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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儿童少年心理卫生概述第一节

常见的情绪问题和情绪障碍第二节

常见的发育性障碍和行为障碍第三节

行为矫正和预防控制策略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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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儿童少年心理卫生概述

我国前十位死亡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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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儿童少年心理卫生概述

自杀在中国人死亡原因中居第5位，15岁至34岁年龄段的
青壮年中，自杀是死因首位。

我们中国每年自杀人数远超世界各国，已经跃居世界首位！

我国每年自杀人数为30万人；

平均每天有822人自杀，每1.7分钟会有1人自杀，8人自杀
未遂；

中国已经有8300万抑郁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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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儿童少年心理卫生概述

精神健康问题的总体发病趋势？

The burden of mental disorders continues to grow with 

significant impacts on health and major social, human 

rights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in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社会进步与精神发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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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

健康是身体 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
好状态，而不是 仅仅没有疾病和不虚弱。

心理健康的概念

心理健康，又叫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情感

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上的良好状态，它影响人们的

思考、感觉和行动，它对于儿童、青少年和成年期各

个人生阶段都很重要。

一、心理健康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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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心理健康标准一般应包括：

➢智力正常

➢恰当的自我意识

➢情绪稳定且反应适度

➢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儿童心理健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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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心理健康标准一般应包括：

➢良好的适应环境

➢健全的人格

➢心理特点和年龄相符

还包括注意力集中、适度耐受各种压力、能悦纳自己和认同他人、有

与年龄相适的责任心和现实的生活目标等。

二、儿童心理健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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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z：
儿童精神健康疾病谱和成年人有什么不同？？

除老年痴呆外，各种成年人可能罹患的精神障碍及心理问
题都有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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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关注儿童心理行为问题？

儿童期出现过心理行为问题的，成年后更容易患精神疾病

成年期大多数心理健康问题都是在14岁之前出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呈增加趋势

“儿童可以患除老年痴呆症以外的、成年期的任何精神疾病”

LOGO

➢The onset of major mental illness may occur as 

early as 7 to 11 years old. 

➢Even more early in infant or childhood.

11

心理健康的长期危害！

“累积危险度”

可逆性？！

LOGO

婴幼儿精神健康 Infant and child mental health

World Association for Infant mental health

http://www.waimh.org/i4a/pages/index.cfm?pageid=1

Infant mental health programs in Afric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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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状态良好

Psychological problem

心理障碍 Mental disorder/illness

图1. 心理健康动态模型

（一）心理健康状态的动态变化

Mental health/ well being
心理问题

心理健康状态是动态变化的
区别“问题”和“障碍”(严重程度，诊断标准)

三、分类和表现

LOGO

2、内外向性

内隐问题 VS 外显问题

（二）分类依据

1、严重程度

吸吮行为
咬指（趾）甲
饮食行为问题
睡眠问题
遗尿
过度依赖
退缩行为……

不良习惯

精神发育迟滞
言语和语言障碍
孤独症谱系障碍
多动症
异食癖
拔毛癖
口吃……

发育障碍

精神分裂症
双相情感障碍
抑郁症
焦虑症
恐惧症
强迫症
饮食障碍……

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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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主要表现

行为

离群独处，不合群、
沉默少语、少动、
精神不集中、多动、
有暴力倾向、逃学、
偷东西

情绪
焦虑、不愿上学、
恐惧、容易生气、
敌意、想轻生

生理
头疼、腹痛、恶心、
呕吐、厌食或贪食、
早醒、入睡困难、
耳鸣、尿频甚至全
身不适，无躯体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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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儿童心理行为“障碍”的主要表现

痛苦体验：恐惧、焦虑或悲伤；

功能损害：躯体的、情感的、认知和行为功能；

进一步加重个体的损害：伤残、疼痛、失去自由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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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行情况

世界范围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20％；

也是WHO ——“十个精神健康实事”——第一位

你认为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比例是 5%,10%,

20%, 30%?

