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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婴幼儿期视屏接触时间与孤独症样行为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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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婴幼儿期视屏接触时间与孤独症样行为的关联ꎬ为探索孤独症水平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线索ꎮ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ꎬ调查深圳市龙华区 ２２ ５８６ 名幼儿园儿童的主要养育者ꎬ用自编问卷收集一般人口学变量、视屏接
触时间ꎬ采用儿童孤独症行为量表(Ａｕｔｉｓ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ꎬＡＢＣ)评估孤独症样行为ꎬ分析婴幼儿过早接触视屏对孤独症
样行为的影响ꎮ 结果　 婴幼儿期电视和新一代电子产品的视屏接触时间均随年龄增长而增长ꎮ <１ꎬ１ ~ <２ꎬ２ ~ ３ 岁电视视
屏 ０ ｈ / ｄ 的比例分别为 ６０ １％ꎬ３５ ０％ꎬ２０ ２％ꎬ新一代电子产品视屏 ０ ｈ / ｄ 的比例分别为 ７４ ０％ꎬ５２ ６％ꎬ２６ ８％ꎮ 儿童
ＡＢＣ 量表阳性率为 ５ ３％ꎬ男性(６ ０％)比女性(４ ４％)高[ＯＲ 值(９５％ＣＩ)为 １ ３７(１ ２３~ １ ５４)]ꎮ 各年龄段电视和新一代
电子产品的视屏接触时间均与孤独症样行为有相关性(Ｐ<０ ０５)ꎮ １ 岁内中高视屏组ꎬ２ ~ ３ 岁保持中高视屏接触时间、逐
渐增加视屏接触时间与 ２~ ３ 岁无视屏组相比ꎬ孤独症样行为的风险更高且视屏接触时间越长风险越大(电视视屏组 ＯＲ 值
分别为 ２ １４ꎬ２ ７７ꎻ亲子一代电子产品视屏组 ＯＲ 值分别为 ２.４８ꎬ２.８１ꎬＰ 值均<０ ０５)ꎮ ０~ ３ 岁每日观看视屏≥１ꎬ<１ ｈ / ｄ 组
与无视屏组相比ꎬ电视视屏的 ＯＲ 值分别为 ２ ４５ꎬ２ ０１ꎬ新一代电子产品视屏的 ＯＲ 值分别为 ２ ３３ꎬ２ ０１(Ｐ 值均<０ ０５)ꎮ ０
~ ３ 岁单次视屏接触时间越长孤独症样行为的风险越大ꎬ≥１ ｈ / 次、０ ５ ~ <１ ｈ / 次、１５ ~ ３０ ｍｉｎ / 次与<１５ ｍｉｎ / 次相比ꎬＯＲ 值
分别为 ２ ５０ꎬ１ ７９ꎬ１ ４７(Ｐ 值均<０ ０５)ꎮ 结论　 婴幼儿期过早接触视屏、每日观看视屏总时间过多、单次视屏接触时间过
长均可能增加孤独症样行为ꎮ ２ 岁内的婴幼儿不宜每天视屏ꎬ２~ ３ 岁应控制视屏总时间<０ ５ ｈ / ｄ 且单次视屏<１５ ｍｉ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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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８７２６３９)ꎮ
【作者简介】 　 吴剑波(１９９０－　 )ꎬ男ꎬ广东省江门人ꎬ在读硕士ꎬ医师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行为因素与健康ꎮ
【通讯作者】 　 静进ꎬＥ￣ｍａｉｌ:ｊｉｎｇｊｉｎ＠ ｍａｉｌ.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６

　 　 孤独症谱系障碍( ＡＳＤ) 是以社交功能损害及局
限、重复、刻板的行为和狭隘的兴趣为特征的神经发
育障碍ꎬ并非独立因素所致的疾病ꎬ通常被认为是遗
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ꎬ且病因非常复杂ꎬ受遗传
生物学及环境综合因素影响[１] ꎮ 近年 ＡＳＤ 的患病率

