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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孤独症谱系障碍(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 ＡＳＤ)儿童听觉脑干反应(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ｂｒａｉｎ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
ＡＢＲ)各波潜伏期和峰间期的特征及与 ＡＳＤ 行为表型间的关联ꎮ 方法 　 收集哈尔滨市明确诊断的 ２ ~ ６ 岁 ＡＳＤ 儿童 ９０
例ꎬ应用脑干电位诱发反应仪采集 ＡＢＲ 数据ꎬ分析 ＡＳＤ 儿童左右耳各波潜伏期、峰间期特征及与临床表型的关联ꎮ 结果

ＡＳＤ 儿童左、右耳ⅠꎬⅢꎬⅤ波潜伏期分别为(１.５１±０.２０) (３.８３±０.３４) (５.６３±０.２３) ｍｓꎻ(１.５４±０.１６) (３.７８±０.２３) (５.６３±
０.２２)ｍｓꎬ均超过正常均值(Ｐ 值均<０.０５)ꎻＡＳＤ 儿童Ⅰ－Ⅲ (６.６％)ꎬⅢ－Ⅴ(１.１％)ꎬⅠ－Ⅴ(３.３％)峰间期较正常儿童延长ꎻ
<３ 岁组与 ３~ ７ 岁组 ＡＳＤ 儿童相比ꎬ左右耳Ⅰ－ⅢꎬⅠ－Ⅴ峰间期均明显延长(Ｐ 值均<０.０５)ꎮ 关联性分析发现ꎬＡＳＤ 儿童左

耳Ⅰ波潜伏期与孤独症诊断访谈量表修订版(ＡＤＩ－Ｒ)社交功能缺陷存在正相关( ｒ ＝ ０.４５ꎬＰ<０.０５)ꎻ左耳Ⅰ波潜伏期、Ⅲ－
Ⅴ峰间期和右耳Ⅴ波潜伏期与非言语性沟通能力障碍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３５ꎬ０.３９ꎬ０.３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左、右耳Ⅰ－Ⅲ
峰间期与重复刻板行为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３９ꎬ０.３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ＡＳＤ 儿童存在异常的听觉行为特征ꎬ且异

常程度与 ＡＳＤ 儿童社会交往、沟通及重复刻板行为的严重程度存在明显关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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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症谱系障碍(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ＡＳＤ)
是以社交交流障碍、狭隘兴趣以及重复刻板行为为主

要特征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１] ꎮ ２０１８ 年美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主动监测结果显示 ＡＳＤ 的患病

率为 １ / ５９[２] ꎮ 尽管我国 ＡＳＤ 的患病率尚没有全国性

的报道ꎬ但各地区的流调数据表明ꎬ近年来我国 ＡＳＤ

的患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３] ꎮ 一项对我国近 １６ 年的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ＡＳＤ 患病率估计为 ０. ２６５％[４] ꎬ
ＡＳＤ 已成为广泛关注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ꎮ 临床观

察和文献报道显示ꎬＡＳＤ 儿童存在明显的感知觉异常

症状ꎬ其中以听觉异常最为突出[５－６] ꎮ ＡＳＤ 儿童听觉

异常的主要表现为声音恐怖、听觉过敏、耳鸣、对言语

刺激反应迟钝等[７－９] ꎬ但与此听觉异常行为相关的听

觉传导特征尚未明确ꎮ 本研究旨在利用听觉脑干反

应(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Ｂｒａｉｎ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 ＡＢＲ)探索 ＡＳＤ 儿童

的听觉行为特征ꎬ分析其与 ＡＳＤ 核心症状间的关联ꎬ
为 ＡＳＤ 儿童的早期诊断提供客观的电生理学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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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研究对象来源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在哈尔滨市孤独症康复定点机构进行康复训练的

ＡＳＤ 患儿共 ９０ 例ꎬ均经过 ２ 名以上精神科或儿科医生

明确诊断ꎬ年龄范围为 ２.１５ ~ ６.９２ 岁ꎬ男童 ７８ 例ꎬ女童

１２ 例ꎬ平均年龄为(５.３６±２.２２)岁ꎮ 入选标准:根据美

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 第 ５ 版(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ꎬ Ｆｉｆ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ＤＳＭ－５) [１] ꎮ 排除标准:(１)听力受损ꎻ(２)患有精神