⚫ 2~5岁儿童——心理障碍总患病率——14.0~26.4%（表1）

⚫ 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18岁以下儿童——可诊断的心理、行为和

发育障碍——17％~22％

LOGO

世界范围内的流行情况

表1.学龄前儿童精神疾病的流行情况（系统综述）

病名
Angold等 Lavigne等 Keenan等 Earls

DSM~IV DSM~III~R DSM~III~R DSM~III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3.3% 2.0% 5.7% 2%

对立性违抗障碍 6.6% 16.8% 8.0% 4%

品行障碍 3.3% ~ 4.6% 0

抑郁症 2.1% 0.3% 1.1% 0

分离焦虑 2.4% 0.3% 2.3% 5%

广泛性焦虑症 6.5% 0.5% ~ ~

社交焦虑 2.1% ~ 4.6% 2%

特异性恐惧症 2.3% 0.7% 1.5% 0

创伤后应激障碍 0.6% 0.6% ~ ~

选择性缄默 0.6% ~ ~ ~

焦虑障碍 9.4% ~ ~ ~

情绪障碍 10.5% ~ 14.9% ~

行为障碍 9.0% ~ 14.9% ~

精神障碍 16.2% 21.4% 26.4% 14%

严重情绪障碍 12.1% 9.1% ~ ~

引自： Egger, & Angol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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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行情况（我国）

⚫ 22个城市——4~16岁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13％

⚫ 3~6岁儿童——焦虑情绪发生率—— 14%

⚫本人——大陆地区——30多年——Meta分析——学龄前儿童
——多动症患病率——6.9%（童连等，2013）

⚫本人——大陆、香港和台湾——40年——Meta分析——

学龄前儿童——多动症患病率——5.5% （童连等，2018）

⚫复旦儿科院——全国学龄前儿童——孤独症的患病率——1%，
小于美国的2.67%（徐秀等，2018）

LOGO

世界多国比较

采用同一个量表对23个国家1.5~5岁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流行病学调查

图2. 23个国家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平均得分

四、流行情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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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儿童心理障碍的流行病学特征

中国

我国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呈不断上升之势！以北京市为例：

⚫ 1984年北京地区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8.3%；

⚫ 1993年为12.9%；

⚫ 2002年北京中关村部分重点小学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
18.2%；

⚫ 近5年的资料显示，我国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在13.97%

至19.57%之间。
21 LOGO

四、儿童心理障碍的流行病学特征

总结：

◆我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问题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
国际15%—20%的平均水平。

◆我国中小学生精神障碍患病率为21.6%-32%，

突出表现为人际关系、情绪稳定性和学习适应
方面的问题。

Quiz：第二个说法哪里不对？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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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儿童心理障碍的流行病学特征

2012年 儿童精神障碍首次全国摸底调查

 此项目将历时4年，由北京安定医院牵头，北京地区共有两家医院
参与；

 北京、四川、湖南、江苏、辽宁、广东6省市；

 20万未成年人将接受调查；

 包括儿童精神分裂症、儿童心境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障
碍、情绪障碍、孤独症、对立违抗障碍及品行障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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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儿童心理问题的表现和分类

一般来说，儿童出现心理问题会在情绪、行为及生理
三个方面出现异常变化。

一是情绪表现：恐惧、焦虑、不愿上学、容易生气、敌意、想轻
生(认为活着没有意思，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兴趣减少或多变、情
绪低落)等。

二是行为表现：离群独处，不与同年龄小朋友一起玩、沉默少语、
少动、精神不集中、过分活跃、有暴力倾向、逃学、偷东西等行
为。

三是生理表现：头部腹部疼痛、恶心、呕吐、厌食或贪食、早醒、
入睡困难、耳鸣、尿频甚至全身不适，而躯体检查及实验室检查
又没有躯体疾病。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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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问题：如学校（幼儿园）适应困难、自控能力低下、学习困难；

六、儿童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

◆习惯不良：刻板动作行为、吮指、咬指甲、习惯性交叉擦腿、手淫、口吃、电脑

（网络）过度使用等；

◆情绪问题：情绪不稳定、紧张焦虑、孤僻抑郁、强迫行为、过度任性、屏气发作、

冲动、暴躁易怒、胆小退缩、恐惧发作等；

◆个性问题：过分内向、自信心不足、自私、任性、易发脾气，缺乏合作等；

◆品行问题：表现为出现打架斗殴、毁物、偷窃、撒谎、逃学、暴力、离家出走等行

为；

◆青春期心理行为问题：如吸烟、酗酒、纵火、攻击行为、家庭暴力、性乱、

出走、违法犯罪、自伤、少女怀孕、性疾病传播等；

◆睡眠问题；
◆恋爱问题。

25 LOGO

➢ 发育性障碍，包括精神发育迟滞、孤独症、言语和语
言发育障碍、运动发育障碍；

七、常见的儿童心理障碍

➢ 行为障碍，包括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对立违抗障碍、
品行障碍、抽动障碍；

➢ 精神病性障碍，包括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

➢ 物质滥用与依赖如K粉、摇头丸、海洛因和大麻类等
物质滥用与成瘾障碍；

➢ 喂养与进食障碍等。

➢ 情绪障碍，包括分离性焦虑障碍、广泛焦虑障碍、强
迫症、恐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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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儿童青少年常见的情绪问题和情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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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问题 （emotional problems）

