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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教育在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中的应用疗效

李　斌 、 戚艳杰 、 张之霞 、 陈　云 、 郑　毅

 【摘要】目的　探讨结构化教育在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取 2015 年 3 月

~2017 年 6 月医院收治的自闭症儿童 12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n=60）和观察组（n=60）。对照组采

用常规方法康复训练，观察组采用结构化教育康复训练，采用自闭症儿童行为检查量表（ABC），自

闭症治疗评估量表（ATEC）和自闭症发育障碍心理教育量表（C-PEP）比较两组患儿临床康复效果。

结果　观察组治疗后 12 个月后 ABC 和 ATEC 量表评分均低于对照组，C-PEP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中采用结构化教育临床效果理想，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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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structured education in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LI Bin，QI Yanjie，ZHANG Zhixia，et al. Beijing Anding Hospital of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tructured education in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or chil-

dren with autism. Methods　A total of 120 autistic children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rom March 2015 to June -2017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n=60）and observation group（n=60）.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re-

habilitation training，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structured rehabilitation training，and the scales of ABC，ATEC 

and C-PEP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12 months after 

treatment behavior，scores of ABC and ATEC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and scores of C-PEP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structured education in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or autistic children is ideal，and it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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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又称为孤独症，属于是广泛性发育障碍

疾病的一种，多发生在 3 岁前儿童中，患者发病后

临床表现为语言发育障碍、行为刻板、明显的社交

能力缺陷等［1］。数据报道显示［2］：我国自闭症发生率

为 1.4％，且患者发病后临床表现明显，导致患者无

法融入社会，丧失基本的日常感情，影响儿童的身

心健康，并且给家庭也带来沉重的负担。目前，临

床上对于自闭症尚缺乏理想的治疗药物，更多的通

过康复训练改善患者核心症状，促进其智力发展。

常规康复训练虽然能满足临床治疗需要，但是训练

缺乏针对性，并未考虑每一位患者情况，导致远期

治疗效果欠佳，难以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3，4］。结

构化教育是临床上常用的教育训练方法，其目的能

加强孤独症儿童或社交障碍儿童的相互沟通和交流，

改善孤独症儿童的社会功能。研究表明［5］：将结构化

教育用于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中效果理想，有助于

提高临床效果，但是该结论有待验证。为了探讨结

构化教育在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中的应用效果。取

2015 年 3 月 ~2017 年 6 月医院收治的自闭症儿童 120
例，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取 2015 年 3 月 ~2017 年 6 月医院收治的自闭症

儿童 120 例，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

照组 60 例，男 35 例，女 25 例，年龄（3~8）岁，平

均（4.83±2.15）岁，病程（1~3）年，平均（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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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年。父母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21 例，高

中 29 例，大专及以上 10 例。观察组 60 例，男 33
例，女 27 例，年龄（3~9）岁，平均（4.91±2.19）

岁，病程（1~4）年，平均（1.81±0.45）年。父母文

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19 例，高中 30 例，大专及以上

11 例。纳入标准：（1）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

计手册》第四版（DSM-IV）中关于自闭症临床诊断

标准者；（2）均经过生化、影像学检查最终得到确

诊；（3）能遵循医嘱完成相应的康复训练。排除标

准：（1）合并儿童精神发育迟滞、儿童精神分裂症

者；（2）合并听力障碍、注意力缺陷及代谢疾病者；

（3）难以配合医嘱完成治疗、教育者。本课题在伦

理委员会批准、监督下进行，患儿家属对治疗方法

等知情同意。两组患儿一般临床资料组间无明显差

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康复训练：积极向患者及

家属宣传自闭症相关知识，告知患者常用的康复训

练方法，分别给予锁链法、示范学习法、奖励与惩

罚法、消极训练法等，每天训练 4h，每周训练 5 次，

连续进行 12 个月训练［8］。

观察组：采用结构化教育康复训练。（1）根据自

闭症患者检查、评估结果制定每一位患者的结构化

教育计划和教育目的。教育训练主要包括：语言训

练、日常生活能力训练、模仿、生活自理训练、常

见社交技术训练，加强患者感知、语言理解和表达、

情绪情感等。（2）加强患者程序化康复训练，根据

制定的训练方法结合每一位患者具体情况制定结构

化教育表与时间表，让自闭症患者训练时严格遵循

制定的计划进行训练，善于利用文字、图片等将训

练的步骤、训练的效果等记录下来，发挥良好的视

觉提示作用，并且正确的指导患者康复训练的技巧、

注意事项等。（3）根据训练的内容、场地等放置相应

的道具、玩具、教材等，让患者放松，最大限度的

完成相应的任务，对于完成训练者给予相应的奖励，

让患者感觉成就感，充分发挥患者的主观能动性。

（4）结构化教育训练过程中善于利用身体语言、图

表、文字、语言等方法引导患者，善于利用通俗易

懂的方法加深患者对训练目的、方法的理解，提高

训练配合度。（5）自闭症患者存在明显的思维、能力

障碍，难以像正常儿童一样规划自己的活动。因此，

结构化教育时必须做到规律学习、规律教育，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患者每天训练 6h，每周训练 5 天，

