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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

现状、差异及机制研究
要要要基于家长视角的调查

原晋霞袁 朱晋曦袁 王 希袁 柏宏权

渊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袁 江苏 南京 210097冤

[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袁社会生活智能化程度逐渐提高袁学前儿童接触和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机会

越来越多袁但相关实证研究较为缺乏遥 鉴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社会生活智能化程度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袁研究采用自编

问卷对苏尧浙尧沪尧粤等 7个东部发达地区的 14568位家长进行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现状的调查遥 研究发现袁学前

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呈现普遍化和低龄化特点曰儿童使用的智能产品常见类型依次为智能家电设备尧智能教育设备尧

智能穿戴设备和智能游戏设备曰儿童使用智能产品的主要目的依次为学习尧娱乐和交流曰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对学前儿童

的学习尧娱乐和交流既有积极作用袁也存在消极影响曰家长对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态度不一遥 学前儿童使用人

工智能产品的行为具有年龄差异尧性别差异尧城乡差异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袁且因家庭子女数量及主要照料者的不

同而呈现明显差异曰家长对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态度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关遥 学前儿童如何使用人工智能产品

受产品功能尧儿童个体自身特征及家庭环境的综合影响遥 研究结果为针对性地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提供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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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近年来袁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大批人

工智能产品袁 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

响遥 作为人工智能时代原住民的学前儿童袁在线学习

平台尧智能手表尧智能音箱尧语音助手尧教育机器人等

智能产品已融入其生活遥 有研究认为袁使用教育机器

人有利于提高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1]袁促进其

认知发展袁改善学习效果[2]曰也有研究认为袁传统学习

方式优于教育机器人支持的学习方式袁教育机器人对

儿童的学习效果并无显著影响[3-4]遥还有研究探讨使用

智能产品对学前儿童交往的影响袁发现与语音助手交

谈对儿童的表达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5-6]遥 无论是否愿

意袁学前儿童必将生活在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环境

中遥虽有研究已关注学前儿童人工智能产品的使用现

状及效果袁但总体尚处于起步阶段袁存在研究数量少尧

样本小尧涉及产品范围较窄等问题遥 由于家长与学前

儿童朝夕相处袁对其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情况有长期

观察和准确判断遥本研究对学前儿童家长进行大样本

调查袁探析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情况及其对

儿童的影响袁揭示使用差异及机制遥本研究中袁人工智

能产品指运用人工智能的理论尧方法和技术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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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或系统[7]袁既包括有物理实体的各类机器人袁也

