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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干预

刘建霞
(忻州师范学院教育系。山西忻州034000)

摘要：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起病-ff-)L童早期的一种严重的精神痰患．是全面发育障碍的一种。如何对

自闭症进行治疗一直是自闲症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基于研究者对自闲症儿童干预的实践．提出一些对自闭

症儿童实施教育干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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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最早由美国学者Leo

Kanner(1943)报道，是起病于儿童早期的一种严重的

精神疾患，是全面发育障碍(又称弥散性发育障碍)

的一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和相关健

康问题统计分类第10版}(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d and related heath prob-

lems，ICD一10)以及美国精神医学协会的《精神异常

诊断和统计手册第4版修订版}(DSM—IV-TR,APA．

2000)认定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广泛性发展障碍(per-

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PDD)。目前比较一致

的看法认为，3岁前即有所表现的社交能力和语言

沟通能力缺陷，以及重复性的刻板行为，是自闭症儿

童的定义性特征。Ill尽管自闭症儿童普遍存在社会

交往障碍、语言交往障碍、兴趣与行为的异常以及

知觉障碍和心智技能发展次序异常等多种障碍．但

他们往往又具备某种令人称奇的超常能力，如音乐

感受和机械记忆等能力。

自Kanner(1943年)对其命名之后，自闭症以其

独特的症状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并日渐受到精

神病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几乎所有与儿童有关的

各专业领域的关注和重视．与此同时历经半个多世

纪的自闭症相关研究也在不断发展。目前关于自闭

症的理论研究和治疗案例并不少见。采用的治疗技

术也越来越丰富。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所采用的自闭

儿治疗技术主要有：药物治疗、感觉统合训练、游戏

治疗、音乐治疗、动物辅助治疗、行为疗法、社会生

活技能训练法、同伴作用策略等。尽管关于自闭症

儿童各种治疗技术的研究、实验或报道越来越多。

但是因为自闭症的病因不明以及多种致病因素的

可能．再加上不同自闭儿其障碍表现、患病程度又

不尽一致。因此对于自闭儿的早期干预不仅未能有

一个统一的方案，而且自闭儿干预也是一个漫长而

艰辛的过程。实际干预过程往往要求干预者要针对

不同患儿的差异选择不同的干预技术和方法。但是

不管运用何种治疗技术只要干预得法就能在更大

程度上增加自闭儿的适应性行为，减少并消除其问

题行为。研究者基于对自闭儿干预的实践经验。特

提出以下对自闭儿实施干预的若干建议。

～、尊重反馈、赢得信赖是实施干预的前提

无论采用何种治疗技术和干预方法对自闭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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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进行干预，其目的都是针对患儿所存在的问题

