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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D-11和DSM-5中孤独症谱系障碍诊断标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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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目前孤

独症谱系障碍诊断主要依靠国际疾病分类（ICD）和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这两大系统。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版（ICD-11），ASD 的诊断标准有了新的修改和变动。及

时、准确认识并把握 ICD-11 和 DSM-5 这两个最新标准在 ASD 诊断中的一致性与差异，能够为临床

和科研工作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促进我国孤独症诊断治疗、干预及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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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

ASD），简称孤独症或自闭症，是以社会交往和沟通

障碍、狭隘兴趣与刻板重复行为为主要特征的神经发

育障碍性疾病［1］。孤独症的患病率已经达到 1.68％［2］，

已成为影响人口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3］。孤

独症病因尚未完全阐明，其诊断更多依靠症状来进行。

国 际 疾 病 分 类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 t a t i s t i c a 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ICD）和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是对 ASD

诊断影响最大的两个诊断系统。ICD 由世界卫生组

织（WHO）主持编写并发布，全球 70％的医疗记录

均采用 ICD 编码。2018 年 6 月 18 日，世界卫生组

织发布了《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版（ICD-11），其中

关于孤独症的诊断标准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4，5］。

2018 年 12 月 4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官网发出“关于

印发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中文

版的通知” ［6］，要求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应当全面使用 ICD-11 中文版进行疾病分

类和编码。而 DSM 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出版，是在美国与许多

国家中最常用来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目前使

用的是 2013 年 5 月发布的 DSM-5［1］。从 ICD-11 在

孤独症诊断和分类中的标准来看，其和 DSM-5 的兼

容性和一致性越来越高，但是由于两大系统推出和

使用的目的不同、发展历程不同、支持者不同，两

者存在着特质差异［7，8］。DSM-5 已有较多介绍［9，10］，

本文主要介绍 ICD-11 中关于孤独症诊断的修订，并

对 ICD-11 和 DSM-5 的异同进行比较，为 ASD 的临

床诊断、治疗及干预提供参考。

一　ICD-11中的ASD定义和分类

1　ICD 中孤独症定义和分类的历史演变

ICD 诞生之初（ICD-1）是按解剖学部位进行的

致死原因分类，从 ICD-1 到 ICD-5，大概每 10 年修

订一次。ICD-6 第一次把精神障碍进行了分类，但

没有提供定义或诊断指南。ICD-7 的精神障碍分类

没有大的变化。ICD-8 的精神障碍分类中首次出现

“autism”一词，将“婴儿孤独症（infantile autism）”列

入“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的“other”子分类

中，但是没有提供定义描述。ICD-8 发布后，又出

版了提供大部分 ICD-8 精神障碍类别定义的术语汇

编。ICD-9 的精神障碍章节采纳了术语汇编的大部分

内容，是唯一对每一类别采用操作性定义的 ICD-9
章节。ICD-9 将“婴儿孤独症（infantile autism）”列入

“源自儿童期的精神病（Psychoses with origin specific to 

childhood）”类别下，指出婴儿孤独症在出生时或 30
月龄前出现症状。ICD-10 于 1990 年发布，并发行

了数种版本以满足不同需求。孤独症在 ICD-10 中归

类在广泛性发育障碍（F84）分类下，将孤独症分为

8 种不同的广泛性发育障碍（Pervasive develop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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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order，PDDs）：儿童孤独症，非典型孤独症，Rett

综合征，儿童瓦解性精神障碍，伴智力缺陷和刻板

运动的过度活动障碍，Asperger 综合征，其他广泛性

发育障碍和待分类的广泛性发育障碍。

2　ICD-11 中 ASD 定义和分类的修订

ICD-11 是 ICD 第一次完全采用电子版本，与

WHO 药物通用名链接，采用更为灵活的语言描

述 ［4］。ICD-11，尤其是 ICD-11 精神与行为障碍诊

断中大部分变化都是为了提供更高的临床适用性 ［5］。

与此同时，ICD-11 采用了新的编码系统，使用 4-5
个字母与数字的组合对疾病分类进行编码，第一个

数字代表疾病所在的章节，后面三个字母和数字

代表具体疾病类型，小数点后面是疾病所属的亚

型或标注［11］。在新的分类方式下，“孤独症谱系障

碍”归在第一章“神经发育障碍（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类别下，疾病编码为 6A02。