VS 
情绪障碍（emotional disorders）

一 概念和流行情况

儿童青少年的情绪问题以焦虑、强迫、发脾气、易怒为主
要核心症状，由于儿童的心理生理发育特点，其临床表现
会以情绪或行为的方式表达出来。大多数的情绪问题对儿
童青少年的影响较小，有一部分有自愈性，如果引导不当
或持续时间较长者，会发展为情绪障碍。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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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障碍（emotional disorders in childhood）是发生在儿
童青少年时期以焦虑、恐怖、强迫、抑郁以及转换症状
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组心理疾病。

情绪障碍是十分常见的儿童心理卫生问题，其患病率在国
外居第二位，在国内居行为问题、发育性障碍之后的第
三位。国内流行病学研究报道，儿童情绪障碍的患病率
为0.3%～6.99%

本病十分常见，但由于与正常的焦虑情绪难于区分，特别
容易被忽视和漏诊，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干预。

概念和流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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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离性焦虑障碍 （separation anxiety）
是指儿童与其依恋对象分离时产生的过度焦虑情绪，多发生于儿童和
青少年早期。

表现：
❖ 1)过分担心依恋对象可能遇到伤害，或消失；

❖ (2)过分担心自己会走失、被绑架、被杀害，或住院；

❖ (3)因不愿离开依恋对象而不想上学或拒绝上学；

❖ (4)非常害怕一人独处，或没有依恋对象陪同绝不外出；

❖ (5)没有依恋对象在身边时不愿意或拒绝上床就寝；

❖ (6)反复做噩梦；

❖ (7) 分离时或分离后出现过度的情绪反应，如烦躁不安、哭喊、发脾气、
痛苦、淡漠，或退缩；

❖ (8) 分离时反复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等躯体症状，但无相应躯体疾病。

30



2018/10/16

6

LOGO

1.分离性焦虑障碍 （separation anxiety）

病因：
I. 常于生活事件后起病，如入托、入学、转学、迁居；也与家庭矛

盾冲突、父母生病、离异有关；

II. 许多焦虑症儿童来自中等或中等偏上社会层次的家庭，然而
0%~75%的分离性焦虑儿童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较差；？？

III. 常来自于单亲家庭。

在家过分受溺爱，患儿依赖、任性、懒惰等各种退行的表现往往就是
受家庭过度保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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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离性焦虑障碍 （separation anxiety）

治疗：
I. 支持性心理治疗

II. 心理治疗

III. 药物治疗——SSRIs类药物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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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泛性焦虑症（generalized anxiety）
是一组以持续的、无具体指向性的恐惧不安为主，并伴有自主神经功
能的兴奋和过度警觉为特征的慢性焦虑障碍。

表现：
I. 患儿对自己的社会能力、学习、未来以及以往行为表现出过分地

和不切实际地担心

II. 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不安、易烦躁、过分敏感，多虑，易和同学、
老师发生冲突

III. 易疲劳；肌肉紧张、食欲下降、失眠……

IV. 常有躯体不适，如胸闷、心悸、多汗、腹部不适、便秘、尿频、
四肢发凉等

V. 这些症状持续存在6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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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泛性焦虑症（generalized anxiety）

病因：
I. 遗传——15%焦虑障碍患儿的父母或同胞同患此病，50%单卵双

生子焦虑障碍患儿同患此病

II. 儿童气质——神经质倾向

III. 生活事件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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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泛性焦虑症（generalized anxiety）

治疗：

◆ 认知治疗

◆ 体育锻炼

◆ 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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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儿童恐怖症（phobia）

是指儿童对日常生活中的客观事物或处境产生过分的恐惧，其程度与
外界刺激不成比例

虽然安慰解释，仍不能消除恐惧，患儿甚至回避所恐怖的情景

显著地干扰其个人的正常生活、学业、社交活动及伙伴关系

当出现惊恐时可伴有脸色苍白、心悸、出汗、尿频、瞳孔散大等植物
神经功能紊乱症状。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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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儿童恐怖症（phobia）
病因：
I. 生物学因素 患儿个性比较内向、胆小、被动、羞怯、依赖性强

