照顾ꎬ也会增加儿童被忽视的可能ꎮ
关于父母教育文化背景与儿童忽视的关系研究

也存在争议ꎮ 有研究认为ꎬ不同父母受教育程度儿童

忽视检出率无差异[５３] ꎮ 但也有研究发现ꎬ父母文化程

度低ꎬ特别是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低ꎬ儿童受忽视的可

能性高[３８] ꎮ
４.３　 家庭环境因素　 有研究表明ꎬ低收入家庭儿童忽

视的检出率较高[３９ꎬ５４] ꎬ研究者认为家庭收入较低ꎬ对
儿童的保健、教育等方面都会产生影响ꎬ父母也不能

提供充分的监护和抚养能力ꎮ 另外ꎬ父母为了给予子

女更好的保健和教育ꎬ需要专心投入工作中ꎬ可能无

法顾及对子女日常生活照顾ꎬ或者父母迫于生计ꎬ外
出务工、经商ꎬ其子女成为留守儿童ꎬ均有可能导致父

母对子女的忽视ꎮ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ꎬ儿童忽视与家

庭收入之间无相关性ꎮ
家庭基本功能对于儿童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性等

发展过程有重要作用ꎮ 家庭结构和功能的破坏会影

响儿童个体的身心发育和健康[５５] ꎮ 有研究表明ꎬ家庭

功能良好的儿童虐待和忽视的检出率较低ꎬ家庭功能

良好是儿童虐待与忽视的保护因素[４０ꎬ５６] ꎮ 单亲家庭

儿童受到虐待的危险性显著高于双亲家庭ꎬ也从侧面

反映了家庭功能障碍与儿童虐待和忽视呈正相关ꎮ
４.４　 心理因素　 自尊在儿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起

重要作用[５７] ꎬ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积极作用ꎬ
对负面情绪也有一定的缓冲作用[５８] ꎮ 王元[４１] 研究表

明ꎬ忽视与自尊呈负相关ꎬ即高中生受到的忽视越多

越容易呈现低自尊ꎮ 社交焦虑是指个体对社会或者

操作情景持续过度的害怕ꎬ且伴有回避行为[５９] ꎮ 儿童

社交焦虑是一种比较常见的ꎬ对儿童成长有损害影响

的慢性心理问题ꎮ 马中锐等[４２] 对重庆市主城区四 ~
六年级儿童研究结果显示ꎬ儿童忽视与社交焦虑呈正

相关ꎬ忽视总分较高、忽视程度较重者的社交焦虑程

度高于轻度者ꎮ 抑郁是指令人不快的情绪状态ꎬ伴随

数种情绪和身体症状的发生ꎬ包括烦躁不安、消极和

悲观态度ꎬ兴趣或满意度丧失和失眠[６０] ꎮ 儿童期遭遇

忽视的儿童忽视经历会降低安全感、成就感和归属

感ꎬ从而影响自尊的水平[４３] ꎻ在成年后与未遭受忽视

的儿童相比ꎬ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低自尊等[４４] ꎮ 儿

童忽视与自尊、社交焦虑、抑郁可能存在相互作用ꎬ今

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采用前瞻性研究设计来探讨儿

童忽视与自尊、社交焦虑、抑郁的因果关联ꎮ 同时也

要研究儿童忽视与自尊、社交焦虑、抑郁可能存在的

交互作用ꎮ
应对方式包括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ꎬ可

作为一种缓冲ꎬ调节压力与身心健康的关系[６１] ꎮ 有研

究发现ꎬ忽视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ꎬ与积极应对方式

呈负相关[４５ꎬ６２] ꎮ 忽视程度越高的儿童在面对压力时

更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ꎮ
综上所述ꎬ儿童忽视对儿童的成长和身心健康有

重要影响ꎮ 儿童忽视不仅受到年龄、性别、心理因素

等的影响ꎬ也受到是否有兄弟姐妹、父母文化程度、父
母是否离婚、留守、家庭功能、家庭人均年收入等多种

因素的共同作用ꎮ 现阶段针对儿童忽视影响的研究

主要是横断面研究ꎬ也有不同的研究结果ꎮ 随访研究

主要应用在儿童忽视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方面ꎬ为今后

研究儿童忽视也提供了一定的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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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超重和肥胖现已成为全球的公共卫生问

题[１－２] ꎮ 常见的流行性肥胖症是由于能量摄入和消耗

间长期不平衡导致的一种反常的、脂肪堆积过多的状

态[３－４] ꎮ 超重和肥胖不仅会大幅度增加糖尿病、高胆

固醇、代谢综合征、睡眠呼吸中止症等非传染性疾病

的患病风险ꎬ而且影响儿童心理健康[５－６] ꎮ 肥胖症的

治疗难度大且长期效果差ꎬ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和生活

质量ꎮ Ｗｈｉｔａｋｅｒ 等[７]研究发现ꎬ排除遗传因素ꎬ如果儿

童在 ５ 岁前脂肪发生早期重聚而患肥胖症ꎬ则成年期

患肥胖症的风险会显著增加ꎮ 世界卫生组织将 ２０２５
年作为能够达到控制儿童肥胖不再增加的目标[２] ꎮ
中国国务院在 ２０１７ 年颁布的«国民营养计划(２０１７—
２０３０ 年)»中明确提出要有效控制学生肥胖率的上升

趋势ꎬ对学生超重、肥胖开展干预ꎬ分析家庭、学校和

社会等影响因素ꎬ提出有针对性的综合干预措施ꎮ

１　 家庭喂养在儿童超重和肥胖形成中的重要性

儿童肥胖的发生与遗传、出生体重、家庭环境、喂
养方式、体育锻炼等因素均密切相关[３ꎬ８－１３] ꎮ 当今对

儿童肥胖危险因素的跨学科研究都从儿童成长的生

态系统出发ꎬ 尤其是幼儿所处的家庭养育环境入

手[１４－１５] ꎮ 家长是儿童最初的食物提供者和控制者ꎬ决
定了儿童早期饮食的频率、食物种类和数量[１６] ꎮ 家庭

喂养与儿童饮食行为、饮食偏好、食物选择和儿童超

重 / 肥胖有显著联系[１７－１８] ꎮ 在对华人儿童肥胖的危险

因素识别中ꎬ家庭喂养更是尤为重要[１５] ꎮ 但对儿童饮

食习惯养成中喂养者的因素和环境的探究和梳理还

不成体系[５] ꎮ 针对儿童早期家庭喂养进行研究ꎬ对于

肥胖症预防和干预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ꎮ

２　 家长对儿童肥胖和喂养的认知

家长对儿童肥胖症的认知和喂养观念是家长采

取积极喂养行为的关键[１９] ꎮ 赵翠娟等[２０] 对上海市郊

区学龄前儿童家长调查发现ꎬ家长对儿童肥胖知识的

知晓率低ꎬ 其中肥胖症判断标准的知晓率父亲为

３６ １２％、母亲为 ３０ ５２％ꎬ肥胖危害的知晓率父亲为

４１ ８６％、母亲为 ４７ ３７％ꎬ肥胖需要从小控制的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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