１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



逐年攀升ꎬ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０１８ 年公布数据显
示ꎬ８ 岁儿童 ＡＳＤ 患病率高达 １ / ５９[２] ꎮ 随着传统电子
产品(电视)和新一代电子产品(手机、平板电脑、游戏
机、学习机等)日趋普及ꎬ婴幼儿的视屏接触时间亦显
著增加[２] ꎮ ＡＳＤ 儿童有较高的视屏暴露率ꎬ特别喜欢
在视屏活动上花费大量的时间[３－４] ꎮ 临床已广泛观察
到 ＡＳＤ 儿童对视屏具有强烈偏好并且让其更加安
静[５] ꎮ 笔者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１１ 月对深圳市龙华区 ２２７
所幼儿园开展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ꎬ旨在探明入组儿
童是否存在视屏接触时间与孤独症样行为的关联性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１０—１１ 月在深圳市龙华区各幼儿
园召开 ２０１８ 年新入园儿童家长会ꎬ介绍课题目的和问
卷内容ꎬ经知情同意后入组ꎬ最终调查 ２２ ５８６ 名儿童
的父母ꎬ其中男童 １２ ０５０ 名(５３.４％)ꎬ女童 １０ ５３６ 名
(４６.６％)ꎻ平均年龄为(３.３２±０.７５)岁ꎮ 本研究已通过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批ꎬ所有家长参
与调查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１)基本情况ꎮ 儿童出生日期、儿童性别、
父母学历和职业、家庭收入等ꎮ ( ２) 视屏接触时间ꎮ
传统电子产品(电视)、新一代电子产品(手机 / 平板电
脑 / 游戏机 / 学习机)的视屏接触时间ꎮ 视屏行为分为
否、是、记不清ꎻ视屏接触时间分为 ０ ~ <０.５ ｈ / ｄ、０.５ ~ <
１ ｈ / ｄ、１ ~ <２ ｈ / ｄ、≥２ ｈ / ｄ、记不清ꎮ 单次视屏行为分
为否、是ꎻ单次视屏控制时间分为< １５ ｍｉｎ、１５ ~ < ３０
ｍｉｎ、０.５ ~ <１ ｈ、１ ~ <２ ｈ、≥２ ｈ、记不清ꎮ (３)儿童孤独
症行为量表( Ａｕｔｉｓ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ꎬＡＢＣ)ꎮ 该量
表由 Ｋｒｕｇ 于 １９７８ 年编制ꎬ我国于 １９８９ 年引进ꎬ量表
由家长填写ꎬ１０ ~ １５ ｍｉｎ 即可完成ꎮ 原作者研究显示ꎬ
量表的评定者信度为 ９４％、重测信度为 ９５％ꎻ当筛查

界限分定为 ５３ 分、诊断分定为 ６８ 分时其阳性符合率
为 ８５％ꎮ 在我国多年的临床应用显示该量表的信度
和效度均较好ꎬ是最为常用的孤独症评估量表之一ꎬ
可用于人群的筛查ꎮ 量表包括 ５７ 项孤独症儿童的行
为特征ꎬ每个条目根据其在量表中的不同负荷给予不
同的分数ꎬ分 ５ 级评分ꎬ最后根据总得分评定结果ꎮ 总
分<５３ 分为筛查阴性ꎬ≥５３ 分为筛查阳性ꎻ量表分数
越高ꎬ孤独症样行为症状越严重[６] ꎮ
１.３　 质量控制　 ２０１８ 年 ３—１０ 月ꎬ由课题组成员对入
组的幼儿园开展 ２ 次专题培训ꎬ重点培训保健医生统
一指导语、熟悉调查问卷、填写规范及注意事项ꎬ让实
施过程更加标准化ꎮ 要求各幼儿园在学校召开家长
会ꎬ介绍课题和问卷内容ꎬ经知情同意后发放填写指
南ꎮ 电子问卷设置跳转的逻辑条件ꎬ如果家长漏填ꎬ
系统会自动提示ꎬ确保问卷的完整性和逻辑性ꎮ 幼儿
园保健医生指导儿童主要养育人填写完电子问卷后ꎬ
汇总至幼儿园数据库ꎬ由保健医生进行初次审核问卷
的真实度ꎬ再汇总至课题组进行数据的勘验ꎮ 课题组
还专门成立联络群及时为保健医生解答疑问ꎮ 所有
参与调查的家庭均能免费获得发育行为儿科医师和
儿童保健医师给予的测评报告结果和专业解读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ꎮ 用 χ２ 检验分析一般人口学变量、婴幼儿视屏接触
时间、孤独症样行为的相关性ꎬ进一步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在控制儿童性别、父母学历和职业、
家庭收入等影响变量后ꎬ婴幼儿过早接触视屏、每日
观看视屏总时间、单次视屏接触时间对孤独症样行为
的影响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儿童婴幼儿期视屏接触时间　 见表 １ꎮ