发育迟滞及其他发育障碍性疾病ꎻ(３)患有神经系统

及其他严重躯体性疾病ꎮ 所有入组对象的父母或监

护人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ꎬ研究经哈尔滨医科大学伦

理委员会批准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ＡＢＲ 测试 　 采用丹麦 ＧＮ ｏ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公司 ＩＣＳ
ＣＨＡＲＴＲ ＥＰ 脑干诱发电位仪采集 ＡＳＤ 儿童的 ＡＢＲ
数据ꎬ测试前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耳道常规检查及清

理ꎬ研究对象自然熟睡或口服 １０％水合氯醛０.３ ｍｇ / ｋｇ
进入熟睡状态后ꎬ在安静、适宜室温的诊室内进行数

据采集ꎮ 在额叶放置记录电极ꎬ在鼻根部放置地电

极ꎬ参考电极放置于两侧乳突ꎬ极间电极≤５０ ｋΩꎬ应
用 ＥＲ－３Ａ 标准插入式耳机ꎮ 给予研究对象左右耳强

度均为 ８０ ｄＢ 的短音刺激声ꎬ由 ＩＨ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自动记

录ⅠꎬⅢꎬⅤ波潜伏期以及Ⅰ－ⅢꎬⅠ－ⅤꎬⅢ－Ⅴ峰间

期ꎬ由专业医师判断其波形是否正常ꎮ 本次研究中所

参照的正常儿童潜伏期和峰间期范围是根据 ＧＮ ｏｔｏ￣
ｍｅｔｒｉｃｓ 公司 ＩＣＳ ＣＨＡＲＴＲ ＥＰ 脑干诱发电位仪所设定

的正常值范围ꎬ 并结合专业医生的临床经验所设

定的ꎮ
１.２.２　 发育行为评估　 采用孤独症行为量表( Ａｕｔｉｓ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ꎬ ＡＢＣ )、 儿 童 孤 独 症 评 定 量 表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ｕｔｉｓｍ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ꎬ ＣＡＲＳ)评估 ＡＳＤ 儿童

的行为特征ꎬＡＢＣ 总分 ５３ ~ ６７ 分为筛查阳性ꎻＡＢＣ 总

分≥６８ 分ꎬＣＡＲＳ 总分≥３０ 分可辅助诊断孤独症ꎬ评
分越高ꎬ症状越明显ꎮ ＡＢＣ 与临床诊断的阳性符合率

达 ８０％[１０] ꎬＣＡＲＳ 量表对临床诊断病例的阳性率为

９７.７％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３５[１１] ꎮ 孤独症诊断观察

量表( Ａｕｔｉｓｍ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ꎬ ＡＤＯＳ)
评估儿童沟通交流、社会互动、游戏和想象力 ４ 个领域

的表现[１２] ꎻ孤独症诊断访谈量表修订版(Ａｕｔｉｓｍ Ｄｉａｇ￣
ｎｏ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Ｒｅｖｉｓｅｄꎬ ＡＤＩ－Ｒ)ꎬ由专业人员进行评

定打分ꎬ评估 ＡＳＤ 儿童社会互动、言语及非言语交流、
重复刻板行为以及早期发育异常 ４ 个领域的行为表

现[１３] 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

据处理ꎮ 采用 Ｓｈａｐｉｒｏ￣ｗｉｌｋ 检验对数据进行正态性检

验ꎮ 对 ＡＳＤ 儿童 ＡＢＲ 各波潜伏期与正常均值比较采

用单样本 ｔ 检验ꎬ按年龄分组后ꎬ对两组儿童 ＡＢＲ 结

果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ꎮ 若符合正态分布ꎬ将 ＡＳＤ 儿

童 ＡＢＲ 各波潜伏期和峰间期与 ＡＢＣꎬＣＡＲＳꎬＡＤＯＳꎬ
ＡＤＩ－Ｒ 总分和各维度得分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ꎻ若
不符合正态分布ꎬ则进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分析ꎬ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ＡＳＤ 儿童 ＡＢＲ 各波潜伏期及峰间期与正常均值

比较　 与正常儿童的 ＡＢＲ 常模值比较发现ꎬＡＳＤ 儿童

左右耳ⅠꎬⅢꎬⅤ波潜伏期较正常均值均有明显延长ꎬ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儿童 ＡＢＲ 测试各波潜伏期比较(ｘ±ｓꎬｍｓ)

