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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早期电视暴露状况及其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
曹慧 严双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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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year-exposure to television and its impact on

时间应限制在 1 h 之内，并且越少越好［8］。但我国尚无相关
的正式推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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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或人群的不同，儿童早期电视暴露的比例及时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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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差异。在美国，一项对 1 051 名 0～6 岁儿童进行的横断

com

面 研 究 显 示 ，每 天 75% 的 儿 童 看 电 视 和 32% 的 看 视 频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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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自己卧室里有电视机［9］；另一横断面研究显示，在 3 月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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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约 40%的孩子规律地看电视、视频或 DVD，在 2 岁时比例
上升至 90%［10］，随着年龄增加，视屏平均时间增加。同样，队
列研究也显示，在控制母亲文化程度、种族、婚姻状况、家庭

久坐行为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生命早期久坐行为

收入等因素后，在 2 岁时每天看电视＞2 h 会使儿童在 6 岁时

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看电视。随着电视普及，儿童电视暴露时

每天看电视＞2 h 的比例增加 2.7 倍［2］。在日本，Cheng 等［5］研

间越来越长，且向小年龄段的儿童发展，此类公共健康问题

究 报 道 在 1.5 岁 和 2.5 岁 儿 童 看 电 视 ≥4 h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已引起人们的关注

。研究显示，生命早期看电视习惯形

29.4%和 24.5%。在泰国，Ruangdaraganon 等［11］研究报道在 6

成后可持续存在，并能预测生命后期不良的健康结局（如肥

月龄、1 岁和 2 岁分别有 98.0%、95.3%和 96.7%的儿童看电

胖、社会心理健康问题以及认知功能损伤等） 。本文就生

视，且 1 岁孩子平均每天看电视时间为（1.23±1.42）h、2 岁增

命早期电视暴露情况及其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进行综述，

加至（1.69±1.56）h。在中国，仅有少部分学者报道过婴幼

以提高公众对早期电视暴露危害的认识，减少儿童行为问题

儿看电视的情况，儿童最早电视暴露的时间为 1 月龄，3 月龄

的发生。

有 34.9%儿童电视暴露、24 月龄达 89.3%，1～12 月龄婴儿平

［1-2］

［3-5］

1. 生命早期电视暴露状况：在现代家庭中，电视已成为

均每天电视和 DVD/VCD 暴露时间为（32.6±56.2）min、13～

儿童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过度看电视对儿童身心

24 月龄幼儿为（63.7±87.5）min、25～36 月龄幼儿为（2.83±

健康的影响促使不同国家建立看电视时间的公共健康和临

2.83）h［12］。提示早期电视暴露的儿童呈现较高比例。
2. 电视暴露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研究已经证实儿童

床指南。
（1）推荐标准：生命早期是儿童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为
了儿童的健康生长和发展，看护人应减少婴幼儿和学龄前儿

和青少年久坐行为能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3］。近年来，不断
有研究提出电视暴露与儿童各种行为问题密切相关［13-14］。

童 看 电 视 的 时 间 。 2006 年 美 国 儿 科 学 会（American

（1）睡眠问题：过去几十年已发表了有关睡眠对记忆形

Academy of Pediatrics，AAP）提出＜2 岁的孩子不推荐看电

成、学习和其他神经认知功能影响的研究［15］。健康的睡眠习

视，≥2 岁的孩子每天视屏时间要＜2 h 。2010 年澳大利亚

惯是确保高质量睡眠的重要部分，而看电视能干扰睡眠，产

政府提出＜2 岁的孩子不推荐看任何电视或使用其他电子媒

生不利的健康后果。

［6］

介（如 DVD、计算机和其他电子游戏），2～5 岁儿童看电视和

Thompson 和 Christakis［16］对家中有＜3 岁儿童的 2 068 个

其他电子媒介每天应该限制在 1 h 之内 。2011 年英国推荐

家庭进行电话调查获得全国性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5 岁的儿童应该减少其除睡眠之外的久坐时间（包括看电

