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家长把选择一台高档
的护眼台灯认为是对孩子的眼
睛负责任的做法。对此，赵江
华再次强调：即使是真正的“无
频闪”、“模拟自然光发出柔和
光线”的护眼灯，最多也就是蓝
光少一点，让眼睛受到的刺激
小一点，但也无法起到预防近
视的作用。其实，无论是太阳
光还是灯光，如果使用不当，都
会损伤视力，比如说光线过亮
或频繁闪动，看书、用电 脑的时

间过长、距离太近等。
赵江华提醒道，使用台灯时

最好放在左前方，这样写字时，
不容易受到阴影的干扰。把灯
罩下压，让台灯的光线投射在
眼睛下，避免光线直射眼睛。
同时，室内最好还要有背景灯
等其他光源（同时打开室内的顶
灯或大灯等），不要使用产生镜
面反射的桌面。每读写半个小
时左右后，就要休息几分钟，并
且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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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护眼灯真能“护眼”？你想多了
专家：不存在，只是普通照明；打卖点“无频闪”，其实大多是高频闪

只是一个概念

目前无论是白炽灯，还是所谓
的无频闪台灯，都没有严谨的实验
来证明它们真的对保护视力有效，
更多的还是一个概念而已。

实则高频闪

“大多护眼灯主打的卖点是无
频闪 ，据我们了解，这其中有很多
是高频闪。”

无法防近视

即使是真正的“无频闪”，最多
也就是蓝光少一点，无法起到预防
近视的作用

■天府早报记者 王亚楠

随着各种数码产品层出
不穷，儿童近视问题越来越
凸显，选择一款健康护眼的
台灯就成为了家长们关心的
问题。近日，天府早报记者调
查发现，如今市面上的护眼灯
从100元到1500元不等，虽
然样式不同，但宣传语都标明
具有保护眼睛，预防假性近视
的功效。对此，记者咨询了成
都新视界眼科医院视光部赵
江华主任。“护眼灯本身就是
民用灯具中普遍使用的一种
照明产品，根本不存在护眼
的特殊功效。”赵江华表示，
想要保护眼睛最主要的是减
少近距离用眼。

近日，天府早报记者走访成都
市内多家大型商场发现，几乎在每
个商场的儿童用品处，总有几款护
眼灯。在某商场6楼儿童用品处，
记者看到三四款护眼灯摆放在学
习桌上，价格分别是 489 元、648
元、658元、789元。

“销量最好的是 648 元和 658
元的，虽然都具有LED功能，但是这
两款可以调光。”据护眼灯销售人
员谭女士介绍，这段时间很多家长
都来购买护眼灯，近一周的销量就
赶上往常一月的销量。谭女士指
着一旁外形像蝙蝠鱼一样的护眼

灯说道，这两款销量最好，灯光的
亮度高于489元单一灯光。天府早
报记者看到这款护眼灯的按钮处，
有6个调节灯光亮度的开关，分别
针对不同的天黑程度。

“全部都是无频闪台灯，采用
的是防眩晕，光线柔和。”谭女士表
示，这些都是保护眼睛的关键。随
后，记者又来到中山广场附近的某
商场4楼，看到一排售卖台灯处，销
售人员表示，“一分价钱一分货，当
然价格越高护眼效果越好。”该销售
人员说，护眼灯材质与普通台灯应
该有所区别，具体情况得问厂家。

商场内护眼灯的种类单一，但
是在某些购物网站上，护眼灯的种
类繁多。价格更是从100元到1500
元，价格相差将近15倍。虽然价格
不同，但是在页面上都有标明劣质
护眼灯、假护眼灯中含有高亮度的
有害蓝光，对视网膜有破坏性伤
害，是视力的“隐形杀手”。长期接
触易造成头痛、抑郁、头晕、记忆力
丧失，影响睡眠等症状。

“普通护眼灯照度不均匀时，
瞳孔不适应需要不停的调节大小，
引发视觉疲劳。”据网店客服介绍，
儿童护眼灯的功能是让灯照度大
而且均匀，使得眼睛更加舒适。并
且除了儿童可以使用之外，成人在

日常生活中使用也可以起到保护
眼睛的作用，减少眼部疲劳，防止
假性近视。“价格越高的护眼灯，材
质和照度均匀度都好很多。”

在网络上售卖护眼灯的店铺
内，记者发现 1000 元以上的护眼
灯月销量就有389台，并且大部分
都是好评，仅有个别的差评也是
因为降价等原因。“灯光色彩均
匀，孩子使用不费眼。”网店客服
樱桃表示，开学后大批量的家长
前来购买护眼灯，店内的评论都
是真实信息，并没有刷过评论。

“可以通过销量就能看出护眼灯
到底有没有作用，如果没有用家
长咋个会去买呢？”

护眼灯销量暴增
销售人员称防眩晕是护眼关键

100元到1500元不等
网店千元以上的月销近 400台

护眼灯到底能不能有护眼功
能？是否可以矫正假性近视？
天府早报记者咨询了成都新视
界眼科医院视光部赵江华主任。

对此，赵江华表示，目前无
论是白炽灯，还是所谓的无频
闪台灯，都没有严谨的实验来
证明它们真的对保护视力有
效，更多的还是一个概念而
已。“护眼灯之所以越来越受青
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消
费需求，另一个是迎合市场。”
赵江华表示，不少家长为了更
好地保护孩子的视力而盲目听
信商家和厂家的宣传。

从“无频闪、光线柔和”等宣
称概念来看，如果台灯能达到这
样的效果，确实能延缓眼睛疲

劳。但目前护眼灯只是商家提
出的一个概念，与普通的照明工
具并无太大差别。“大多护眼灯
主打的卖点是无频闪 ，据我们了
解，这其中有很多是高频闪。”赵
江华说，这些灯具使用了变频电
子镇流器，加快了闪烁的速度，
并且超过了人眼的神经反应速
度，人眼感觉不出，结果就成了
商家口中的无频闪 。

此外，对于一些商家打出
的护眼灯能预防近视的宣传，
赵江华也表示，即使是真正的

“无频闪”、“模拟自然光发出柔
和光线”的护眼灯，最多也就是
蓝光少一点，让眼睛受到的刺
激小一点，但也无法起到预防
近视的作用。

专家
看法

护眼灯是普通照明产品
无法起到预防近视的作用

保护视力
注意用眼卫生是关键

为你
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