对其施加影响，期望患儿能在其中向着预期的目标

发展和变化。而直接对自闭症儿童施加的影响是很

难见效的，因为自闭症儿童缺乏社会兴趣，对别人

的神态、声音一概置若罔闻，他们对周围的一切毫

不在意。不仅如此自闭症儿童还有语言交往障碍，

缺乏倾听和理解语言的能力。而事实上有研究表明

“自闭症儿童并非完全不能理解语言，只要在安全

愉快的情况下，他们会具有接近正常儿童的语言理

解能力”。蠲自闭症儿童的这些特点使得所有有效的

干预都必须建立在患儿对包含治疗者在内的治疗

环境的信赖之上。如何赢得自闭症儿童的信赖，如

何营造一个让儿童感到安全与接纳的治疗氛围．儿

童中心游戏治疗的理论与实践无疑是一个最好的

启示与借鉴。

儿童中心游戏治疗特别强调治疗者与儿童之

间融洽关系的建立。它主张治疗者始终要用真诚的

态度给儿童予关怀，尊重儿童，接纳儿童的现实表

现，并对儿童的感受给予反馈。通过营造自由安全

的氛围．让儿童有机会在游戏的过程中暴露自己郁

积的情感，并由自己加以控制和扬弃，逐步实现自

我完善。这种治愈性治疗关系的建立依赖的是对儿

童一贯的尊重接纳与反馈，而这种对待儿童的态度

不应为游戏治疗所“独占”，它完全可以延伸到其他

自闭症干预方法的运用过程中．延伸到所有的教育

干预过程中。

二、综合治疗技术是达到理想治疗效果的要求

目前关于自闭症的干预方法和治疗技术已经

越来越丰富，除药物治疗外，还有许多其他心理治

疗方法，如行为疗法主要针对的是自闭症儿童的攻

击、自伤、愤怒、生活自理能力差等不适应性行为的

矫正；游戏治疗是以游戏活动为媒介，让儿童有机

会很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暴露问题以达到情绪

治疗目的的一种教育方法；感统疗法主要是通过刺

激皮肤和前庭系统提高机体唤醒水平，由此促进机

体和神经系统各项能力的发展；音乐疗法是在感觉

刺激中激发自闭症儿童特殊的情感，促进其社会技

能的发展；动物辅助治疗能激发自闭症儿童语言和

社会交往行为的发展，减少其刻板行为。诸如此类的

自闭症干预方法还有很多。但是基本上每一种干预

方法主要都是针对自闭症儿童的某种障碍，事实上

任何一个自闭症儿童往往都存在多种障碍，自闭症

本身就是一种综合症，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对自闭症

儿童实施综合治疗。因此，在实际干预的过程中可

以针对不同患儿的实际特点。选择主要的治疗技术

和辅助的干预方法同时并用。这样能取得更为理想

的治疗效果。

三、稳中求变是统整干预目标的策略

感觉异常也是自闭症儿童的特征之一．因此在

设计干预活动时应尽可能使干预活动同时提供更

多的感觉刺激，赋予活动多样的功能和价值，既防

止了单-N练内容的乏味和枯燥，也能让儿童在统

整干预内容的活动中进行自然的学习与迁移。在实

施干预的过程中一般同一项目上的训练时间不宜

太长，在患儿厌倦之前就应及时转换到其它训练项

目。另外，针对自闭症儿童行为机械、刻板的特征．

即使是同-N练项目的巩固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

为了防止简单的重复、纠正刻板的行为。提高参与

活动的积极性，在活动形式上也要力求多样和变

换。可以对儿童初步掌握的一些活动项目进行一些

新的组合或提供一些新的刺激，在丰富活动形式的

同时亦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儿童的发展。在原有活动

的基础上新的组合和新的刺激也赋予了活动新的

教育价值。

四、优化家庭环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在自闭症儿童干预过程中家庭辅助干预的实

施直接影响着教育训练的成败。而家长自身的素

质、家庭生活的氛围、家长对患儿的态度和教育能

力自然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正如loveland所

提出的生态学模式的自闭症观。认为“自闭症并不

是存在于个体内部的一种静态症状，自闭症是一个

发展着的过程，而且是发生在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

互作用过程中”O翻生态学模式认为。自闭症群体与人

类社会生活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异常。既是个体早

期(或先天)的神经生物学方面受损所造成的结果，同

时也是造成自闭症个体其后神经——行为异常发

展的重要因素。脚“儿童离父母最近，父母为他成长

发展提供主要源泉——亦是快乐与恐惧的源泉”。哪

何况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和训练不仅是一个连续的

过程，而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是一项需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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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生的教育。因此，在自闭症儿童的干预过程中，

