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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式教育和感统训练联合治疗对自闭症患儿的效果

李小娟 1 、 时盼姣 2

【摘要】目的　评估引导式教育和感统训练对自闭症患儿的联合治疗效果。 方法　将 2017 年 11

月 ~2019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自闭症患儿共 200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100 例。对照组只

给予感统训练干预，研究组则配合引导式教育 + 感统训练干预。根据“S-S 法”测定认知、语言交流

沟通及语言表达能力，观察患儿治疗后的症状积分（食欲、睡眠与体质），另外，根据《孤独症行为

量表》（ABC）评价患儿孤独症状。 结果　研究组总有效率为 96％，高于对照组的 83%（P< 0.05）；研

究组认知能力、语言交流沟通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研究组食欲、睡眠、

体质症状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研究组治疗后 ABC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引

导式教育和感统训练联合治疗对自闭症患儿疗效确切，有助于全面改善患者的功能。

【关键词】 自闭症；引导式教育；感统训练；治疗效果

【中图分类号】R749.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9）06-1036-03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guided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sensory training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LI Xiaojuan，SHI Panjiao. The second people hospital of Anyang，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guided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sensory training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Method　From November 2017 to July 2019，200 children with autism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research group，10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given 

sensory training intervention，while the research group was combined with guidance education and sensory training in-

tervent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as evaluated and compared. The cognitive，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verbal expression abilities were measured by S-S method. The symptom scores（appetite，sleep and constitution）

after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In addition，the autism symptoms were evaluated by the Autism Behavior Scale（ABC）.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96％，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83％）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ognitive ability，language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language expression ability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appetite and sleeping ability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ores of sleep and physical symptom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ABC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Guided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sensory 

training is effective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and it is recommended to be popul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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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又名儿童孤独症（Autistic disorder），属

于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亚型。男性居多，多在婴幼儿

时期起病［1］。患儿多表现出言语发育障碍、人际交

往障碍以及兴趣狭窄等，3/4 左右伴有精神发育迟

滞［2］。儿童一旦出现自闭症，势必会对其健康成长

发育造成影响，降低其生活质量。因此需要尽快对

症处理，减轻对患儿的不良影响［3］。在此，笔者以

2017 年 11 月 ~2019 年 7 月为时间段，选择 200 例自

闭症患儿并分成两组进行比较。现在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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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17 年 11 月 ~2019 年 7 月为时间段，选择

我院收治的自闭症患儿共 200 例，采取随机数表法

将其分成对照组、研究组，每组 100 例。纳入标准：

（1）符合自闭症诊断标准；（2）年龄 0~5 岁，男女

不限；（3）家长对本次研究知情且自愿参与研究；

（4）本研究经医院伦理会批准同意。排除标准：（1）
不愿参与本次研究者；（2）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

