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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涉世未深，不能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上很好地辨别具有

欺骗性、误导性的信息。而这个年龄段强烈的好奇心又驱使着他们探

寻新奇的互联网世界，给社会带来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的挑战。

移动互联网的海量资讯和多元内容，为未成年人提供了认知世界

的便捷入口。但与此同时，未成年人沉迷手机、个人信息泄露、遭遇

色情暴力内容、甚至遭遇欺凌诈骗等案例，频频见诸报端。未成年人

的网络安全风险不容忽视，突显出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的紧迫性。

本专题了解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的现状、网民对未成年人网络权

益保护的看法、期望的解决措施等，旨在为相关各方提升未成年人网

络权益保护水平提供参考。共有 53364 参与，参加人数在专题调查中

排名第五。

一、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满意度调查

1.1 未成年人上网日益普遍

从社交到娱乐、从阅读到学习，被称为“互联网原住民”的这代

未成年人，在网络的陪伴下展开各种学习与生活活动，未成年人上网

日益普遍。

从网民的整体年龄分布看，网民中 12 岁到 18 岁占 22.46%，所

占比例在所有年龄群体中排名第二，仅次于 19到 24岁的年轻人。



网民年龄分布

网民家庭里有未成年上网的占 73.19%。

未成年人上网比例

1.2 五成以上未成年人对网络安全感持正面评价

调查问卷要求受访网民选择“非常安全/安全/一般/不安全/非常

不安全”中的一项来形容自己日常使用网络的总体感觉。将网民年龄

和网络安全感交叉比对后可见，12-18 岁的未成年人中，认为“非常

安全/安全”的未成年人占比超过五成（50.7%）。

整体来看，感到“一般”和“安全”的未成年人最多，分别占比

39.76%和 38.32%。感到“不安全”和“非常不安全”的较少，分别

占比 6.45%和 3.09%。感到“非常安全”的有 12.38%。



不同年龄网民的网络安全感评价

1.3 未成年人主要使用娱乐、社交类服务

未成年人上网主要以娱乐、社交为主。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游戏

的覆盖率达到 81.06%，占比最高。其次是在线视频和短视频，分别

为 67.49%和 56.66%。使用网络音乐和社交应用的未成年人也较多，

占比分别为 49.93%和 41.88%。



未成年人使用的网络应用服务

网民对未成年人上网的有一定的担忧，但态度倾向于理性和接纳。

60.98%的网民认为不应当反对，但应合理安排上网时间。47.51%的网

民认为上网有助于未成年人缓解学习压力。在有关未成年人上网的担

忧中，缺乏辨识能力、容易沉迷于网络游戏和网络聊天、可能导致不

良生活习惯、容易受不良信息影响是网民的主要考虑因素。

对未成年人上网的态度

1.4 未成年人遭遇的网络安全问题与成年人略有区别

19-80 岁的网民中遭遇不安全问题较为相似，基本均为“利用网



络实施违法犯罪问题”“大数据杀熟”和“网络骚扰行为”。

未成年人遭遇的网络安全问题则较为不同，他们多选“其他”，

这意味着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问题，不可与成年人

的一概而论。从未成年人的留言反馈看，网络暴力的问题较为突出。

大数据杀熟、违法有害信息、网络违法犯罪、网络骚扰也是未成年人

较常遇到的问题。

12-18

岁

19-24

岁

25-30

岁

31-45

岁

46-60

岁

61-80

岁

大数据杀熟 11.92% 17.36% 17.57% 15.63% 14.23% 16.10%

发布、传播违法有害信

息1 11.54% 15.87% 15.66% 14.02% 13.22% 15.05%

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