包括虚拟存在并嵌入手机尧电脑尧IPAD等中的各种人

工智能软件[8]遥鉴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均衡袁人工智能产

品最先在一线城市和沿海城市普及袁苏尧浙尧沪尧粤等省

市是智能产品消费的主力[9]袁并从城市向农村渗透[10]袁

因此袁本研究主要选择智能产品先行普及的东部发达

地区的城乡学前儿童家长作为调查对象遥

二尧调查对象与方法

渊一冤调查对象

本研究于 2021年 6月采用在线发放问卷方式袁

对我国苏尧浙尧沪尧粤等 7个东部发达省市的学前儿童

家长展开调查遥 累计回收问卷 15002份袁经筛选剔除

无效问卷渊如答题时间小于 2分钟尧答案选择有明显

逻辑错误等冤后袁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14568份袁有效回

收率 97.1%遥其中袁男童家长 7633名渊52.4%冤袁女童家

长 6935名渊47.6%冤曰城镇家长 12259人渊84.2%冤袁农村

家长 2309人渊15.8%冤曰二胎家长 7732人渊51.4%冤遥

渊二冤问卷编制

首先袁研究团队基于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和对身边

家长的随机访谈袁编制了问卷 1.0版本遥 然后进行两

次预调查遥 第一次袁研究团队在线向 21位家长渊包含

城市和农村家长冤发放问卷并进行访谈袁基于家长对

问题及选项的全面性尧 清晰性和有效性等的意见袁对

问卷进行修订袁形成问卷 2.0版本遥 第二次袁研究团队

使用 2.0版本问卷进行调查并回收问卷 1033 份袁针

对填写者反馈的野对人工智能的理解不清楚冶野有些产

品孩子不常用冶等问题进行了修改和完善遥之后袁采取

方便取样袁将修订后的问卷发给身边的家长袁直至家

长无修改意见后袁形成问卷 3.0版本遥

调查问卷由 4部分构成院渊1冤基本信息袁包括学前

儿童年龄和性别袁父母学历尧职业和家庭收入袁家庭居

住地类型和子女数量等曰渊2冤 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

产品情况袁包括开始使用年龄尧使用种类和使用的主

要目的等曰渊3冤人工智能产品对学前儿童生活的影响袁

包括对儿童学习尧游戏和交往的影响等曰渊4冤家长对儿

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态度遥

渊三冤数据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 SPSS25.0 和 Rost Content

Mining 6.0对数据进行分析遥具体通过 SPSS25.0对儿

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情况进行描述统计与差异性

分析曰 通过 Rost CM 6.0软件对家长作答的开放题进

行词频分析尧语义网络分析与情感分析袁呈现家长对

孩子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态度遥 最后袁通过文献法和

思辨法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遥

三尧研究结果

渊一冤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现状

1. 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普及率和初始年龄

调查数据表明袁95%以上学前儿童使用了人工智

能产品曰从初次接触的年龄来看袁69.9%的儿童在 4岁

前开始使用袁10.5%的儿童早于 2岁遥 可见袁人工智能

产品使用呈现普遍化和低龄化的特点遥

2. 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类型

根据对家长的前期调查发现袁儿童使用人工智能

产品的常见类型有智能家电设备尧 智能教育设备尧智

能穿戴设备和智能游戏设备遥 问卷根据家长对各种产

品类型在儿童生活中使用频率的排序袁对结果进行加

权并计算每种类型产品的得分袁发现儿童常用的智能

产品有智能音箱等智能家电设备袁 其次是智能学习

机尧早教机器人等智能教育设备袁再次是运动手环等

智能穿戴设备袁最后是 VR体感游戏等智能游戏设备遥

3. 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目的

对儿童使用智能产品的主要目的进行调查袁结果

显示袁 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目的以学习为主袁如

使用绘本机器人听故事尧 使用教育软件获取知识等曰

其次是娱乐袁如浏览短视频尧玩电子游戏曰最后是交

流袁如和 Siri或小度等智能产品对话遥

4. 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效果

渊1冤人工智能产品改变了儿童的学习方式袁对学

习的影响利弊参半

当前早教机或智能软件已成为部分儿童的主要

学习方式渊35.2%冤遥 儿童喜欢使用人工智能产品进行

学习的原因有院淤生动的场景和画面给儿童提供身临

其境的体验渊69.7%冤曰于适宜儿童年龄和发展水平的

学习内容渊51.6%冤曰盂适当的交互功能袁儿童易获得鼓

励性的反馈袁增强信心渊49.5%冤曰榆使用简便袁容易操

作渊42.5%冤遥

图 1 家长心目中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对学前儿童学习的影响

但家长认为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对儿童学习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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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影响袁也有消极影响遥 由图 1可知袁积极影响表现

为丰富的学习资源 渊64.7%冤尧 拓宽信息获取渠道

渊59.2%冤和激发儿童学习兴趣渊52.1%冤曰约 30%的家长

认为其促进了儿童学习的个性化尧自主性和独立性袁儿

童可以学到有价值的知识遥 消极影响则表现为过多

野表扬冶会让儿童学习依赖高刺激的反馈袁影响将来适

应真实的学习曰软件的游戏成分多袁学习进度慢曰软件

过于依赖已录制好的课程袁儿童的真实感受被忽视遥

渊2冤部分儿童出现沉迷接受性游戏和自然缺失现

象

接受性游戏是一种作用于传播媒体的游戏形式袁

主要包括看电视尧玩电子游戏等[11]遥 研究发现袁36.8%

的家长指出孩子最喜欢刷抖音尧玩电子游戏等接受性

游戏袁这类游戏大多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袁或使用算

法推荐智能推送视频袁或使用脚本语言改进游戏体验

等遥 35.6%的家长表示儿童因沉迷此类游戏已出现视

力下降尧缺乏锻炼和注意涣散等问题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35.0%的家长认为孩子已出现一