表 １　 儿童电视和新一代电子产品视屏接触时间分布及 ＡＢＣ 量表筛查阳性人数

年龄 / 岁
视屏接触时间 /
(ｈｄ－１ )

电视视屏

人数 ＡＢＣ 量表阳性人数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新一代电子产品视屏

人数 ＡＢＣ 量表阳性人数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１ ０ １３ ５８２ ４８６ １.００ １６ ７１８ ６７０ １.００

>０ ~ <０.５ ２ １８８ １２９ １.６３(１.３３ ~ １.９９) ∗∗ １ ６４３ ９５ １.５０(１.２０ ~ １.８８) ∗∗

０.５ ~ <１ ２ ７４７ ２２８ ２.２１(１.８７ ~ ２.６１) ∗∗ １ ８７８ １８６ ２.４８(２.０９ ~ ２.９４) ∗∗

１ ~ <２ １ １７８ １１４ ２.５５(２.０５ ~ ３.１６) ∗∗ ７６５ ７８ ２.５０(１.９５ ~ ３.２１) ∗∗

≥２ ３１８ ４１ ３.４５(２.４５ ~ ４.８６) ∗∗ ２９９ ３０ ２.３７(１.６１ ~ ２.４９) ∗∗

１ ~ <２ ０ ７ ９１２ ３０２ １.００ １１ ８６９ ４５７ １.００
>０ ~ <０.５ ３ １４９ １２７ １.１０(０.８９ ~ １.３６) ３ ３４９ １４５ １.２３(１.０１ ~ １.４９) ∗

０.５ ~ <１ ５ ５３７ ２８８ １.３３(１.１２ ~ １.５６) ∗∗ ３ ９１５ ２５４ １.７３(１.４７ ~ ２.０２) ∗∗

１ ~ <２ ３ ００８ ２２６ １.９１(１.５９ ~ ２.２８) ∗∗ １ ６４３ １３５ ２.１４(１.７５ ~ ２.６２) ∗∗

≥２ ７３８ ７１ ２.４３(１.８５ ~ ３.２０) ∗∗ ４５６ ４６ ２.６０(１.８８ ~ ３.５８) ∗∗

２ ~ ３ ０ ４ ５５７ １８７ １.００ ６ ０６０ ２４９ １.００
>０ ~ <０.５ ２ ７９１ ８７ ０.８１(０.６３ ~ １.０６) ４ ８８６ １６５ ０.９１(０.７５ ~ １.１２)
０.５ ~ <１ ６ ６８５ ３３８ １.２６(１.０５ ~ １.５２) ∗ ６ １７１ ３２８ １.３６(１.１５ ~ １.６１) ∗∗

１ ~ <２ ４ ９７２ ２６８ １.２８(１.０６ ~ １.５５) ∗ ３ １０１ ２０１ １.６２(１.３４ ~ １.９６) ∗∗

≥２ １ ８６６ １７２ ２.２７(１.８３ ~ ２.８２) ∗∗ １ １２２ ９８ ２.１９(１.７２ ~ ２.８０) ∗∗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婴幼儿期电视和新一代电子产品的视屏接触时
间均随年龄增长而增长ꎮ <１ꎬ１ ~ <２ꎬ２ ~ ３ 岁幼儿电视
视屏 ０ ｈ / ｄ 的比例分别为 ６０.１％ꎬ３５.０％ꎬ２０.２％ꎬ新一

