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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非药物治疗的研究进展

 张琴琴 、 何玉琼 、 黄春香

【摘要】注意缺陷 / 多动障碍（ADHD）是儿童最多见的神经发育障碍，对儿童的学业成就、人际

关系及社会功能有深远的影响。虽然药物治疗是 ADHD 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

患儿对药物治疗的反应较差。本文就非药物治疗的常见方法及内容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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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缺 陷 / 多 动 障 碍 （ A t t e n t i o n  d e f i c i t /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一种起始于儿童时

期的以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为特征的慢性神

经发育障碍，可严重影响儿童的学业水平和社交功

能［1］。ADHD 的患病率普遍较高，在全球范围内儿童

和青少年患病率约为 5.29％［2］，在中国儿童和青少

年的患病率约为 5.6％，其中男性患病率 7.7％，女

童患病率 3.4％［3］。患有 ADHD 的青少年在成年后面

临着更多关于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功能方面的问题，

如焦虑、抑郁、物质滥用、学业成绩不佳、人际关

系紧张、工作能力下降［4］。目前针对 ADHD 的治疗

主要有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主要包括

中枢兴奋剂（如哌甲酯）和非中枢兴奋剂（如托莫西

汀）。虽然中枢兴奋剂是 ADHD 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手

段之一，其长期疗效的证据尚不明确，也有 30％左

右的患者对中枢兴奋剂反应欠佳［5］；且许多 ADHD 患

者的家庭因担心药物的不良反应，导致药物治疗依

从性很差，约 30％-80％的儿童、多达 90％的青少

年过早的停用治疗药物［6］。除此之外，药物治疗的

对象主要是 6 岁以上的儿童或青少年，目前尚无批

准可用于 6 岁以下儿童的药物［7］。因此，对于 6 岁以

下的 ADHD 患儿、症状轻微且抵触药物治疗的家庭、

不能耐受药物反应的青少年以及使用冲突、压力等

消极互动模式的家庭来说，非药物治疗对于患者的

康复尤为重要。目前 ADHD 的非药物治疗方法多种

多样，本文针对近年来关于 ADHD 的非药物治疗方

法展开综述。

1　父母行为训练

父母行为训练（Behavioral parent training，BPT）

是一种应用正强化和负强化的原则来教导父母处理

行为问题，进而帮助父母终止亲子压力互动模式的

行为策略［8］。BPT 主要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每周进行

一次时长 2 至 2.5 小时的教学，持续 8 至 12 周［9］。以

下主要介绍 2 种 BPT 模式，一个 “帮助不听话的孩子

（Helping the Noncompliant Child，HNC）”项目，一个

是 “新森林育儿套餐（New Forest Parenting Package，

NFPP）”。HNC 使用多种方法来教导父母如何改善与

孩子的不良互动模式，以减少孩子不服从的行为。

此项目包含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父母学习并通

过表扬、积极的关注奖励孩子适当的行为，通过消

极关注（如不提供眼神接触、非口头暗示等）来忽略

孩子微小的、不适当的行为；在第二阶段，父母学习

简单而明确的指令的重要性，并奖励遵守指令的行

为，惩罚不遵守指令的行为。NFPP 主要针对学龄前

的多动症儿童，由经验丰富的治疗师在家中进行。

与一般的 BPT 相比，NFPP 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其以

家庭为基础，在有问题的环境中，治疗师运用所教

授的育儿技能处理自然状态下发生的儿童的不良适

应行为（例如等待困难），为父母模拟游戏和行为策

略，让父母认识到这些“教学时间”的重要性，并让

孩子接触到可以使用技能的相关现实情景，为技能

的发展提供了机会［8］。PBT 是目前学龄期儿童首选

的干预方式［7］，可改善 ADHD 儿童的对立、攻击和

破坏性行为，增加积极的养育，减少父母的批评和

冲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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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同决策