27%的儿童晚上睡觉时间不规律，34%的白天睡眠时间不规

视）。2012 年加拿大在 0～4 岁儿童久坐行为指南中也提

律，且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与晚上和白天睡觉时间不规律显著

出，＜2 岁的婴幼儿不推荐视屏时间；对 2～4 岁的儿童视屏

相关。Cespedes 等［17］对 1 864 名儿童进行前瞻性研究发现，

［7］

从 6 月龄至 7 岁，平均每天睡眠持续时间从（12.2±2.0）h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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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至（9.8±0.9）h，看电视时间从（0.9±1.2）h 增加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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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在 4 岁时 17%的儿童卧室有电视，到 7 岁时卧室有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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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增加到 23%；且每天看电视时间每增加 1 h，睡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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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缩短 7 min；提示儿童看电视时间和卧室有电视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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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减少的睡眠持续时间相关。Marinelli 等［18］通过一项多中

（β＝0.16，P＜0.001）。Pagani 等［14］研究显示，调整个人和家

心的出生队列研究显示，在基线时看电视时间长的儿童睡眠

庭因素后，在 29 月龄时每增加 1 h 的电视暴露，相当于欺负

持续时间较短，并且随着时间推移，父母报告看电视持续时

同学行为增加 10%（95%CI：0.01～0.05）。Tomopoulos 等［28］

间增加的儿童其睡眠持续时间减少。另有研究提出，睡眠持

对拉丁美洲出生队列进行研究显示，媒介暴露与攻击行为和

续时间和媒介的使用相互影响，如在 4 岁时总的媒介使用与

外化性问题均显著相关。Verlinden 等［29］以荷兰的前瞻性纵

6 岁时睡眠持续时间显著相关（β＝-0.06，95%CI：-0.10～

向研究为基础对 3 913 名儿童进行分析显示，年龄小的孩子

-0.02），而 4 岁时的睡眠持续时间与 6 岁时媒介使用也相关

继续电视的暴露能增加外化性行为问题发生的风险，并且在

（β＝-0.10，
95%CI：
-0.14～-0.05） 。

儿童早期长时间电视的暴露可能使先存的外化性问题得不

［19］

（2）注 意 力 问 题 ：注 意 缺 陷 多 动 障 碍（attention deficit

到缓解。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儿童行为障碍中最常见的一

一系列前瞻性的队列也显示，看电视时间的增加与不良

种。多数学者认为 ADHD 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影响

心理健康状况呈剂量反应关系，即看电视时间每增加 1 h，反

所致。但是 ADHD 产生的原因仍不明确，特别是环境因素

社会行为［30］、欺骗［14］和强横［31］比例就会随之增加。另外，一

的影响。近年来，研究发现较长时间的电视暴露是儿童、青

项随机对照试验将 2～6 岁儿童随机分为 2 组（减少视屏时间

少年及其以后注意力问题产生的危险因素。

的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其后的 2、6、9 个月的随访中，发现在

Christakis 等

对全国纵向研究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

干预组父母报告的儿童攻击行为较少［32］。电视暴露一方面

示，母亲报告平均每天在 1 岁时看电视 2.2 h 和在 3 岁时看电

可能通过提供攻击行为的模式直接增加儿童攻击性，另一方

视 3.6 h 的儿童在 7 岁时有 10%出现注意力问题；在控制了孕

面也可能通过影响儿童其他发育问题（如注意力、自我控制、

妇产前物质使用、孕妇精神状况、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

不规律的睡眠习惯、语言发育），间接地影响攻击行为。

［20］

后，儿童 1 岁和 3 岁时每天看电视时间与 7 岁时注意力问题

综上所述，生命早期电视的暴露已经普遍存在，长时间

呈正相关。Miller 等［21］以 170 名 2～5 岁的学龄前儿童为研究

看电视对儿童睡眠、注意力、亲社会行为和外化性行为问题

对象，控制了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后，发现电视

产生影响。但目前我国尚缺乏相关研究，大多数家长并未意

暴露的时间和老师报告的注意缺陷与多动倾向之间存在正

识到儿童不健康看电视习惯的形成及其带来的不良影响。

相关。其可能原因是经常看电视的儿童会对那些不太刺激

因此，应加强电视对儿童行为问题的深入研究，减少电视对

不太有趣的任务（如学校功课）缺乏耐心，注意力集中变得困

儿童的危害，
以期对儿童心理健康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难［20］；还有电视画面的快速转换会引起注意力紊乱，使儿童
难以集中精力专注于某一件事。也有研究提出在 5 岁时看
电视对注意缺陷或多动倾向并没有影响［22］。因此，有关电视
暴露时间和 ADHD 的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3）亲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是人与
人之间在交往过程中维护良好关系的重要基础，对个体一生
的发展意义重大。Cheng 等［5］的前瞻性研究显示，看电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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