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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行为与发展干预训练的研究进展

肖　舟 、 卢建平 、 柯晓殷 、 寇　聪 、 张　英

【摘要】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类早期脑神经发育障碍，具有两大核心症状，一是语言与交流障碍，

二是重复刻板行为及狭窄的兴趣。针对孤独症谱系障碍不同方面的核心损伤进行行为与发展干预训

练，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有效的治疗方式。本文就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行为与发展干预训练的研究

现状及未来方向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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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一类对公共卫生与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早期脑神经发育障碍。ASD 具有语言交流障碍和重

复刻板行为等两大核心功能损伤。流行病学调查显

示，ASD 的患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给患者自

身、家庭以及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

造成严重的社会不良影响［1］。然而，ASD 的病理机

制尚不明确，行为与发展干预训练是目前最主要的

对其核心功能损伤有疗效依据的治疗方式。行为与

发展干预训练有不同的训练目标，包括提高社会情

感和认知功能、增加社交技巧、减少不良行为、发

展适应性行为等。

美国卫生资源与服务管理中心（HRSA）妇

女与儿童健康局于 2006 年资助 2 个研究中心对

ASD 的各项治疗进行专门研究，并于 2012 年在

《Pediatrics》杂志上登载了孤独症谱系障碍非药物

干预治疗的推荐指南［2］。该指南指出，高密度长

时间的干预训练能够显著改善 ASD 患儿的核心症

状。美国儿科学会专家建议，ASD 患儿每周应至

少接受 25 小时的综合性干预［3］，这种综合性的干

预训练应涉及社会交往、语言、游戏技能、适应

性行为和家庭教育指导等多个方面［2］。应用行为分

析法（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ABA）、孤独症和

交流障碍儿童干预教学法（Treatment and Education 

of Autistic and Communication Handicapped Children，

TEACCH）、丹佛早期干预模式（the Early Start Denver 

Model，ESDM）、人际发展干预计划（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RDI）、图片交换交流系统

（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PECS）以

及其他各种社交技巧训练都有显著的疗效。

一　ASD行为与发展干预训练

1　应用行为分析法（ABA）

ABA 又名应用行为分析法，是目前国际上使用

最广泛的孤独症干预训练方法。20 世纪 70 年代，美

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 Lavas 创立少年孤独症训练项

目，该项目运用零散单元教学法，对孤独症患儿进

行密集的行为训练，后来发展成为应用行为分析教

学法。它强调运用功能分析法，从个体的需要出发，

采用”A-B-C” 模式，即“前因（需要）—行为—结

果”的模式来塑造患儿的正性行为。该方法包括任

务分析和分解、强化、奖励、提示和提示消褪、停

顿休息等过程，是目前孤独症患儿早期教育训练中

最有效的操作性方法之一，具有可操作性强，方法

简单的特点。大量 ABA 的研究结果显示［4-6］，ABA

对 ASD 的语言、适应性行为和智商提高有显著疗效。

Virues Ortega 于 2010 年发表的关于 ASD 语言和适

应行为训练“剂量－反应”关系的 meta 分析研究显

示［7］，干预训练密度和时间是影响训练效果的直接

因素。

2 　 孤 独 症 和 交 流 障 碍 儿 童 干 预 教 学 法

（TEACCH）

TEACCH 是 1970 年由 EricSchople 创建的一个个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2 期 - 221 -