值得关注的是，ICD-11 将孤独症扩展到成人，

提出孤独症的 2 个核心领域（社会交往和沟通障

碍、狭隘兴趣与刻板行为）和 12 项标准，并首次引

入“待分类的广泛性发育障碍（PDD-NOS）”概念。

ICD-11 对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定义描述也更为详细，

指出孤独症谱系障碍起病于发育阶段，其症状通常

在幼儿期显现，但也可能一直到社会沟通的需要超

出其受限制的能力时才会充分展现，见表 1。

表1　ICD的孤独症分类历史演变

ICD版本 分类 重要变化

ICD-6，1949/ICD-7，1957 / 首次对精神障碍进行分类，未提及孤独症

ICD-8，1967 儿童期精神障碍 

（Schizophrenic reaction，childhood type）

首次提及孤独症（autism），提出孤独症是“儿童期精神障碍

（Psychotic reactions in children）”的主要症状

ICD-9，1977 儿童期精神障碍 

（Schizophrenic reaction，childhood type）

认为”孤独症倾向的（autistic）、非典型的和退缩性的行为是”精

神分裂症-儿童型（Schizophrenia，childhood type）”的一种症状

ICD-10，1993 儿童广泛性发育障碍 

（Childhood-onset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首次将”婴儿孤独症（infantile autism）”作为一种（亚）分类，确立了

孤独症的分类地位

ICD-11，2018 广泛性发育障碍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首次提出独立的”孤独障碍（autistic disorder）”的概念，将孤独症

扩展到成人，提出孤独症的2个核心领域及12项标准；首次引入”

待分类的广泛性发育障碍（PDD-NOS）”概念

ICD-11 指出 ASD 的缺陷足够严重，以至于导致

个人、家庭、社会、教育、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领

域受损，并且孤独症谱系障碍个体在智力和语言能

力方面展现出全方位的障碍。根据是否伴有智力发

育障碍和功能性语言障碍的严重程度，将孤独症谱

系障碍分为 8 个亚型，见表 2。 

二　 ASD诊断在 ICD-11和DSM-5中的一致性

ICD 和 DSM 作为孤独症领域最权威的两大诊断

表2　孤独症在ICD-11中的编码和分类

6A02 孤独症谱系障碍 

6A02.0 孤独症谱系障碍，不伴有智力发育障碍，伴有轻度功能性语言障碍或无功能性语言障碍

6A02.1 孤独症谱系障碍，伴有智力发育障碍，伴有轻度功能性语言障碍或无功能性语言障碍

6A02.2 孤独症谱系障碍，不伴有智力发育障碍，伴有功能性语言障碍

6A02.3 孤独症谱系障碍，伴有智力发育障碍，伴有功能性语言障碍

6A02.4 不伴有智力发育障碍，伴有功能性语言缺失

6A02.5 伴有智力发育障碍，伴有功能性语言缺失

6A02. Y 其他特定的孤独症谱系障碍

6A02. Z 待分类的孤独症谱系障碍

注：轻度功能性语言障碍或无功能性语言障碍：指使用功能性语言（口语或符号语言）表达个人需求或意愿等目的的能力轻

度受损或没有受损；功能性语言障碍：指年龄相关的功能性语言（口语或符号语言）显著受损，并且不能使用多于单个词语与或

简单句型的功能性语言来表达个人需求或意愿等目的；功能性语言缺失：指完全或者几乎完全丧失年龄相关的使用功能性语言

（口语或符号语言）表达个人需求或意愿等目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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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SD 分类和维度

