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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康复训练方案对ADHD患儿症状严重程度及执行功能的影响

李士龙 、 孙连峰 、 赵云东 、 张　帅

【摘要】目的　探讨计算机设计下工作记忆和多维执行功能康复训练方案对 ADHD 患儿症状严

重程度、执行功能及实验室指标的影响。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我院 2016 年 4 月 ~2018 年 5 月收治

ADHD 患儿共 70 例，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35 例）和试验组（35 例），分别采用工作记忆康

复训练方案和计算机设计下多维执行功能康复训练方案治疗，比较两组疗效。结果　试验组治疗后

RS-IV 评分、ASQ 评分、PHCSS 评分及 NCT 失误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治疗后、治疗前（P< 0.05）；试

验组治疗后执行功能量表评分、-100β、25- 羟维生素 D 及 PRL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治疗后、治疗前

（P< 0.05）。结论　相较于工作记忆康复训练方案，计算机设计下多维执行功能康复训练方案用于

ADHD 患儿治疗能够显著改善相关症状体征，提高认知水平，增强执行功能，并有助于上调 S-100β、

25- 羟维生素 D 及 PRL 水平。

【关键词】工作记忆；多维执行功能；ADHD 

【中图分类号】R749.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9）04-0669-04

Influence of different kinds of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programs on symptom severity，executive function 
and laboratory parameters of children with ADHD　　LI Shilong，SUN Lianfeng，ZHAO Yundong，et al. De-
partment of Psychiatry，Psychiatric Hospital of Zhumadian City，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programs for working memory and mul-

tidimensional execution function under computer design on symptom severity，executive function and laboratory parameters 

of children with ADHD. Methods　70 children with ADHD were chosen in our hospital in the period from April 2016 to 

May 2018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cluding control group（35 children）with working memory under com-

puter design and experiment group（35 children）with multidimensional execution function under computer design；and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RS-IV score，ASQ score，PHCSS score and NCT error rate 

after treatment of experi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 less than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and before treatment（P<0.05）. 

The executive function scale score，the levels of S-100 β，25- hydroxyvitamin D and PRL after treatment of experi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and before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working memory under computer design，multidimensional execution function under computer design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ADHD can efficiently improve the related symptoms and signs，higher cognitive level，enhance executive 

function and be helpful to up-regulate the levels of S-100 β，25-hydroxyvitamin D and P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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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显示［1］，ADHD 患儿在注意力、工作

记忆及抑制控制等方面均存在障碍，同时还可能伴

有认知灵活性、计划能力及定势转换功能损伤，严

重影响日常工作生活质量。以往临床主要针对工作

记忆进行单一维度康复干预难以获得满意疗效；而近

年来国内外学者基于大脑可塑性特点，针对多维度

执行功能进行康复训练，实现神经缺陷定向干预越

来越受到医学界的关注；国外学者报道证实［2］，计算

机下多维执行功能训练用于 ADHD 患儿治疗较传统

线下认知训练、团体心理干预等具有疗效优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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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维度训练；而近年来中枢

神经递质单胺类缺乏及相关细胞因子已被证实广泛

参与到 ADHD 患者临床治疗过程中，是评价患儿临

床预后重要指标［3］。本文旨在探讨计算机设计下工

作记忆和多维执行功能康复训练方案对 ADHD 患儿

症状严重程度、执行功能及实验室指标的影响，为

计算机设计下多维执行功能训练应用提供更充足的

循证医学证据，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我院 2016 年 4 月 ~2018 年 5 月收

治 ADHD 患儿共 70 例，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和试验组，每组各 35 例；对照组中男 26 例，女 9 例，

平均年龄为（4.58±0.61）岁，平均 IQ 为（107.31±

11.89），平均 BRIEF 评分为（165.72±28.44）分，根

据疾病类型划分，I 型 19 例，HI 型 2 例，C 型 14 例；

根据患病情况划分，无共患病 23 例，对立违抗障碍

4 例，抽动性障碍 4 例，学习障碍 4 例；试验组中男

24 例，女 11 例，平均年龄为（4.63±0.64）岁，平均

IQ 为（107.88±11.95），平均 BRIEF 评分为（165.20
±28.31）分，根据疾病类型划分，I 型 21 例，HI 型

1 例，C 型 13 例；根据患病情况划分，无共患病 25
例，对立违抗障碍 3 例，抽动性障碍 4 例，学习障

碍 3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1.1.1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诊断

