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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孤独症的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侯伟鹏 、 庞丹丹 、 陈宝芝

【摘要】目的　观察儿童孤独症的心理行为特征，分析孤独症的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1 月 ~2019 年 12 月本院儿科门诊接诊的 63 例孤独症患儿临床资料，将其设为孤独症组；另收

集同期本院儿科门诊接诊的 80 例经检查为健康儿童临床资料，将其设为对照组。设计一般情况调查

问卷，分析孤独症患儿心理行为特征并探讨儿童孤独症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　纳入的 63 例孤独症

患儿中，有 25 例出现不同程度语言发展迟缓及异常，23 例患儿出现社会交往障碍，30 例患儿出现

兴趣及行为异常，18 例患儿出现认知缺陷；将可能的影响因素纳入，经单因素与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

析发现，母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经济较差、母亲孕期患病史、新生儿黄疸、孤独症遗传史

均可能是儿童孤独症发病的影响因素（OR ＞ 1，P< 0.05）。结论　儿童孤独症普遍存在不良心理行

为特征，疾病的发生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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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ldhood autism 
　　HOU Weipeng，PANG Dandan，CHEN Baozhi.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Kaifeng People’s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Kai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ana-

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utism.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of 63 children with autism 

who were received in the pediatric outpatient clinic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9，and set it as 

the autism group；In addition，the clinical data of 80 healthy children who were examined in our pediatric outpatient 

clinic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collected and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 Read and analyzed all children’s relevant in-

formation carefully，designed a questionnaire based on general condition，analyzed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and found out the occurrence of childhood autism. Results　Among the 63 children with au-

tism included，25 cases had various degrees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retardation and abnormality，23 children had so-

cial communication disorders，30 children had abnormal interests and behaviors，and 18 children had cognitive prob-

lems defect；The results of single factor and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other’s occupation as 

a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poor family economics，mother’s ill history of pregnancy，neonatal jaundice，

and genetic history of autism may b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occurrence of childhood autism（OR>1，P<0.05）. 

Conclusion　Childhood autism generally has advers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and the occurrence 

of the disease is affect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Keywords】Autism；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Influencing factors

儿童孤独症患病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男女患

病率之比约为 4：1［1］。目前认为孤独症发生与遗传因

素、围生期因素、儿童免疫系统异常等因素有关［2］，

父母亲文化程度、儿童出生情况及社会心理因素等

可能是导致儿童孤独症发生的原因［3］，但孤独症确

切的病因和影响因素尚未完全明了。本研究主要观

察孤独症患儿心理行为特征，并探讨孤独症可能的

影响因素，为孤独症的早期发现及防治提供参考。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省开封市人民医院儿科（开封，475000）。

［第一作者简介］侯伟鹏（1976.01-），女，河南开封人，硕士研究生，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儿童抑郁症、孤独症。

［通讯作者］侯伟鹏（Email：houweipeng2006@163.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4 期 - 727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收集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

本院儿科门诊接诊的 63 例孤独症患儿临床资料，将

其设为孤独症组；另收集同期本院儿科门诊接诊的

80 例经检查为健康儿童临床资料，将其设为对照组。

其中对照组男 48 例，女 32 例；年龄 5～12 岁，平均

年龄（8.10±1.17）岁；体质量 24～37kg，平均（27.60
±1.23）kg；病程 6 个月～3 年，平均病程（1.86±

0.20）年；母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23 例、高中及

中专 32 例、大专及以上 25 例。孤独症组男 39 例，

女 24 例；年龄 4～12 岁，平均年龄（8.08±1.19）岁；

体质量 25～36kg，平均（27.58±1.20）kg；病程 7 个

月～4 年，平均病程（1.86±0.22）年；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18 例、高中及中专 25 例、大专及以上

20 例。分析两组儿童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有可对比性。

1.2　入选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所有孤独症患儿均经病史、临床表现、磁共

振、精神心理评估量表等检查确诊；②临床资料、影

像学资料均完整；③患儿家属对本次研究资料的采集

及阅览知情且同意；④无其他精神疾病的患儿。

1.2.2　排除标准 

①单纯性语言发育迟缓，或明显残疾者；②合

并心、肝、肾等重要脏器病变的患儿；③并其他脑神

经、细胞等病变或重要初级感觉障碍者；④合并先天

性心脏病患儿；⑤伴凝血功功能障碍或免疫系统疾病

患儿。

1.3　方法

1.3.1　儿童孤独症判定方法　采用儿童孤独症

评定量表（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CARS）［4］

对儿童进行评估，该量表主要从人际关系、模仿、

情感反应、焦虑反应、语言交流等 15 个方面对儿

童进行评估，每个方面评分分为 4 个等级（1-4 分），

分值越高，孤独症倾向越明显；其中以 30 分作为分

界值，总分＞ 30 分则判定为孤独症。

1.3.2　临床资料收集分析法　所有儿童入组后，

相关人员与儿童家长进行访谈，研究者参照国内外

相关文献及书籍，设计临床资料调查问卷，对儿童

家长进行逐一询问，内容包括：（1）儿童基本信息：

性别、年龄、体质量、病程、居住地（城市、乡村）、

是否为独生子女等；（2）家庭基本情况：家庭经济较

差、母亲生育年龄、母亲文化程度、孤独症遗传史、

儿童主要带养人（父母、非父母）、母亲职业状况（专

业技术人员、体力劳动者）；（3）母亲孕期情况：母

亲孕期患病（如病毒性感冒史）；（4）儿童出生情况：

是否足月产（符合《妇产科学》［5］中足月产相关诊断

标准）、新生儿黄疸（均符合《美国儿科学会最新新生

儿黄疸诊疗指南》［6］中相关诊断标准）、低出生体重。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以百分数