II. 社会学习理论 恐惧体验是条件反射基础上学习得来的；

III. 而恐惧的形式也是基于经验、学习的基础上获得的

Watson 华森的实验 （行为主义）

(a child) （情绪）

学习前

白兔 抚摸 （不害怕)

巨响 恐惧

学习中

白兔 巨响 恐惧

学习后

白兔 恐惧

白鼠, 白狗 ,圣诞老人白胡子，棉花 恐惧
37 LOGO

3、儿童恐怖症（phobia）

病因：

精神分析理论

焦虑作为一种信号表明自我在竭力阻止潜意识驱力给意识
造成的挫折体验，从而允许自我对造成其挫折经验的本能
加以有效地监控和管理。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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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1、系统脱敏治疗（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

——它是把一些能唤起恐惧情绪反应的刺激与愉快的活动同时并存，
最后以愉快活动所产生的积极的情绪克服恐惧刺激所引起的消极反
应。

3、儿童恐怖症（phobia）

2、认知治疗疗法 （Cognitive-behavior Therapy，简称CBT）

—— 是与患者一起来评价已经扭曲的认知过程与行为，同时设计出
一种新的治疗不适当认知、行为和情感过程的学习策略。

3、理性情绪疗法（Rational Emotive Therapy，简称 RET）

—— 教会人们识别和改变那些导致他们发生错误行为的不合理信念。
基于ABC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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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儿童持久地害怕一个或多个社交场合，在这些场合中，患儿被暴露
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或者被其他人过多的关注时出现焦虑反应。

病因：

I. 遗传因素比如，3岁表现胆小、羞怯者，成年往往较发生社会交
往恐惧症

II. 神经生化研究 发现5-HT能神经递质失调与社交恐惧症有关。

III. 无论那一类恐惧症皆与心理成长中的教养方式有关。

如：过分严厉和教条化的教育，会使人理成长单一，使其社会理解和
适应相对较低，难于对客观事物做出判断；

过分粗暴或压抑的环境，也会使人的心理发育受到扭曲，对外界
事物出现错判或误判

这类儿童一方面非常渴望得到他人的赞许；另一方面又对从他人
得 到赞许的期望度很低，结果导致对他人评价的忧虑。

4、儿童社交恐惧症（social phobia）

40

LOGO

小故事 ——“小林笑了”

社会退缩（Socially Withdrawn ）

社交退缩症(Social withdrawal syndrome)，也叫
社交焦虑症，在心理障碍分类上的正式用语是社交
敏感性障碍，是一种在他人面前感到不自在和受压
抑、避免与他人接触的倾向，总体上属于内向性的
偏差行为。

41 LOGO

⚫ 跟性格的内向、外向甚至没有关系

⚫ 由社交退缩症所引起的不愿意与人交往只是表象，这类人的内心是非常愿意
与人交往的，只是害怕不被接纳、不被信任、不被认可，而不敢与人交往

⚫ 同时，他们缺乏与人交往的技巧，在与人相处时，经常会引起与他人相互之
间不愉快的情绪，因而，影响人际交往效果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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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儿童社交恐惧症（social phobia）

治疗：
年幼儿童：

◆ 行为治疗方法（如系统脱敏技术，模仿学习）

◆ 认知技术（积极地自我评述，读书治疗）。

对年长一些的儿童和青少年：

❖ 在采用暴露疗法的基础上增加心理教育、社交训练、放松训练和角
色扮演。

43 LOGO

5、儿童强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neurosis）

表现为反复的、刻板的强迫观念或强迫动作，如过分反复洗涤、反复
检查自己行为、无意义的计数、排列顺序、反复回忆自己刚做完的事
或考虑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患儿自知这些思想和动作是不必要的、无
意义的，但自己无法克制而感到苦恼。

美国：终身患病率为1.2%~2.4%。

44

LOGO

5、儿童强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neurosis）

病因：
❖ 心理因素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儿童强迫症症状源于性心理发展固着

在肛欲期 ??

