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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联合家庭新康复模式对孤独症患儿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交能力的影响

王会丽 1 、 饶俊敏 1 、 杨素敏 1 、 刘小宝 2 、 李志国 3

【摘要】 目的　分析孤独症患儿应用机构联合家庭新康复模式治疗后社交能力与心理健康状况的

变化。方法　将我院 93 例孤独症患儿采用掷币法分组，对照组 46 例予常规机构式康复训练，观察

组 47 例联合家庭康复训练，对比训练后两组患儿的心理健康状况、社交能力、症状及家庭生活质量

变化。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 C-PEP、ASSS、GQOLI-74 评分高于对照组，CARS 评分低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机构联合家庭新康复模式有效调节孤独症患儿心理状态，改善患儿家庭生活质

量及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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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he new rehabilitation model of institution and family on the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ability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WANG Huili，RAO Junmin，YANG Sumin，et al.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Xuchang 
Municipal Hospital，Xuchang 46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in social abilities and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after 

treatment with a new family rehabilitation model. Methods　93 children with autism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by coin toss，46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egular institutional rehabilitation training，and 47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bined with famil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social skills，symptoms 

and family life after training were compared. Quality change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C-PEP，ASSS，and 

GQOLI-74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CARS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nstitution and the new family rehabilitation model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mental state of children with autism，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amily life and social skill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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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是较为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患儿表现

兴趣降低，行为较为刻板，引发社交障碍［1］，严重

影响患儿的生活及学习，同时对家庭的生活质量亦

造成严重影响。临床研究表明［2］，我国孤独症的发

病率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康复训练是临床上治疗

孤独症的主要手段，常规康复训练主要通过医院、

康复中心等医疗机构进行，但是，越来越多的临床

报道认为家庭康复对于孤独症患儿的康复及预后均

有着积极的促进效用，是目前临床上研究的热点之

一。本研究旨在观察机构联合家庭新康复模式应用

于孤独症患儿中的效果，现进行如下分享。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经院伦理委员会同意，选取 2018 年 3 月～2020
年 6 月期间就诊的 93 例孤独症患儿依据随机数字表

法分组，纳入标准：符合孤独症诊断标准［3］；患儿家

属知情自愿参与；视听功能正常。排除标准：合并其

他精神疾病患儿；既往采用同类型治疗方案者；四肢

畸形不能完成训练者。对照组 46 例，女 19 例，男

27 例；年龄 6～10 岁，平均为（8.33±0.73）岁；病程

1～3 年，平均（2.02±0.18）年。观察组 47 例，男

29 例，女 18 例；年龄 5～11 岁，平均（8.2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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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病程 2～4 年，平均（2.01±0.21）年。观察组、

