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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孤独症是一类以社会交往障碍、沟通障碍和

局限性、刻板性、重复性行为为主要特征的心理发育

障碍ꎬ是广泛性发育障碍(ｐｅｒｓｖａ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
ｏｒｄｅｒꎬＰＤＤ)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１] ꎮ 目前孤独症病

因未明ꎬ既往研究发现未经矫治干预不但会给患儿带

来终生残疾ꎬ共患重性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物质

滥用、反社会人格障碍等风险增加[２－３] ꎬ同时会增加社

会的经济和资源投入[４] ꎮ 荟萃分析提示ꎬ早期训练是

孤独症的有效干预措施[５] ꎮ 孤独症患儿的早期干预

训练有赖于早期发现和早诊断ꎬ相关社会人员如家长

等足够的相关科普知识是发现早期症状ꎬ并及时寻求

有效医学诊治的重要前提[６] ꎮ 此症 ３ 岁以内起病ꎬ常
有语言发育迟缓等典型症状ꎬ但 ３ 岁内能有效就诊的

患儿微乎其微[７] ꎬ患儿常被家人理解为“性格内向”ꎮ
因此幼儿园工作人员对孤独症的认识直接影响家长

的认识和患儿能否接受有效的转诊及干预ꎮ 故拟开

展本次调查研究ꎬ以期为制定孤独症诊断网络的宣传

干预策略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１５ 日ꎬ对自愿参与的

中山市幼儿园的保健员ꎬ在幼儿园初级卫生保健培训

班上进行闭卷式问卷调查ꎬ现场问卷统一发放、统一

回收ꎮ 共 ３３７ 名幼儿园保健员参与ꎬ获取有效问卷

３３７ 份ꎬ问卷有效率为 １００％ꎮ 其中年龄≤３０ 岁 ２２１
人ꎬ３１ ~ ４０ 岁 ９４ 人ꎬ４１ 岁以上 ２２ 人ꎻ１８２ 人育有子女ꎻ
学历分布为初中 ２９ 人ꎬ 高中 １６０ 人ꎬ 大学及以上

１４８ 人ꎮ
１.２　 调查工具　 自编调查表由一般情况、常见症状、
起病年龄和干预方法 ４ 个部分组成ꎬ由儿童心理行为

专科医生根据原卫生部 « 儿童孤独症诊疗康复指

南» [１]共同拟定ꎮ 一般情况包括年龄、学历、是否育有
子女等信息ꎮ 常见症状共 １６ 条是非题ꎬ答对得 １ 分ꎬ
答错得 ０ 分ꎮ 起病年龄分为 ０ ~ ３ 岁、４ ~ ６ 岁、７ ~ １２
岁、１２ 岁以上 ４ 组ꎮ 转诊医生对象分为儿童心理专科

医生、神经科医生、康复科医生、精神科医生、普通儿

科医生、特殊教育人员和其他ꎬ要求按求助的重要性

和有效性选择首选对象ꎮ 病因分为(１)经常看电视ꎻ
(２)家人没时间管ꎻ(３)遗传ꎻ(４)不明确ꎻ(５)脑功能

发育异常ꎬ为多项选择ꎮ 治疗方法为多选、有 / 无特效

药为单选ꎮ 有效的训练方法:药物治疗、应用行为分

析疗法、图片词汇交流系统、地板时光、人际关系干预

训练、感觉统合训练、语言训练、结构化训练ꎬ按照认

可的重要性依次排序ꎮ
１.３　 质量控制　 由儿童心理专科医生现场督导完成

问卷的填写ꎬ对填写过程中的疑问及时作答并现场统

一核实回收ꎮ
１.４　 统计方法　 对所有数据由专科护士统一输入 Ｅｘ￣
ｃｅｌ ２００７ꎬ通过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ꎬ检验

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孤独症相关知识　 常见症状得分:(１)到会说话

的时候不会说话(０ ６４±０ ４８)分ꎻ(２)多动、动个不停

(０ １８±０ ３８)分ꎻ(３)话多ꎬ滔滔不绝ꎬ说自己感兴趣的

话ꎬ但不太会交谈(０ ２５±０ ４３)分ꎻ(４)对周围漠不关

心(０ ９０±０ ３１)分ꎻ(５)某一方面显得有特长或特别感

兴趣(０ ４３±０ ５０)分ꎻ(６)会想法设法吸引你的注意

(０ ７４± ０ ４４) 分ꎻ ( ７) 自我、固执ꎬ不大会遵守规则

(０ ７２± ０ ４５) 分ꎻ ( ８) 很少或不会专注看人的眼睛

(０ ８２±０ ３８)分ꎻ(９)别人叫名字时候不会回应(０ ７５
±０ ４３)分ꎻ(１０)会拿东西给家人看(０ ８０±０ ４０)分ꎻ
(１１)常常把玩具放在嘴里ꎬ或到处乱丢、随便乱动ꎬ不
会正确玩耍(０ ４１±０ ４９)分ꎻ(１２)经常模仿家人的动

作或声音(０ ８２±０ ３８)分ꎻ(１３)能看着你的笑脸用微

笑回应你(０ ７７±０ ４２)分ꎻ(１４)会看你正在看的东西

或跟随你的手指指示看东西(０ ６９±０ ４６)分ꎻ(１５)独

自玩耍ꎬ不大合群(０ ９１±０ ８９)分ꎻ(１６)遇到不熟悉的

环境或人会看看家人的脸或者反应(０ ５５±０ ５０)分ꎮ
总分为(１０ ３８ ± ２ ５６) 分ꎮ 起病年龄为 ０ ~ ３ 岁的占

３４ ９％ꎬ４ ~ ６ 岁的占 ５４ ９％ꎬ７ ~ １２ 岁的占 ６ ９％ꎬ１２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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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占 ３ ３％ꎻ病因学里有 ３３７ 人回答了题目ꎬ５ 个

