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1 期 - ��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沙盘治疗对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患儿症状及其母子依恋水平的影响

叶　蓓 、 张　赟 、 方拴锋

【摘要】目的　探讨沙盘治疗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症状及母子依恋安全水平的作用。

方法　将 201� 年 01 月 ~201� 年 0� 月本院接收的 2�0 例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并

根据家长意愿进行分组对照，即研究组 140 例（愿意参与沙盘治疗）、常规组 140 例（非沙盘治疗）；

另选取 140 名正常儿童作为对照组。12 周后评定其疗效。结果　研究组治疗前 KSS 评分低于对照

组（P< 0.0�）；研究组治疗 24 周后 KSS 评分高于治疗前，且高于常规组（P< 0.0�），但是依然低于

对照组（P< 0.0�）。研究组治疗后 SNAP-IV 量表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且低于常规组（P< 0.0�）。

结论　对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而言，沙盘治疗不仅可以显著减轻患儿症状，而且还可以改善不

良的母子依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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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and Table therapy on symptoms and level of mother-child attachment in children with atten-
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YE Bei，ZHANG Yun，FANG Shuanfeng. Children'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ngzhou University（Children's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and table therapy on the symptoms of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and the safety level of attachment between mother and child. Methods　280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receiv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March 2019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parents' wishes，140 children in the study group（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sand table therapy）and 140 children in the routine group（non-sand table therapy）.140 normal children were se-

lected as the normal group. The curative effect was evaluated 12 weeks later. Results　 The KS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before treatment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group（P<0.05）. After 24 weeks of treatment，the KS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and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but still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group（P<0.05）. The score of SNAP-IV scale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sig-

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and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Conclusion　For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sand table therapy ca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the symp-

toms of ADHD，but also improve the bad attachment between mother and child.

【Key words】 Sand table therapy；ADHD；Mother child attachment level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主要特征表现为多动、注

意力无法集中、冲动；学龄儿童发病率可达 5 ％

~10％［1］。通常认为该病的发生与心理 - 生理 - 社会

因素相关［2］。药物治疗有效但容易引起不良反应，

比如睡眠质量欠佳、食欲不振、烦躁、过敏等［3］。

因此，探索一种更加高效、安全、家长容易接受的

治疗方法很有意义［4］。沙盘是一种基于游戏的心理

疗法，根据荣格分析心理学所创立［5］。本文探讨了

沙盘治疗在 ADHD 患者中的作用。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中的 280 例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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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时间均为 2016 年 01 月 ~2019 年 03 月，根据家