罪2
12.71% 18.56% 19.38% 19.16% 19.19% 18.32%

其他 32.35% 0.83% 0.91% 1.31% 2.19% 2.14%

侵犯个人信息3 7.99% 14.69% 15.01% 15.53% 14.64% 13.68%

网络入侵攻击4 5.68% 7.49% 7.22% 7.81% 7.59% 8.01%

网络骚扰行为5 11.07% 16.56% 15.75% 17.68% 19.19% 17.26%

为网络违法犯罪提供

帮助
1.71% 3.16% 4.53% 2.86% 2.83% 5.30%

未成年人网络沉迷 5.04% 5.47% 3.97% 5.99% 6.93% 4.14%

不同年龄网民遭遇的网络安全问题

1 淫秽色情、网络赌博、网络谣言、侮辱诽谤、违禁物品信息、暴恐音视频、虚假广告

2 金融网络诈骗、电信网络诈骗、网络支付诈骗、数据违法交易、账号违法交易、侵犯知识产权、套

路贷、网络传销、网络招嫖

3 采集规则不规范、过度采集、个人信息泄露、注销规则不完善

4 病毒木马、Wi-Fi 蹭网、账号被盗

5 垃圾邮件、垃圾短信、骚扰电话、弹窗广告、捆绑下载、霸王条款



1.5 四成网民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现状持满意态度

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状况持正面评价的网民超过四成，比较

满意的有 31.57%，非常满意的有 9.79%，合计 41.36%。另有 36.16%
的网民认为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状况一般。

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状况的评价

1.6 网络沉迷是网民最关注的未成年人上网问题

网民对未成年人上网时的网络沉迷、接触色情暴力信息较为关注，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网络沉迷，覆盖率达到 37.71%。



对未成年人相关问题的态度

面对防止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的措施，66.11%的网民认为限制未成

年人浏览不适宜的网站和信息比较有效，57.2%认为应限制未成年人

上网时间和时长，55.75%认为学校应进行宣传教育并采取适当措施，

52.24%认为父母应对未成年子女上网进行监督约束。

防止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的态度

二、未成年人移动互联网使用现状调查

在南都大数据研究院的倡议下，由南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心、

南都民调中心、南都教育联盟等组成的课题组，于 2019 年 4 月至 7
月期间发起全国问卷调查，并组织课题组成员赴河南、山东、附件、

广东、北京五省市进行了田野调查与个案收集，深入分析了移动互联

网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与潜在风险。

本次调查共收回 4509 份有效问卷，其中包括 1034 份学生问卷、

1682份家长问卷、345 份老师问卷和 998 份社会问卷。

2.1 未成年人移动互联网使用情况

（1）半数孩子有手机，有手机比例随年龄提升

未成年人的移动互联网“触网”行为，与手机息息相关。调查显

示，51.06%的学生拥有自己的手机。24.95%的学生没有自己的手机，



但可以经常使用父母的手机。

未成年人手机拥有情况

交互分析发现，拥有手机的未成年人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提升。

随着孩子的成长，家长逐渐放款孩子对手机的使用。出于联系方便、

安全等考虑，家长也会倾向于给孩子手机。

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拥有手机的情况



（2）除了娱乐，未成年人也会使用手机学习

调查显示，未成年人使用手机的前五项用途分别是听歌（67.18%）、
学习（62.98%）、看视频（53.18%）、玩游戏（40.59%）和社交（31.81%）。
除了娱乐，也会有孩子通过手机进行学习。

