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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康复训练联合家庭康复训练对孤独症患儿的效果

张姝妤 、 苏振军 、 吴彦云 、 吴静静 、 赵玉霞

【摘要】目的　探讨医疗机构康复训练结合家庭康复训练在儿童孤独症治疗中应用效果。方法　将

本院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间收治孤独症患儿 12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n=60）与研究组（n=60）。对

照组患儿进行常规医疗机构康复训练，研究组患儿进行医疗机构康复训练结合家庭康复训练。对比分

析两组患儿治疗前、后孤独症行为检查量表（ABC）评分与孤独症治疗评估量表（ATEC）评分情况。结

果　治疗 6 个月后，两组患儿 ABC 量表和 ATEC 量表各项评分及总分均比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

而且研究组患儿的评分比对照组更低（P<0.05）。结论　儿童孤独症患儿予以医疗机构康复训练与家

庭康复训练相结合治疗方法可有效降低患儿 ABC 量表与 ATEC 量表评分，提高对患儿的治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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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in family on children with autism 
　　ZHANG Shuyu，SU Zhenjun，WU Yanyun，et al. The Central Hospita of Zhumadian，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in family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Methods　A total of 120 children with autism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January 2019 were enroll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n=60）and study group（n=60）. The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ained in rehabilitation of conventional medical institutions，and the children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trained in rehabilitation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in family. The behavioral examination scale（ABC）score and 

the autism treatment evaluation scale（ATEC）scores of children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

pared. Results　After 6 months of treatment，the scores of the ABC scales and ATEC scales in both of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0.05），and the scores of the ABC and ATEC scal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re-

habilitation training and famil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ABC scale and 

ATEC scale scores of children and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n children.

【Keywords】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medical institutions；Famil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Children with autism；

Treatment effect

儿童孤独症是常见神经发育障碍，该病发生率

约在 1.3％左右［1-3］。孤独症患儿主要临床表现包括

社会交往障碍、语言交流障碍、兴趣范围狭窄、行

为刻板等［4］。该病严重影响患儿的社会功能，预后

较差［5-6］。目前尚缺乏特效药物对该病进行治疗。主

要通过针对性的康复训练来促进患儿病情的改善与

身心发育。本研究探讨医疗机构康复训练结合家庭

康复训练在儿童孤独症治疗中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线资料

随机纳入本院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1 月间收治

孤独症患儿 120 例作为该次研究对象，随机将患儿

分为对照组（n=60）与研究组（n=60）。研究组纳入

男童 33 例、女童 27 例，患儿年龄范围 2~9 岁，平均

（4.37±1.28）岁，患儿病程时间 1~4 年，平均病程

（2.08±0.62）年，患儿家属文化水平：中学及以下

22 例、高中学历 16 例，大专及以上学历 12 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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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纳入男童 32 例、女童 28 例，患儿年龄范围 2~8
岁，平均（4.39±1.26）岁，患儿病程时间 1～4 年，