治疗室的治疗只是治疗工作的一小部分。许多研究

的结论都表明对自闭症儿童的治疗应是密集性的。

而家庭又是儿童成长的主要环境之一．因此在对自

闭症儿童进行治疗的同时，也应对其密切接触的父

母及家庭环境予以辅导和优化。在实际干预的过程

中发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与家长的合作。

首先．治疗者要与患儿父母建立一种真诚、信

任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积极利用各种途径与患儿父

母交流或提供资料，一方面增强家长对自闭症的了

解。另一方面让家长有更多机会理解和接受治疗理

念和干预内容；在干预过程中治疗者与自闭症儿童

家长要保持联系，注重交流反馈；根据治疗阶段、患

儿表现以及家庭实际教育资源，治疗者提供一些可

行性家庭辅助训练的指导和建议；另外，自闭症儿

童的康复漫长而艰难，治疗者在提供技术指导的同

时也要给予家长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

总之。自闭症儿童需要家庭和社会更多的关

爱。只有当孩子在家庭这个安全的港湾持续体验到

尊重、安全，自闭症儿童才有可能把这份信赖和安

全以及在其中习得的社会生活技能迁移到周围的

人与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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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昝飞.马红英.ZAN Fei.MA Hong-ying 自闭症儿童的干预内容与方法 -中国临床康复2005,9(4)
    目的 :大多数自闭症儿童的预后不乐观,但也有成功个案.探讨自闭症儿童的干预内容与方法. 方法 :对目前有关自闭症儿童方面的干预研究进行分

析比较,结合作者的临床经验,对自闭症儿童干预中应注意的内容进行总结,以探索自闭症儿童有效干预的内容和方法. 结果 :对自闭症儿童非言语交际行

为、共同注意能力和社会情感沟通能力的干预是干预方案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同时,利用象征性游戏进行干预也有助于自闭症儿童的发展. 结论 :根据已

有的自闭症干预的成功案例,对自闭症儿童的干预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言语交际行为的干预,只有全面、深入的干预才能对自闭症儿童产生效果.对自闭症儿

童非言语交际行为、共同注意能力、社会情感沟通能力、象征性游戏的训练将有助于自闭症儿童更好的发展.

2.期刊论文 张志勇.邓淑红.ZHANG Zhi-yong.DENG Shu-hong 自闭症儿童体育游戏干预个案研究 -体育科学

2010,30(8)
    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包含三种基本特征:人际关系隔离、语言交流困难、行为障碍.目前对自闭症的干预主要方法有药物治疗、行为纠正和

训练、早期教育和训练等,体育运动干预方面研究较少.本研究拟探讨体育游戏干预对自闭症儿童的影响,采用了文献资料调研、观察法、访谈法、实验法

对2名自闭症儿童进行体育游戏干预研究,干预措施为在原属班集体中开展促进沟通、交流、合作的体育游戏教学,研究结果表明,经过3个月的大量密集干

预,2名自闭症儿童在人际交往、语言交流方面均出现较明显的进步,大部分基本沟通行为有所促进,问题行为中不服从不合作行为和退缩行为减少,但其他

方面没有明显改善.

3.学位论文 朱杉 自闭症儿童个别化干预的探索 2009
    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患有该症的儿童通常在三岁之前就会表现出语言发育迟缓及功能异常、社会交往异常、兴趣和行为异常等三大核心

障碍，对儿童的身心发展影响极大。国内外研究表明，目前对自闭症的最佳干预方式是早期教育和心理矫治为主的发展性治疗。而自闭症的教育和心理

学临床干预方法众多，这些干预方法具有各自不同的干预理念，尚无证据表明哪一种疗法显著优于另外一种。自闭症儿童之间在实际发展水平、功能缺

损程度以及拥有的支持资源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班级授课制的集体干预模式不利于促进自闭症儿童自身的发展。

    本文对自闭症儿童的个别化干预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讨。个别化干预以关注自闭症儿童的心理感受和个人意义的表达、发展理论以及自闭症的

生态学观为理论基础，主张干预者立足自闭症儿童的实际发展水平，在熟悉的日常生活、学习场景中，引入或参与到自闭症儿童感兴趣的活动中去，与

之建立积极的互动，并根据自闭症儿童的反应，进行结构化或契机式的干预内容，从而促进自闭症儿童相关技能的发展。此外，个别化干预的顺利进行

需要调动自闭症儿童的支持资源，尤其是家庭的支持和配合。因此，个别化干预重视与自闭症儿童的家长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互相交流信息、分

享经验，以及为家长提供方法上的帮助和情感上的支持等，使家长理解并掌握个别化干预模式。从而有利于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对自闭症儿童进行潜移默

化的干预，便于自闭症儿童所学技能的迁移和个别化干预效果的保持。本文在对个别化干预进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分别对三名自闭症儿童进行了个别

化干预的个案研究，三名自闭症儿童都显示了比较明显的干预效果。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个别化干预可以对自闭症儿童提供有效的帮助。