未成年人手机主要用途

值得注意的是，男生比女生更爱用手机玩游戏。调查中有 69.19%
的女生表示会用手机学习，只有 24.45%会经常用手机玩游戏。而男

生经常玩游戏的占比达 58.09%，略高于选择学习的比例（56.23%）。



不同性别未成年人手机主要用途

据调查，炫酷、新奇、标榜自己与他人不同、渴望融入群体等，

是青春期特有的心理需求，未成年人往往需要一个例证来证明自我价

值，获得外界的关注。而游戏是最容易实现、在同龄人社交圈层中被

讨论最多的。因此，在游戏中交朋友、证明自我价值，是未成年人热

衷游戏的主要心理动因。同时，中心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学习成绩较

差、在现实中难以获得老师与家长肯定的学生，对游戏的依赖程度比

普通学生更深。

（3）未成年人常用手机应用：社交软件居首，短视频紧随其后

调查发现，社交类和短视频类应用更受未成年人青睐。受访学生

使用频次最高的手机应用包括：微信、QQ、抖音、百度和快手等。

游戏类应用中最受欢迎的王者荣耀则排在第 12名。



未成年人常用手机应用

与“孩子就是用手机打游戏”的传统观念不同，短视频类应用对

未成年人的渗透与影响需要注意。未成年人在观看短视频的过程中容

易受到其价值观输出的影响。短视频中有关正能量的内容符合未成年

人的成长需求，加上其时间短、趣味性强，更容易被未成年人接受。

但是，碎片化的知识传播方式很难训练处有逻辑、深层次的思维方式。

家长和学校应加强引导。

南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研究中心发现，明星网红视频是未成年人

观看的主要内容之一。网红群体的崛起是近年来的突出现象，他们大

多草根出身，更接地气，受到了未成年人的喜爱。不过，网红数量众

多、发布视频频繁，对平台审核形成较大考研。如何在互联网内容审

核中考虑未成年人的需求与心理，对当红主播的行为与价值观输出进

行有效引导，是互联网平台和监管部门的重要工作。

2.2 未成年人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常见风险

（1）网络欺凌不容小觑，男生受欺凌比重更高

调查发现，12.47%的受访学生表示曾受到网络欺凌，而且男性受

欺凌的比例更高。随着年龄的增长，认为自己受过网络欺凌的学生比

例也整体呈上升趋势。



未成年遭受网络欺凌的情况

（2）两成以上的未成年人曾遭遇色情或暴力信息

除了网络欺凌，色情、暴力嘻嘻也是值得关注的重点问题。调查

显示，21.25%的学生曾遭遇过此类信息，且男生更常遇到。随着年龄

的成长，未成年人遇到色情暴力信息的频率也更高。



未成年人遭遇色情暴力信息的情况

（3）未成年人遇到风险后的主要交流对象是同龄人

遭遇网络风险时，未成年人更愿意与谁交流？调查显示，76.05%
的受访者首选同学或者朋友。比起长辈，未成年人更愿意与同龄人沟

通。



未成年人遇到网络风险时的交流对象

不过，当真正需要求助时，大部分未成年人还是会选择父母。被

问到谁更能帮助自己处理网络风险，58.68%的受访者认为是父母，其

次才是同学或朋友（51.50%）。

未成年人遇到网络风险时的求助对象

三、结论与建议

3.1 引导未成年人健康上网，家长是关键角色

虽然多数网民对未成年人上网持理性和接纳的态度，但有关担忧

也不少。61.55%的网民认为未成年人缺乏辨识能力、容易被网友欺骗。

61.27%的网民认为未成年人容易沉迷在网络游戏和聊天中。58.93%的
网民认为上网可能导致不良生活习惯，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未成年人上网可能遇到安全风险，但网络绝非洪水猛兽。那么，

谁应该在正确引导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南都

网络保护研究中心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在家长、老师、社会人士等不

同群体中，均有七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家长应扮演主要角色。



家长应当认识到，一味地禁止、限制未成年人上网，并不能把未

成年人与网络完全隔绝开来，还可能激发未成年人的叛逆心理。不如

与未成年人多沟通，引导他们正确使用手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处儿童项目保护官苏文颖表示，孩子

在生活在一个布满屏幕的世界里，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之，要和孩子一

起探索如何更好、更安全地利用智能手机、让技术助力孩子的成长。

南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心此前调研发现，在使用手机上网时，

能够得到父母更多引导与陪伴的孩子，遭遇网络风险的概率也较低。

父母有无管理对未成年人遭遇网络风险的影响

3.2 加快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工作

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权益，需要有法可依。目前，我国已基本建

立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体系，但网络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标准还存在空前，正在陆续制定中。