❖ 父母性格特征 早在1962年，有学者就意识到强迫症儿童多数生活
在“父母过分十全十美”的家庭中，父母具有循规蹈矩、按部就班、
追求完美、不善改变等性格特征。

❖ 神经递质异常
✓ 推测强迫症时5-HT功能不足或水平下降。

✓ 多巴胺能神经递质功能亢进

45 LOGO

第三节

儿童青少年常见的发育障碍和行为

46

LOGO

（一）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1、概念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简称多动症

又称脑功能轻微失调或轻微脑功能障碍综合症（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 

MBD）或注意缺陷障碍（attention deficiency disorder, ADD）。

2、症状

I. 注意缺陷

II. 行为冲动

III. 活动过度

ADHD的核心症状，
具有诊断价值

47 LOGO

2、症状

I. 注意集中困难

II. 行为冲动

III. 活动过度

IV. 学习困难

V. 神经系统发育异常

感统训练

VI.   品行障碍 （共患率达到30%-5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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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特征

✓过度活动：自幼易兴奋、活动量大、多哭闹、睡眠差、

喂食困难；入学课堂纪律差、无法静心作业，做事唐突

冒失。

✓注意力不集中：上课时注意易被无关刺激吸引分散，

无心听讲，东张西望，影响学习。

49 LOGO

➢表现特征

✓冲动：易兴奋和冲动，做事不顾及后果，攻击行为，

不遵守规则，缺乏忍耐或等待。难于理解他人内心活动、

表情，或同学的玩笑而作出过激反应。

✓学习困难：学绩不良，可有语言理解或表达问题，手

眼协调、短时记忆困难等。

50

LOGO

❖世纪80年代，我国最早报道；

❖发病率的报道跨度也很大，从0.73%到14.8%（6%-10%）；

❖我国有超过2000万儿童患有ADHD；

❖男女比= 3:1

3、流行情况

51 LOGO

3、流行情况

• 综述文章显示：5.7%（95%CI: 4.9%-6.6%）
• 童连等 “中国儿童ADHD流行状况的Meta分析” 核心期刊

《中国公共卫生》，2013发表

• ——对我国近30年间、39个地区和13万儿童的调查研究的系
统回顾

52

LOGO

然而在我国儿童ADHD患者的就诊率不足1%，
被诊断的患儿也只是冰山一角；

约30%-70%患儿在进入成人期后仍持续上述
症状，有些症状将持续终生，发展为成人
ADHD！！

53 LOGO

4、诊断

诊断依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DSM）
2013年最新修订的第五版（DSM-V），将儿童和成人多动症的诊断标

准放宽。

如，儿童多动症诊断标准之一：发病于12岁之前（第四版是7岁之前
出现症状）；

❖ 三个亚型：

I. 注意缺陷为主

II. 多动为主

III. 混合型

八、常见的儿童心理障碍或异常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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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病因
I. 遗传：平均遗传度约为76％，分子遗传学研究支持ADHD属于复