和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全部计量资料

均经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采用“x±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经非条件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多因素检验找出儿童孤独症可能的影响因

素，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儿童孤独症的心理行为特征 

63 例孤独症患儿中，有 25 例患儿出现不同程度

语言发展迟缓及异常，占比 39.68％（25/63）；有 23
例患儿出现一定程度社会交往障碍，占比 36.57％

（23/63）；有 30 例患者出现兴趣及行为异常，占比

47.62％（30/63）；有 18 例患儿出现认知缺陷，占比

28.57％（18/63）。

2.2　儿童孤独症发生的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经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母亲职业状况、家

庭经济较差、母亲孕期患病史、新生儿黄疸、孤独

症遗传史等均可能是儿童孤独症发生的影响因素

（P<0.05），见表 1。

2.3　儿童孤独症发生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将 2.3 中初次证实为可能的影响因素纳为自变

量，并对其进行赋值（母亲职业状况：1= 专业技术

人员，0= 体力劳动者；家庭经济较差：1= 是，0= 否；

新生儿黄疸：1= 有，0= 无；母亲孕期患病史：1= 有，

0= 无；孤独症遗传史：1= 有，0= 无），并将是否发

生 ASD 作为因变量（1= 孤独症组，0= 对照组），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结果显示，母亲职业为专业技

术人员、家庭经济较差、母亲孕期患病史、新生儿

黄疸、孤独症遗传史均可能是诱发儿童孤独症发生

的影响因素（OR ＞ 1，P<0.05），见表 2。

3　讨论

儿童孤独症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目前认为孤

独症受遗传因素及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父母性格

具有重要作用［7-8］，母亲性格内向可能作为潜在的因

素影响孤独症的发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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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63 例患儿中有 25 例出现不同程度

语言发展迟缓及异常，23 例出现社会交往障碍，30
例出现兴趣及行为异常，18 例出现认知缺陷，说明

孤独症患儿异常主要体现在语言发展迟缓及异常、

社会交往障碍、兴趣及行为异常、认知缺陷等方面，

故家长及临床医师应该及早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

本研究还发现：母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家庭

经济较差、母亲孕期患病史、新生儿黄疸、孤独症

遗传史均是儿童孤独症发生的影响因素。分析其原

因，母亲从事专业技术人员可能和怀孕期间受电离

辐射增加有关，电离辐射后，胎儿细胞在呈现出过

度老化、染色体结构断裂或者死亡，对胎儿造成脑

损伤，增加孤独症发生风险［10-11］。故孕期采取防辐

射措施可能可以降低孤独症发生风险。孤独症同胞

患病率为 4.5％，较正常人群高出 25 倍，存在家庭

聚集现象［12］，故有孤独症遗传史的患儿患病风险更

高。母亲孕期病毒感染，会激活母体免疫，使得胎

儿神经及外周免疫发生改变，导致儿童中枢神经系

统发育不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孤独症发生风险［13］。

因此，临床需加强对母亲孕期各类疾病的监测度也

可能可以降低儿童孤独症发生风险。新生儿黄疸主

要由胆红素在体内聚集引起，部分病理性黄疸可损

伤机体中枢神经系统，增加病毒感染几率，可能造

成中枢神经系统永久性损害，增加儿童孤独症发生

风险。因此，产科应重视新生儿黄疸的早期治疗与

干预，尽早改善患儿黄疸状态，避免因中枢神经损

表1　儿童孤独症发生的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孤独症组（n=63） 对照组（n=80） 统计值 P

居住地 城市 33 40
χ2=0.080 0.777

农村 30 40

独生子女 是 35 40
χ2=0.436 0.509

否 28 40

家庭经济较差 是 31 25
χ2=4.770 0.029

否 32 55

孤独症遗传史 有 12 6
χ2=4.271 0.039

无 51 74

儿童主要带养人 父母 21 24
χ2=0.182 0.670

非父母 42 56

母亲职业状况 专业技术人员 38 22
χ2=15.586 P<0.001

体力劳动者 25 58

母亲孕期患病史 有 15 8
χ2=4.980 0.026

无 48 72

低出生体重 是 9 10
χ2=0.098 0.755

否 54 70

足月产 是 56 73
χ2=0.223 0.637

否 7 7

新生儿黄疸 有 8 1
χ2=6.012 0.005

无 55 79

母亲生育年龄（x±s，岁） - 28.23±4.89 28.05±3.29 t =0.262 0.793

表2　儿童孤独症发生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β SE Wald值 P OR（95％置信区间）

母亲职业状况 1.388 0.359 14.935 0.000 4.007（1.982-8.102）

家庭经济较差 0.757 0.349 4.705 0.030 2.131-4.222

母亲孕期患病史 1.034 0.476 4.723 0.030 2.812（1.107-7.147）

新生儿黄疸 2.442 1.075 5.157 0.023 11.491（1.397-94.511）

孤独症遗传史 1.065 0.532 4.009 0.045 2.902（1.023-8.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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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导致孤独症风险增加。

经济较差的家庭中儿童孤独症发病率相对较高，

可能是因为家庭收入低，父母需投入更多工作时间，

使得亲子交流较少，进而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增加

孤独症发病风险［14］。必须指出的是孤独症发病还受

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因本研究纳入样本量有限，

且受到纳入、排除标准等限制，无法考虑所有的潜

在影响因素；加之本研究属于回顾性分析，获得的资

料有限，结果可能存在偏差，未来应该开展大样本、

前瞻性的研究来进一步探讨孤独症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母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孤独症

遗传史、母亲孕期患病史、新生儿黄疸、家庭经济

差可能是诱发儿童孤独症发生的影响因素，临床工

作中需要关注并给予相应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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