选项共被选择 ８５０ 次ꎬ其中认为与经常看电视有关的

比例为 ８ ９％ꎬ认为与家人没时间管有关的为 ３１ ８％ꎬ
认为与遗传有关的为 １４ ６ ％ꎬ 认为不明确的为

１５ ５％ꎬ认为是脑功能发育异常的为 ２９ ２％ꎮ 治疗方

法中ꎬ９４ ９％认为无特效药ꎬ９８ ８％认为需要早发现、
早诊断、早干预ꎬ训练方法选择的排序为应用行为分

析疗法 ８８ ４％ꎬ人际关系干预训练 ８５ ５％ꎬ语言训练

８４ ６％ꎬ 结 构 化 训 练 ８０ ７％ꎬ 图 片 系 统 交 流 系 统

８０ ７％ꎬ感觉统合训练 ８０ ７％ꎬ药物治疗 ７８ ０％ꎬ地板

时光 ６９ ７％ꎮ
２.２　 转诊情况　 首选转诊对象 ５９ ６％选儿童心理专

科医生ꎬ３２ ９％选普通儿科医生ꎬ４ ５％选特殊教育人

员ꎬ２ １％选精神科医生ꎬ０ ９％选神经科医生ꎬ０ ６％选

康复科医生ꎮ

３　 讨论
所有的儿童孤独症患儿在 ３ 岁以前均已出现明显

症状ꎬ但大多数患儿家长都未能足够重视使患儿得到

及时诊治[８] ꎮ 当患儿适龄入园后ꎬ往往出现更突出的

社交障碍、行为问题ꎬ无法融入正常集体生活ꎮ 患儿

在园内的行为表现ꎬ保健员是幼儿园卫生知识宣传教

育和疾病预防的主要负责人员ꎬ除负责组织园内工作

人员的知识宣传ꎬ同时可以扩大到对广大家长进行相

关知识的普及ꎮ 因此ꎬ幼儿园保健员对孤独症相关知

识的认识度是提高社会认识度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本次调查发现ꎬ保健员对起病年龄的认识存在明

显误区ꎮ 有研究发现ꎬ大多孤独症患儿在 ２ 岁前就发

现异常ꎬ但大部分患儿延迟就医[９] ꎮ 学龄前是孤独症

出现症状的主要阶段ꎬ在这个时期儿童养育者能否发

现孩子成长中出现的异常情况ꎬ提高警惕意识ꎬ不回

避儿童的问题ꎬ才有可能早期发现孤独症[１０] ꎮ ８９ ２％
的幼儿园保健人员认为学龄前是孤独症出现症状的

主要阶段ꎬ如果保健员对该症的常见症状有足够的理

解与重视ꎬ一方面能识别孩子的症状ꎬ及时和家长沟

通ꎬ避免延误诊治ꎻ另一方面在和家长的日常接触中

能普及孤独症科普知识、从而增进幼儿父母的认识和

民众的识别能力ꎮ 因此ꎬ加大幼儿园保健员对孤独症

起病年龄及相关症状的认识也是早期诊断干预中重

要的措施ꎮ
幼儿园保健人员孤独症常见症状得分为(１０ ３８±

２ ５６)分ꎬ说明幼儿园保健人员尚未能正确地理解社

交障碍的具体表现ꎬ对核心症状的认识不足ꎮ 今后应

加强对三大主要症状和其他相关行为表现的宣传

教育ꎮ
在治疗方法中ꎬ９４ ９％认为无特效药ꎬ９８ ８％认为

要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ꎮ 说明保健人员对孤独症

的康复治疗有较清晰的认识ꎬ有助于家长增加认识、
接受主流有效的干预ꎮ 治疗方法中排前 ３ 位的依次为

应用行为分析疗法、人际关系干预训练、语言训练ꎮ
保健员能很好地认识到孤独症无特效药治疗ꎬ需要早

发现早诊断早干预ꎬ对常有的主流训练方法应用行为

分析疗法、人际关系干预训练[１ꎬ８] 有所认识ꎮ 虽然语

言发育障碍是本病的常见症状和首选就诊原因ꎬ但语

言训练却不是核心主流训练ꎬ和感统训练一样是辅助

的训练方法ꎬ而这些方法大家认识或认可度更高ꎬ推
测与感觉统合训练是孤独症儿童接受的最多的训练

方法之一有关[１１] ꎮ 具体训练方法的介绍有必要在今

后进一步宣传ꎬ以期让更多人理解和支持孩子的干预

策略ꎮ
首选转诊对象中ꎬ５９ ６％选儿童心理专科医生ꎬ

３２ ９％选普通儿科医生ꎮ 表明大部分人员能够较恰当

地选择转诊医生ꎬ但是多专业就诊的情况同时存在ꎬ
与既往研究一致[１２] ꎬ因此就诊的错误仍不可避免ꎮ 今

后可加强和儿科医生、特殊教育人员的联系合作ꎬ便
于及时识别和诊断患儿ꎬ 使患儿得到合适的干预

训练ꎮ
综上所述ꎬ保健人员对孤独症的起病年龄、病因

认识不清ꎬ对常见症状有基本认识但未能正确理解相

应的行为表现ꎬ对治疗方法的认识尚不足ꎬ部分人员

不能转诊到合适的诊疗机构ꎮ 今后仍需在幼儿园保

健员队伍中加强对孤独症各项知识的宣传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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