对照组患儿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 2　方法

对照组依据《康复治疗处方手册》进行常规机构

式康复训练［4］，（1）地板时光，依据患儿兴趣决定训

练内容，训练中配合患儿，同时制造困难、惊喜等，

在保证患儿快乐的同时，提升患儿解决问题的能力；

20min/ 次，1 次 /d；（2）感统训练，①发声诱导及训

练，诱导患儿对着言语障碍诊治仪进行发声训练，

仪器会随着声音的发出显示对应的卡通人物，提升

患儿训练兴趣，逐渐延长训练时间，在此过程中对

患儿的呼吸系统及声带进行协调；②感知训练：依据

患儿发音时音调高低、声音强度、浊音清音等调整

卡通人物的动作、颜色、幅度等，促进患儿能够更

为有效的控制声带；③口型训练，是反发音时舌位

图及发音口型，训练过程注重循序渐进；15～20min/

次，1 次 /d，仅在机构进行康复训练，在家庭中不进

行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家庭康复训练，

家庭康复训练依据依据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发育

行为学组，制定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早期识别筛

查和早期干预专家共识［5］，设计康复方案，（1）家长

能力评估，对患儿家长进行结构化教育，并评估患

儿家长能力，能力达标后开始进行康复训练，若能

力不足强化教育，务必保证患儿家长能力达标；（2）
体感游戏训练，①意识与情绪模块，指导患儿进行

帮蝌蚪找妈妈、击球游戏、抓蝴蝶游戏；②肢体康复

模块，指导患儿进行切水果、踢足球、擦窗等游戏；

③社交模块，指导患儿进行 Kinect 大冒险、宠物治

疗、帮老人过河游戏；④智力与认知模块，指导患儿

进行小厨师、找不同、图形记忆等游戏，20min/ 次，

1 次 /d；（3）阶梯式箱庭疗法，①创建作品，于沙箱

内创造地形，放入自己喜欢的玩具，构建世界，第

1～2 周，由患儿及患儿家长单独进行作品创建；第

3 周由患儿及父母内的一人加入共同创作，第 4 周至

治疗结束由患儿及父母共同创建；②分享作品，第

1～2 周，患儿无需分享，由患儿家长分享作品的主

题及故事情节，从第三周在父母分享后，引导患儿

进行分享；③拍照后拆除，在得到患儿及家长同意

后，由家长对创建的作品进行拍照留档，引导患儿

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拆除；④分享体验，引导患

儿通过绘画的方式分享沙箱体验；第 1～2 月每周回

院复诊明确治疗结果，3～6 月每月回院复诊明确治

疗效果，均干预 6 个月。

1. 3　观察指标

（1）心理健康：依据中文版儿童孤独症及相关

发育障碍心理教育评定量表评分（C-PEP）进行评

估，C-PEP 评分内包含 7 大维度，95 项内容，总

分为 95 分，分数越低提示患儿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2）社交能力：依据孤独症儿童社会技能评定量表

评分（ASSS）评估患儿社交能力，ASSS 评分包含自

我调控（9 项）、社会认知（10 项）、社会参与（9 项）、

社会趋向（10 项）、社会沟通（12 项）5 大维度，50
项内容，每项采用 0～ 4 分进行评估，分数越高提示

患儿社交能力越好；（3）症状变化：依据儿童孤独症

症状评定量表（CARS）进行评估，总分为 60 分，其

中 <30 分提示患儿未出现孤独症相关症状，分数越

高提示患者症状越严重；（4）家庭生活质量：依据生

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进行评估，其内

包含 4 大维度 20 个因子，总分 100 分，分数越高提

示患儿家庭生活质量越好。

1. 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n（％）］表

示计数资料，χ2 检验，（x±s）表示计量资料，t 检

验，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心理健康状况

观察组患儿 C-PEP 各项评分提升幅度较对照组

患者更为明显，且总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社交能力

治疗后，对照组患儿 ASSS 各项评分及总分均较

观察组患儿水平低（P<0.05），见表 2。

2. 3　症状程度及家庭生活质量

表1　C-PEP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口语认知 粗动作 手眼协调 认知表现 模仿 感知 细动作 总分

对照组（n=46）治疗前 1.88±0.70 5.05±1.29 4.11±1.51 2.33±1.15 2.96±1.12 4.13±1.28 2.65±1.20 23.20±2.61

治疗后 3.75±0.37△ 7.01±0.68△ 6.28±0.62△ 4.99±0.85△ 5.58±0.81△ 7.20±0.89△ 5.11±0.88△ 38.03±3.01△

观察组（n=47）治疗前 1.91±0.73 5.03±1.31 4.09±1.49 2.31±1.12 3.01±1.15 4.15±1.31 2.68±1.23 23.11±2.70

治疗后 5.13±0.21△▲ 9.55±0.46△▲ 8.01±0.33△▲ 6.86±0.51△▲ 7.38±0.61△▲ 9.39±0.60△▲ 7.23±0.51△▲ 51.56±4.1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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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患儿治疗后 CARS 评分较观察组高，

GQOLI-74 评分低于观察组（P<0.05），见表 3。
表3　CARS及GQOLI-74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CARS GQOLI-74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6 40.39±2.28 34.35±3.31△ 59.58±5.35 65.16±5.88△

观察组 47 40.41±2.30 31.11±1.19△▲ 59.66±5.39 76.11±5.3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遗传因素、感染与免疫因素、孕期理化因子刺

