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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绘画疗法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ｔ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 ＡＤＨＤ)儿童行为的影响ꎬ
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治疗提供新视角ꎮ 方法　 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随机抽取白山市 ３ 所小学一至六年级已被诊断为注

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儿童ꎬ采用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设计ꎬ对实验组 １０ 名 ＡＤＨＤ 儿童进行 １４ 周ꎬ每周 ４ 次ꎬ每次 １２０ ｍｉｎ
的绘画疗法干预ꎻ对照组 １０ 名 ＡＤＨＤ 儿童不进行干预ꎮ 研究期间保证两组儿童不进行除绘画疗法以外的其他治疗方式ꎬ
使用 ＡＤＨＤ 症状分级父母评定量表、Ｃｏｎｎｅｒｓ 父母评症状量表( Ｃｏｎｎｅｒｓ Ｐａｒｅｎｔ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ＰＳＱ)、Ｒｅｙ 复杂记忆

图形测验进行前测与后测评估ꎮ 干预结束 １２ 周后再次对两组进行 ＰＳＱ 和 Ｒｅｙ 复杂图形记忆测验ꎮ 结果　 干预后ꎬ实验

组品行行为、学习问题、冲动多动、多动指数 ４ 个维度评分与干预前及对照组干预后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ꎬ追踪测验显示实验组 ＰＳＱ 分数保持良好(Ｐ<０.０５)ꎬ有 ２ 个维度因子在后测与追踪后测与干预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ꎮ 在 Ｒｅｙ 复杂记忆图形测验分数检验中发现ꎬ实验组经干预后 ４ 个维度因子评分与干预前及对照组干预后评分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１２ 周后追踪测验分数保持良好(Ｐ<０.０５)ꎮ 结论　 绘画疗法对 ＡＤＨＤ 儿童行为管理能力及

工作记忆能力影响显著ꎬ且影响能够最少持续 １２ 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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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２０１７ 年度重点课题项目

(ＧＢＢ１３１７０２０)ꎮ
【作者简介】 　 樊香麟(１９９５－　 )ꎬ女ꎬ吉林白山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教育心理学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４.０１７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ｔ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 ＡＤＨＤ)是儿童时期较为常见的神经系统功

能障碍性疾病[１] ꎮ 以注意力不集中、活动过度、品行

障碍、行为冲动为主要临床表现ꎬ并伴有不同程度的

心神障碍及学习困难[２] ꎮ 根据国外 ２０１５ 年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流行状况 Ｍｅｔａ 分析显示ꎬ学龄期儿童患病率

为 ３.０％ ~ ７.２％[３] ꎻ国内儿童 ＡＤＨＤ 流行状况 Ｍｅｔａ 分

析显示ꎬ我国 ＡＤＨＤ 总发病率为 ５.７％(９５％ＣＩ ＝ ４.９％
~ ６. ６％)ꎬ 高 于 世 界 的 ５. ３％ ( ９５％ ＣＩ ＝ ５. ０％ ~
５.６％) [４] ꎮ 以往研究表明ꎬＡＤＨＤ 患者在视觉搜索任

务中存在注意控制的缺陷[５－６] ꎮ 同时ꎬ视觉工作记忆

３４５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第 ４１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４