定程度的自然缺失现象遥 具体表现为院淤很少接触自

然环境袁在自然中活动的时间减少曰于对自然的兴趣

降低袁不喜欢走进自然曰盂缺乏对自然的感知能力袁很

少关注自然变化曰榆缺少自然知识曰虞对破坏自然的

行为无动于衷遥

渊3冤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对儿童交往以积极影响为

主袁但也存在消极影响

家长肯定了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对儿童交往的积

极作用院淤24.2%的家长表示儿童不仅和父母尧同伴等

真实世界中的人进行交往袁也会和早教机或手机上的

语音助手进行对话袁拓展了交往对象遥 在和智能产品

对话的过程中袁49.1%的家长认为儿童会野被迫冶重组

语言袁直至让产品听懂自己的问题袁提升了表达能力遥

于43.7%的家长认为使用智能产品可帮助孩子习得一

些交往技巧和策略遥 盂17.0%的家长表示儿童使用智

能手表的野碰一碰冶功能认识了新朋友袁并通过其与同

伴和亲人交往遥 但也有 13.4%的家长认为儿童通过使

用产品模仿了错误的行为袁对交往产生负面影响遥

渊4冤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对亲子关系会产生一定影响

25.3%的家长表示人工智能产品承担了父母部分

养育工作袁减轻了父母陪伴孩子的压力遥16.1%的家长

认为儿童更喜欢听人工智能产品讲故事袁13.3%的家

长认为儿童更喜欢向人工智能产品提问遥 20.1%的家

长认为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减轻了父母清扫房屋等做

家务的负担袁从而增加了亲子陪伴时间袁间接密切了

亲子关系遥

5. 家长对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态度

本研究针对开放性问题野谈谈您对孩子使用人工

智能产品的态度及理由冶的回答袁采用 ROST Content

Mining 方法及对应的 ROST CM 6.0 软件对近 27 万

字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袁以呈现家长对学前儿童使用

人工智能产品的态度遥

首先袁利用情感分析渊Sentiment Analysis冤功能分

析回答文本的情感态度倾向遥家长对于儿童使用人工

智能产品的情感态度倾向包含积极态度渊支持冤尧中性

态度渊不支持尧不反对冤和消极态度渊反对冤三类袁积极

态度占比 30.4%袁 中性态度和消极态度分别为 31.6%

和 38.0%袁不同类型家长数量分布较为均匀袁消极态

度略高遥

其次袁使用词频分析渊Frequency Analysis冤功能统

计文本材料中词语的出现频次渊见表 1冤袁对出现频次

较高的词语进行提炼和总结袁 辅以语义网络分析

渊Sematic Network Analysis冤功能识别文本词汇的关联

和意义遥 家长认为人工智能产品对儿童的学习尧游戏

和交往都产生了一定影响院对于学习袁家长一方面认

为人工智能产品可以扩大视野尧增长知识袁使得儿童

学习更具系统性尧趣味性和交互性曰另一方面也提出

智能产品会导致儿童检索答案过于容易而失去自我

思考的机会尧产品中过多刺激不利于儿童今后学习时

注意力保持等顾虑遥 游戏方面袁家长对孩子因沉迷抖

音尧电子游戏等接受性游戏而不愿参加户外活动表示

担忧遥 交往方面袁家长肯定智能产品对儿童语言表达

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袁但也担心因过度与其交流或将

影响儿童与他人之间真实的互动遥 此外袁家长格外关

心的问题是长期使用人工智能产品会对儿童视力造

成不利影响袁许多智能软件都必须依托电子媒介才能

使用袁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儿童接触屏幕的时间袁

不少家长已发现此问题的严重性并有意识地对儿童

的使用行为进行管控遥

表 1 样本高频特征词及词频表

渊二冤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差异分析

生态系统理论启示我们袁活动是儿童个体与环境

相互作用的过程袁活动受儿童个体特征与环境特征的

序号
关键

词
词频 序号

关键

词
词频 序号

关键

词
词频

1 担心 5762 6 知识 1570 11 能力 533

2 视力 3026 7 方便 1467 12 兴趣 408

3 学习 2953 8 游戏 1366 13 交流 375

4 沉迷 2637 9 丰富 744 14 陪伴 311

5 依赖 1661 10 问题 555 15 拓宽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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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 组别 娱乐渊%冤 渊 冤 学习渊%冤 渊 冤 与人工智能交流渊%冤 渊 冤