组别
左耳

Ⅰ Ⅲ Ⅴ
右耳

Ⅰ Ⅲ Ⅴ
正常值 １.３６±０.１０ ３.５７±０.１７ ５.４０±０.２３ １.３６±０.１０ ３.５７±０.１７ ５.４０±０.２３
ＡＳＤ 组 １.５１±０.２０ ３.８３±０.３４ ５.６３±０.２３ １.５４±０.１６ ３.７８±０.２３ ５.６３±０.２２
ｔ 值 －７.２４ －７.３９ －８５.７１ －１０.３５ －８.６４ －８８.９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以左右耳Ⅰ－ⅢꎬⅢ－ⅤꎬⅠ－Ⅴ峰间期的正常均值

分别为<２.５ꎬ< ２.２ꎬ< ４.５ ｍｓ 进行比较ꎬＡＳＤ 儿童Ⅰ －
ⅢꎬⅢ－ⅤꎬⅠ－Ⅴ的峰间期延长的异常率分别为６.６％ꎬ
１.１％ꎬ３.３％ꎮ
２.２　 不同年龄研究对象 ＡＢＲ 测试结果比较　 根据年

龄将研究对象分为<３ 岁和 ３ ~ ７ 岁ꎬ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
验ꎬ结果发现ꎬ两组左右耳Ⅰ－Ⅲ峰间期和Ⅰ－Ⅴ峰间

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年龄段研究对象 ＡＢＲ 测试结果比较(ｘ±ｓ)

年龄

/ 岁
人数

左耳潜伏期 / ｍｓ
Ⅰ Ⅲ Ⅴ

右耳潜伏期 / ｍｓ
Ⅰ Ⅲ Ⅴ

左耳峰间期 / ｍｓ
Ⅰ－Ⅲ Ⅲ－Ⅴ Ⅰ－Ⅴ

右耳峰间期 / ｍｓ
Ⅰ－Ⅲ Ⅲ－Ⅴ Ⅰ－Ⅴ

<３ ２１ １.４６±０.１７ ３.８９±０.４４ ５.６７±０.２１ １.４９±０.１６ ３.８０±０.３１ ５.７７±０.２８ ２.３３±０.１３ １.８８±０.１２ ４.２１±０.１５ ２.３０±０.２１ １.８８±０.１８ ４.１９±０.１９
３~ ７ ６９ １.５３±０.２１ ３.８１±０.３１ ５.６２±０.２３ １.５５±０.１６ ３.７７±０.２１ ５.６２±０.２０ ２.２５±０.１４ １.８４±０.１４ ４.１０±０.１５ ２.２２±０.１３ １.８５±０.１３ ４.０７±０.１７
ｔ 值 －１.４１ ０.８５ ０.８７ －１.３６ ０.５１ １.０３ ２.４６ １.０４ ２.６４ ２.１９ ０.８３ ２.６１
Ｐ 值 ０.１６ ０.４０ ０.３９ ０.１８ ０.６１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４１ ０.０１

２.３　 ＡＢＲ 测试结果与 ＡＳＤ 核心症状间的相关性　 将

ＡＢＲ 结果与 ＡＳＤ 儿童临床表征建立关联分析发现ꎬ
ＡＢＲ 各波潜伏期和峰间期与 ＡＢＣꎬＣＡＲＳꎬＡＤＯＳ 总分

及各维度得分关联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ＡＢＲ 结果与 ＡＤＩ－Ｒ 量表得分的相关性分析发现ꎬ左
耳Ⅰ波潜伏期与社交功能缺陷存在正相关ꎻ左耳Ⅰ波

潜伏期、Ⅲ－Ⅴ波峰间期以及右耳Ⅴ波潜伏期与非言

语性交流能力缺陷存在正相关ꎻ左、右耳Ⅰ－Ⅲ峰间期

７９４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第 ４０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４



与重复刻板行为症状之间存在正相关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ＡＳＤ 儿童 ＡＢＲ 测试结果与 ＡＤＩ－Ｒ 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９０)

ＡＢＲ 测试结果
社会

互动

言语

交流

非言语性

交流能力

重复

刻板行为

早期

发育异常
左耳潜伏期 Ⅰ ０.４５∗ －０.０５ ０.３５∗ －０.２４ ０.２９

Ⅲ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１３ ０.２１ ０.３３
Ⅴ －０.０４ ０.２４ ０.３３ －０.０１１ ０.１６

右耳潜伏期 Ⅰ ０.１６ －０.１３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２４
Ⅲ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２６ ０.２６
Ⅴ －０.０３ ０.１９ ０.３４∗ －０.１２ ０.０８