负荷会对注意表现产生影响[７] ꎮ 从工作记忆的角度

看ꎬ视觉工作记忆系统能对储存的信息进行精细化加

工ꎬ被加工的信息用于空间运用、心理想象、绘画等复

杂活动[８] ꎮ 绘画者在绘画过程中运用视觉工作记忆

参与各种视觉搜索任务从而完成绘画任务ꎮ 已有文

献报道表明ꎬ视觉搜索训练能够对注意偏向产生正向

影响[９] ꎮ 由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普遍存在视觉

注意功能方面的缺陷[８ꎬ１０] ꎮ 因此对 ＡＤＨＤ 患者进行

绘画视觉搜索训练ꎬ明确绘画疗法对 ＡＤＨＤ 患者注意

功能的影响有重要意义ꎮ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临床表现除注意力不集中外ꎬ

还有行为冲动、活动过度等行为管理方面缺陷ꎬ既往

研究显示ꎬ通过改善 ＡＤＨＤ 患者自我认知能够加强其

自我行为管理能力[１１] ꎮ 绘画疗法能够让绘画者在绘

画过程中运用非言语工具[１２] 化解无意识的冲突[１３] 、
缓解焦虑情绪[１４] 、 提升自我概念[１５] 、 恢复认知功

能[１６] 、强化注意力[１７] ꎮ 本研究假设通过完成绘画视

觉搜索训练提升被试视觉记忆功能从而强化注意能

力ꎮ 通过主题绘画及填色游戏等绘画投射测验改善

被试自我认知ꎬ强化自我行为管理与约束ꎬ并对 ＡＤＨＤ
儿童进行行为问题及工作记忆能力的量化及质化分

析ꎬ比较绘画疗法干预前后 ＡＤＨＤ 儿童心理及行为差

异ꎬ为后续策略建构提供数据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为白山市 ３ 所小学一至六年级已诊断为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儿童ꎮ 入选标准:(１)所有儿童

均经过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儿童精神科医师接诊ꎬ通
过 Ｃｏｎｎｅｒｓ 儿童行为问卷测量( Ｃｏｎｎｅｒｓ Ｐａｒｅｎｔ Ｓｙｍｐ￣
ｔｏ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ＰＳＱ) [１８] ꎬ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

统计手册第 ４ 版(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ꎬ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ＤＳＭ － ＩＶ ) 诊 断 标

准[１９] ꎻ( ２) 与监护人经儿童临床诊断性会谈量表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ＳｃａｌｅꎬＣＤＩＳ) [２０]进行半定

式访谈核实 ＡＤＨＤ 诊断及分型ꎻ( ３) 年龄 ７ ~ １４ 岁ꎻ
(４)右利手ꎻ(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ꎬ无色盲、色弱等

眼部疾病ꎻ(６) 中国韦氏智力量表[２１] 总智商(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ꎬＩＱ)得分≥８５ 分ꎻ(７)目前未接受药物

或其他关于 ＡＤＨＤ 的治疗ꎻ(８)无癫痫、广泛性发育障

碍、精神发育迟滞、重要器官严重功能不全或障碍等

其他严重躯体疾病ꎮ 实验经过被试本人、监护人、校
方同意ꎬ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有研究经过东北石油大

学课题组伦理委员会审查最终确定 ２０ 名 ＡＤＨＤ 儿童

为实验对象ꎬ其中男生 １５ 名ꎬ女生 ５ 名ꎻ平均年龄

(９.３５±１.８４)岁ꎬ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被试分为实验组

与对照组(每组 １０ 名)ꎻ其中实验组男生 ７ 名ꎬ女生 ３
名ꎻ对照组男生 ８ 名ꎬ女生 ２ 名ꎮ 干预组与对照组性别

构成、平均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Ｃｏｎｎｅｒｓ 父母评症状量表(Ｃｏｎｎｅｒｓ Ｐａｒｅｎｔ Ｓｙｍｐ￣
ｔｏ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ＰＳＱ) [１８] 　 用于评估 ３ ~ １６ 岁儿童

情绪及行为问题ꎬ包括 ４８ 个条目ꎬ采用 ４ 级评分法(０
~ ３ 分)ꎮ 共包括品行行为、学习问题、心神障碍、冲动

－多动、焦虑、多动指数 ６ 个因子ꎮ 得分越高ꎬ说明父

母认为子女行为与情绪方面存在的问题越严重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８ꎬ分半信度为 ０.８６ꎬ量表各因子

重测信度为 ０.５６ ~ ０.８９ꎬ各条目的重测信度为 ０.３６ ~
１.００(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１.２.２　 Ｒｅｙ 复杂图形记忆任务中文版[２２] 　 要求被试

