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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感游戏治疗对学龄期孤独症患儿认知功能与生活技能的效果

鲁玉霞 、 张会娟 、 卢海燕

【摘要】目的　研究体感游戏治疗对学龄期孤独症患儿认知功能与生活技能的效果。方法　选

择 2015 年 12 月 ~2018 年 12 月本院 300 例学龄期孤独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

究组，各 15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取体感游戏治疗。比较两组的

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hildhren autism rating scale，CARS）、孤独症儿童发展评估表、生活技能。

结果　对照组治疗后的 CARS 评分显著高于研究组（P< 0.001）。对照组治疗后的感知觉、精细动作、

语言与沟通、认知功能、生活自理、情绪与行为评分显著低于研究组（P< 0.05）；两组治疗后的粗大

动作、社会交往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0.05）。对照组治疗后的生活技能总分显著低于研究组

（P< 0.05）。结论　学龄期孤独症患儿采取体感游戏治疗，可显著提高认知功能与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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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omatosensory Games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life skills in school-age children with autism 
　　LU Yuxia，ZHANG Huijuan，LU Haiyan. Department of Child Rehabilitation，Puya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Puyang 45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somatosensory games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life skills in school-

age children with autism. Methods　A total of 300 school-age children in our hospital with autism from December 

2015 to December 2018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1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and the research group received somatosensory game 

treatment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hildren's autism rating scale（CARS），autism child development assess-

ment scale，and life skill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CARS scor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treatment（P<0.001）. The scores of perception，fine movement，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cognitive function，self-care，emotion and behavior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study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arse move-

men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P>0.05）. The total score of life skills after 

treatmen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study group（P<0.05）. Conclusion　Somatosen-

sory games for school-age children with autis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life skills.

【Key words】Somatosensory games；School age；Autism；Cognitive function；Life skills

孤独症常起于婴幼儿期，以人际交往及言语

发育障碍、兴趣狭窄及行为方式刻板为表现，约

70％～80％的患者伴有精神发育迟缓［1］。患者在与

老师家长的接触、正常的学习活动中出现逃避心理

和异常行为［2］。学龄期思维、记忆、执行力等认知

功能的培养与发展，对儿童的健康成长及人格塑造

都极为重要，而孤独症患儿不仅认知功能低下，基

本生活技能也不能掌握［3，4 ］。体感游戏是将体感设

备与肢体动作、声音变化相结合的全身互动型游戏，

对智障儿童的康复训练有重要价值，但对孤独症患

儿的疗效还有待证实［5］。故我们对学龄期孤独症患

儿采取体感游戏治疗的效果进行观察。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作者工作单位］濮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濮阳，457000）。

［第一作者简介］鲁玉霞（1971.06-），女，河南濮阳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儿童康复行为发育方向。

［通讯作者］鲁玉霞（Email：511402637@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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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2015 年 12 月到 2018 年 12 月本院 300 例学

龄期孤独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研究组各 150 例。对照组男 94 例，女 56 例；年龄 6
岁 ~13 岁，平均（8.3±1.1）岁。研究组男 92 例，女

58 例；年龄 6.5 岁 ~14 岁，平均（8.5±1.3）岁。两组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

比性。（1）纳入标准：①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患儿家属均签署知情同书；②经病史、神经系统、心

理及精神等检查，患儿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交和言

语发育障碍、行为方式刻板、兴趣狭窄等，均符合

孤独症诊断标准［6］；③儿童均为首次进行正规治疗，

无躯体残疾或肌肉萎缩。（2）排除标准：①合并癫痫、

精神分裂症、小儿麻痹症、先天性听觉器官或视觉

器官发育障碍等；②患有神经系统、肝肾及呼吸系统

等严重疾病；③治疗时间 <6 个月或临床资料不全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治疗。①人际关系干预疗法：