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making，SDM）是医

生根据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为患者提供有关治疗方

案的信息，然后根据患者 / 家长的选择偏好进行充分

讨论后共同作出的最佳的个体化治疗策略过程［10］。

共同决策是患者特有的，它依赖于循证医学证据、

临床医生的专业知识和患者及其家人的独特属性［11］。

共同决策可分为两种，（1）根据治疗效果进行决策，

这种决策方法只有一个最佳方案，且已有充分的循

证医学证据明确表明使用这种方案获益远大于风险；

（2）根据患者 / 家人选择意愿进行决策，这种方案并

无足够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获益大于风险，或获益

情况与患者的价值观有关［12］。要实现共享决策，必

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首先，需要认识到做决定的必

要性；第二，阐明每种选择的最佳证据；第三，结合

提供者的指导和患者的偏好与意愿［11］。共同决策的

步骤大致如下：1）明确医生和患者 / 家属的角色；2）
确定决策内容；3）为每种选择提供相应的方案；4）

确定各方案的利弊；5）制定初步的治疗计划；6）定

期随访并及时调整治疗方案［13］。SDM 特别适用于需

要增加患者依从性的情况。尽管共享决策具有潜在

的好处，但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并不广泛，因为

它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很多限制，最常见的三种情况

是时间限制、患者的特征和临床环境的性质［11］。共

同决策由于受限于临床环境和患者特征，在临床上

的应用仍有所欠缺，可能需要进一步研究以解决相

关困难。

3　组织技能培训

组织技能培训（Organizational skills training，

OST）主要改善一些由于 ADHD 症状而天生缺乏和难

以实践的技能，比如材料安排、任务跟踪、时间管

理和计划任务［6］。因学校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组织技

能需求较大，且组织技能的不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

了学业成就，故针对 ADHD 儿童和青少年的 OST 通

常侧重于组织技能的学业方面，如课堂准备、家庭

作业的管理和班级材料的组织［14］。有两种 OST 方法

主要侧重于向儿童（8 到 12 岁）教授组织技能，一种

是 Abikoff 及其同事采用的，这种方法利用技能构建

的原理，将任务分解为一系列子步骤，以每周两次

的 20 个单独课程的形式系统地教给孩子们，家长和

老师监督孩子的执行情况并及时给与奖励。另一种

是由 Langberg 和同事提出的家庭作业，组织和计划

技能（HOPS）干预，它作为一个 8 周的课外形式进

行，这个项目为活页夹、书包和其他材料设定了特

定的组织标准，并由专业的治疗师教孩子们如何使

用指定的标准组织他们的活页夹、书包和储物柜［15］。

OST 可以提高患者对家庭作业的依从性、改善他们

的组织能力、提高学术成就。另外，对患有注意力

缺陷多动症的青少年采用课外形式的 OST 还可以改

善他们的多动症症状以及社交技能［6］。

4　心理教育

心理教育（Psychoeducation）是一种系统的、说

教式的方法，能够让患者及其父母获得有关疾病及

其治疗的信息，促进他们对疾病的理解，并支持鼓

励患者积极应对疾病［16］，适用范围较为广泛，使用

对象包括儿童和青少年、他们的父母和 / 或他们的老

师。心理教育应被理解为一种集心理治疗和教育于

一体的重要信息干预，因此，心理教育包括临床医

生向患者和 / 或家属提供的关于疾病及其治疗的全部

信息（如疾病的病因、表现形式、家庭教育的指导、

预后），而不仅仅是关于诊断和推荐治疗的反馈 ［16］。

在大多数研究中，心理教育以信息会议的形式开展，

通过演讲、讨论、幻灯片和书面的详细手册或程序、

咨询和家长手册等方法介绍关于 ADHD 的知识。这

些教育项目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改善患者及家属与

临床医生之间积极的治疗关系，解决存在于既往其

他一般资源中的争议点，并使这些家庭和患者在决

策过程中成为积极的自我决策者，进而改善治疗依

从性［16］。心理教育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条

件：（1）由敏感的和有同情心的治疗师在小组环境

中进行；（2）每次持续约 60-90 分钟；（3）每周进行

1 或 2 次；（4）每个疗程持续 4-16 次［17］。

5　课堂行为管理

课堂行为管理（Behavioral classroom management，

BCM）干预一般依赖于教师提出的课堂规则、奖励 -

响应成本的令牌系统或暂停程序来处理行为问题。

每日报告卡（Daily report card，DRC）是开展课堂行

为管理的一个关键［6］。每日报告卡是对破坏性课堂

行为研究最为深入的干预措施之一。DRC 是一个用

于监督和改善定义明确的目标行为的工具［18］，目标

行为通常包括准确完成工作，遵守课堂规则，与成

年人和同龄人适当的社交互动等功能性行为［19］。在

使用 DRC 时，教师给与学生关于每个目标行为的详

细反馈（最理想的是在行为表现方面），然后根据目

标对学生在每个目标上的行为进行评估。放学后父

母与孩子一起查看 DRC，然后父母根据 DRC 上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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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行为的完成度为孩子提供相应的特权［18］。通常