观察特定图形 ３０ ｓ 后默画ꎬ２０ ~ ３０ ｍｉｎ 后再次默画ꎮ
根据被试画出的图形的结构与细节打分ꎬ结构评分为

０ ~ ６ 分ꎬ细节评分 ０ ~ ３６ 分ꎮ 共有即时结构、即时细

节、延时结构、延时细节 ４ 个维度ꎮ 分数越高ꎬ说明被

试的记忆功能越好ꎮ 主试均经过培训ꎬ为保证对绘画

作品分析一致ꎬ分析员为同一人ꎮ
１.３　 实验设计　 干预组在温和舒适的房间进行为期

１４ 周ꎬ每周 ４ 次ꎬ每次 １２０ ｍｉｎ 的绘画疗法干预ꎮ 本次

干预目的结合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病理特征ꎬ以强

化视觉工作记忆能力及提升行为管理能力为实验主

要目标ꎬ参考目前已有研究中[２３]已被证实有效的干预

疗法ꎬ对实验方案进行研究设计ꎮ 见表 １ꎮ
１.４　 实验流程　 干预前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儿童进行

ＰＳＱ 测验及 Ｒｅｙ 复杂图形记忆测验(前测)ꎬ测验后进

行为期 １ 周的预实验ꎬ预实验结束ꎬ进行正式实验ꎮ 实

验结束后ꎬ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儿童进行 ＰＳＱ 测验及

Ｒｅｙ 复杂图形记忆测验(后测)ꎮ 为验证干预方案对

实验组儿童干预疗效的稳定性与实效性ꎬ于干预结束

后 １２ 周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儿童再次进行 ＰＳＱ 测验及

Ｒｅｙ 复杂图形记忆测验ꎮ 并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ꎮ

表 １　 绘画疗法干预方案

目标 主题 方法 时间 / 周
预实验 随意涂鸦 略 １
视觉工作记忆 色彩归纳 将蜡笔乱序摆放ꎬ观察不同绘画作品的颜色分布ꎬ并选出与绘画作品中相同颜色的蜡笔ꎮ ２
　 能力强化 写生绘画 观察不同物体、风景、人物ꎬ尽可能详细描述所观察对象的显著特征ꎬ以所观察的对象为绘画主题进行作画ꎮ ３

情景绘画 以故事形式表达情景ꎬ用语言复述故事情景ꎬ将所描述情景以绘画的方式再现ꎮ ３
行为管理强化 填色游戏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有边框的填色任务ꎮ 要求绘画线条尽量不超出填色边框ꎮ ２

主题绘画 设定绘画主题ꎬ根据绘画主题自由发挥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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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

和统计分析ꎮ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差表示ꎬ偏态分布用中位数(最小值 ~ 最大值) 表示ꎮ
对治疗前后的量表评分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及方差分

析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ＡＤＨＤ 儿童前测与即时后测、延时后测 ＰＳＱ 评分

比较

２.１.１　 实验组与对照组同质性检验 　 干预前对实验

组与对照组 ＰＳＱ 问卷评分进行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ꎬ结果

发现ꎬ两组在量表 ６ 个维度分数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ｔ 值分别为 ０.６０ꎬ１.４１ꎬ－０.５２ꎬ－１.６８ꎬ０.７８ꎬ１.５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１.２　 实验组与对照组差异性检验 　 实验组干预后

与干预前及对照组干预后在品行行为、学习问题、冲
动多动、多动指数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心神障碍、焦虑维度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干预结束 １２ 周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儿童再次进行

ＰＳＱ 测验ꎬ结果发现ꎬ实验组该 ４ 个维度 ＰＳＱ 分数维

持良好ꎬ与该组前测及对照组追踪后测分数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心神障碍、焦虑维度干

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实验组与对照组儿童 ＰＳＱ 干预前后各变量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测量时间 统计值 品行行为 学习问题 心神障碍 冲动多动 焦虑 多动指数
实验组(ｎ ＝ １０) 干预前 １.６７±０.７３ ２.５３±０.２１ １.１２±０.８５ ２.６０±０.１４ １.６３±０.５５ ２.４２±０.１８

干预后 １.０２±０.６０ａｂ １.８５±０.１９ａｂ １.１０±０.７３ １.９８±０.１５ａｂ １.４５±０.４４ １.９７±０.２０ａｂ

追踪测验 １.０２±０.６２ａｂ １.８０±０.１６ａｂ １.１６±０.７７ ２.００±０.２２ａｂ １.５３±０.４８ ２.０２±０.２０ａｂ

Ｆ 值 ３.９４ １８.５９ ０.０１ １６.８５ ０.１３ １６.２１
Ｐ 值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９９ <０.０１ ０.８８ <０.０１