（3）年龄超过 5 岁者；（4）先天性疾病、全身免疫

系统疾病者。对照组 100 例患儿中有 57 例男与 43 例

女；年龄在 1~4 岁之间，平均年龄（3.12±0.24）岁。

研究组 100 例患儿中包括 59 例男和 41 例女；年龄在

1~5 岁之间，平均年龄（3.42±0.19）岁。对比观察

两组患儿基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仅给予感统训练干预，研究组则配合引

导式教育 + 感统训练干预。

（1）感统训练：明确患儿症状类型，根据不同自

闭症状类型，采取不同的训练方法。例如，害怕触摸

的患儿，则进行触觉训练，借助按摩球或者平衡触觉

板，增加患儿触摸频率，在训练中，促使患儿接纳触

摸这一感觉，缓解其对触摸存在的恐惧感。对于那

些生活中害怕陌生人与表现十分胆小的患儿，也需要

触觉训练，帮助患儿重新认识生活中的行为，融入其

中。针对多动、身体缺乏灵活度以及语言发育迟缓的

患儿，一般通过平衡台、跳床、滑梯、羊角球等方式

进行训练，组织患儿参与上述活动，在游戏中锻炼身

体的灵活度，纠正注意力不集中这一问题。每周训练

5 天，每天训练 1 小时，持续训练 2 个月。

 （2）引导式教育：患儿入院后，医务人员对患儿

自闭症程度进行评估，随后，综合各方面因素，制定

个性化引导式教育方案。护理人员根据患儿实际情

况，设定合理的作业、语言以及生活行为等方面的目

标，根据设定的目标，细化为一个个简单的步骤，随

后引导患儿一步一步完成。经多次练习，连接简单的

动作步骤，与患儿互动，帮助患儿完成既定目标，调

节神经系统协调性，提高语言交流能力与生活自理能

力。每周 5 天，每天 30min，持续 2 个月。

1.3　观察指标

第一，根据自闭症儿童发展评定量表（CARS）［4］，

评价患儿病情改善情况。相比治疗前，CARS 评分降

低至少 10 分判定为显效；CARS 评分降低 5~9 分表示

有效；CARS 评分降低低于 5 分表示无效。

第二，根据“S-S 法”［5］评价患儿的认知能力、

语言交流沟通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评分越高，表

示能力越强。

第三，根据自闭症患儿常见主诉症状制定症状

观察量表［6］，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就食欲、睡眠

与体质（易感冒、易食物过敏等）三个方面，根据症

状性质程度、持续时间与出现频率，判断症状积分，

总分 10 分，得分越高表示症状越明显。

第四，根据《孤独症行为量表》（ABC）［7］评价孤独

症状，主要涉及 5 个项目，包括感觉、躯体运动、生

活自理、语言与交往等，总分值 0~158 分，低于 53 分

表示阴性，53~68分表示可疑，超过 68分表示确诊。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经 SPSS 20.0 软件分析。t 检验计量资料（x
±s），χ2 检验计数资料［n（％）］。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评价比较

研究组总有效率比对照组高，二组比较，有统

计学差异（P<0.05），如表 1 所示。
表1　观察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100 51 45 4 96（96％）

对照组 100 29 54 17 83（83％）

χ2 - - - - 8.991

P - - - - 0.002

2.2　认知能力、语言交流沟通能力与语言表达

能力

研究组认知能力、语言交流沟通能力以及语言

表达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二组比较，存在统

计学差异（P<0.05），详细情况见表 2。
表2　观察分析两组患儿的认知能力、语言交流沟通能力以

及语言表达能力［分］

组别 例数 认知能力 语言交流沟通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

研究组 100 68.35±5.93 69.35±6.98 73.41±6.71

对照组 100 54.27±6.78 54.58±7.13 59.68±8.24

T - 8.945 6.834 9.824

P - 0.000 0.000 0.000

2.3　食欲、睡眠与体质积分

数 据 分 析 发 现 ， 研 究 组 食 欲 、 睡 眠 、 体 质

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二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P<0.05），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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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观察比较两组患儿的症状积分［分］

组别 例数 食欲 睡眠 体质

研究组 100 4.91±2.17 3.41±1.24 4.57±1.56

对照组 100 6.87±1.92 5.86±1.92 7.41±2.01

T - 5.862 6.732 8.936

P - 0.000 0.000 0.000

2.4　ABC 评分

两 组 患 儿 治 疗 前 的 A B C 评 分 无 明 显 差 异

（P>0.05）；经不同方案治疗后，研究组 ABC 评分低于

对照组，二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详见表 4。
表4　观察分析患儿治疗前后的ABC评分［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100 63.92±1.08 45.27±1.83

对照组 100 62.47±2.17 56.81±3.41

T - 0.582 7.982

P - 0.417 0.000

3　讨论

自闭症发病率逐年升高［8］。临床工作中建议一旦

确诊自闭症，尽快治疗，以免对患儿今后的生活造成

影响［9］。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总有效率为 96％，对照

组为 83％，研究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而且

研究组认知能力、语言交流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评分都高于对照组（68.35±5.93 vs 54.27±6.78；69.35
±6.98 vs 54.58±7.13；73.41±6.71 vs 59.68±8.24）。

可见，相比单纯感统训练干预，引导式教育 + 感统训

练干预的作用更显著。引导式教育 + 感统训练，最大

程度引导调动患儿本身自主运动的潜力，着眼于娱

乐性、节律性，激发患儿的兴趣，强化其参与意识，

结合集体训练、个人训练与家庭训练，促进患儿性

格发展，提高其社会交际能力，有助于患儿语言、

理解能力以及感知能力、交流能力与智力发展［10］。

与此同时，强调整体观念，就是说人的身体与思维

是不可分割的，将培育患儿人格发展作为目标［11］。

本次研究还发现：研究组食欲、睡眠以及体质症

状积分低于对照组（4.91±2.17 vs 6.87±1.92；3.41±

1.24 vs 5.86±1.92；4.57±1.56 vs 7.41±2.01），治疗后

ABC 评分低于对照组（45.27±1.83 vs 56.81±3.41）。

由此分析，通过引导式教育 + 感统训练，可以改善患

儿的食欲与睡眠，增强体质，而且可减轻独孤症状。

引导式教育，结合教育与训练，不仅是运动功能康复

过程的体现，也是教育过程。其强调以小组的形式进

行训练，综合分析患儿的年龄、语言发育水平以及认

知基础水平，激发患儿的兴趣，促使其相互模仿，增

强患儿的参与意识，能够互相配合，消除其抵抗意识，

缓解临床症状，提高其互动交流能力［12］。感统训练，

则是所有学习的一个基础条件，不仅仅包括生理上的

训练，而且囊括患儿在训练中所获得的熟练感觉，有

助于增强患儿的自信心，提高其自我控制能力，对消

除患儿孤独感有积极作用［13-14］。本研究与郑国敏［15］的

结果基本吻合。本研究样本量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探讨联合治疗的长期效果。

 综上所述，自闭症患儿在引导式教育和感统训

练中的联合治疗效果显著，全面改善患者的功能。

建议在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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