年龄

3~4岁 4.68

4.86渊3冤

6.40

31.13***渊3冤

2.80

2.04渊3冤4~5岁 17.17 26.68 10.60

5~6岁 37.83 61.05 24.30

性别
男 31.31

0.04渊1冤
41.22

3.622*渊1冤
19.77

0.00渊1冤
女 28.36 48.92 17.94

家庭居住地
城镇 49.93

3.58*渊1冤
81.71

245.38***渊1冤
32.69

30.14***渊1冤
农村 9.75 12.42 5.02

SES
高于均值 26.60

33.51***渊1冤
59.84

670.04***渊1冤
23.21

37.94***渊1冤
低于均值 33.08 34.30 14.50

淤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算如下院由于目前学界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最佳衡量指标并未达成共识袁对是否将父母职业纳入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算中仍有争议袁本研究借鉴张云运等人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12]及任春荣的计算方法[13]袁采用因子

分析法计算父母各自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平均月收入的合成数值袁 结果得到一个特征根大于 1的主因子袁 其解释了 70.00%的方

差袁因此袁因子负荷矩阵仅呈现主因子 1的系数遥 最终获得公式如下院SES=渊0.88伊父亲受教育程度+0.89伊母亲受教育程度+0.72伊家

庭月收入冤/0.70遥 检查样本儿童 SES分布袁最小值为-7.56袁最大值为 7.71袁呈标准正态分布遥

表 2 不同年龄尧性别尧城乡和 SES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目的比较

影响遥本研究假设儿童个体特征和家庭环境因素会对

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情况及使用效果产生影

响遥 采用二元 logistics回归分析发现袁儿童的年龄尧性

别尧 家庭居住地类型尧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渊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袁SES冤淤和家庭结构可以解释儿童

在是否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及儿童的学习尧游戏和交往

是否受到人工智能产品影响上存在的差异曰采用卡方

检验发现袁上述部分变量还会影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

产品的目的袁卡方检验结果见表 2遥

1. 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存在年龄差异和

性别差异

由表 2可知袁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儿童使用人工智

能产品存在差异遥 5~6岁和 4~5岁的儿童较之 3~4岁

儿童更多地使用智能产品学习袁女童比男童更倾向于

学习遥 由二元 logistics回归分析可知袁儿童年龄每增

长一岁袁喜欢接受性游戏的比率升高 29%袁其交往受

到智能产品影响的比率升高 7.5%曰 男童喜欢接受性

游戏的概率是女童的 1.224倍遥

2. 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存在城乡差异

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具有城乡差异袁主要表现

在院渊1冤由二元 logistics回归分析可知袁城镇儿童的使

用比例显著高于农村儿童袁其使用的概率是农村儿童

的 1.844倍曰渊2冤由表 2可知袁二者的使用目的具有极

其显著的差异袁城镇儿童相较于农村儿童更倾向于使

用智能产品学习和与人工智能交流袁农村儿童则更倾

向于娱乐遥

3.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

产品具有重要影响

由二元 logistics回归分析可知袁儿童的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每提升一个单位袁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比率升高

24%曰其喜欢接受性游戏的概率降低 5%遥 由表 2可知袁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于均值的儿童更多使用智能产品