代电子产品视屏 ０ ｈ / ｄ 的比例分别为 ７４.０％ꎬ５２.６％ꎬ
２６.８％ꎮ ２ ~ ３ 岁儿童电视和新一代电子产品视屏≥１
ｈ / ｄ 的比例分别为 ３０.３％ꎬ１８.７％ꎮ 见表 １ꎮ 婴幼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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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次视屏>１５ ｍｉｎ 占 ５２.９％(１０ ０７６ / １９ ０３６)ꎮ <１ꎬ１ ~
<２ꎬ２ ~ ３ 岁新一代电子产品视屏中ꎬ女性比男性多ꎬＯＲ
值(９５％ＣＩ) 分别为 １. ０８ ( １. ０１ ~ １. １５)ꎬ１. １６ ( １. １０ ~
１.２２)ꎬ１.１２(１.０５ ~ １.１９)ꎬ而电视视屏在性别上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ꎮ
２.２　 儿童孤独症样行为 　 ＡＢＣ 量表阳性率为 ５.３％
(１ １９０ 名)ꎬ男性 ( ６. ０％) 比女性 ( ４. ４％) 高ꎬ ＯＲ 值
(９５％ＣＩ)为 １.３７(１.２３ ~ １.５４)ꎮ ＡＢＣ 量表呈现父母学
历越高、家庭收入越多阳性率越低的趋势ꎬ父母亲职
业与 ＡＢＣ 量表得分存在相关性(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婴幼儿期视屏接触时间与孤独症样行为的关联

各年龄段电视和新一代电子产品视屏接触时间均与
孤独症样行为有关联(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４　 婴幼儿期视屏接触时间对孤独症样行为影响的

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控制儿童性别、父母学历
和职业、家庭收入等变量后ꎬ各年龄段视屏组较无视
屏组ꎬ增加孤独症样行为的风险更高且呈现年龄越小
风险越大的趋势ꎮ １ 岁内中高视屏组ꎬ２ ~ ３ 岁保持中
高视屏接触时间、逐渐增加视屏接触时间与 ２ ~ ３ 岁无
视屏组相比ꎬ增加孤独症样行为的风险更高且视屏接
触时间越长ꎬ风险越大(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０ ~ ３ 岁每日
观看视屏总时间越长ꎬ孤独症样行为的风险越大ꎬ≥
１ꎬ<１ ｈ / ｄ 组与无视屏组相比ꎬ电视 ＯＲ 值分别为 ２.４５ꎬ
２.０１ꎬ新一代电子产品的 ＯＲ 值分别为 ２.３３ꎬ２.０１ꎮ 婴
幼儿期无控制儿童单次玩电子产品的时间比控制出
现孤独症筛查阳性的风险更高(ＯＲ ＝ １.３４)ꎮ 单次视
屏接触时间越长ꎬ孤独症样行为的风险越大ꎬ≥１ ｈ /
次、０.５ ~ <１ ｈ / 次、１５ ~ <３０ ｍｉｎ / 次与<１５ ｍｉｎ / 次相比ꎬ
ＯＲ 值分别为 ２.５０ꎬ１.７９ꎬ１.４７ꎬ呈现出单次视屏接触时
间越长ꎬ增加孤独症样行为风险越大的趋势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婴幼儿期视屏接触时间与孤独症样行为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视屏接触时间
ＡＢＣ 量表

阳性人数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１ 岁内中高电视视屏组
　 ２~ ３ 岁无视屏 １２３ １.００
　 ２~ ３ 岁逐渐减少视屏接触时间 １１ １.７１(０.９０~ ３.２６)
　 ２~ ３ 岁保持中高视屏接触时间 ２１１ ２.１４(１.７０~ ２.７０) ∗∗

　 ２~ ３ 岁逐渐增加视屏接触时间 ４７ ２.７７(１.９５~ ３.９５) ∗∗

１ 岁内中高新一代电子产品视屏组
　 ２~ ３ 岁无视屏 ２１１ １.００
　 ２~ ３ 岁逐渐减少视屏接触时间 １１ １.９１(１.０１~ ３.５９)
　 ２~ ３ 岁保持中高视屏接触时间 １７７ ２.４８(２.０１~ ３.０６) ∗∗

