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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行为问题与自我意识的相关分析

黄燕虹 、 许崇涛 、 刘少文 、 张印南 、 郑茂春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样本来源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的行为特点和自我意识水

平及两者间的关系。方法　2013 年 9 月～2014 年 4 月在汕头市中心市区进行学龄期 ADHD 流行病学

调查，严格按照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4 版（DSM- Ⅳ）诊断标准筛查出来的 126 例 ADHD

作为学校组，按照年龄和性别相匹配，在调查学校中随机抽取 126 例学生作为对照组；临床组为

同期到精神科门诊首诊的 ADHD 儿童 50 例，年龄 8～12 岁。儿童及其家长分别完成自我意识量表

（PHCSS）和行为量表（CBCL）。结果　ADHD 组 PHCSS 的总分和行为、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

感的分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1），且临床组显著低于学校组（P< 0.01）；CBCL 社会功能分值呈

现对照组＞学校组＞临床组（P< 0.01），而行为总分分值呈现对照组＜学校组＜临床组（P< 0.01）；

PHCSS 与 CBCL 的社交能力呈正相关，而与行为总分呈负相关（P< 0.05）。结论　ADHD 儿童自我意

识水平低于正常儿童，其中临床组更为明显。ADHD 儿童的行为问题与自我意识水平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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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Shaowen, et al.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Shantou 515043, China 

【Abstract】Abstract】】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havior problems and self-

concept in children with ADHD came from different populations. Methods  The school sample,126 ADHD children,were 

screened from the public primary schools in the urban area of Shantou from September 2013 to April 2014, with psy-

chiatrists to make a definite diagnosis on the basis of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 Ⅳ ). 

The control group consisted of 126 students matched in gender and age and chosen following the same schools were 

random choosen into the group. 50 children in the clinical group came from outpatient clinic. All children completed the 

Piers-Harris Self-Concept Scale（PHCSS）and the pare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PHCSS）and the pare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PHCSS）and the pare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and the pare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 and the pare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 

Results  The children with ADHD had lower scores on the behavior,anxiety,intimate relationship,happiness and the to-

tal score in the PHCSS（（P<0.01）. Moreover, the scores in the clinical group had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e children of）. Moreover, the scores in the clinical group had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e children of. Moreover, the scores in the clinical group had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e children of 

the school sample（（P<0.01）. The scores of social function in CBCL were also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e school sample）. The scores of social function in CBCL were also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e school sample. The scores of social function in CBCL were also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e school sample

（P<0.01）. The results of behavioral scores showed that the highest scores in the clinical group, while there were least）. The results of behavioral scores showed that the highest scores in the clinical group, while there were least. The results of behavioral scores showed that the highest scores in the clinical group, while there were least 

scor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 In ADHD children, the level of self-concept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the social）. In ADHD children, the level of self-concept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the social. In ADHD children, the level of self-concept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the social 

acceptability,while correlated negatively with the behavior problems（（P<0.05）.）.. Conclusion  There were lower self-

concept in the children with ADHD than the normal children,especially in the clinical group. Further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levels of children’s self-concept were correlated with CBCL scale.

【Key words】Key words】】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Self-Concept；Behavior；Self-Concept；BehaviorSelf-Concept；Behavior；BehaviorBehavior

注意缺陷障碍伴多动（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with Hyperactivity，ADHD）是儿童期最常见的神经行

为障碍［1］。大量的临床研究表明，儿童 ADHD 影响

患儿学业成就，导致社会功能受损，自我评价低［2-4］。

儿童自我意识反映了儿童对自己在环境和社会中所

处地位的认识，也反映了评价自身的价值观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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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不断社会化的过程。本研究在流行病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比较来之学校筛查样本和临床就诊样本

之间的异同，探讨不同类型 ADHD 儿童自我意识

发展水平，进一步分析儿童自我与行为问题之间的

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1.1　学校组：于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4 月在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和龙湖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建立由 1 名精神科教授、4 名精神科主治医师和 2 名