进行学习和交流袁而低于均值的儿童更倾向于娱乐遥

4. 家庭结构对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具有

显著影响

由二元 logistics回归分析可知袁 家庭子女数量和

主要照料者会显著影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遥 独生

子女家庭中儿童的使用概率是非独生子女家庭儿童的

1.605倍袁其交往受到智能产品影响的概率是非独生子

女家庭儿童的 1.329倍曰 主要照料者为母亲或父母的

家庭袁儿童喜欢接受性游戏的概率比其他家庭低 63%遥

5. 家长对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态度与家庭

居住地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关

基于 ROST软件分析得到家长对人工智能产品

的情感态度数据袁对其进行卡方检验后发现袁不同家

庭居住地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存在显著差异

渊 =4.78袁 =1袁 约0.05曰 =20.59袁 =1袁 约0.01冤遥 家庭

居住地为城镇的尧SES高于均值的家长更倾向于认为

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对儿童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遥

四尧讨 论

结合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袁本研究试图对影响学

注院* 约0.1袁** 约0.05袁*** 约0.0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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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现状和差异的机制展开讨

论遥约翰逊渊Johnson冤等在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野生态科技微系统 冶 理论 渊Ecological Techno -

Microsystem Theory冤[14]遥 该理论认为袁随着科技发展袁

儿童会在生活中接触到日趋多样的科技产品袁因而有

必要关注科技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遥生态科技微系统

是儿童发展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亚系统袁包括科技

产品提供的使用功能和产品使用的环境两个相互分

离的环境纬度袁儿童的使用行为会受到儿童个体因素

及这两个环境的影响遥该理论有助于思考学前儿童智

能产品使用行为的发生机制遥 结合本研究结果袁可以

发现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行为受智能产品

功能尧 智能产品使用环境及儿童自身特征的综合影

响袁如图 2所示遥

图 2 学前儿童人工智能产品使用行为发生机制

渊一冤产品功能是影响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

品行为的基础条件

1. 人工智能产品为学前儿童提供了学习的可能

近年来袁智能教育产品层出不穷袁为儿童提供了

便利的学习资源袁满足了儿童多元的学习需求遥 人工

智能产品借助大数据尧算法推荐等技术袁能够存储与

传递大量的学习资源并根据一定的逻辑进行推送[15]袁

为儿童提供了多领域尧多形式的知识内容曰另外袁一些

基于语音技术的虚拟智能助手也降低了儿童检索信

息的难度袁儿童可以向它们提出任何问题袁快速找到

自己所需要的资源[16]遥

2. 人工智能产品为学前儿童提供了娱乐的可能

电子游戏尧 抖音等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产品为儿

童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娱乐选择遥 一些电子游戏借助神

经网络和遗传算法等技术生成流畅的游戏画面和有趣

的游戏情节袁使得游戏的交互性不断提升[17]袁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儿童使用遥以野抖音冶为代表的短视频软件袁内

容丰富有趣尧通俗易懂袁且结合大数据尧算法推荐等技

术袁能够根据使用者的偏好智能推送其感兴趣的内容袁

野刷抖音冶成为部分儿童休闲时的主要消遣项目遥

3. 人工智能产品为学前儿童提供了交往的可能

儿童可以通过人工智能产品与他人交往袁一些穿

戴式产品支持儿童与他人聊天通话袁且开发出方便儿

童操作的功能袁儿童面对面野碰一碰冶即可添加好友袁

拓宽了儿童的交往方式遥 不仅如此袁儿童还可以直接

与智能产品本身互动袁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袁

一些智能产品可以和人类开展不限定主题的对话[18]袁

增加了儿童的交往对象遥

渊二冤 儿童自身特征是影响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

能产品行为的内在因素

智能产品功能为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行为

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袁但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行为