杂多基因遗传性疾病；

II. 神经递质：患者血和尿中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功能低下，5-HT

（5-羟色胺）功能下降；

III. 神经解剖和神经生理： 结构磁共振成像（MRI）发现患者额叶发
育异常和双侧尾状核头端不对称；

IV. 环境因素：围产期原因、血铅？

V. 家庭和心理社会因：养育方式

八、常见的儿童心理障碍或异常

55 LOGO

6、治疗

I. 心理治疗

II. 药物治疗

III. 行为管理和教育

IV. 针对父母的教育和训练

心理行为综合干预 +  药物治疗

56

欧洲每个国家多动症每年平均带来的总花费多达24.5亿美元

LOGO

7、防治策略

I. 产前高危因素筛查；

II. 对幼儿园和小学儿童进行ADHD的早期筛查；

III. 在社区和学校队重点人群加强ADHD相关知识
的宣传和培训工作；

IV. 早干预、早治疗。

八、常见的儿童心理障碍或异常

57 LOGO

I. 儿童ADHD的症状出现早，多在学龄前期（6岁之前）就
已经出现，到了小学阶段（7-13岁）随着生活学习矛盾突
出，症状也更为明显；

II. 因此对儿童ADHD的防治在于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III. 6-8岁是治疗的最好时期。？？

多动症防治要点

ADHD是一种慢性疾病！

成人多动症
58

LOGO

❖国外的有研究显示2%-8%的大学生表示自己有ADHD的相
关症状；

❖一项跨文化比较研究显示，4.4%的美国大学生和7.8%的中
国大学生ADHD症状阳性；

❖ 1872 college students recruited in Shanghai

❖ 7.75% of the sample scored above the cut-off point 

for ADHD 

❖ 145 subjects: 86 (8.78%) male; 59 (6.62%) female

❖男生 〉女生

大学生多动症/ADHD

59 LOGO

（三）、儿童孤独症（autism）
儿童孤独症（autism）是一种发生在儿童早期的、全面的、广泛的精神
发育障碍

特点：
✓3岁前发病

✓以男孩为多见

✓主要表现： “三联症”：缺乏社会性和交流能力、缺乏语言能力、仪式
化的刻板行为

60



2018/10/16

11

LOGO

1. 社会交流障碍 ；

2. 缺乏学习与模仿的能力 ；

3. 语言障碍突出；

4. 兴趣狭窄，行为刻板，对环境要求严格，不容许有丝毫改变 ；

5. 大多智力发育落后或不均衡；

6. 多数患儿存在感觉异常的问题 。

年少时执迷地排起铁罐等
行为可能是自闭症的先兆

自闭症患儿把玩具排成一条线
61 LOGO

（五）、自闭症的诊断

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自闭症定义为：

有以下（1），（2）及（3）几项特征，其中最少两项来自（1），（2）和（3）各有一项:

（1）社交能力缺失，表现于以下最少两项 多种非言语行为缺失，如用于社交的目光交流、面
部表情、身体姿势及手势

① 不能发展与其发育程度配合的同辈关系

② 缺少自发性地与其他人分享快乐、兴趣及成就

③ 缺少社交及情感的互动能力

（2）沟通能力缺失，表现于以下最少一项 语言发展迟缓，甚至完全没有语言能力

① 在有语言能力的患者，与人打开话匣子或持续谈话的能力缺失

② 陈腔滥调，和使用重复的、特殊的语言

③ 缺少与其发育程度配合的有变化的自发性的假装或模仿行为

（3）有限、重复、不正常以及一成不变的行为，表现于以下最少一项 围绕一或多个一成不变
及有限的兴趣，而进行此兴趣的次数是不正常的

① 观察到不能适应专门而非功能性的工作及仪式

② 一成不变而且重复的动作癖好

③ 持续保有某一物件之部分

62

LOGO

流行：
I. 全球孤独症平均发生率占人口总量的4‰

II. 美国孤独症患病率在1-2‰。美国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发育缺陷分
部主任认为，孤独症已经成为需紧急关注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

III. 中国孤独症儿童在100万左右

IV. 我国男女患病率比例为6—9：1

预计2025年，美国孤独症带来的直接医疗和非医疗花费的经济损失
将达到4610亿美元，占GDP的1.0-3.6%。

63 LOGO

诊断标准：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DSM）

2013年5月修订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

孤独症谱系障碍（ASD，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是根据典型孤独
症的核心症状进行扩展定义的广泛意义上的孤独症，既包括了典型孤独症，
也包括了不典型孤独症，又包括了阿斯伯格综合症、孤独症边缘、孤独症
疑似等症状和广泛性发育障碍症(PDD） 。

缺乏语言和交流能力、刻板行为

很多人将被诊断为ASD！！

64

LOGO

（三）、儿童孤独症（autism）

病因：

20%的孤独症病例由遗传导致，另有20%可能与基因有关，
还有60%则由环境，以及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引起。

外源性暴露可以分为环境化学物质刺激、感染、饮食和物
质滥用等，内源性的包括年龄、激素和炎症等因素

65 LOGO

（三）、儿童孤独症（autism）

干预：
I. 功能的沟通训练

II. 社交技巧疗法

III. 语言治疗

6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2%BE%E7%A5%9E%E7%96%BE%E7%97%85%E8%A8%BA%E6%96%B7%E8%88%87%E7%B5%B1%E8%A8%88%E6%89%8B%E5%86%8A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832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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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治疗

❖ 感觉统合训练

❖ 数码听觉统合训练

❖ 饮食疗法

❖ 早期家庭训练…

中国首家国家级自闭症康复研究训练中心在京成立

有效改善的方法:

ABA疗法-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应用行为分析

50%的自闭症患儿可恢复智力，去学校上课

67 LOGO

（四）、进食问题和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ED）

常见进食问题包括吃得少而慢，对食物不感兴趣、不愿尝试新食物、强烈偏
爱某些质地或某些类型的食物等，伴发体重改变和（或）生理功能紊乱。

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ED）是以进食行为异常为显著特征的一组综合
征。
包括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AN）和神经性贪食症（Bulimia 