研究生组成的调查小组，随机抽取 4 所公立小学的

3497 名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共有 2959 人参与，有效

应答率为 85%。采用筛查 - 访谈 - 临床确诊三阶段

调查方法，第一阶段发放调查表进行筛查，阳性的

学生进行班主任访谈和现场行为观察，之后邀请家

长和孩子接受访谈和相关测试，严格按照美国精神

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4 版（DSM- Ⅳ）进行诊断，

符合入组标准的 126 例纳入作为学校组。 

1.1.2　临床组：选择同期到儿童精神科门诊就诊

的 ADHD 患儿 50 例作为临床组，均为首诊病例，汕

头户口，年龄 8～12 岁。

学校组和临床组入组标准：（1）经精神科主治

医师以上的医生确诊，符合 DSM- Ⅳ ADHD 诊断标

准；（2）中国修订韦氏儿童智力量表总智商 (IQ) ≧

85；（3）均尚未接受药物治疗；（4）排除患有精神分

裂症、抑郁 / 焦虑障碍、癫痫及其他原发精神障碍导

致的多动或注意缺陷。

1.1.3　正常对照组：在本次调查的公立小学中

随机抽取性别和年龄相匹配的学生 126 例作为正常

对照组。

1.2　工具 

1.2.1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PHCSS）：该量表分

为 6 个分量表：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

与属性、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总分低于 P30
相当于粗分 46 分者，表示自我意识水平偏低，高于

P70 相当于粗分 58 分者为自我意识水平过高［5］。

1.2.2　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CBCL）：包括

社会能力和行为问题两部分，社会能力包括活动能

力、社交能力和学习能力 3 个分量表；行为问题分为

内向性行为和外向性行为两个维度，内向性行为包

括焦虑、抑郁、强迫、退缩，外向性行为包括多动、

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等［5］。 

1.3　方法 

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由儿童自己填写 PHCSS，由

父母或者监护人完成 CBCL 量表。本研究经汕头大

学精神卫生中心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备案，所有

参与本研究的学生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均同意参加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

数据编码后采用 Epidata3.1 软件录入，导出后

使用 SPSS16.0 进行数据分析。两组间的计量资料采

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多组间的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

布且方差齐者采用方差分析（ANOVA），采用 LSD 统

计方法进行两两组间比较。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自我意识指标和行为指标之间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

析。双侧 P<0.05 认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资料

三组儿童共 302 人，其中学校组和对照组各

126 例，临床组 50 例，三组年龄和性别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学校组和临床组中 ADHD-I 所占

比例分别为 71.4% 和 52%，ADHD-H 分别为 7.9%

和 8%，ADHD-C 分别为 20.6% 和 40%（χ2=7.186，

P=0.03）。

2.2　PHCSS 测试结果

2.2.1　儿童自我意识水平

自我意识水平偏低、正常和偏高比较，学校组

分别为 64（50.8%）、54（42.9%）和 8（6.3%）；临床

组分别为 39（78%）、10（20%）和 1（2%）；对照组分

别为 22（17.5%）、72（57.1%）和 32（25.4%），差异

存在显著统计学意义（χ2=70.26，P<0.001）。

2.2.2　PHCSS 评分比较

学校组和临床组的总分和行为、焦虑、合群、

幸福与满足的分值均低于对照组（P<0.01），智力

与学校情况分值临床组低于对照组（P<0.01），躯

体 外 貌 与 属 性 分 值 临 床 组 低 于 对 照 组 和 学 校 组

（P<0.01），详见表 1。
表1    PHCSS评分结果比较（x±s）

因子
学校组A

(n=126)
临床组B

(n=50)
对照组C

(n=126)
LSD

行为 10.71±3.07 9.52±2.79 12.79±2.32 C>A>B

智力与学校情况 8.03±3.10 7.40±2.88 8.77±3.29 C>B

躯体外貌与属性 6.21±2.59 4.52±2.96 5.75±3.05 A,C>B

焦虑 6.27±3.33 6.28±3.15 10.20±2.44 C>A,B

合群 7.63±2.03 7.00±2.11 9.21±1.79 C>A,B

幸福与满足 7.07±1.98 5.52±2.07 7.77±1.28 C>A>B

总分 46.10±7.72 40.82±7.22 54.31±9.29 C>A>B

注： A：学校组；B：临床组；C：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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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不同年龄、性别 PHCSS 评分比较

三组年龄和性别比较结果显示，PHCSS 各个因

子分值和总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2.2.4　不同类型 PHCSS 评分比较

幸福与满足感分值 ADHD-C 低于 ADHD-I 和

ADHD-H（P< 0.01），详见表 2。
表2   不同类型PHCSS结果（x±s）

因子
ADHD-I
(n=116)