平均病程（2.09±0.65）年，患儿家属文化水平：中

学及以下 24 例、高中学历 15 例，大专及以上学历

11 例。患儿家属均在研究开展前签署知情权同意书，

研究内容符合伦理学要求。

1.2　入组标准

（1）纳入标准：研究纳入患儿符合美国《精神病

诊断统计手册第 4 版》中对于孤独症患儿的诊断标

准；患儿家长对研究知情并主动配合治疗干预，具有

良好的沟通性；患儿在入院前均未参与其他的康复训

练或接受相关治疗干预。（2）排除标准：研究排除合

并癫痫、脑瘫等疾病患儿；排除合并严重焦虑、抑郁

心理状态患儿；排除合并各脏器功能障碍或功能疾病

患儿［7-8］。

1.3　方法

对照组患儿进行常规医疗机构康复训练。训练内

容：患儿由患儿家长带到儿童保健科训练中心，共同

参与亲子协同训练，主要课程包括患儿个体训练课、

集体保健教学、操作与实践课、音乐欣赏课、言语认

知训练以及社交游戏训练等，本次训练包括有 30 个

学时的理论教学，护理人员需向患儿家长讲授患儿发

生孤独症疾病特点、操作原理、康复训练方法以及实

践训练内容指导，协助患儿家长正确了解该疾病，并

树立对患儿完成治疗的信心，孤独症康复训练课程均

由具有孤独症特殊教育资质的医生进行授课。在进行

康复训练前要求需对患儿进行全面化测评，依据患儿

测评结果为其制定个体化治疗的教学计划，确定对患

儿的近期、远期目标，在进行康复训练过程中要求对

患儿学习氛围、作息及训练任务等进行结构化调整。

康复训练以 4h/ 次，5 次 /d，持续训练 6 个月。

研究组患儿进行医疗机构康复训练结合家庭康

复训练。其中医疗机构康复训练同对照组；家庭康复

训练的内容：（1）康复治疗师与医师在对亲子实施康

复训练过程中需注重进行手把手式教学，每次进行医

疗机构康复训练后抽取额外 30min 时间针对本组患儿

家长进行针对性的孤独症家庭康复训练辅导教学，强

化对患儿家长孤独症疾病知识的宣教，提高患儿家长

对孤独症疾病的认知，同时强化患儿家长对孤独症康

复训练中结构化教学开展的认同度与理解度。要求亲

子在同训过程当中，患儿家长需注重提高干预操作能

力，同时解决患儿参与训练过程中家长可能碰到的相

关问题。（2）制定孤独症患儿家长沟通手册，在每周

主动收集进行家长家庭康复训练的过程当中在每周主

动收集家长家庭康复训练过程中的心态变化特征及问

题，从而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加强患儿家长对于家庭

中发现的行为、问题的处理能力。（3）心理咨询服务，

通过改善患儿家长情绪状况，改善此类患儿家庭的关

系，同时协助帮助家长建立起信心，确保对此类患儿

家庭康复训练操作可有效实施并坚持开展操作。

干预 6 个月针对此类患儿家长进行考核评分，研

究中对于考核不达标家长，结合评分表不达标项目

进行调整，以提高对患儿家长的教育信心并强化教

育内容。要求患儿家长在其家中需对患儿进行多次

康复训练，包括对患儿进行生活与生活自理能力的

训练。要求在进行训练过程中护理人员需每周一次

参与对患儿状态评估，并以此调节家庭训练内容。

1.4　监测指标

对比分析两组患儿治疗前、治疗后 6 个月孤独

症行为检查量表（ABC）评分与孤独症治疗评估量表

（ATEC）评分情况。其中，ABC 量表评分内容包括患

儿感知、交往、运动、语言及自理等 5 项能力，ABC

评分以分值越低表示患儿的疾病程度相对越轻。ATEC

评分内容包括社交、语言、感知以及行为 4 项内容，

ATEC 评分越低则表明患儿的疾病程度相对越轻。

1.5　统计学处理

通过 SPSS20.0 软件对研究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处理，两组患者 ABC、ATEC 评分数据以均值 ±

标准差描述，两两比较行 t 值检验，以 P<0.05 表示

对比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在治疗前后的 ABC 量表评分情况

对比

两组患儿进行治疗前 ABC 量表各项评分及总评

分情况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 6 个月后，

两组患儿 ABC 量表各项评分及总评分情况对比治疗

前明显更低（P<0.05）；治疗 6 个月后，研究组患儿

ABC 量表各项评分及总评分情况对比对照组患儿明

显更低（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儿在治疗前后的 ATEC 评分情况对比

两组患儿进行治疗前 ATEC 量表各项评分及总

评分情况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 6 个月后，

两组患儿 ATEC 量表各项评分及总评分情况对比治

疗前明显更低（P<0.05）；治疗 6 个月后，研究组患

儿 ATEC 量表各项评分及总评分情况对比对照组患

儿明显更低（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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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孤独症是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相关研究发现

