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4 期 - 607 -

◎

综
述◎

 Sum
m

arize

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生物运动知觉障碍与社会认知功能的关系及其神经机
制的研究进展

杨道良 1 、 陈玄玄 1 、 季卫东 1 、 孙锦华 2

【摘要】 近年来，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患者的生物运动知觉障碍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生物运动障碍是指无法准确捕捉他人动作传递出的信息状态和意图。研究发现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

的生物运动知觉障碍与 ASD 的核心症状社会认知功能缺陷密切相关。本文对孤独症谱系障碍的生物

运动知觉障碍与社会认知功能的关系及其神经机制的研究进行梳理，从 ASD 患者生物运动价值的敏

感性不足可能会导致社会功能缺陷、低水平视运动知觉功能缺陷可能导致情绪识别能力障碍两个方

面阐述，介绍了 ASD 生物运动知觉障碍在 ASD 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并对患者生物运动知觉缺陷的

神经机制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本综述可为深入研究 ASD 的生物运动知觉障碍与社会认知功能障

碍的关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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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一组复杂的神经发育障碍，其核心特征表

现为社交障碍、限制性重复行为，以及认知功能障

碍等［1］。我国孤独症谱系障碍患病率约为 1.4‰［2］。

其终生影响和社会负担之重已经引起广泛重视和重

点研究［3］。但目前 ASD 病因不明，治疗上无法产生

突破性进展。ASD 患者的社会认知功能障碍使其难

以正常进行社会交往，无法融入社会生活之中，而

有研究表明视知觉运动与社会认知功能密切相关［4］，

生物运动是社会信息的重要载体，可以为人们提供

社会交往所需的相关信息。个体对生物运动的视知

觉处理对于其日常生活活动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

价值，特别是适应性社会行为和非语言交流活动。

自闭症个体普遍存在社会交往障碍可能反映了他们

的生物运动知觉存在异常。因此梳理 ASD 患者的生

物运动视知觉障碍与社会认知功能障碍相关的研究，

对于深入研究 ASD 发生机制，积极探索 ASD 的有效

干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一　ASD患者的生物运动知觉障碍

近年来，随着感官知觉研究的兴起，心理学及

脑科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 ASD 的视运动知觉。视运

动知觉是人脑对外界物体的运动特性的知觉，与我

们的认知功能及社会行为密切相关［4］。生物运动是

人类知觉他人信息的重要载体，个体对生物运动的

视知觉处理对其适应性的社会行为和非语言交流活

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5］。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正在

探究 ASD 患者的生物运动视知觉功能是否不同于典

型发育者（即正常发育者）的正常发育过程［6］。生

物运动是指他人传递情感和意图的动作，视知觉生

物运动是个体能够探测、标记和解释他人动作并且

能够识别出一定情绪状态的过程［7］。但对于 ASD 患

者来说，其生物运动的视知觉与典型发育者存在差

异，研究发现当 ASD 患者看到人体直立和倒立的动

作时，没有对社会性的直立动作表现出偏好。实际

上，对人体运动中社会性直立方向的敏感是有利的，

因为准确感知直立人体运动的能力有助于理解行为

的潜在目的并作出适当反应，相反，人的倒立运动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4 期- 608 -

◎

综
述◎

 Sum
m

arize

包含相同的动作，但没有什么社会性意义［8］。

然而，关于 ASD 患者在生物运动视知觉上是否

与典型发育者直接的差异仍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首先，ASD 患者在加工生物运动不同水平的信