◎

综
述◎

 Sum
m

arize

性化的教育训练项目。经过四十多年的研究和发展，

TEACCH 已成为一项对自闭症儿童治疗和教育非常

有效的综合性教育措施。它以社区为基础，旨在改

进自闭症和社交障碍儿童与家庭、亲人、社会相互

理解、交流和沟通。TEACCH 强调教学环境结构化、

作息时间结构化、工作组织结构化和视觉线索，通

过指导者安排有组织、有系统的学习环境，并尽量

利用视觉提示，透过个别化学习计划，帮助自闭症

儿童建立个人工作系统和习惯，培养他们独立工作

的能力，以便将来融入集体和社会。有研究发现，

ABA 结合 TEACCH 教学法对 ASD 社会交往能力的改

善起作用［8，9］。

3　丹佛早期干预模式（ESDM）

ESDM 又称丹佛早期干预模式，是由美国加州

大学 MIND 研究所发展心理学教授罗杰斯和自闭症

之声的首席科学官道森教授共同开发的一种针对年

龄在 12-48 个月的孤独症儿童的早期综合性行为干

预方法。ESDM 建立在丹佛模式（DM）、核心反应训

练和 ABA 的理论基础上，方法上融合了以人际关系

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和应用行为分析的教学实践，根

据每个孩子自身需要和优势来设计个性化课程。所

设计的目标要求能够在 12 周的时间内达到或完成，

12 周后再更新下一阶段目标。ESDM 尤其强调模仿、

非语言沟通（包括共同注意）、语言沟通、社会发展

（包括情感分享）和游戏等方面的内容。在一项高质

量的随机控制研究中，ESDM 早期干预模式在改善学

龄前期儿童认知功能和核心功能缺陷方面显示出显

著的功效［10］。

4　人际发展干预计划（RDI）

RDI 创始人史提芬·葛斯丁博士把孤独症儿童

归结为 " 失去在动态系统获取成功的动机 "，从而导

致人际关系能力的发展停滞不前。鉴于此，RDI 为

孤独症儿童设计了一套由父母或训练者主导的互动

游戏和活动组成的训练项目。RDI 创造环境让孩童

有机会在父母的引导下重新尝试在动态系统中进行

探索、获取成功、建立成就感、建立事件记忆乃至

建立和强化探索的动机。具体干预技巧包括间接提

示、社交分享式语言、事件记忆等以激发和强化动

机为核心的方法。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提高

ASD 社交技能和人际关系的训练效果显著。这些训

练形式包括社交故事、同伴模仿和视频学习等。具

体地说，一对一的社交训练对年幼儿童有显著提高，

而小组训练，通常有正常发育的同伴一起参与，对

年长的青少年更实用［11］。心理理论和其他认知行为

方法也显示有显著疗效［12］。所有显示有效的训练方

法都有既定的操作规范和步骤，并且训练时长至少

为 3 个月。

5　图片交换交流系统（PECS）

PECS 是 1985 年由美国德纳瓦州孤独症学习计

划项目组的 Bondy&Frost 提出来的一种以技巧发展为

基础的干预训练。PECS 根据循序渐进的训练阶段、

强化、分门别类的图画及句子串，协助孤独症儿童

观察和体验沟通的过程，从而建立实用、有意义的

沟通系统。它包括以物换物、增加自发性、辨识图

卡、句式结构、回应要什么、回答评论性问题和表

达意愿六个阶段。无语言或有限语言功能 ASD 的干

预包括 PECS、扩大的和交互性的交流设备以及听觉

统合训练等。Sulzer Azaroff 等研究者对 PECS 训练的

有效性研究进行综述并指出，PECS 训练法能够增加

患者的主动交流，尤其是需求性交流行为［13］。孤独

症谱系障碍非药物干预治疗的推荐指南中写到，如

果无语言功能的 ASD 患者无法从 PECS 训练法中受

益，可以尝试使用扩大的或交互性交流设备进行干

预［2］。关于听觉统合训练有效性的研究结论不太一

致，有的显示对 ASD 的核心功能提高无明显效果［14］，

有的显示对 ASD 的语言、智能和社交技能提升有帮

助［15］。

二　综合性干预

综合性干预不是特指某一种训练方法，它是包

括针对 ASD 核心功能损伤以及语言、游戏技能、社

会适应和家庭教育指导等多个方面的综合训练。综

合性干预能够有效地改善 ASD 的核心损害，及时系

统的训练能够使 ASD 患儿获得最大收益，并降低将

来发生发育延迟或功能恶化的可能性。

首先，综合性干预应着眼于 ASD 的核心功能。

它包含社会交往能力受损如缺少恰当的共同注意能

力，对刺激和环境的不恰当反应如呼名不应，互动

性交流欠缺（如缺乏分享注意和分享喜悦的能力），

无法形成合适的同伴友谊和非言语交流缺损。其次，

综合性干预应着眼于 ASD 的语言功能。它包含语音

语调的发展、功能性语言的接受、理解和应用等。

综合性干预还应关注 ASD 的游戏技能，包括假扮游

戏、模仿技能、互动游戏的程度和种类等。适应性

行为的发展也是综合性干预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

它包括对重复刻板行为和狭窄兴趣的干预，如仪式

性或强迫性行为以及情绪爆发引起的自伤行为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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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训练等。最后，综合性干预应为 ASD 家庭提供一

个持续性的教育指导和技术支持，患儿家长能够从

中获得应对 ASD 的技能并泛化到社区环境中。

三　未来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孤独症谱系障碍的

行为与发展干预训练应是一项综合性的干预训练，

它包含社会交往、语言、游戏技能、适应性行为和

家庭教育指导等多个方面的专业性干预。目前大量

研究结果表明，ABA 训练法能有效改善 ASD 患者的

功能。尽管如此，样本量不够大、缺少随机对照研

究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有意义结论的推广性值得商

榷。因此，今后相关研究应将详尽的评估和随访计

划（包括基线水平和阶段性测评）纳入研究设计中，

使研究流程标准化，进而能在各个研究间进行结果

比较。另外，无语言功能的 ASD 患者和有语言功能

的 ASD 患者的需求显然不同，但现有研究少有将关

注点放在这部分群体上。同样地，ASD 青少年和成

人患者的干预预后和社会适应及融入问题也值得关

注。最后，目前关于行为干预训练的有效性指标多

是行为学和心理学效标，我们需要结合更多的生物

学指标如电生理、脑认知神经功能、脑影像学等效

标来反应行为与发展干预训练对 ASD 功能改善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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