尽管两者都将孤独症单独列为“孤独症谱系障

碍”，但是 ICD-11 将 ASD 进一步细分为 8 个亚类，

而 DSM-5 则没有对 ASD 进行进一步的细分。ICD-11
采用的分类系统更为严格，亚型的细分有助于全球

健康信息统计工作和医疗系统进行治疗选择。而

DSM-5 更多适用于精神卫生专业人士，对于 ADS 分

类没有过多要求，更重视 ASD 严重程度分级。从区

别哪些 ASD 个体最需要立即进行治疗上来说，严重

程度分级是最为重要的维度，不过只有严重程度分

级，还不足以做出那种治疗方法更为有用，仍然需

要更为详细和具体的信息。因此，综合应用 ICD-11
和 DSM-5 有助于甄别出最需要接受治疗的个体，并

选择出最为适合的治疗方法。

此外，ICD-11 提供了孤独症患者有智力障碍和

没有智力障碍的详细区分方法，而 DMS-5 则只是简

单承认孤独症与智力障碍可以共存。

2　ASD 的诊断

ICD-11 和 DSM-5 的一个明显的差异是，DSM-5

给出的是诊断标准，而 ICD-11 给出的是诊断指南。

ICD-11 没有具体的诊断条目，而叫“临床描述和诊

断指南”，表述偏描述性、比较松散，给临床工作者

更多的弹性。ICD-11 列出 ASD 定义性的特征，没有

规定 ASD 的诊断必须符合一定数量的特征或特征组

合的阈值，只是列出各种定义性的特征，让临床自行

决定，这种灵活性准许基于临床诊断和常识进行诊

断。DSM-5 则有更为清晰的标准，更利于 ASD 相关

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科学研究的开展。DSM-5 将 ASD

的 2 个核心领域的 7 项标准详细列出，ASD 的诊断需

要满足社会交往和沟通障碍领域的全部 3 项标准，以

及狭隘兴趣与刻板行为领域 4 条标准中的至少 2 条标

准。此外，DSM-5 没有把退行性作为孤独症诊断的

一个标准，而 ICD-11 把“已获得技能的缺失”作为

孤独症诊断的一个特征，两者有显著不同。

3　ASD 共病的诊断

孤独症通常和其他精神类疾病和神经发育障碍同

时存在，其中最常见的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12］、焦虑障碍［13］、

系统，一直以来都备受临床和教育工作者关注。在

最新版本的修订过程中，两大系统都注重兼容性，

互相靠拢。早在上一版本的 ICD-10 与 DSM-IV 时代

两套系统就在尝试融合［8］，而新的 ICD-11 与 DSM-5
的兼容性更好，一致性也更高。

章节结构大体一致与 DSM-5 一样，ICD-11 将

孤独症单独列为“孤独症谱系障碍”（以区别于广泛

性发育障碍）。ICD-11 的章节结构与 DSM-5 非常接

近、大体一致。此外，ICD-11 与 DSM-5 采取的标注

策略也非常类似。

核心症状标准类似与 DSM-5 相同，ICD-11 将

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核心症状定义为社会交往和沟通

障碍以及狭隘兴趣与刻板行为，而没有纳入语言缺

陷。两者都强调对 ASD 中常见的感觉异常敏感性进

行测定的重要性，以及 ASD 个体试图掩盖他们的孤

独症的症状这一特点。此外，ICD-11 和 DSM-5 都强

调，诊断时，要考虑患者特别的感官需求。

病因考量一致 ICD-11 和 DSM-5 都强调应该

对 ASD 个体的一般状况进行考量，包括基因、病

理改变、服用药物等，同时指出基因和环境等因素

交互作用是 ASD 发生的原因，不过基于 ICD-11 和

DSM-5 进行的 ASD 诊断并不会充分反映 ASD 个体的

病因。

三　ASD诊断在 ICD-11和DSM-5中的差异

尽管 ICD-11 和 DSM-5 兼容性越来越好，两个

系统在结构上达到了高度一致。但是，由于两大系

统推出和使用的目的不同、发展历程不同、支持者

不同，也存在着显著差异（见表 3）。

表3　两个ASD诊断系统的差异

诊断系统 分类 诊断 共病 其他

ICD-11 将ASD细分为 

8个亚类

提供ASD患者有智

力障碍和没有智

力障碍的详细区

分方法

把“已获得

技能的缺失” 