ADHD-H
(n=14)

ADHD-C
(n=46)

P

行为 10.66±3.11 10.57±3.37 9.59±2.65 0.13
智力与学校情况 7.83±3.02 7.21±2.78 8.11±3.20 0.63
躯体外貌与属性 5.98±2.70 5.71±2.89 5.10±2.99 0.20

焦虑 6.29±3.31 5.43±3.41 6.48±3.15 0.57
合群 7.51±2.01 8.14±1.75 7.11±2.28 0.23

幸福与满足 6.84±2.14* 7.14±1.79▲ 5.93±2.04*▲ 0.03
总分 45.33±7.61 44.36±8.43 42.83±8.45 0.19

注：*ADHD-I与ADHD-C比较P< 0.05；▲ADHD-H与

ADHD-C比较P<0.05

2.3　三组 CBCL 结果

社会能力总分、社交能力和学习能力三组比

较存在显著统计学意义（P<0.001），呈对照组＞学

校组＞临床组。活动能力分值学校组和临床组均低

于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外向性行

为和行为总分三组比较呈对照组＜学校组＜临床组

（P< 0.001），内向性行为分值学校组和临床组均高

于对照组（P< 0.001），而学校组与临床组比较无显

著性差异（P> 0.05）。

2.4　PHCSS 与 CBCL 相关性分析

PHCSS 总分与 CBCL 的社交能力呈正相关，与

行为总分和内、外性行为问题呈负相关；CBCL 的行

为总分与合群、幸福与满足感、躯体外貌与属性和

行为呈负相关；幸福与满足感与 CBCL 的社交能力、

学习能力呈正相关，与行为总分和内、外向性行为

问题呈负相关；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均

与社交能力呈正相关；合群与外向性行为问题呈负

相关。

3　讨论

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儿童心理健

康的重要标准 ［6］。本研究结果显示 ADHD 儿童的自

我意识水平低，普遍低自尊，自我认可度低，对自

己的行为表现、智力水平、学习能力和外貌缺乏信

心，与同伴交往缺乏自信，难以被接纳，缺乏幸福

感和满足感，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等情绪问题，且

存在明显的行为问题，尤以临床组更加明显。ADHD

儿童社会能力明显低于正常儿童，且临床组与学校

组比较，社交能力、学习能力和社会能力总分均显

著低于学校组，说明其社会功能损害更加显著，提

示儿童自我意识水平与 ADHD 行为表现的严重程度

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学校组以 ADHD-I 为主，而

临床组则以 ADHD-C 为主，其次为 ADHD-H。因

ADHD-C 和 ADHD-H 症状突出，易于被发现而就

诊［7，8］，而 ADHD-I 表现较为隐匿，容易被忽视［9］。

本研究发现，ADHD-C 类型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低于

其余两组，可能与 ADHD-C 的行为问题较其他两个

类型严重有关。显示出行为问题严重对儿童自我意

识水平的影响，尤其影响其幸福感和满足感。               

自我意识水平总分与行为问题存在显著负相关，

内向性行为问题与幸福感和满足感和总分负相关，表

明存在焦虑、抑郁和行为退缩问题则其幸福感更低；

而外向性行为问题与合群、幸福感与满足感和总分

呈负相关，表明多动、冲动行为可能会影响儿童的

人际关系，出现低自尊。社交能力与行为、智力与

学校情况、躯体外貌、幸福与满足等方面呈正相关，

说明儿童良好的社会交往和同伴关系可以促进其自

我意识的健康发展；相反，多动和冲动的行为会导致

其不为他人和学校所接纳，易出现自我意识评价低。

ADHD 儿童普遍存在自我意识水平偏低，影响

其心理发育。因此，在学校普及 ADHD 的知识，早

期识别和干预未就诊患儿的自我意识水平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既往研究发现，ADHD 儿童经过药物

治疗之后，其自我意识水平逐渐康复［10］，表明自我

意识水平是 ADHD 治疗效果和功能恢复的一个指标。

在临床工作中，除了控制 ADHD 核心症状之外，应

关注患儿的自我意识发展水平，可把提高自我意识

水平作为治疗的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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