4.期刊论文 刘映海.丹豫晋.苏连勇.LIU Ying-hai.DAN Yu-jin.SU Lian-yong 自闭症幼儿的体育干预实验案例研

究 -中国体育科技2006,42(6)
    号称"百慕大三角"、"特殊儿童之王"的自闭症是一种由大脑、神经以及基因的病变所引起的综合症,集人际关系隔离、语言困难及行为障碍等于一身

.对有关自闭症干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分析,发现存在很多不足,试图通过实验对体育干预的效果进行检验.实验研究的设计:采用单因素组间多基线

设计,将筛选好的8名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自变量:体育干预(体育游戏主要指动作模仿、感觉统合训练、按摩、远足旅行与一定量专项练习等

);因变量:幼儿自闭症发展程度.结果表明,体育干预可以作为现行自闭症幼儿早期干预的辅助方法.

5.期刊论文 李林.LI Lin 自闭症儿童幼儿园干预的心理学策略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6(5)
    儿童心理理论认为,心理理论受损是自闭症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儿童自闭症进行心理学干预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根据自闭症患儿的临床症状表现

,幼儿园教育可以在非言语交际行为、共同注意能力、社会性情感沟通、语言和言语能力等方面对患儿进行心理学干预.

6.学位论文 张雯 自闭症儿童多因素调查分析及绘画艺术治疗干预 2009
    儿童自闭症是一种始发于婴幼儿期，是以感知觉反应异常、语言和表达障碍、社会交往障碍、兴趣范围狭窄和刻板怪异行为方式为基本临床特征的

神经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又称之为儿童孤独症。自闭症是儿童的广泛性发展障碍，对儿童的身心发展影响极大。自闭症儿童是社会关注度日渐提高的

特殊群体。随着临床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发展，对于自闭症儿童的干预方法趋于多样化，但对自闭症儿童进行绘画艺术治疗的尝试还是寥若晨星。

    本研究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自闭症儿童实施绘画艺术治疗的干预方案。结合当前自闭症儿童心理发展的教育和训练等实际情

况，鉴于自闭症儿童心理发展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前人的研究方向和疗法自身强大魅力的指引下，将尝试探索对自闭症儿童绘画艺

术治疗，促进自闭症儿童心理发展的可行性；并提出通过绘画艺术治疗，对自闭症儿童进行康复治疗的思路。

    本研究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自闭症儿童多因素调查分析。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对自闭症儿童的相关因素进行探讨。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母亲年龄偏高、母亲性格偏内向、母亲怀孕期间不与家人生活和存在重大精神刺激、母亲孕期被动吸烟、妊娠期间羊膜早破和断奶时间提前是导致儿童

患自闭症儿童的危险因素。

    第二部分为研究设计。在分析相关文献中自闭症儿童的干预研究基础上，提出以自闭症儿童为对象的绘画艺术治疗干预方案。方案主要分为四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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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分别为起始阶段、探索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团体辅导研究部分采用干预组和对照组前后测的实验方法，以60名自闭症儿童为研究对象，采

用完全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前者实施每周两次、每次90分钟，共32次的绘画艺术治疗；效果考察采用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儿童自闭

症评定量表(CARS)和孤独症儿童行为检查表(ABC)对干预组和对照组进行测评，所获得数据输入SPSS数据库，分别计算各因子得分，用SPSS11.5统计软件

分析，采用两样本1检验、显著性水平取α=0.05(双侧)，结果表明绘画艺术团体辅导对自闭症儿童感知觉发展、思维能力提高、创造能力增强、情绪情

感稳定发展、社会适应能力的改善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第三部分为综述，对自闭症的定义、心理行为特征、诊断、病因学和治疗方法等方面的发展和研究动向以及对绘画艺术疗法的概念、发展历程、理

论基础和作用机制、实施过程、理论流派、国内外研究现状、使用人群及特点等方面进行总结和述评。

7.期刊论文 丹豫晋.苏连勇.刘映海.DAN Yu-jin.SU Lian-yong.LIU Ying-hai 自闭症幼儿沟通行为的体育干预个

案研究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6,21(2)
    采用行动研究法,对2名自闭症幼儿的沟通行为进行体育干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使实验与干预有机结合.结果表明:经过六个月的体育干预,2名自闭症