作为ASD诊断 

的一个特征

没有具体的诊断

条目，仅列出临床

描述和诊断指南

提供ASD个体 

是否伴有智力 

障碍和语言 

障碍的详细指南

在共病的诊断上

临床自由度更大

推荐给全球各国

使用，其标准更加

宽泛，更多考虑国

际文化间的差异

DSM-5 没有进行ASD 

亚类区分；但有ASD

严重程度 

分类

简单承认ASD 

与智力障碍可以

共存

没有把退行性 

作为ASD诊断 

的一个标准

有清晰诊断标准 简单指出ASD 

和智力障碍及 

语言障碍可以 

同时发生

对共病的关注 

较少

强烈推荐所有目

的使用同一个分

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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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和攻击行为［14］等，相当比例的孤独症就是由于这

些障碍就诊的。以往的 ICD 和 DSM 版本建议临床只是

选择其中一个诊断，没有明确可以同时进行共病诊断。

ICD-11 和 DSM-5 都支持在诊断 ASD 的同时进行共病

的诊断，但是其具体诊断仍然存在不同。ICD-11 提

供了 ASD 个体是否伴有智力障碍和语言障碍的详细指

南，而 DSM-5 只是简单指出 ASD 和智力障碍及语言

障碍可以同时发生。此外，在共病的诊断上，ICD-11
给予临床更大的自由度。比如，刻板重复行为作为

ASD 的核心缺陷之一，如果刻板重复行为可能产生自

伤或自残行为，可以同时进行 ASD 和刻板运动障碍诊

断，具体到个体，是否同时诊断，取决于临床实际考

虑。而 DSM-5对于 ASD 的诊断标准更为严格（如使用

结构化问诊策略），对于共病的关注相对于 ICD-11 要

少。因此在 ASD 共病的诊断上，ICD-11更具优势。

4　其他

ICD-11 是 WHO 推荐给全球使用的分类系统，考

虑到国际文化间的差异，ICD-11 主要提供概念性的

定义，强调症状的描述，但不制定详细的诊断标准。

而 APA 制定的 DSM-5 则使用标准化的定义，更强调

具体细化的诊断标准，比如 ICD-11 不强调儿童对玩

具的具体玩法，而着重于儿童玩玩具时的刻板程度，

而 DSM-5 则将某些玩具的玩法作为诊断的一条标准。

四　总结

ICD 与 DSM 是两个极其相似，但却不完全相同

的两个诊断系统。ICD-11 和 DSM-5 的 ASD 诊断都是

主要建立在自述症状，临床观察迹象和检测基础上的

描述性分类系统，两者章节结构大体一致，核心症状

标准类似，病因考量一致。然而，ICD-11 和 DSM-5
也有显著差异，这源于两者不同的历史发展历程和

不同的支持者。WHO 优先考虑 ICD-11 在多样化全

球环境下和应用于数据统计、卫生服务、科学研究、

临床实践和教育实践等不同目的时的适用性，更多

使用描述性表述而非标准罗列，因此 ICD-11 只是列

出 ASD 定义性的特征，让临床自行决定相关诊断特

征的阈值。相反，APA 推荐使用统一的分类和诊断

标准，因此 DSM-5 详细列出了 ASD 的详细诊断标准。

ICD-11 的发布，对目前正在使用 DSM-5 为标准的孤

独症诊断，必定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详细了解和掌

握 ICD-11 和 DSM-5 的 ASD 诊断差异，有助于临床

工作者根据 ASD 个体的疾病程度和共病情况来制定

最为适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有助于科研工作者对

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 ASD 流行病学情况进行分析

比较。临床和科研工作者应该进一步结合 ICD-11 和

DSM-5 进行孤独症的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促进我

国孤独症诊断、治疗、干预及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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