左耳峰间期 Ⅰ－Ⅲ －０.２３ ０.１３ －０.０６ ０.３５∗ ０.１９
Ⅲ－Ⅴ －０.１７ ０.３０ ０.３９∗ －０.２５ －０.０４
Ⅰ－Ⅴ －０.２１ ０.３１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１２

右耳峰间期 Ⅰ－Ⅲ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５ ０.３９∗ ０.１３
Ⅲ－Ⅴ －０.２８ ０.３４ ０.２４ －０.３３ －０.１７
Ⅰ－Ⅴ －０.１４ ０.２６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０５

　 注:∗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严重影响儿童健康的神经发

育障碍性疾病ꎬ目前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ꎬ且缺

乏特异的治疗手段ꎮ 听觉脑干反应是一种以短音刺

激所引起的短潜伏期电位ꎬ目前认为 ＡＢＲ 波 Ｉ 源于同

侧听神经的动作电位ꎬ波Ⅰ异常提示内耳病变ꎻ波Ⅲ
源于双侧上橄榄核ꎬ波Ⅴ源于双侧下丘核及前方与听

觉相关的神经元电位ꎬ异常多见于听神经瘤及其他蜗

后病变ꎮ 相关研究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ꎬＡＳＤ 组的

Ⅲ波潜伏期ꎬⅠ－Ⅲ峰间期ꎬⅠ－Ⅴ峰间期均延长[１４－１５] ꎻ
Ｖｅｒｖｅｒｉ 等[１６] 发现ꎬＡＳＤ 男童较正常发育男童的 ＡＢＲ
各波潜伏期和峰间期均有延长ꎮ 本研究发现ꎬＡＳＤ 儿

童 ＡＢＲ 各波潜伏期相比正常均值均有延长ꎬ与 Ｍｉｒｏｎ
等[１７－１８]研究结果一致ꎬ且一定比例的 ＡＳＤ 儿童在Ⅰ－
Ⅲ (６.６％)ꎬⅢ－Ⅴ(１.１％)ꎬⅠ－Ⅴ(３.３％)峰间期较正

常儿童也存在延长ꎮ ＡＢＲ 测试的潜伏期延长提示从

刺激点到反应波之间神经传导通路的缺陷ꎬ峰间期则

反映各神经核团之间的传导时值ꎬ是评估脑干功能的

主要指标ꎮ 脑干作为传递声音的主要通路ꎬ对声音传

导的保真具有重要作用[１９] ꎮ 相关研究认为ꎬ大脑、小
脑、脑干等脑部结构的器质性损伤是儿童孤独症发病

的因素之一[２４] ꎬＡＳＤ 儿童在接受来自外界的听觉刺激

后ꎬ脑干的功能障碍使其在信号转换与转导环节存在

异常ꎬ进而导致信息失真ꎬ 使 ＡＳＤ 儿童无法正确获取

并编码外界信息ꎮ
０ ~ ３ 岁是儿童大脑发育的关键期ꎮ 已有研究发

现ꎬＡＳＤ 儿童Ⅴ波、Ⅰ－Ⅴ峰间期在 ３ 岁时才达到成人

水平[２１] ꎮ 本文将研究对象分为<３ 岁组和 ３ ~ ７ 岁组ꎬ
虽然临床研究发现ꎬ２ ~ ７ 岁各年龄段儿童的 ＡＢＲ 峰间

期并无差异ꎬ但是却发现<３ 岁组较 ３ ~ ７ 岁组 ＡＳＤ 儿

童在左右耳Ⅰ－ⅢꎬⅠ－Ⅴ峰间期均存在延长ꎮ Ｍｉｒｏｎ
等[２２]对 ＡＳＤ 患者Ⅴ波潜伏期的 Ｍｅｔａ 分析表明ꎬＡＳＤ
儿童Ⅴ波潜伏期的延长与年龄呈负相关ꎬ提示 ３ 岁前