长意愿进行分组对照，即研究组、常规组各 140 例。

研究组中男性观察对象 89 例，女性观察对象 51 例，

年龄 4~14 岁，平均（8.3±1.1）岁；常规组中男性观

察对象 93 例，女性观察对象 47 例，年龄 3~12 岁，

平均（6.6±0.7）岁。另选取 140 名正常儿童作为正

常组，其中男性观察对象 95 例，女性观察对象 45
例，年龄 4~13 岁，平均（8.5±1.3）岁。各组临床资

料 P 值＞ 0.05，均衡一致，可分组探讨。

1.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第 4 版修订版《美国精神障碍分

类与统计手册》（DSM- IV-TR）［6］所提出的相关诊断

标准；均知晓本次研究意义、内容、目的，已经签署

过同意书；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

排除标准：精神发育迟滞；广泛性发育障碍；下

丘脑、神经系统等器质性疾病严重者；其他原发精神

系统疾病者。

1.�　方法

常规组不进行任何心理干预、药物治疗，只向

观察对象免费发放宣教手册。研究组开展沙盘治疗，

即：根据沙盘原理，按照沙盘步骤，进行 12 周沙盘

治疗，未用任何药物，每例每周 1 次，50min/ 次，

总共治疗 12 次。初次治疗前，需进行访谈，了解母

子相处情况、教育方法。第 1 次、第 5 次、第 6 次、

第 9 次、第 10 次、第 12 次进行个体治疗；第 2 次、

第 4 次、第 8 次进行母子平行治疗；第 3 次、第 7 次、

第 11 次进行母子联合沙盘治疗，以减少母子冲突。

沙盘步骤具体如下：（1）初期阶段。赢得观察对象

的信任，并向其讲解沙盘游戏材料、游戏时间，同

时告知观察对象可自由应用游戏材料来创建自己喜

爱的故事、图景。（2）制品阶段。当观察对象进入作

品制作时，治疗师默默关注并陪伴在观察对象身旁，

同时做好相关记录。（3）作品体验、理解阶段。摆完

沙盘作品后，治疗师与观察对象积极交流，了解沙

盘内容、主题，鼓励、陪同观察对象探索、体验沙

盘世界。母子平行治疗时，创造一个互相独立的心

理环境，让母亲与孩子互相观看对方作品。母子联

合沙盘治疗时，旨在减少母子冲突，紧密母子关系，

改善不良的母子依恋水平。（4）拍照、拆除。拍摄沙

盘作品，并将其妥善保存，与观察对象一起拆除。

1.4　观察指标 

（1）用 SNAP-IV 量表［7］评估患儿症状，涉及冲

动 / 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对立违抗等三个维度，各

项用 4 级评分法进行评价，即完全没有为 0 分，有

一点为 1 分，比较多为 2 分，非常多为 3 分。本次着

重分析了冲动 / 多动、注意力不集中两个维度。（2）

用 KSS 依恋安全性量表［8］评估母子依恋安全水平，

分值越低，表示母子依恋水平越低。

1.�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分析两组研究数据，

例（％）描述计数资料，予以 χ2 检验；（x±s）描述计

量资料，予以 t 检验。P 值 <0.05提示统计学意义成立。

2　结果

2.1　研究组、常规组与正常组 KSS 评分对比

治疗前，研究组、常规组 KSS 评分对比结果高

度一致（P>0.05），且均低于正常组（P<0.05）。治

疗 12 周后，研究组 KSS 评分显著升高，且显著高于

常规组（P<0.05），但是研究组、常规组 KSS 评分依

然低于正常组（P<0.05），详情见表 1。
表1　2.1研究组、常规组与正常组KSS评分对比（x±s，分）

小组 例数 治疗前 治疗12周后 t P

研究组 140 2.4±0.2* 2.8±0.3*＃ 16.834 <0.05

常规组 140 2.3±0.1* 2.4±0.2* 0.479 >0.05

正常组 140 3.1±0.1 3.1±0.1＃ 0.000 >0.05

注：比较正常组，*P<0.05；比较正常组，＃P<0.05。

2.2　研究组与常规组治疗前后 SNAP-IV 量表评

分对比

研究组治疗后 SNAP-IV 量表总分、冲动 / 多动、

注意力不集中均显著低于常规组，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2。
表2　研究组与常规组治疗前后SNAP-IV量表评分对比（x±

s，分）

评估内容
研究组 常规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注意力不集中 2.3±0.3 1.4±0.1＃ 2.2±0.2 2.1±0.4

冲动/多动 1.5±0.5 0.6±0.2＃ 1.4±0.6 1.5±0.5

总分 1.9±0.5 1.1±0.1＃ 1.8±0.4 1.8±0.2

注：比较常规组＃P<0.05。

3　讨论

母子依恋水平过低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的

高危因素，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的母子依恋水平

降低，可能会加重患儿冲动 / 多动、注意缺陷［9］。本

研究也发现：不论是治疗前还是治疗 12 周后，研究

组母子依恋水平依然低于正常组。本研究中所采取

的沙盘治疗除了患儿个体治疗之外，还包括母子平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1 期 - �1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行沙盘治疗、母子联合沙盘治疗，相较于常规组而

言，母子平行以及母子联合沙盘治疗方案的实施，

不仅改善了母子依恋安全水平，而且还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的症状。

已有报道证实沙盘游戏可以减轻注意缺陷多

动障碍患儿症状［10］。本研究发现：个体治疗与母子

联合治疗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症状改善、母子

依恋安全水平提高的作用十分显著，其作用机制可

能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1）小儿遇到挫折时，希

望得到母亲安慰；玩耍时，却希望父亲能够陪伴自

己［11］。较高的母子依恋安全水平，不仅可以提高小

儿安全感，而且还可以帮助小儿自我约束消极行为，

进而形成良好的情绪，减轻焦虑不安等情绪的影响。

王峰等学者［12］认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过低的依恋

安全水平紧密相关，认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依

恋安全水平过低主要表现为不可控的、强烈的情绪

反应。沙盘治疗期间，始终贯穿人本主义关怀，沙

盘治疗中可以为观察对象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

鼓励患儿积极探索、体验沙盘世界，让患儿通过沙

盘具体表现出内心冲突，期间患儿再一次面对内心

冲突，反复实践着内心矛盾以及生活中的不和谐，

探索有效的解决措施，并释放内心压力、发泄不满，

慢慢唤醒患儿自我治愈能力，促使其自我良好发展，

减少心理应激源，缓解焦虑情绪，进而提高母子依

恋安全水平，减轻患儿症状［13］；（2）注意缺陷多动

障碍患儿的母亲，发生抑郁的风险较一般人更高。

张亚峰，孙桂香［14］报道认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

的母亲性格比较急躁、内向。母亲心态变化直接影

响着小儿依恋安全。若母亲多表达正性情感，可及

时满足小儿各种需要，提高其安全依恋水平；而负

性情感表达，则会加重小儿不安全依恋［15-17］。沙盘

能够为患儿的母亲创造一个良好的心理氛围，作品

制作、各类玩具模型、沙子，不仅吸引着患儿眼球，

而且也为母亲提供了修复母子关系的机会。母子平

行治疗时，可让母亲发泄不满，帮助母亲释放与患

儿相处时的情感压力、精神压力。

总之，沙盘治疗容易被患儿以及患儿家长接受，

同时对患儿心理行为障碍症状、母子依恋关系具有显

著的改善作用。但本研究样本量偏小，观察时间也比

较短，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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