　 ２~ ３ 岁逐渐增加视屏接触时间 １８ ２.８１(１.６８~ ４.６８) ∗∗

０~ ３ 岁电视
　 无视屏组 １２３ １.００
　 视屏时间<１ ｈ / ｄ １７２ ２.０１(１.５８~ ２.５５) ∗∗

　 视屏时间≥１ ｈ / ｄ １００ ２.４５(１.８６~ ３.２２) ∗∗

０~ ３ 岁新一代电子产品
　 无视屏组 ２１１ １.００
　 视屏时间<１ ｈ / ｄ １６３ ２.０１(１.６３~ ２.４９) ∗∗

　 视屏时间≥１ ｈ / ｄ ６３ ２.３３(１.７３~ ３.１３) ∗∗

０~ ３ 岁单次视屏控制情况
　 控制 ２５９ １.００
　 无控制 ９３１ １.３４(１.１６~ １.５４) ∗∗

０~ ３ 岁单次视屏时间
　 <１５ ｍｉｎ １６４ １.００
　 １５~ <３０ ｍｉｎ ４２６ １.４７(１.２２~ １.７７) ∗∗

　 ０.５~ <１ ｈ ２１４ １.７９(１.４６~ ２.２１) ∗∗

　 ≥１ ｈ ９０ ２.５０(１.９１~ ３.２７) ∗∗

　 注:∗∗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婴幼儿期电视和新一代电子产品的视屏接触时

间均随年龄增长而增长ꎮ 婴幼儿期无电视视屏和新
一代电子产品视屏的比例分别是 １５.４％ꎬ２４.０％ꎬ与曾
琛琛[８]在安徽省蚌埠市调查婴幼儿期无视屏接触时
间比例(２０.１％)相近ꎮ ２ ~ ３ 岁儿童电视和新一代电子
产品视屏接触时间≥１ ｈ / ｄ 的比例分别为 ３０. ３％ꎬ
１８.７％ꎬ婴幼儿期单次视屏超过 １５ ｍｉｎ 占 ５２.９％ꎬ说明
该地区婴幼儿过度视屏的现象较为严重ꎬ尤其是电视
等传统电子产品ꎮ 父母学历和家庭收入与视屏接触
时间呈负相关ꎬ可能是高学历的父母卫生保健知识水
平较高ꎬ控制了婴幼儿视屏接触时间ꎮ 新一代电子产
品的视屏中ꎬ女性接触电子产品比男性多ꎬ而电视视
屏中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目前我国婴幼儿视屏
接触时间的研究甚少ꎬ仍有待进一步探索ꎮ

不良环境因素是影响 ＡＳＤ 儿童临床症状ꎬ增加孤
独症样行为的重要因素[９] ꎬ过度视屏会对一般人群产
生社会参与、行为调节方面[１０－１１] 的不利影响ꎮ Ｙｏｕｓｅｆ
等[１２]研究发现ꎬ学龄期儿童视屏接触时间>２ ｈ / ｄ 与
儿童孤独感呈正相关ꎮ 本研究发现ꎬ无论是电视或新
一代电子产品视屏ꎬ婴幼儿期每日观看视屏总时间越
长ꎬ孤独症样行为的风险越大ꎬ逐渐降低视屏接触时
间可以降低孤独症样行为ꎬ电视和新一代电子产品视
屏增加孤独症样行为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儿童
视屏接触时间与照顾者－儿童交互作用的持续时间总
体呈负相关[１３] ꎬ与 Ｆｉｄｌｅｒ 等[１４] 的研究结论一致ꎮ 国
内近期一项追踪研究也提示ꎬ婴幼儿期视屏过多不利
于短语理解、 动作和手势、 注意力、 亲社会同伴关
系[１５] ꎮ 另外ꎬ较高的互联网使用频率与不太积极的亲
子关系有关[１６] ꎮ Ｎａｐｉｅｒ[１７]研究提示ꎬ婴幼儿期大脑的
发育需要与父母互动提供所需的刺激ꎬ过多视屏可能
导致大脑发育缺乏社会刺激ꎬ同时婴幼儿过滤无关刺
激的能力差ꎬ电子产品背景介质也会干扰其互动能
力ꎮ 屏幕媒体对亲子互动的数量和质量具有破坏性
影响ꎬ而亲子互动对于发展社交、语言和情感非常重
要ꎮ 因此ꎬ推测过度视屏影响儿童社交和语言的发
展ꎬ增加了孤独症样行为的可能性ꎮ