后不同年龄组 ＡＳＤ 患儿的听神经和脑干发育水平成

熟程度不同ꎬ且导致了听觉信息的加工异常ꎮ
Ｔａｌｇｅ 等[２３]通过 Ｍｅｔａ 分析发现ꎬＡＢＲ 各波潜伏期

和峰间期与 ＡＳＤ 存在较高的关联强度ꎮ 相关的影像

学研究也提示ꎬ脑干功能异常可能与 ＡＳＤ 核心症状有

关[２４] ꎮ 本次研究发现ꎬＡＢＲ 结果的潜伏期与峰间期

延长与 ＡＳＤ 儿童社交功能障碍、非言语交流能力以及

重复刻板行为呈正相关ꎮ ＡＳＤ 儿童听觉传导通路障

碍使其传导的信息失真ꎬ无法将外环境的听觉信息进

行有效筛选、转换及整合ꎬ在信息的输入环节出现异

常ꎬ则大脑难以进行正确的信息整理ꎬ自然不能产生

正确的信息输出ꎬ进而导致出现社交障碍和非言语交

流能力障碍等行为问题ꎮ
综上所述ꎬ本次研究结果从电生理学角度探索

ＡＳＤ 儿童的听觉行为特征ꎬ并提示与 ＡＳＤ 核心症状间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ꎮ ＡＢＲ 作为一种客观可靠的测量

方法ꎬ可以发现 ＡＳＤ 儿童特有的听觉特征ꎬ对开展早

期诊断和进一步开展针对 ＡＳＤ 儿童的听觉统合训练

等训练方案具有实际指导意义ꎮ 今后的研究将扩大

样本量且进一步细化年龄分组ꎬ继续深入探索不同年

龄段 ＡＳＤ 儿童的异常听觉行为特征ꎬ为 ＡＳＤ 的早期

诊断和综合干预提供参考依据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Ｍ].ｆｉｆ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ｉ￣
ａｔｒ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３:５０－５１.

[２] 　 ＢＡＩＯ ＪꎬＷＩＧＧＩＮＳ ＬꎬＧ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Ｏ Ｌꎬ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ａ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ｇｅｄ ８ ｙｅａｒｓ￣Ａｕｓｔｉｍ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Ⅱ ｓｉｔｅ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１４[ Ｊ] .
ＭＭＷＲ Ｓｕｗｅｉｌｌ Ｓｕｍｍꎬ２０１８ꎬ６７(６):１－２３.

[３] 　 武丽杰.我国孤独症谱系障碍流行病学现状及趋势[ Ｊ] .中国实用

儿科杂志ꎬ２０１３ꎬ２８(８):５７１－５７６.
[４] 　 刘贤ꎬ林穗方ꎬ陈文雄ꎬ等.中国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患病率 Ｍｅｔａ

分析[Ｊ]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１８ꎬ２６(４):４０２－４０６.
[５] 　 ＲＯＧＥＲＳ Ｓ ＪꎬＨＥＰＢＵＲＮ ＳꎬＷＥＨＮＥＲ 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ｉｎ ｔｏｄｄｌ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Ｊ] .Ｊ Ａｕｔｉｓｍ Ｄｅｖ Ｄｉｓｏｒｄꎬ２００３ꎬ３３(６):６３１－６４２.５.

[６] 　 ＷＩＧＧＩＮＳ Ｌ ＤꎬＲＯＢＩＮＳ Ｄ ＬꎬＢＡＫＥＭＡＮ Ｒꎬｅｔ ａｌ.Ｂｒｉｅｆ ｒｅｐｏｒｔ:ｓｅｎｓｏ￣
ｒｙ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ｆ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ｓ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Ｊ Ａｕｔｉｓｍ Ｄｅｖ Ｄｉｓｏｒｄꎬ２００９ꎬ３９(７):１０８７－
１０９１.

[ ７] 　 ＳＺＹＭＡＮＳＫＩ Ｃ ＡꎬＢＲＩＣＥ Ｐ ＪꎬＬＡＭ Ｋ Ｈꎬｅｔ ａｌ.Ｄｅａ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ｕ￣
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 Ｊ] . Ｊ Ａｕｔｉｓｍ Ｄｅｖ Ｄｉｓｏｒｄ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２ ( １０):
２０２７－２０３７.

[８] 　 ＳＴＩＥＧＬＥＲ Ｌ ＮꎬＤＡＶＩＳ 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ｏｕ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Ｊ] .Ｆｏｃｕｓ Ａｕｔｉｓｍ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ｖ
Ｄｉｓａｂꎬ２０１０ꎬ２５(２):６７－７５.

[９] 　 ＴＡＮ Ｙ ＨꎬＸＩ Ｃ ＹꎬＪＩＡＮＧ Ｓ Ｐꎬｅｔ ａｌ.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Ｊ] .Ｏｐｅｎ Ｊ Ｐｓｙｃｈꎬ２０１２ꎬ２(１):３３－３７.