Nervosa，BN），属于精神类障碍。

◆ 多在青春期（13~18岁）起病。有学者报道普通人群的患病率大4/10万，而
在校女生得患病率高达2%，女性的终身患病率为0.5%。

◆ 女性显著多于男性，女性与男性的比例约为10：1。

◆ 据报道神经性厌食的病死率为10%~20%，多死于饥饿、自杀或电解质失衡。

68

LOGO

（四）、进食问题和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ED）
表现为消瘦、便秘、呕吐、闭经等营养不良、消化道及内分泌症状，而对
心理体验患者又有意隐瞒!

病因：
1．个体因素：包括生物学因素和个性因素。生物学因素是指在进食障碍患
者中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家族中罹患进食障碍和其他精神类障碍的人多
于正常人群）和部分脑区的功能异常；个性因素是指进食障碍患者中常见
典型的人格特点——追求自我控制、追求完美和独特；爱幻想……

69 LOGO

（四）、进食问题和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ED）

病因：
2. “进食障碍家庭”模式有：

（1）家庭成员的情感紧紧纠缠在一起，无法分清彼此；

（2）父母对孩子过度保护；

（3）父母冲突，孩子卷入其中，背负过重的负担；

（4）家庭模式僵化，无法适应孩子的发展，永远用对待婴儿的方式对待长
大的孩子。

自我控制进食作为自己独立的象征，反抗的方式

70

LOGO

（四）、进食问题和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ED）

病因：
3. 社会文化因素：

现代社会文化观念中，把女性的身材苗条作为自信、自我约束、成功的
代表。

所以青春期发育的女性在追求心理上的强大和独立时很容易将目标锁定在
减肥上。

媒体大力宣传减肥的功效……

71 LOGO

（四）、进食问题和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ED）

神经性贪食症的特征性表现：
 反复出现的暴食以及暴食后不恰当的抵消行为，如诱吐、滥用利尿剂或

泻药、节食或过度运动等。

 体重通常在正常范围内。

 其诊断特征在于患者持续存在难以控制的对食物的渴求和进食的冲动，
表现难以克制的发作性暴食，在短时间内吃进大量食物（即暴饮暴食）。

 同时，患者至少用下列一种方法抵消食物的“发胖”作用：

当有些患者表现典型的厌食和贪食发作的交替出现。

发作性暴食至少每周2次，持续3个月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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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食问题和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ED）

神经性厌食症的特征性表现：
◆ 体重指数下降至17.5以下

◆ 特殊手段使然——其手段包括拒食“导致发胖的食物”，以及至少下列1项：
自我诱吐；导泻；过度运动；服用食欲抑制剂或利尿剂

◆ 出现了内分泌紊乱，女性表现为闭经，男性表现为性兴趣丧失或性功能
低下。青春期前起病的，青春期发育减慢或停滞。

当上述症状存在3个月或更长时间时，就要考虑诊断神经性厌食症。

73 LOGO

（四）、进食问题和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ED）

防治策略:
进食问题:

纠正偏食，让孩子体验饥饿。
Tip1—Tip 9

神经性厌食症
1. 治疗原则
神经性厌食患者常有治疗动机不足

5的患者通常建议住院治

74

LOGO

（四）、进食问题和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ED）

神经性厌食症
1.治疗方式

1）躯体辅助治疗：包括营养重建和治疗并发症
2）心理治疗：行为、支持、认识和家庭治疗
3）精神药物治疗

75 LOGO

（四）、进食问题和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ED）

神经性贪食症

贪食症患者的治疗动机常常强于厌食症患者

1.治疗方式

1）躯体辅助治疗：包括营养重建和治疗并发症
2）心理治疗：行为、支持、认识和家庭治疗
3）精神药物治疗

76

LOGO

（五）、抽动障碍（tic disorders）
是一种起病于儿童和青少年期，以快速、不自主、突发、重复、非节律性、
刻板、单一或多部位肌肉运动抽动或（和）发声抽动为特点的一种复杂的、
慢性神经精神障碍。