DRC 针对的不是 ADHD 的核心症状，而是与 ADHD

相关的其他非核心症状［19］。DRC 是可以在典型的学

校条件下实施、被教师认可并接受的干预手段［18］。

在典型的课堂中，课堂行为管理可以改善家长评定

的适应行为、教师评定的注意力、攻击性和社交技

能，以及观察者评定的外部问题［6］。对于有学术问

题的患者，以 DCR 为主要组成部分的课堂行为管理

可能是其最佳选择。

6　同伴行为干预

在同伴行为干预（Behavioral peer interventions，

BPI）中，工作人员或家长运用相关培训知识帮助儿

童解决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遇到的突发情况，以改善

儿童的同伴关系。对 BPI 研究最深入的是夏季治疗

项目（Summer treatment program，STP）模型［6］。STP

也是一种基于证据的干预方法，以 5 - 16 岁儿童和

青少年为目标，是一项为期 6- 9 周的持续性密集型

项目，并且关注由功能受损而引起的行为。奖励 -

响应成本令牌系统是 STP 的指导框架，它为项目中

设置的目标行为分配分数。这些行为包括鼓励儿童

表现出更频繁的适应性行为（例如，遵守规则，忽

视挑衅）和鼓励儿童减少的消极行为（例如，侵犯他

人，打断他人）。孩子们会因为恰当的行为而获得分

数，若出现不好的行为则会失去分数。孩子们获得

的分数被用来交换社会荣誉和夏令营特权，以及基

于家庭的奖励。在 STP 的背景下，前提、结果和社

会学习机会被嵌入到所有的项目活动中。前提包括

为所有活动建立明确的规则、为预期的行为提供明

确的命令、结构化的活动支持适当的子行为等。结

果包括暂停、奖励支持的象征性经济，以及对良好

行为的表扬和对负面行为的纠正性反馈。社会学习

机会通常包括在小组讨论中模仿的社会技能，以及

观察其他青少年的多种机会，这些机会在明确标记

了目标行为之后得到奖励和惩罚［20］。STP 可以改善

儿童的行为和学术成绩，强化亲社会行为［6］，对于

和同伴关系紧张的患者可以尝试这种干预方法。

总结

综上所述，ADHD 是儿童时期较常见的慢性神

经发育障碍，严重影响了儿童的学业成绩和人际交

往。目前 ADHD 非药物干预已经成为学龄前儿童或

轻度 / 中度 ADHD 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法，它们通常

是安全的、可接受的，需要临床医生、患者、家长

及老师的共同积极参与。父母行为训练、共同决策、

心理教育、组织技能培训、课堂行为管理、同伴行

为干预均已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干预方法，可以改

变教养方式、改善亲子 / 同伴关系、提高组织能力、

增加亲社会行为等。

参考文献

1. Lee PC，Niew WI，Yang HJ，et al. A meta-analysis of 

behavioral parent training for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J］ . Res Dev Disabil. 2012，33（6）：

2040-2049.

2. Ferrin M，Perez-Ayala V，El-Abd S，et al.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of a Psychoeducation 

Program for Familie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ADHD 

in the United Kingdom：Results After a 6-Month Follow-Up ［J］ . 

J Atten Disord，2016：1087054715626509.

3. 李世明，冯为，方芳，等 . 中国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患病率 Meta 分析 ［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8，39（7）：

993-998.

4. Chan E，Fogler JM，Hammerness PG. Treatment of Atten-

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Adolescents：A System-

atic Review ［J］ . JAMA. 2016，315（18）：1997-2008.