(下转第 ５０２ 页)

８９４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第 ４０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４



[７] 　 卢建平ꎬ杨志伟ꎬ舒明辉ꎬ等.儿童孤独症量表评定的信度、效度分

析[Ｊ]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ꎬ２００４ꎬ１４(１３):１１９－１２１.
[８] 　 朱平ꎬ关广霞ꎬ王永霞ꎬ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免疫学研究进展

[Ｊ] .中国免疫学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３２(４):５８８－５９０.
[９]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Ｍ ＬꎬＬＵ ＬꎬＢＵ Ｊꎬｅｔ ａｌ.Ｏｓｔｅｏｐｏｎｔ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ｅｓｓｅｎ￣

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ａｌｐｈ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ｌａｓｍａｃｙｔｏｉｄ 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ｃｅｌｌｓ[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ｍｍｕｎｏｌꎬ２００６ꎬ７(５):４９８－５１９.

[１０]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Ｍ ＬꎬＫＩＭ Ｈ ＪꎬＫＩＭ Ｊ Ｈꎬｅｔ ａｌ.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ｎｔ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ｓ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ｓｅｃｒｅｔｅｄ ｉｓｏｆｏ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ｃｅｌｌｓ[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Ｎａｔ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ｍꎬ２００８ꎬ１０５(２０):７２３５－７２３９.

[１１]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Ｍ ＬꎬＫＩＭ Ｊ ＨꎬＧＡＲＣＩＡ Ｖ Ａꎬｅｔ ａｌ.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Ｉ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ｏｎ 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ｃｅｌｌｓ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Ｔ Ｈｅｌｐｅｒ １７ Ｃｅ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ｏｓｔｅｏｐｏｎｔｉｎ[ Ｊ] .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ꎬ２００８ꎬ２９
(１):６８－８９.

[１２] ＢＥＴＴＥＬＬＩ ＥꎬＣＡＲＲＩＥＲ ＹꎬＧＡＯ Ｗꎬｅｔ ａｌ.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ＴＨ１７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 ｃｅｌｌｓ[Ｊ] .Ｎａｔｕｒｅꎬ２００６ꎬ４４１(７０９０):２３５－２３８.

[１３] ＭＡＮＧＡＮ Ｐ Ｒꎬ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Ｌ ＥꎬＯ’ ＱＵＩＮＮ Ｄ Ｂꎬｅｔ 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ｂｅｔａ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 Ｈ) １７ ｌｉｎｅａｇｅ
[Ｊ] .Ｎａｔｕｒｅꎬ２００６ꎬ４４１(７０９０):２３１－２３４.

[１４] ＡＬ￣ＡＹＡＤＨＩ Ｌ ＹꎬＭＯＳＴＡＦＡ Ｇ Ａ.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
ｋｉｎ￣１７Ａ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 [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ｉｍｍｕｎｄꎬ２０１２ꎬ９ ( １):
１５８－１６３.

[１５] ＡＬ￣ＡＹＡＤＨＩ Ｌ ＹꎬＭＯＳＴＡＦＡ Ｇ Ａ.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ｅｒｕｍ ｏｓｔｅｏｐｏｎｔｉ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ａｕｔｉｓｔｉｃ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 Ｊ] . Ｂｒａｉｎ Ｂｅｈａｖ
Ｉｍｍｕｎꎬ２０１１ꎬ２５(７):１３９３－１３９８.

[１６] ＭＯＳＴＡＦＡ Ｇ ＡꎬＡＬ￣ＡＹＡＤＨＩ Ｌ Ｙ.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ｂｒ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ｕｔｏ￣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ｕｔｉｓｔｉｃ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Ｊ Ｎｅｕｒｏｉｍｍｕｎｏｌꎬ２０１３ꎬ２６１(１ / ２):
７７－８１.

[１７] ＭＯＳＴＡＦＡ Ｇ ＡꎬＥＬ￣ＫＨＡＳＨＡＢ Ｈ ＹꎬＡＬ￣ＡＹＡＤＨＩ Ｌ Ｙ.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ｂｒａ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ｕｔｏ￣ａｎｔｉ￣

ｂｏ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ｄｏｃｏｓａｈｅｘａ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ａｕｔｉｓｔｉｃ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ｉｍｍｕｎｏｌ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８０: １６ － ２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ｊｎｅｕｒｏｉｍ.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９.