对照组(ｎ ＝ １０) 干预前 １.６３±０.７３ ２.４３±０.１７ １.２０±０.８７ ２.６３±０..１０ １.６８±０.５１ ２.３５±０.２４
干预后 １.６０±０.７２ ２.５５±０.１７ １.２４±０.８９ ２.６５±０.０６ １.６３±０.４８ ２.３０±０.２４
追踪测验 １.６３±０.７０ ２.５８±０.１７ １.２２±０.８１ ２.７０±０.０８ １.６５±０.５１ ２.３０±０.２２

Ｆ 值 ０.０１ ０.８８ ０.００ ０.９１ ０.０１ ０.１５
Ｐ 值 ０.９９ ０.４５ ０.１０ ０.４４ ０.９９ ０.８６

　 注:ａ 与干预前比较ꎬｂ 与对照组同时期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２.２　 ＡＤＨＤ 儿童前测与即时后测 Ｒｅｙ 复杂记忆图形

评分比较

２.２.１　 实验组与对照组分数同质性检验 　 实验前对

实验组与对照组 Ｒｅｙ 复杂图形记忆测验评分进行配

对样本 ｔ 检验ꎬ结果发现ꎬ两组在量表 ４ 个维度分数上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０.２９ꎬ０.５１ꎬ０.３６ꎬ
－０.５６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ꎬ可以进行干预后差异性检验ꎮ
见表 ３ꎮ

２.２.２　 实验组与对照组分数差异性检验 　 实验组后

测分数与前测分数及对照组后测分数在即时结构、即
时细节、延时结构、延时细节 ４ 个维度上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干预结束 １２ 周后ꎬ对实验

组和对照组儿童再次进行 Ｒｅｙ 复杂图形记忆测验ꎬ结
果发现ꎬ在 ４ 个维度比较上实验组 １２ 周后追踪后测与

实验组前测及对照组追踪后测分数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实验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 Ｒｅｙ 复杂记忆图形各变量得分比较(ｘ±ｓ)

干预前后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即时结构 即时细节 延时结构 延时细节
干预前 实验组 １０ ２.１０±１.１０ ６.３０±０.９５ ２.００±０.６７ ５.５０±０.８５

对照组 １０ ２.２０±０.９２ ６.１０±０.９９ ２.１０±０.７４ ５.７０±１.０６
ｔ 值 －０.２９ ０.５１ －０.３６ －０.５６
Ｐ 值 ０.７８ ０.６２ ０.７３ ０.５９

干预后 实验组 １０ ２.９０±１.２０ａ ７.７０±１.０６ａ ３.１０±０.７４ａ ６.７０±０.４８ａ

对照组 １０ ２.００±１.０５ ６.１０±１.２０ ２.２０±０.６３ ５.５０±０.８５
ｔ 值 ２.８６ ３.３６ ３.２５ ３.３４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追踪测验 实验组 １０ ２.８０±１.２３ａ ７.４０±０.９７ａ ３.３０±０.８２ａ ６.４０±０.７０ａ

对照组 １０ ２.１０±０.５７ ６.００±１.０５ ２.４０±０.７０ ５.４０±１.０７
ｔ 值 ２.６９ ２.０９ ２.３８ ２.５４
Ｐ 值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３

　 注:ａ 干预前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ＡＤＨＤ 儿童经绘画疗法干预后 ＰＳＱ
中的品行行为、学习问题、多动－冲动、多动指数因子

均较前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与严虎等[２４] 关于绘画疗

法对儿童学习、行为、注意等方面的研究结果一致ꎬ表
明绘画疗法对 ＡＤＨＤ 儿童行为问题的干预与正常儿

童同样具有疗效ꎮ 而研究结果显示ꎬ绘画疗法对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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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心神障碍因子的改善不明显ꎬ与国内陈灿锐等[２５] 关