也受其自身年龄和性别特征影响遥 本研究发现袁儿童

年龄越大袁 使用人工智能产品进行学习的比例越高袁

女孩比男孩更倾向于使用人工智能产品进行学习遥主

体的心智成熟水平会影响其对客体的行为袁而且家长

对儿童如何使用人工智能产品也会根据儿童年龄进

行引导和干预袁对儿童学习的要求会随其年龄增长而

提高[19]遥 女孩一般比男孩更遵从家长的安排袁因此袁表

现出更多使用人工智能产品进行学习的行为遥

此外袁本研究还发现袁喜欢接受性游戏的男孩显

著多于女孩遥 这可能由于男孩性格更具竞争性袁更易

被接受性游戏中刺激的游戏情节和野赢得游戏冶的目

标所吸引而沉浸于游戏当中[20]曰同时袁父母对女孩玩

电子游戏往往有着更严格的监管[21]袁是否实际有机会

进行接受性游戏也会影响儿童对其的兴趣遥

渊三冤家庭环境是影响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

品行为的背景因素

1. 家庭居住地和社会经济地位对学前儿童使用

人工智能产品行为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袁野数字鸿沟冶的内涵和表现

形式不断演化袁可划分为三个层面院数字鸿沟尧新数字

鸿沟和智能鸿沟[22]遥数字鸿沟指设备鸿沟或接入鸿沟袁

表现在个体是否拥有智能设备曰新数字鸿沟指技能鸿

沟袁 表现在个体是否具备对智能设备进行操作的技

能曰智能鸿沟指思维鸿沟袁表现为个体能否理解人工

智能技术的影响遥 本研究发现袁不同家庭背景儿童的

人工智能产品使用呈现三层鸿沟并存的特点遥

首先袁城乡家庭和不同 SES家庭之间所拥有的人

工智能产品资源存在差距遥 调查发现袁家庭居住地为

城镇尧SES高于均值的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概率

显著高于 SES低于均值的农村儿童遥当前大多数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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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市场价格偏高袁 即便是花费较低的智能软件袁

也需以手机或平板为载体袁这无疑提高了家长所需支

付的教育成本袁而城镇家长及 SES较高的家长对于子

女的教育往往有着更高的投入意愿和投入水平[23]袁更

愿意也更有能力为子女购买新兴的教育产品袁这导致

不同家庭背景儿童使用人工智能机会不均等遥

其次袁城乡家庭和不同 SES家庭儿童在实际使用

人工智能产品行为层面存在差异遥城镇儿童和 SES较

高的儿童更多使用人工智能产品进行学习袁而农村儿

童及 SES较低的儿童则更倾向于使用人工智能产品

进行娱乐袁新数字鸿沟在学前阶段已经显现遥 已有研

究发现袁 高学历群体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行为属于

野严肃类应用冶渊Serious Application冤袁他们最大化地利

用互联网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袁而低学历群体则更多

使用人工智能产品进行在线游戏等 野娱乐类应用冶

渊Entertainment Application冤[24]遥 新数字鸿沟形成的主

要原因是家庭文化资本占有量的不同[25]遥 人工智能产

品兼具学习尧娱乐等多种功能袁但儿童如何使用则受

父母的媒介素养和教育素养的影响遥城市优势阶层家

庭由于有对人工智能产品更全面的认识袁也更重视教

育袁因此袁其子女在家长的监督和陪伴下更易形成通

过人工智能进行学习的偏好曰而 SES较低的农村儿童

则由于家长缺乏对人工智能产品的认知袁加之隔代教

育现象普遍袁其得不到合理的管控和引导袁更易将人

工智能产品作为闲暇娱乐的手段遥

最后袁城乡家庭和不同 SES家庭父母对人工智能

产品的认知存在差异袁即存在智能鸿沟遥 尽管本研究

并未调查儿童对人工智能产品的认识袁但通过对家长

对待人工智能产品的情感态度进行调查分析发现袁城

镇家长尧SES高于均值的家长对人工智能产品的积极

倾向更明显遥这些家长对人工智能产品的了解和使用

更深入袁 能够充分认识到其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和改

变袁而农村家长及 SES较低的家长则认为使用人工智

能产品弊大于利遥

深入分析发现袁 三层数字鸿沟之间具有内在联

系遥 首先袁物理层面的数字鸿沟会影响儿童是否有机

会使用一些功能完善但价格不菲的人工智能产品遥只

有有条件使用袁 产品本身的教育功能才可被充分利

用袁形成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严肃倾向曰反之袁只能尝

试部分价格低廉尧 不具有较强教育指向性的产品袁很

容易形成娱乐倾向袁造成新数字鸿沟遥其次袁儿童的实

际使用目的会反作用于家长对人工智能产品的认识遥

严肃类使用倾向让家长看到人工智能对儿童学习的

价值袁娱乐类使用倾向则会让家长保持警惕袁影响其

是否会为儿童购买人工智能产品袁即智能鸿沟反过来

导致数字鸿沟的形成遥

2. 家庭结构和主要照料者对学前儿童使用人工

智能产品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袁独生子女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概率