连续进行 12 个月训练。2 组训练过程中均不给予相

关药物治疗。

1.3　观察指标

（1）自闭症儿童行为检查量表（ABC 量表）。利

用 ABC 量表对患者治疗前、后行为情况进行评估，

该量表主要包括感觉、运动、交往、语言及生活自

理能力 5 个方面，该量表筛查分 57 分，诊断分 67 分，

得分越低，治疗效果越理想［9］。（2）自闭症治疗评估

量表（ATEC 量表）。采用 ATEC 量表对 2 组治疗前、

后自闭治疗效果进行评估，该量表包括：语言、社交、

感知及行为方面，得分越低，治疗效果越理想［10］。

（3）自闭症发育障碍心理教育量表（C-PEP）。采用

C-PEP 量表对 2 组训练前、后心理恢复情况进行评

估。该量表包括：感知、精细动作、粗动作、认知表

现及口语认知方面，得分越高，治疗效果越理想［11］。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8.0 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 χ2 检验，

采用（n，％）表示；计量资料行 t 检验，采用（x±s）
表示，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 ABC 量表评分比较

两组患儿治疗前 ABC 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 12 个月两组 ABC 各项评

分均降低，且观察组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2.2　两组治疗前、后 ATEC 量表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前 ATEC 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表1　治疗前、后ABC量表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感觉 运动 交往 语言 生活自理

观察组（n=60） 治疗前 10.23±2.35 14.32±2.84 17.12±3.21 21.02±3.84 13.02±2.99

治疗后 7.12±2.12ab 10.12±2.14ab 12.04±2.39ab 17.32±3.82ab 8.99±2.34ab

对照组（n=60） 治疗前 10.21±2.31 14.09±2.80 17.16±3.26 20.89±3.81 13.07±3.00

治疗后 8.84±2.30b 13.02±2.89b 15.12±2.64b 18.12±3.80b 10.84±2.43b

与对照组相比，aP<0.05；与治疗前相比，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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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自闭症是精神科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多发生在

儿童中，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将会严重影

响患者健康及生活。曾有研究显示［12］：我国已经有

500 万自闭症患者，且对于康复机构的需求量相对

较大。常规康复训练方法虽然能满足患者治疗需要，

但是康复训练前并未根据每一位患者情况制定相应

的计划，导致缺乏针对性，难以达到长远的预期康

复效果。

近年来，结构化教育在自闭症患者中得到应用，

且效果理想。结构化教育能加强患者与家庭、社会

之间的理解能力，能让患者多进行沟通、交流，树

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消除患者内心的负性情绪［13］。

此外，结构化教育的实施更加重视对每一位患者的

康复教育，更加重视技巧的发挥与家庭自愿的整合，

实施过程中能加强患者环境训练和程序训练，有助

于提高患者社会交往能力，弥补传统康复训练中存

在的不足，及时纠正儿童的不当行为。此外，结构

化教育的干预能充分利用医院、社区的资源，让患

者熟悉日常生活中能实现的各项训练，加强人际交

往能力、日常生活能力、行为规范能力及协调配合

能力。结构化教育的干预能充分发挥患者家属的主

观能动性，通过与家属之间的沟通、示范等能为患

者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场景训练等，让患者能在

日常生活中实现学以所用，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自理

能力，帮助患者早期康复。国内学者研究显示［14］：

结构化教育能更加全面的改善自闭症患者语言交流、

行为能力等症状和障碍，有助于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避免病情反复发展。结构化教育的实施有助于改善

患者心理水平，让患者及家属对疾病有一个全面的

认识和了解，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从而

改善患者预后，实现康复训练目的。但是，由于每

一位自闭症儿童临床表现、疾病诱因不同，结构化

教育前应完善患者相关检查，了解患者及家庭基本

情况，根据了解结果为每一位患者制定针对性的结

构化教育，使得对患者的康复训练更具针对性、科

学性，有助于提高临床效果。此外，结构化教育过

程中还应根据患者恢复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让患

者能在恢复不同阶段获得不同的教育［15］。但是，本

课题中尚存在许多不足，一方面试验中病例数相对

较少，容易对试验结果存在争议；另一方面对患者进

行相关数据处理时可能存在误差，均需要进一步研

究和探讨。

综上所述，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中采用结构化

教育效果理想，有助于患者提高临床效果，改善其

行为及心理，值得推广应用。

意义（P>0.05）；治疗后 12 个月两组患儿 ATEC 各项

评分较治疗前均降低，且观察组上述评分均低于对

照组（P<0.05），见表 2。

2.3　两组治疗前、后 C-PEP 量表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前 C-PEP 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的 C-PEP 各项评分

均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表2　治疗前、后ATEC量表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语言 社交 感知 社会

观察组（n=60） 治疗前 24.09±4.31 23.73±4.29 23.09±7.32 23.01±7.42

治疗后12个月 14.89±3.84ab 14.59±3.37ab 15.82±4.01ab 15.83±5.93ab

对照组（n=60） 治疗前 24.12±4.34 23.75±4.30 23.12±7.30 23.15±7.54

治疗后 20.15±4.12b 18.94±4.32b 18.32±5.35b 19.03±6.31b

与对照组相比，aP<0.05；与治疗前相比，bP<0.05

表3　治疗前、后C-PEP量表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感知 精细动作 粗动作 认知表现 口语认知 模仿

观察组（n=60） 治疗前 2.72±0.80 5.89±2.01 3.21±0.94 2.42±1.02 1.72±0.98 2.72±0.94

治疗后 6.33±1.03ab 8.94±2.32ab 9.53±1.23ab 7.42±1.13ab 5.03±1.15ab 6.02±1.24ab

对照组（n=60） 治疗前 2.70±0.75 5.99±2.12 3.19±0.91 2.43±1.03 1.75±1.03 2.73±0.97

治疗后 4.03±0.89b 6.75±2.16b 6.12±1.15b 4.53±1.09b 3.42±1.09b 3.46±1.11b

与对照组相比，aP<0.05；与治疗前相比，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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