5. Caye A，Swanson JM，Coghill D，et al.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ADHD：an evidence-based guide to select optimal treat-

ment ［J］ . Mol Psychiatry，2019，24（3）：390-408.

6. Schoenfelder EN，Sasser T. Skills Versus Pills：Psychosocial 

Treatments for ADHD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J］ . Pe-

diatr Ann. 2016，45（10）：e367-e372.

7. Feldman ME，Charach A，Bélanger SA. ADHD in chil-

dren and youth：Part 2-Treatment ［J］ . Paediatr Child Health，

2018，23（7）：462-472.

8. Abikoff HB，Thompson M，Laver-Bradbury C，et al. Parent 

training for preschool ADHD：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specialized and generic programs ［J］. J Child Psychol Psychia-

try，2015，56（6）：618-631.

9. Evans SW，Owens JS，Bunford N. Evidence-Based Psycho-

social Treatment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J］. Clin Child Adolesc Psychol. 

2014，43（4）：527-551.

10. Brinkman WB，Hartl Majcher J，Poling LM，et al. Shared 

decision-making to improve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

order care ［J］ . Patient Educ Couns. 2013，93（1）：95-101.

11. Légaré F，Witteman HO. Shared decision making：examining 

key elements and barriers to adoption into routine clinical prac-

tice ［J］ . Health Aff（Millwood），2013，32（2）：276-284.

12. 洪霞 . 医患共同决策 ［J］ . 协和医院学杂志，2018，9（3）：

277-280.

13. Langer DA，Jensen-Doss A. Shared Decision-Making in 

Youth Mental Health Care：Using the Evidence to Plan Treat-

ments Collaboratively ［J］ . J Clin Child Adolesc Psychol. 2018，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3 期- 450 -

◎

综
述◎

 Sum
m

arize

47（5）：821-831.

14. Langberg JM，Epstein JN，Graham AG. Organizational-

skills interventions in the treatment of ADHD ［J］ . Expert Rev 

Neurother，2008，8（10）：1549–1561.

15. Bikic A，Reichow B，McCauley SA，et al. Meta-analysis of 

organizational skills intervention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J］ . Clin Psychol 

Rev. 2017，52：108-123.

16. Montoya A，Colom F，Ferrin M. Is psychoeducation for 

parents and teacher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ADHD 

efficaciou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J］ . European Psy-

chiatry，2011，26（3）：166-175.

17. Ferrin M，Moreno-Granados JM，Salcedo-Marin MD，et al. 

Evaluation of a psychoeducation programme for parents of chil-

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ADHD：immediate and long-term 

effects using a 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 . Eur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2014，23（8）：637-647.

18. Owens JS，Holdaway AS，Zoromski AK，et al. Incremen-

tal Benefits of a Daily Report Card Intervention Over Time for 

Youth With Disruptive Behavior ［J］ . Behavior Therapy，2012，

43（4）：848-861.

19. Fabiano GA，Vujnovic RK，Pelham WE，et al. Enhanc-

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ming for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Using a 

Daily Report Card ［J］ .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2010，39：

219-239.

20. Fabiano GA，Schatz NK，Pelham WE. Summer Treatment 

Programs for Youth with ADHD ［J］ .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

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2014，23（4）：757-773.

（收稿日期：2019 年 12 月 9 日）

间一到，家人就要有计划地、故意地表现出恐慌来，

直到自己不能坚持为止。再比如，因为疫情压力失

眠的家庭成员，可以在卧室内贴上“今晚决定不睡

觉”的提示板，然后计划今晚不睡觉可以做一些什

么，如果实在困的不行了，再终止这个作业。

症状处方技术的基本原则是不伤害原则，如果

实施过程中症状明显加重，应及时终止；或者症状本

身具有伤害性或违背伦理，比如自杀、虐待等症状，

禁止实施症状处方。

四　结语

系统式家庭治疗是一个复杂的专业过程，本文

的简单介绍旨在通过理论和部分可自我运用的技术，

缓解大众常见的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仅供大家自

我学习和尝试。如果持续出现明显的痛苦感和生理

症状，建议至专业人员或机构处进一步评估就诊，

或者拨打抗疫援助心理热线。这些方法也可以供专

业心理助人者借鉴，用于疫情防控的实际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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