有学者认为ꎬＡＳＤ 人群社会交往能力低的神经基
础是“社会脑”异常ꎬ而前额叶皮层是“社会脑”中的核
心区域ꎮ 额叶区功能障碍可能是导致 ＡＳＤ 人群社会、
情绪、认知功能严重损坏的主要原因[１９] ꎮ 有实验通过
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评估眶额叶的含氧血红蛋白
指标ꎬ揭示幼儿收看电视过程中前额叶皮层内部的活
动情况ꎬ发现观看较长时间视屏虚幻事件与较低的前
额叶含氧血红蛋白水平有关[１９] ꎮ 可能由于幼儿无法
理解视屏的虚幻事件ꎬ从而导致前额叶皮层不够活
跃[２０] ꎮ 因此ꎬ不排除过度视屏通过影响前额叶皮层ꎬ
增加孤独症样行为的可能性ꎮ 提示低年龄组视屏比
高年龄组增加孤独症样行为的风险更大ꎬ推测原因是
大脑发育发生在生命的前 ２ ~ ３ 年[１９] ꎬ低年龄儿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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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屏可能更具发育敏感性ꎮ
Ｔｏ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等[２２] 研究发现ꎬ６ 月龄婴儿暴露于视

屏媒体时间>２ ｈ / ｄ 与 １４ 月龄时认知水平和语言发育
水平低下有关ꎮ Ｌｉｎ 等[２３] 通过研究月龄 １５ ~ ３５ 月之
间经常看电视(６７.４ ｍｉｎ / ｄ) 与不经常看电视的儿童
发现ꎬ看电视时间过长可增加儿童认知发育延迟、语
言与运动发育迟缓的风险ꎮ 提示<２ 岁儿童应避免每
天视屏ꎬ２ ~ ３ 岁的儿童适当控制视屏接触时间在 ０.５
ｈ / ｄ 内ꎬ与美国儿科学会关于儿童媒体接触政策声明
的标准:１８ 个月以下儿童不宜使用除视屏聊天以外的
屏幕媒体ꎻ１８ ~ ２４ 个月儿童可观看少量由家长选择的
高质量媒体节目或应用程序ꎻ２ ~ ５ 岁儿童视屏接触时
间不宜超过 １ ｈ / ｄ 且必须由父母陪同观看高质量的节
目大致相同[２４] ꎮ 婴幼儿单次视屏接触时间越长增加
孤独症样行为的风险越大ꎮ 因此ꎬ建议 ２ ~ ３ 岁儿童单
次视屏≤１５ ｍｉｎꎮ

本研究的不足:(１)婴幼儿期各年龄段的视屏接
触时间均由儿童主要养育者回忆获得ꎬ存在回忆偏
倚ꎮ 为方便家长回忆视屏接触时间ꎬ选择获取视屏接
触时间的分类数据而无法获取视屏接触时间的具体
数值ꎮ (２)不同的视屏内容、类型可能会对儿童造成
不同的影响ꎬ如观看暴力节目与增加的攻击性相关ꎬ
观看教育节目和较少攻击行为相关[２５] ꎬ本调查未对视
屏进行分类研究ꎮ (３)本调查孤独症筛查阳性率为 ５.
３％ꎬ与国内杨少萍等[２６] 、刘颖等[２７] 筛查阳性率相近ꎬ
但相对于 １ / ５９ 的患病率ꎬ不可否认包含了“假阳性”ꎬ
但本研究仅是探讨视屏接触时间对孤独症样行为的
影响ꎬ如果要进一步探讨视屏接触时间对孤独症谱系
障碍的影响ꎬ还要对初筛的“阳性”儿童做真性诊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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