标准［4］；② IQ ≥ 80；③年龄 7~12 岁；④经伦理委员

会批准，且患儿家属知情同意。

1.1.2　排除标准

①接受针对 ADHD 药物治疗；②其他精神系统

疾病；③语言、认知及运动功能障碍难以纠正；④合

并严重躯体及神经系统异常；⑤既往接受执行功能相

关心理康复训练干预；⑥临床资料不全。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计算机设计下工作记忆康复训练

方案治疗，包括：①向后行走回忆训练 2min/ 次，

2 次 /d；②记忆矩阵训练 2min/ 次，2 次 /d；③葫芦

娃救爷爷训练 5min/ 次，2 次 /d；④空间工作记忆能

力 3min/ 次，2 次 /d；试验组给予计算机设计下多维

执行功能康复训练方案治疗，训练依托“多维心理”

网络平台，其中初次训练由患儿与家长共同参与，

包括：①向后行走回忆训练 2min/ 次，2 次 /d；②小

猪收苹果训练 5min/ 次，1 次 /d；③熊猫吃竹子训练

10min/ 次，1 次 /d；④多球最终 5min/ 次，1 次 /d；。

全部患儿均训练 12 周，每周训练 5d 后休息 2d，训

练由经过统一培训研究生指导下完成。

1.3　观察指标 

① RS-IV 量表包括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状及冲

动症状 3 部分，共 18 条症状，每条分值 0~3 分，分

值越高提示症状越严重［5］；② ASQ 量表包括 10 个条

目，每个条目 0~3 分，分值越高提示注意缺陷 / 过

分活动和对立 / 违抗症状越严重［5］；③ PHCSS 量表包

括 80 个条目，分值越高提示自我意识水平越佳［5］；

④ NCT 失误率［5］；⑤执行功能量表包括言语记忆顺

背、言语记忆倒背、空间工作记忆、视觉信息搜索

及选择反应时，分值越高提示执行能力越佳［7］；⑥

S-100β、25- 羟维生素 D 及 PRL 水平检测采用罗氏

Cobas C71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选择 SPSS22.0 软件；计量资料采用 t 检

验，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以百分比（％）表示；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 RS-IV 评分比较 

试验组治疗后 RS-IV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治疗前（P<0.05），见表 1。

2.2　两组治疗前后 ASQ 评分、PHCSS 评分及

NCT 失误率比较 

试验组治疗后 ASQ 评分、PHCSS 评分及 NCT 失

误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治疗前（P<0.05），见表 2。

2.3　两组治疗前后执行功能量表评分比较 

试验组治疗后执行功能量表评分均显著高于对

表1　两组治疗前后RS-IV评分比较（分）

组别 例数
注意力缺陷 多动症状 冲动症状

治疗前 治疗后12周 治疗前 治疗后12周 治疗前 治疗后12周

对照组 35 17.65±3.23 15.80±2.65△ 8.75±1.37 6.39±1.06△ 6.30±1.07 4.93±0.79△

试验组 35 17.48±3.15 13.13±2.08※△ 8.81±1.40 4.91±0.84※△ 6.21±1.04 4.10±0.57※△

※与对照组相比，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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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以往计算机下执行功能训练主要针对 ADHD 患