幼儿在沟通行为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由此可得,体育干预对部分自闭症幼儿沟通行为的改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8.期刊论文 丹豫晋.刘映海.苏连勇.Dan Yu-jin.Liu Ying-hai.Su Lian-yong 自闭症幼儿体育干预之行动研究 -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11)
    自闭症是一种严重的广泛性发展障碍,如不进行及时的干预,将会错过治疗的关键期,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采用行动研究法对处在幼儿期的自闭症儿

童进行体育干预研究,将理论研究与实践行动密切结合.结果验证了体育干预研究具有较好的干预效果,是教育干预的有力辅助方法.

9.学位论文 监青红 太原市自闭症儿童教育机构的体育干预现状及对策研究 
    自闭症儿童通过系统科学的体育训练，能获得形成各种活动所需的感觉，并也借着运动技能的习得与身体的觉醒意识，增进各种心理机能的改善及

情绪的调控，由此增进沟通能力的发展，从而达成自我意识，这样的过程可称为体育干预。

本文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地考察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对太原市语言听力康复中心、太原方舟自闭症康复中心、李梅儿童教育工作

室的自闭症儿童体育干预现状（包括自闭症儿童受教育的可能性、体育师资、场地器材、体育教学）进行调查分析，总结自闭症儿童的体育干预情况

，并提出对策与建议，为自闭症儿童教育机构提出更好的方法，促进相关教育机构的体育教育机制的改善、发展，更好地改善自闭症儿童的症状，帮助

自闭症儿童最大限度的融入社会，减轻家庭的负担，促进社会的和谐。

研究结论：

1、3-6岁为自闭症儿童的最佳训练时期，太原市的接受体育干预的6岁以上的患儿占到了57.1％，说明太原市自闭症儿童开始接受教育训练的年龄偏高。

2、太原市自闭症儿童教育机构的体育教师年龄低、整体素质偏低，专家少。

3、太原市很多家长对自闭症的认识上还很糊涂，不知道自闭症的基本知识，不知道把孩子及时送医院鉴定病情，不知道自闭症已经纳入精神类疾病，需

要矫正治疗并越早介入越能取得较好效果。

4、国家正规的自闭症组织机构少，缺乏领导，自闭症患儿家长不能及时的找到教育机构，使患儿得到教育训练。

5、太原市的政府部门对自闭症儿童给予的关注较少。

6、太原市自闭症儿童教育机构的场地面积小，器材设施还是比较齐全的，但是因为体育教师少、场地小的原因造成部分器材设施未投入使用。

7、体育干预内容较单一，原因在于体育教师少，投入使用的器材设施少，项目类型仅仅占到了广州星语儿童心理素质训练中心与上海徐汇区星雨儿童康

健院的项目类型的一半。

8、太原市自闭症儿童教育机构的体育干预有一定的效果，经过体育干预后，自闭症儿童的症状不同程度的得到改善。但是通过与李荣源，龚惠兰《感觉

统合训练对孤独症儿童疗效影响的实验研究》[20一文的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太原市自闭症儿童教育机构的体育干预效果比对照组差。原因在于：太

原市的体育干预内容单一，并且没有根据自闭症儿童的具体症状有针对性地进行体育干预训练。

10.期刊论文 李晓.尤娜.丁月增.LI Xiao.YOU Na.DING Yuezeng 社会故事法在儿童自闭症干预中的应用研究述评 
-中国特殊教育2010(2)
    社会故事法是1991年由Gray C提出的自闭症干预方法.它以心理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强调通过提高患者对社会情境和社会行为规则的理解来促进患

者社会能力的发展.十几年来的一系列实验研究已经初步证明,社会故事法独立使用或与其他干预方法配合使用都能有效减少患者的不适当社会行为,增加

适当社会行为,而且疗效能够保持,应用情境也比较广泛.但相对而言,社会故事法在具有良好阅读能力的轻度自闭症患者身上取得的干预效果会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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