于绘画疗法对儿童焦虑情绪影响的研究不一致ꎮ 对

Ｃｏｎｎｅｒｓ 儿童行为问卷内容分析发现ꎬ本研究中焦虑得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原因可能与被试在生活中未

表现出问卷在焦虑因子一项中所提出的问题ꎬ或是表

现问题不明显ꎬ因而显示绘画疗法对 ＡＤＨＤ 儿童焦虑

情绪的影响不显著ꎮ 在心神障碍方面ꎬ国内外尚未有

关于 ＡＤＨＤ 儿童心神障碍的发病机制的统一结论ꎬ主
要以中枢神经递质不正常、肾上腺激素功能不全、多
巴胺功能不足[２６] 等原因有关ꎮ 需进一步研究 ＡＤＨＤ
儿童心神障碍的发病机制ꎬ研究绘画疗法对心神障碍

的干预疗效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干预后 Ｒｅｙ 复杂图形记忆测

验 ４ 个因子均高于对照组和干预前ꎻ１２ 周追踪测验结

果显示ꎬ４ 个因子均高于前测ꎬ说明绘画疗法对 ＡＤＨＤ
儿童视觉工作记忆具有正向影响ꎬ且稳定性最少维持

１２ 周ꎬ与王冰[２７] 关于绘画促进视觉认知能力发展研

究结果一致ꎮ 在绘画疗法的干预中ꎬ对被试儿童进行

行为干预的同时ꎬ干预方案中设计了色彩归纳、写生

绘画、情境绘画 ３ 种治疗方案ꎬ提升被试的视觉工作记

忆ꎬ且干预方案均通过记忆－加工－再复述的方式锻炼

ＡＤＨＤ 儿童的工作记忆能力ꎬ提升注意力ꎮ 绘画过程

有赖于大脑多个脑区间的复杂交互作用ꎬ绘画治疗能

够激活与物体识别相关的大脑区域ꎬ锻炼个体的注意

力ꎬ有助于促进个体认知功能的恢复[２８] ꎮ
在绘画投射测验方面ꎬ通过对被试儿童 ６００ 余幅

作品整理发现ꎬ干预后被试儿童的绘画笔触、线条、色
彩、画幅、作品完整度均较前测有显著改善ꎮ 在绘画

分析中笔触、线条、画幅等元素均能表现个体的行为

控制能力、注意能力、情绪情感及个性特征ꎮ 填色绘

画不仅能体现儿童的行为自我控制能力ꎬ还能体现其

注意能力ꎮ 填色不超边界ꎬ笔触线条秩序性强ꎬ说明

绘画者具有良好的自我行为控制能力及注意能力ꎮ
因此ꎬ从绘画分析中能够判定 ＡＤＨＤ 儿童在经绘画疗

法干预后情绪、认知、行为、注意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

提升ꎬ与本研究数据测量结果一致ꎮ 实验结果与国内

关于绘画提升儿童视觉认知能力发展的研究结果一

致[２９] ꎮ
综上所述ꎬ在对 ＡＤＨＤ 儿童进行药物或其他治疗

的同时ꎬ对 ＡＤＨＤ 儿童进行绘画疗法的干预能使患儿

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ꎬ绘画疗法能否成为 ＡＤＨＤ 主要

治疗方法还需进一步研究ꎬ但作为辅助性治疗方法ꎬ
绘画疗法能够有效减轻 ＡＤＨＤ 儿童的不良行为障碍

提升 ＡＤＨＤ 儿童视觉工作记忆ꎬ从而强化其注意能

力ꎮ 总体研究成果与蒋红梅等[２９] 研究结果一致ꎮ 且

绘画疗法具有操作便捷ꎬ患儿接受度高ꎬ无不良副作

用等优势ꎬ对 ＡＤＨＤ 儿童有明显的适用性ꎬ可以与其

他治疗方法协同作用ꎬ作为一种长期的治疗方法ꎬ以
巩固疗效ꎮ 调查的缺陷与不足:样本量不足ꎬ由于绘画

疗法的特殊性且为保证实验的效果ꎬ本研究仅选择 １０
名 ＡＤＨＤ 儿童进行绘画疗法干预ꎬ因此ꎬ需要更大的

样本量进一步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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