[１８] ＴＥＴＲＥＡＵＬＴ Ｎ ＡꎬＨＡＫＥＥＭ Ａ ＹꎬＪＩＡＮＧ Ｓꎬ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ｇｌ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ｃｏｒｔｅｘ ｉｎ Ａｕｔｉｓｍ[Ｊ] .Ｊ Ａｕｔｉｓｍ Ｄｅｖ Ｄｉｓꎬ２０１２ꎬ４２(１２):２５６９
－２５８４.

[１９] ＭＯＳＴＡＦＡ Ｇ ＡꎬＡＬＡＹＡＤＨＩ Ｌ Ｙ.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ｙ￣
ｐｅｒｓｅｒｏｔｏｎ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ａｎｔｉ￣ｍｙｅｌ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ｕｔｏ￣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ｕｔｉｓｔｉｃ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１ꎬ８:７１－７８.

[２０] ＭＵＲＵＧＡＩＹＡＮ ＧꎬＭＩＴＴＡＬ ＡꎬＷＥＩＮＥＲ Ｈ 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ｏｓｔｅｏｐｏｎｔ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ｃｅｌｌ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ｓ ＩＬ－ １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Ｄ４＋ Ｔ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ｍｙｅｌ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Ｊ] .Ｊ Ｉｍｍｕｎｏｌꎬ２００８ꎬ１８１(１１):７４８０－７４８８.

[２１] ＡＨＭＡＤ Ｓ Ｆꎬ ＺＯＨＥＩＲ Ｋ Ｍꎬ ＡＮＳＡＲＩ Ｍ Ａꎬ ｅｔ ａｌ. Ｄｙ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１ꎬＴｈ２ꎬＴｈ１７ꎬａｎｄ 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ｅｌｌ￣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ｓｉｇ￣
ｎ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 Ｊ] . Ｍｏｌ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５４( ６):１ －
１１.

[２２] ＶＯＪＤＡＮＩ Ａꎬ ＡＮＹＡＮＷＵ Ｅꎬ ＫＡＳＨＡＮＩＡＮ Ａ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 ｔｏ
ｎｅｕｒ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ｇｅ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ｒｏｓｓ￣ｒｅａｃ￣
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ｉｌｋꎬ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ꎬ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ꎬｇｒｏｕｐ Ａ[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ｉｍｍｕｎｏｌꎬ２００２ꎬ１２９( １ － ２):
１６８－１７７.

[２３] ＣＨＥＮ ＭꎬＣＨＥＮ ＧꎬＮＩＥ Ｈꎬｅｔ 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ＦＮ￣ｂｅｔａ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ｎｔｉｎ ａｎｄ ＩＬ－１７ ｂｙ ＣＤ４＋Ｔ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ＭＳ[Ｊ] .Ｅｕｒｏｐ
Ｊ Ｉｍｍｕｎｏｌꎬ２０１０ꎬ３９(９):２５２５－２５３６.

[２４] ＨＵＲ Ｅ ＭꎬＹＯＵＳＳＥＦ ＳꎬＨＡＷＳ Ｍ Ｅꎬｅｔ ａｌ. Ｏｓｔｅｏｐｏｎｔ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ｒｅ￣
ｌａｐｓ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 ｂｒａ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Ｔ ｃｅｌｌｓ[Ｊ] .Ｎａｔ Ｉｍｍｕｎｏｌꎬ２００７ꎬ８(１):７４－８３.

[２５] ＳＴＲＯＭＮＥＳ Ｉ ＭꎬＧＯＶＥＲＭＡＮ Ｊ Ｍ.Ｏｓｔｅｏｐｏｎｔ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Ｔ
ｃｅｌｌｓ[Ｊ] .Ｎａｔ Ｉｍｍｕｎｏｌꎬ２００７ꎬ８(１):１９－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１８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上接第 ４９８ 页)
[１０] 王子才ꎬ钱冬梅ꎬ盛晓尉ꎬ等.用 ＡＢＣ 量表分析儿童孤独症[ Ｊ] .临

床儿科杂志ꎬ２００２ꎬ２０(２):８０－８１.
[１１] 卢建平ꎬ杨志伟ꎬ舒明耀ꎬ等.儿童孤独症量表评定的信度、效度分

析[Ｊ]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ꎬ２００４ꎬ１４(１３):１１９－１２１.
[１２] ＬＯＲＤ ＣꎬＲＵＴＴＥＲ ＭꎬＣＯＵＴＥＶＲ Ａ.Ａｕｔｉｓｍ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Ｒｅ￣

ｖｉｓｅｄ:ａ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ｏｆ ａ ｄｉｇｎｏ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ｏｒ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ｉｎ￣
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Ｊ] . Ｊ Ａｕｔｉｓｍ
Ｄｅｖ Ｄｉｓｏｒｄꎬ１９９４ꎬ２４:６５９－６８５.