由训练者或经过培训的父母主导，依次进行目光对

视、表情辨别、相互问候、游戏互动、参加同龄儿

童的户外活动训练。②交流交换疗法：将一些色彩、

图案、形状鲜明的图片或物品，有序地摆放在训练

者面前，通过问答方式让患儿换取喜欢的图片或物

品，有序的放在自己面前。③行为分解训练：将穿

衣、吃饭、洗脸等分成几个小步骤，通过语言、手势、

示范动作、卡片指导进行训练，视情况给予辅助，

并仔细记录和观察患儿的反应，停顿 5s，再进行重

复训练，待患儿熟悉后再更改指令进行训练。患儿

反应正确时，给予奖励，以强化良性行为，反应错

误时则忽视或纠正。④感觉统合训练：根据患儿年龄

及体质进行步行、骑车、跳绳、赛跑、平衡木、剪纸、

画画等训练，以提高患儿感知、运动能力；播放教学

动画、音乐，让患儿尽可能的复述、模仿、写出相

关内容，以提高患儿的模仿、语言、记忆、思维能力。

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取 RD300 情景互

动康复训练系统进行体感游戏训练。①认知康复程

序：识别成对的图片，翻转后让患儿根据记忆配对；

根据理解对名称和物品进行连线，以训练认知能力。

②知觉与认知程序：将抹布移至污渍处，擦净污渍；

根据提示，点击屏幕上的图形，以训练空间知觉、

一般认知能力。③上肢康复程序：通过摘桃子、下

棋、放乒乓球等，训练手眼协调、抓握、手控制力。

④下肢康复程序：通过踩气球、躲闪陷阱等，训练平

衡力、反应力、下肢控制力。⑤休闲保健程序：通过

捞金鱼、弹钢琴等放松和娱乐。两组均训练 6 个月，

训练期间家长全程陪同、积极参与。

1.3　观察指标

（1）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hildhren autism 

rating scale，CARS）：包括人际关系、模仿、情感反

应等 15 项，每项 4 分。总分 <30 分，无孤独症；总

分 31-40 分，轻度孤独症；总分 41-50 分，中度孤

独症；总分 51-60 分，重度孤独症。（2）孤独症儿童

发展评估表［7］：共有 493 项，分为 8 个领域，每个领

域相互独立，分别是感知觉 55 分、粗大动作 72 分、

精细动作 66 分、语言与沟通 79 分、认知功能 55 分、

社会交往 47 分、生活自理 67 分、情绪与行为 52 分，

得分越高，发展越好。（3）生活技能：参考“独症谱

系障碍儿童早期识别筛查和早期干预专家共识”［8］自

制调查问卷，包括穿衣、洗漱、进食、如厕、作息

规律 5 项，每项 10 分，总分越高，患儿的生活技能

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用 E p i D a t a 3 . 1 软 件 校 正 所 有 数 据 ， 采 用

SPSS22.0 处理；“x±s”形式录入计量资料，结果用 t
检验；检验水准：P<0.05 示比较结果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的 CARS 比较

对照组治疗后的 CARS 评分显著高于研究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的CARS比较（x±s）

项目 对照组（n=150） 研究组（n=150） t P

治疗前 47.32±6.41 46.85±6.29 0.641 0.522

治疗后 39.60±5.26▲ 35.18±4.37▲ 7.916 <0.001

注：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两组孤独症儿童发展评估表比较

对照组治疗后的感知觉、精细动作、语言与沟

通、认知功能、生活自理、情绪与行为评分显著低

于研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

疗后的粗大动作、社会交往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生活技能比较

对照组治疗后的生活技能总分显著低于研究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3　讨论

多数孤独症患儿存在明显的认知功能和心理障

碍［9］。本研究发现：两组治疗后的病情严重程度均有

明显改善，这是因为人际关系干预和交流交换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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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强患儿对周围环境、人群的适应性，促进患儿

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表达自我需求［10］；而行为分

解疗法和感觉统合训练，可强化良性行为，循序渐

进的提高患儿的学习能力［11］。研究组治疗后的 CAR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可见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

采用体感游戏进行治疗，能显著促进患儿使用身体

语言、手势、表情进行沟通，这与既往研究结果［12］

相似。此外，已有大量的临床研究表明，体感游戏

在提高患儿选择性注意、持续注意力方面具有显著

优势［13］。但学龄期孤独症患儿畏惧社交与情感表达

已有较长时间，笔者认为在刚开始进行训练的时候，

要注意保持游戏指令或口头指令的一致性，以确保

患儿能够尽快、准确理解指令含义。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鉴定盲审中曾指出，

体感游戏能够将信息化教育与孤独症患儿康复教育

有机结合，且操作方式简单，通过简单的拼图、配

对游戏就可以开发大脑［14］。对于粗大运动严重障

碍的患儿，如大肌肉力量差、运动技能不足、平衡

力低下等，还能针对性的进行训练，而且游戏程序

中的多人操作模式还可促进患儿与他人共同交流及

制定计划，从而提升患儿的思维、逻辑能力与自信

心［15］。粗大运动发展良好，对精细运动的提高至关

重要，当患儿对普通刺激的反应、事物的辨识能力

得到明显改善时，通过体感游戏，让患儿身临其境

的体验手部不同感觉，并对手眼协调、分离动作等

进行训练，就可优化视觉、听觉、表情反应、身体

等统合功能［16］。因此，研究组感知觉、精细动作、

语言与沟通、认知功能、生活自理、情绪与行为评

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穿衣、洗漱、进食等生活技

能的掌握，不仅可降低学龄期孤独症患儿的自卑心

理，使融入正常的生活学习中，也能减轻家属的精

神及物质负担［17］。

综上所述，体感游戏能够显著降低学龄期孤独

症患儿的病情程度，提高其认知功能及生活技能，

且对患儿自信心的建立也有一定帮助。但体感游戏

的长期运用，是否会让孤独症患儿沉溺其中还不得

而知，在今后的临床中，还需根据患儿的实际情况

进一步开发体感游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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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调节中枢，增加患者食欲，也有一定镇静作用，

增加患者的睡眠，减少其运动量，且患者有一定阴

性症状，从而体内脂肪累积。这些可能是抗精神病

药诱导体重增加和糖尿病的核心机制［10］，进一步促

进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 

总之，本研究认为，应关注住院精神分裂症患

者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对他们定期体检时可

以进行 M-FSP 评估，采取一些针对脑卒中危险因素

的措施，如及时换药、改变生活方式，控制血压、

血糖、血脂。同时，本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M-FSP

量表要求患者年龄大于等于 54 岁，因此本研究患者

年龄偏大，未来将进一步对年轻患者研究，且加大

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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