激等因素均与孤独症的发生有着密切关联［6］。孤独

症的遗传倾向性较为明显，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

其发病率进一步提升；孕妇感染病毒后，患儿患孤

独症的几率更大，常见的病毒有风疹病毒、带状疱

疹病毒等，可能与病原体抗体进入胎儿体内后，引

发免疫反应，对小儿的神经系统发育造成干扰有关，

进而引起疾病发生；孕妇在孕期经受反复寒冷刺激、

酗酒、服用抗癫痫类药物等，均会提升孤独症的发

病率［7］。孤独症的核心症状为兴趣狭窄和刻板重复

行为、交流障碍、交往障碍，当前，临床上对于孤

独症的治疗原则为早发现早治疗，但临床上对于孤

独症尚无特效的治疗药物，常规治疗仍以训练为主。

本研究显示，对照组患儿治疗后 C-PEP、ASSS、

GQOLI-74、CAR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证实常

规训练方案能够有效改善患儿的核心症状，改善患儿

的心理健康状况，提升患儿的社交能力及家庭生活质

量。地板时光及感统训练是临床上治疗孤独症的常用

训练方案，地板时光是一种以社会交往及人际关系为

主体的训练方式，感统训练是一种基于机体生理学的

干预方案，两者联合应用既能够改善患儿生理问题，

同时又能够兼顾患儿社交能力的提升［8］。孤独症的康

复训练是一个漫长而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与患儿陪伴时间最多的为家庭。胡亚萍［9］学者研究表

明，应用培训 - 家庭康复训练治疗 71 例孤独症患儿

后显示，显著提升患儿的心理推理能力及社交能力，

证实家庭训练在孤独症治疗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康复

训练的方式较多，常见的有行为训练法、地板时光、

音乐治疗、游戏疗法、感统训练等，家庭训练相较于

医疗机构的训练其制约较多，主要是由于家长能力水

准造成的，笔者受临床文献的启发，在诸多的训练方

式中该研究内选择以游戏疗法为主的训练方案，主要

是其对于医疗设备的要求较低，且对于家长的专业水

平并无过高要求，除此之外，通过训练能够更快的拉

近家长与患儿关系，提升患儿配合度。

本研究还发现：治疗后观察组各项指标改善效果

较对照组明显，提示联合增加家庭训练能够提升训

练效果，改善患儿预后。分析认为，相较于治疗师，

患儿与家长的关系更为亲近，在训练过程中其依从

性更高，体感游戏的应用更能够引起患儿的兴趣，

符合患儿的认知特点，其教学内容较为简单，患儿

更易掌握，在游戏过程中对人际互动要求不高，避

免患儿焦虑抑郁情况出现，游戏过程中更利于患儿

肢体活动能力及技巧的提升，加之游戏多样化，患

儿接受程度高，长期进行训练亦不容易厌烦［10］；阶梯

式箱庭疗法的应用能够使患儿建立同理心，感受共

同作业时家长的情感，进而改变自身情绪，促进行

为的改善，使患儿能够自我疗愈，家长与患儿共同

作业，通过亲子一体性，接纳关系更为理想，促使

患儿心里能量转化及再生，促进创伤修复，建立正

向心理，降低患儿情绪波动，有效改善患儿心理状

况［11］。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随访时间短，纳入病例

数量较少，可能会影响论证结果，增加病例纳入数

量，延长随访时间，明确机构联合家庭新康复模式

对孤独症患儿远期的影响是本研究后续的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机构联合家庭新康复模式通过共情、

感应和转化，协同作用下互补不足，产生增益效用，

应用于孤独症患儿效果显著，有效提升患儿社交能

力，改善患儿心理健康状况，提升家庭生活质量，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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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儿ASS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自我调控 社会认知 社会参与 社会趋向 社会沟通 总分

对照组
（n=46）

治疗前 20.13±2.22 21.16±1.88 19.38±1.95 22.05±1.99 25.66±1.91 107.16±3.98

治疗后 25.11±1.71△ 26.35±1.80△ 25.36±1.75△ 26.95±2.01△ 33.61±1.98△▲ 135.35±4.01△▲

观察组
（n=47）

治疗前 20.15±2.19 21.21±1.91 19.43±1.96 21.99±2.02 25.72±1.93 107.22±4.03

治疗后 29.16±1.66△▲ 32.16±1.79△▲ 29.68±1.71△▲ 33.31±1.88△▲ 38.38±2.03△▲ 162.13±4.3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