[ １３] ＬＯＲＤ ＣꎬＲＩＳＩ ＳꎬＬＡＭＢＲＥＣＨＴ Ｌ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ａｕｔｉｓｍ ｄｉｇ ｄｉ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ｇｅｎｅｒｉｃ ａ ｓｔａｎｄａｖ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ｉｃｉｔｓ ａｓｓｏｌ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ａｕｔｉｓｍ[Ｊ] .Ｊ Ａｕｔｉｓｍ Ｄｅｖ
Ｄｉｓｏｒｄꎬ２０００ꎬ３０(３):２０５－２２３.

[１４] ＤＡＢＢＯＵＳ Ａ 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ｂｒａｉｎ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ｌａｔｅｎ￣
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 Ｊ] . Ａｕｄｉｏｌ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２ꎬ１０(３):１２２－１３１.

[１５] 梁纯ꎬ洪琦ꎬ罗小杏ꎬ等.孤独症谱系障碍和发育性语言延迟儿童

的听觉处理特征研究[Ｊ]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１３ꎬ２１(６):５７８－
５８０.

[１６] ＶＥＲＶＥＲＩ ＡꎬＶＡＲＧＩＡＭＩ Ｅꎬ 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ＬＯＵ Ｖꎬ ｅｔ ａｌ. Ｂｒａｉｎｓｔｅｍ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ｅｖｏｋ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ｉｎ ｂｏｙｓ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Ｓｔｉｌｌ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Ｔｒｕｔｈ[Ｊ] .Ｉｒａｎ Ｊ Ｃｈｉｌｄ Ｎｅｕｒｏｌꎬ２０１５ꎬ９(２):２１－２８.

[１７] ＭＩＲＯＮ ＯꎬＲＯＹＨ Ｄ ＡꎬＧＡＢＩＳ Ｌ Ｖꎬｅｔ ａｌ.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ｂｒａｉｎ￣
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ｉｎ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 Ｊ] . Ａｕｔｉｓｍ Ｒｅｓꎬ２０１６ꎬ９( ６):
６８９－６９５.

[１８] 颜华ꎬ张惠佳ꎬ郭春光ꎬ等.孤独症儿童的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检测

结果临床分析[Ｊ]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１３ꎬ２１(４):４１９－４２１.
[１９] 王建军ꎬ李乐加ꎬ刘芳.孤独症患者脑干听觉通路功能的评估与研

究[Ｊ] .癫痫与神经电生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２ꎬ２１(５):２８８－２９０.
[２０] 张楠ꎬ李玉茹.自闭症患儿听觉诱发反应检测分析[ Ｊ] .听力学及

言语疾病杂志ꎬ２００８ꎬ１６(２):１２９－１３１.
[２１] 李曰兵ꎬ许克铭.儿童脑干听觉诱发电位正常值及其在高危新生

儿的应用[Ｊ] .中华医学杂志ꎬ１９９０ꎬ７０(１１):６４２－６４５.
[２２] ＭＩＲＯＮ ＯꎬＢＥＡＭ Ａ ＬꎬＫＯＨＡＮＥ Ｉ Ｓ.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ｂｒａｉｎ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ａｖｅ Ｖ[Ｊ] .Ａｕｔｉｓｍ Ｒｅｓꎬ２０１７ꎬ１１(２):３５５－３６３.

[２３] ＴＡＬＧＥ Ｎ Ｍꎬ ＴＵＤＯＲ Ｂ Ｍꎬ ＫＩＬＥＮＹＩ Ｐ Ｒ. Ｃｌｉｃｋ￣ｅｖｏｋｅｄ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ｂｒａｉｎ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Ｊ] .Ａｕｔｉｓｍ Ｒｅｓꎬ２０１８ꎬ１１(６):９１６－９２７.

[２４] 程华ꎬ龚高浪ꎬ彭芸ꎬ等.孤独症儿童的脑自发活动低频振幅改变

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Ｊ]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３０(６):４４１
－４４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１８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０９

２０５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第 ４０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