《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增设网络保护专章，《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条例》有望在今年或明年年初出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在修

订过程中，《网络安全法》里也增加了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内容。

今年 5 月 31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则发布了《儿童个人信息

网络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加快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立法工作，有利于从源头和机制上保护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立法部门要结合新情况制定、细化法律法规，职

能部门则应明确监管职责，对违规行为加强惩处力度。通过立法建立

行为准则、约束准则，相关职能部门、网络平台和家长、学校才能在

有法可依的基础承担起责任。

3.3 网络权益保护知识具备专业性，需要专门学习

网络世界自有其运行规律，网络权益保护的相关知识同样需要专

门学习。政府部门应推动教师和家长群体开设网络安全与素养课程，

促进家校联合，使得未成年人能在学校和家长的陪伴下更健康、更安

全地上网。

从实际调查来看，未成年人遇到网络安全风险后，更倾向于找同

龄人交流、找家长求助。在找谁交流的问题中，只有 8.98%的学生选

择了老师，比“不说（15.57%）”和“上网倾诉（14.37%）”的比例还

低。在选择求助对象时，只有 24.55%的学生选择老师或学校，低于

父母、同学朋友、警察。可见，老师和学校虽然承担了未成年人系统

教育的艰巨工作，但在网络安全保护方面的教育还比较缺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童小军认为，虽然家长在未成年人引

导中应承担主要责任，但有效解决“如何正确引导教育”这一问题的

突破口在于“网络素养教育进课堂”。她认为，网络素养实际是社会

行为的一部分，学校不应该一刀切地一律不许网络进校园，而是将网

络素养教育纳入到常规教育中。

广东已在全国率先将媒介素养教育列入地方课程。这项工作的重

要推动者，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媒介与教育工委会常务副主任、广州市

少年宫副主任张海波介绍，目前广东以地方课程为抓手，将网络安全

和媒介素养教育列入教师信息化能力提升工程，纳入继续教育学分，

对省内的上万名老师进行了专题培训，并在全省的小学幼儿园、青少



年宫开展大规模网络素养教育“双进”（进校园进家庭）活动。

3.4 互联网企业应围绕未成年人需求建设保护机制

目前，多家互联网企业推出了过滤内容、限制时长、限制打赏等

“一刀切”式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但南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心实

际调研发现，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很少真正开启相关模式。

多名初中学生反映，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内容过于枯燥无聊，看

不到他们喜欢的内容。此外，一些视频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只有

观看功能，没有评论、点赞等互动功能，加上视频内容单一，无法对

未成年人形成吸引。

据中心观察，未成年人的需求丰富而细腻，而目前的种种未成年

人保护模式，“一刀切”地呈现较为单一和同质的内容，得不到未成

年人的喜爱，也就变得形同虚设。

不吸引未成年人的保护模式就变成了空谈。互联网企业除了做好

内容筛查工作，还须结合未成年人的需求，打造真正符合未成年人兴

趣的平台保护机制。

3.5 技术或可为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兜底

理论上说，每个人的网络行为都会留存下来。互联网时代最受追

捧的“用户画像”，为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此前，中心曾在不实名注册、关闭家长保护模式的状态下，尝试

邀请未成年人手持酒瓶在几个视频直播类平台上直播（经其家长同

意），抖音平台在直播开始 1 分钟后就提示违规，立即封禁了直播。

据腾讯介绍，腾讯也有类似的机制，如果一个注册为成年人的用户在

游戏中的行为模式疑似未成年人，他们可能会联系用户确认年龄。

以上案例说明，即便是没有开启特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平台

仍然能通过专门的技术设计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权益。不过需要注意

的是，这种办法更像是一种事后补漏的兜底，不能在一开始就防止未



成年人受到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的基础，仍然是家长的

陪伴和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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