息时表现不同。研究发现 ASD 患者从生物运动中提

取加工高水平信息如情绪信息或意图信息时表现不

如典型发育者，对生物运动刺激的适应性也较弱［9］，

但对于 ASD 患者加工生物运动较低水平信息的能力

是否受损仍存在争议［10］。如有研究要求被试从中性

生物运动（即不包含情绪信息）中做动作分类任务

（如走还是跑）和动作识别（如从多个信号中分辨是

否包含某个动作），ASD 患者表现不佳，说明其生物

运动视知觉受损［11］ 但也有研究发现 ASD 患者对于生

物运动的敏感性及判断生物运动方向的行为反应能

力与典型发育者没有显著差异

其次，ASD 患者和典型发育者从生物运动中进

行动作识别是否有差异也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两

者具有差异，但另一些研究却并不支持该结果［7］。

李开云等［10］通过对 ASD 视运动知觉研究领域的文献

综述发现，关于 ASD 患者运动信息的加工处理能力

的研究结果也存在不一致，并分析导致结果不一致

的原因可能为不同研究者纳入的 ASD 群体的不同以

及采用的运动刺激和任务类型不同。

综上所述，ASD 患者和典型发育者在生物运动

视知觉方面存在差异，但对其功能异常的表现的各

个研究结果存在分歧。有研究者提出，造成这些不

一致的原因可能一方面是 ASD 患者本身的一些差异，

如年龄、性别、智商等个人特征，另一方面也可能

是和所采用的任务特征、任务类型、刺激等有关［10］。

二　ASD患者的社会认知障碍

ASD 患者存在明显的社会认知障碍，是其核心

症状之一。社会认知是指：在社会生活中，理解他人

心理状态，预测他人想法，判断他人行为，并指导

自身的社会行为的高级认知过程。目前对 ASD 患者

社会认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情绪认知和心理理论两

个方面。情绪认知是指通过他人的面部表情、声音

变化或者二者的结合来辨别他人情绪的能力。人脸

可以传达身份、注视方向和情感等大量的信息，是

情感、语言交流和社会交往的主要的信息来源。对

人类面部表情的感知及识别，对理解他人意图及解

读社会线索至关重要。心理理论指个体理解自我和

他人的愿望、意图和信念等心理状态，并由此对他

人行为做出因果性解释和预测的能力。ASD 患儿存

在面孔情绪认知及心理理论能力的缺陷，他们可能

难以理解他人的愿望或意图，从而影响患儿的人际

交往和社会适应［12］。

因此，ASD 患者的社会认知障碍对其日常生活

造成很大困难，是影响其社交的核心问题，情绪认

知和心理理论的能力缺陷可能是导致社会认知障碍

的原因，但至今还没有一个理论或假设能对 ASD 患

者社会认知障碍机制进行全面的阐释。

三　ASD 患者生物运动知觉障碍与社会认知障

碍的关系

当把 ASD 生物运动知觉异常与社会认知障碍综

合分析时，社会认知障碍很可能与生物运动的视知

觉障碍有关，这为 ASD 患者的社会功能障碍提供了

一种新的理解途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交往和交流依赖于对他人行为的准

确感知和解释。生物运动是社会知觉的重要组成部

分，视知觉为社会和认知过程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

源，典型发育者能够从稀疏的视觉显示中提取出相

关的社会信息。有研究者认为，无法从生物运动中

提取社会相关信息可能是对社会功能产生破坏性影

响的原因［5］。对 ASD 患者来说，其社会交往缺陷和

社会认知缺陷是典型的症状之一，对 ASD 患者社会

认知缺陷的识别和治疗是重要的主题。因此，研究

者们开始聚焦于探索视知觉与 ASD 的关系［10］ 。

其次，生物运动的敏感性不足可能跟患儿社会

功能缺陷有关。典型发育者对社会信息的敏感度明

显优于对动物或物体的运动。而相较于生物性运动，

ASD 患儿会优先注意到非社会性运动 ［13］。 Williams

等［14］比较了 ASD 患者与典型发育者在任务执行时对

自然人体运动及机械运动的关注度之间的差异，结

果表明，典型发育者更看重自然的人体运动，而不

是僵硬的、机械的或非人类控制的运动，但是这种

偏好在 ASD 患者中减弱了。生物运动携带大量社会

信息，如果不能辨别生物运动，这些社会信息自然

也会被忽视。因此，ASD 患者对生物性的社会功能

缺陷，可能与其对生物性运动的敏感性降低有关。

再次，低水平视运动知觉功能缺陷可能与 ASD

患者情绪识别能力障碍有关，也有证据表明，整体

运动处理能力可能取决于任务速度或持续时间［15］，

较慢的任务速度或较长的任务持续时间有助于 ASD

患者完成对运动信息的感知及处理，但 ASD 患者在

社会场景中处理复杂的、快节奏的交互信息时明显

是低效或失败的［16］。因此，这些证据表明 ASD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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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水平视运动知觉功能存在一定缺陷，这些缺陷