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遥 可能的原因有院渊1冤独生子女

家长较非独生子女家长有更高的教育消费意愿和能

力[26]袁独生子女家长更加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袁愿

意为子女购置人工智能产品曰而多子女家庭往往面临

着更高的抚育压力袁对非必要的人工智能产品渊如智

能学习机尧穿戴设备等冤的支出会更加保守遥 渊2冤独生

子女比非独生子女孤独袁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兄弟姐妹

互相陪伴玩耍袁可减少对人工智能产品的依赖遥

本研究也发现袁非独生子女家庭儿童的交往受到

人工智能产品影响的程度显著低于独生子女遥 可见袁

尽管人工智能产品可以成为儿童交往的对象袁但相比

之下袁真实的人际互动尤其是年龄相近同胞间的交往

对儿童的吸引力往往更强遥

此外袁主要照料者会影响儿童玩接受性游戏的频

次遥 本研究发现袁母亲单独抚养或父母共同抚养儿童

的家庭袁儿童较少玩接受性游戏遥 因为母亲对子女的

媒介接触有着更为理性的认识和严格的管理 [27]袁同

时袁随着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程度不断提高袁父亲也

会积极投身于子女的抚育中袁并对儿童的媒介使用行

为采取一定干预措施[28]遥 主要照料者为祖辈的家庭袁

由于祖辈缺乏一定的媒介素养袁 加之易宠溺孙辈袁往

往较少对儿童进行干预袁因此袁这类家庭的儿童可能

更常玩接受性游戏遥

五尧结 语

人工智能产品已不可避免地渗入学前儿童的生

活袁对其影响喜忧参半遥 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

的目的和效果受产品功能尧自身特征和家庭环境的综

合影响遥 其中袁家庭环境十分关键遥 总的来说袁为改善

学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行为袁使其发挥对儿童

成长发展的积极作用袁 首先家长需提升智能素养袁提

高对人工智能产品的认识袁正确了解人工智能产品的

积极作用和潜在弊端曰其次袁家长要关注儿童使用人

工智能产品的时长尧频次和主要目的等袁适当参与到

儿童的使用活动中袁对其进行干预和指导袁帮助儿童

利用产品开展有意义的活动袁为儿童创设合理使用人

工智能产品的支持性环境遥此外袁本研究也发现袁家庭

的居住地尧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结构等均对家长对学

前儿童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态度及学前儿童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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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urrent Situation, Differences and Mechanisms of Preschool Children's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in Eastern Developed Areas of China

要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ents

YUAN Jinxia, ZHU Jinxi, WANG Xi, BAI Hongquan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degree of

intelligence in social life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preschool children have more and more

opportunities to access and u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but there is a lack of relevant empirical

studies.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degree of intelligence in social life in the developed eastern areas of

China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this study uses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eschool children's use of AI products among 14568

parents in seven developed eastern areas, such as Suzhou, Zhejiang, Shanghai, and Guangdong.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use of AI products by preschool children is characterized by prevalence and younger age.

The common types of smart products used by children are smart home appliances, smart educational

devices, smart wearable devices and smart game devices in order. The main purposes for children to use

smart products are learning, entertainment and communication. The use of AI products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preschool children's learning, entertainment and communication. Parents' attitudes

toward preschool children's use of AI products are mixed. The behaviors of preschool children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are different in age, gender,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due to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the family and the main

caregivers. Parents' attitudes toward children's use of AI products are correlated with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How preschool children use AI products is influenced by a combination of product feature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and family environment. The study results provide a basis for targeted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eschool Children; Use Status; Difference Analysis; Influenc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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