者工作记忆进行单一维度控制，仅有部分涉及认知灵

活性，未见有关计划能力、定势转换等针对性干预［6］；

部分学者报道显示［7］，单一维度执行功能训练在改善

ADHD 患者执行功能缺陷方面效果不明显或仅能缓解

部分核心症状，对于其他维度损伤修复作用欠佳。本

研究结果中，试验组治疗后 RS-IV 评分、ASQ 评分、

PHCSS 评分及 NCT 失误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治疗

前（P<0.05），证实计算机设计下多维执行功能康复

训练方案应用有助于改善多维度执行功能障碍，提高

症状控制效果；而单纯工作记忆康复干预仅在 ADHD

儿童间工作记忆能力方面改善作用较为明显，且逊于

多维执行功能康复干预，笔者认为这与多维度下执行

功能改善所具有神经缺陷协同修复作用密切相关。

目前医学界对于 ADHD 发生发展机制仍未彻

底阐明，大部分学者认为中枢神经递质单胺类缺乏

及相关细胞因子在此病情加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8］；已有研究显示［9-10］，S100β 属于酸性钙离子

结合蛋白，是影响儿童学习记忆能力重要蛋白之

一，具有调节钙离子内外流、刺激神经功能发育等

多种作用。25- 羟维生素 D 在人体内功能促进脑内

神经元分化生长、促进脑内神经递质稳态恢复，增

加脑内神经营养因子合成分泌；而 PRL 则是一类蛋

白质激素，其水平与儿童期记忆力、注意力维持密

切相关。本次研究结果中，试验组治疗后 S-100β、

25- 羟维生素 D 及 PRL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治疗前

（P<0.05），提示 ADHD 患儿行计算机设计下多维执

行功能康复训练可有效提高 S-100β、25- 羟维生素

D 及 PRL 合成分泌水平，笔者认为这可能是该方案

具有明显疗效优势关键机制所在。

综上所述，相较于工作记忆康复训练方案，计

算机设计下多维执行功能康复训练方案用于 ADHD

患儿治疗能够显著改善相关症状体征，提高认知水

平，增强执行功能，并有助于上调 S-100β、25- 羟

维生素 D 及 PRL 水平。本次研究因纳入样本量相对

较少、随访时间短及单中心等因素制约，所得结论

仍有待更大规模前瞻性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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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治疗前（P<0.05），见表 3。

2.4　两组治疗前后实验室指标水平比较 

试验组治疗后 S-100β、25- 羟维生素 D 及 PRL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治疗前（P<0.05），见表 4。

表2　两组治疗前后ASQ评分、PHCSS评分及NCT失误率比较

组别 例数
ASQ评分（分） PHCSS评分（分） NCT失误率（％）

治疗前 治疗后12周 治疗前 治疗后12周 治疗前 治疗后12周

对照组 35 20.18±3.23 15.78±2.90△ 34.17±6.95 23.70±4.21△ 55.09±9.31 43.54±7.95△

试验组 35 20.70±3.31 11.44±2.16※△ 34.50±7.01 13.15±2.63※△ 55.42±9.38 31.71±5.68※△

※与对照组相比，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治疗前后执行功能量表评分比较（分）

组别 例数
言语记忆顺背 言语记忆倒背 空间工作记忆 视觉信息搜索 选择反应时

治疗前 治疗后12周 治疗前 治疗后12周 治疗前 治疗后12周 治疗前 治疗后12周 治疗前 治疗后12周

对照组 35 94.37±11.08 100.54±12.42△ 91.24±13.95 96.65±14.70△ 94.04±14.90 105.50±17.36△ 86.86±9.84 88.35±9.37 84.97±10.87 85.46±10.36

试验组 35 94.92±11.35104.80±14.19※△ 91.18±13.8999.01±17.20※△ 94.31±14.99 116.97±20.18※△ 87.04±9.90 104.82±15.19※△ 85.12±10.95 96.94±15.22※△

※与对照组相比，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4　两组治疗前后实验室指标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S-100β（ng/L） 25-羟维生素D（ng/ml） PRL（ng/ml）

治疗前 治疗后12周 治疗前 治疗后12周 治疗前 治疗后12周

对照组 35 16.26±4.03 33.69±7.20※ 14.27±2.46 20.93±3.14※ 6.34±1.10 8.96±1.43※

试验组 35 16.40±4.06 41.95±9.63※△ 14.19±2.40 27.41±5.36※△ 6.20±1.04 11.18±2.20※△

※与对照组相比，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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