可能导致 ASD 患者对生物性运动信息处理障碍，而

生物性运动处理障碍又是 ASD 患者的社会认知及社

交障碍的核心。

综上所述，ASD 患者无法从生物运动中提取社

会信息、对生物运动的敏感性不足以及低水平视运

动知觉功能缺陷可能导致患者对于社会信息的提取

与处理出现障碍，并进一步影响到患者的社会认知

功能。这些发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 ASD 患者社会认

知功能障碍的理解，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

四　ASD患者生物运动视知觉缺陷的神经机制

近年来，对 ASD 患者生物运动视运动知觉缺陷

的神经机制研究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许多研究者

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技术对 ASD 患者视运动知觉信息

加工损伤的神经机制进行了探究。如 Bryson 等［17］

于 2017 年进行的 fMRI 研究，结果表明了 ASD 患者

视觉定向能力存在障碍，其对刺激物转移、脱离的

反应时较长，研究者认为其注意脱离的左右视野不

对称性可能是 ASD 个体右半球功能缺损导致的，而

视觉定位系统与额叶、顶叶有关。Oberwelland 等对

ASD 青少年患者联合注意缺陷的神经机制进行 fMRI

研究，研究发现，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STS）与颞极（temporal pole）区域的脑活动与眼睛注

视活动相关。在提取视觉线索时，ASD 患者的颞上

沟与颞极区域的脑活动要显著低于典型发育者［18］。

后颞枕叶皮层与个体被动观看生物运动存在密切联

系，但对于 ASD 患者来说，这部分脑区却没有相应

的反应，表现为观看生物运动时其颞上回、颞中回

及颞下回活动明显减少，甚至在识别面孔情绪时也

会出现枕颞叶皮层 fMRI 降低的激活。

综上所述，各项研究表明在进行社会性注意任

务时，ASD 患者与典型发育者在颞上沟、前额叶以

及杏仁核等区域的脑活动存在显著差异，ASD 患者

在神经水平上确实存在异常［19］。但迄今为止，对于

ASD 还没有发现一致的神经结构或功能受损，因此

需要深入细致的工作和科学的设计，对 ASD 的生物

运动知觉障碍及其神经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研究。

五　总结及展望

生物运动知觉障碍是 ASD 患者的一项重要的认

知损伤，与 ASD 患者的社会认知功能受损密切相关。

但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已有的研究存在

以下方法学上的问题：首先，被试常常是高功能 ASD

患儿或成年 ASD 患者，缺乏对于低功能 ASD 患儿或

年龄更小的 ASD 患儿视运动知觉的研究；其次，该

领域研究纳入的样本量较少，以致 ASD 的生物运动

知觉障碍及其潜在的神经机制不能够通过这些研究

结果得到很好的显示；最后，虽然该领域研究已取得

一定进展，但由于相关混杂因素干扰，研究结果并

不一致，造成这种结果异质性的因素有生物运动刺

激的复杂程度不同，ASD 患者观察生物运动时分配

注意力的方式不同，生物运动刺激的速度不同，被

试的年龄差异，以及纳入的 ASD 被试属于不同的临

床亚群等［5］。

生物运动知觉障碍，作为 ASD 的一种重要认知

缺陷，为我们更好地理解 ASD 的临床症状及其发病

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角度，虽然现在还有很多

局限的地方，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先进的评估

及检测技术手段的引进，一定会更好的帮助研究者

改善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对 ASD 的生物运动知觉

障碍的机制也会有更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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