当前我国孤独症患儿群体超过 500 万 ［9］。目前我国康

复训练机构相对缺乏，难以满足当前孤独症患儿的

康复要求［10］。康复训练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调查发现孤独症患儿的家庭收入中，超过 70％用于

对患儿进行治疗干预以及相关花费［11］。康复训练的

效果得到广泛的认可，但康复训练方法仍有改进的空

间，如医疗机构康复训练缺乏对患儿的生活自理能

力训练等［12-13］。通过结合开展家庭康复训练则可弥补

医疗机构康复训练中存在的不足，改善疗效。家庭

康复训练干预，能让患儿在其熟悉的环境当中完成

各项实践训练内容，充分锻炼患儿的生活自理能力、

交际能力以及规范行为等。而且在家庭康复训练过

程中，家长可发挥较好的主导作用，家长可通过对

患儿进行行为示范、给予患儿参与学习、训练的机

会等，让患儿在生活中实现学习能力的应用广泛化，

最终促使孤独症患儿参与到正常的社交活动中［14-15］。

本研究中对照组患儿进行常规医疗机构康复训

练，研究组患儿进行医疗机构康复训练结合家庭康

复训练，结果发现：治疗 6 个月后，两组患儿 ABC 量

表各项评分及总评分情况对比治疗前均明显下降。说

明两种康复训练都可以改善患儿的症状，均是有效治

疗。本研究还发现：研究组患儿各项评分比对照组患

儿明显更低。说明医疗机构康复训练与家庭康复训练

相结合在治疗儿童孤独症上相比于单纯进行医疗机构

康复训练的效果更明确。患儿家长对孤独症发病机

制、康复训练的方法掌握是保障其临床治疗效果的关

键。通过医疗机构康复训练与家庭康复训练，家长对

于疾病的认知、训练方法以及处理问题能力均得到提

升，从而整体提高对患儿的康复训练效果。

 综上所述，儿童孤独症患儿予以医疗机构康复

训练与家庭康复训练相结合治疗方法可有效降低患

儿 ABC 量表与 ATEC 量表评分，提高对患儿的治疗

疗效。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样本来源较为单一，

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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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儿在治疗前后的ABC量表评分情况对比

分组 时间 感知能力 交往能力 运动能力 语言能力 自理能力 总分

观察组 治疗前 11.25±3.08 18.24±2.81 14.62±2.23 23.69±2.72 14.47±2.24 83.25±5.92

治疗6个月 7.04±1.53* 11.76±2.08* 9.36±1.07* 17.62±1.46* 8.09±1.27* 54.56±4.42*

对照组 治疗前 11.16±3.12 18.09±2.93 14.68±2.09 23.85±2.50 14.53±2.31 84.07±6.18

治疗6个月 8.96±1.68*^ 14.50±1.58*^ 11.72±1.14*^ 19.33±1.02*^ 9.69±1.33*^ 68.29±5.77*^

t1 - 9.482 14.357 16.473 15.231 19.192 30.080

t2 - 4.809 8.354 9.631 12.967 14.065 14.457

相比治疗前，*P<0.05；相比观察组，^P<0.05；t1：观察组治疗前后对比，t2对照组治疗前后对比。

表2　两组患儿在治疗前后的ATEC评分情况对比

分组 时间 社交 语言 感知 行为 总分

观察组 治疗前 23.26±3.60 22.19±3.24 27.02±2.53 20.17±2.24 95.21±7.32

治疗6个月 9.42±2.31* 10.08±2.62* 14.09±3.20* 11.42±2.51* 51.92±6.31*

对照组 治疗前 22.18±3.93 21.76±3.47 26.88±2.84 20.32±2.36 96.06±8.43

治疗6个月 13.08±2.24*^ 13.47±1.93*^ 17.75±2.58*^ 15.09±2.73*^ 65.26±5.98*^

t1 - 25.063 22.512 24.552 20.147 34.697

t2 - 15.583 16.172 18.432 11.226 23.083

相比治疗前，*P<0.05；相比观察组，^P<0.05；t1：观察组治疗前后对比，t2对照组治疗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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