✓ 该症多数起病于学龄期

✓ 学龄前期并不少见，低于5岁发病者可达40%

✓ 运动抽动常在7岁前发病，发声抽动发声较晚，多在11岁以前发生。

77 LOGO

（五）、抽动障碍（tic disorders）

 国外报道学龄儿童抽动障碍的患病率12%-16%

 学龄儿童中曾有短暂性抽动障碍病史者占5%-24%

 慢性运动或发声抽动障碍患病率1%-2%，Tourette综合征终身患病率4/

万-5/万。

 国内报道8岁-12岁人群中抽动障碍患病率2.42‰

 男性学龄儿童患病危险性最高，男女患病比率为3：1-4：1。

78



2018/10/16

14

LOGO

（五）、抽动障碍（tic disorders）

临床表现:

◆ 运动抽动的简单形式是眨眼、耸鼻、歪嘴、耸肩、转肩或斜肩等，抽动
可发生于身体的单个部位或多个部位。运动抽动复杂形式包括蹦跳、跑
跳旋转、屈身、拍打自己和猥亵行为等。

◆ 发声抽动的简单形式是清理喉咙、吼叫声、嗤鼻子、犬叫声等，复杂形
式表现为重复言语、模仿言语、秽语（控制不住地说脏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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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抽动障碍（tic disorders）

临床表现:

◆ 运动抽动的简单形式是眨眼、耸鼻、歪嘴、耸肩、转肩或斜肩等，抽动
可发生于身体的单个部位或多个部位。运动抽动复杂形式包括蹦跳、跑
跳旋转、屈身、拍打自己和猥亵行为等。

◆ 发声抽动的简单形式是清理喉咙、吼叫声、嗤鼻子、犬叫声等，复杂形
式表现为重复言语、模仿言语、秽语（控制不住地说脏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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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抽动障碍（tic disorders）

临床表现:

❖ 部分患者伴有注意缺陷、焦虑、抑郁情绪和强迫症状。如Tourette综合
征50%-60%合并ADHD，40%-60%合并强迫性格和强迫症状，少部分
患者存在情绪不稳或易激惹、破坏行为和攻击性行为、睡眠障碍等症状。

81 LOGO

（六）、病理性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

又称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IA)、互联网过度使用互联网过度使用 （Internet 

Overus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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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品行问题或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

品行问题

是指儿童青少年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反复出现违反与其年龄相应的
社会道德准则或纪律，侵犯他人或公共利益的行为。

主要表现为：经常撒谎、逃学、离家出走、经常上课迟到、不经父母同意
在外过夜、偷窃、经常打架惹起事端，欺负弱小同学、欺骗家长和老师等，

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

指儿童少年期出现的持久性反社会性行为、攻击性行为和对立违抗性行为，
当发展到极端时，这种行为可严重违反相应年龄的社会规范，较之儿童普
通的调皮捣蛋或少年的逆反行为也更为严重。该诊断意味着18岁以下的个
体具有某种持久的行为模式，单以孤立的反社会性或犯罪行为本身不能作
为诊断品行障碍的标准

83 LOGO

（七）、品行问题或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

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

⚫ 品行障碍流行病学的资料国内尚缺乏，有报道该症患病率1.45%-7.35%，
男性高于女性，男女之比为9：1

⚫ 患病高峰年龄13岁，在最近10 多年来有上升的趋势

⚫ 国调查显示10岁-11岁儿童中患病率约4%。

⚫ 美国18岁以下人群中男性患病率6%-16%，女性患病率2%-9%，城市患
病率高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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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品行问题或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

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

表现：

1．反社会性行为

2．攻击性行为

3．对立违抗性行为

多见于10岁以下儿童，指对成人特别是对家长长期严重的不服从、明显的
违抗或挑衅行为。经常说谎、暴怒或好发脾气等

4．合并问题 常合并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抑郁、焦虑、情绪不稳或易激惹，
部分存在智力障碍或特定技能发育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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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睡眠问题和睡眠障碍

睡眠障碍是一类常见、对健康危害极大的疾病，是指睡眠量的
异常及睡眠质的异常或在睡眠时发生某些临床症状。除了作为
一种独立的疾病之外，睡眠障碍更多是作为其他疾病的症状之
一而存在。这就决定了睡眠障碍具有比临床医学的其他分支更
为鲜明的交叉性和渗透性，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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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睡眠问题和睡眠障碍

流行情况：
儿童睡眠障碍发生率超过25%

中国每5个0-5岁儿童中，就有一个患有睡眠障碍。

中国超过70%的中小学生睡眠不足，100%的学生都有白天困
倦现象

87 LOGO

分类：

1. 睡眠过多

指一种发作性睡病﹐这种睡病表现为经常出现短时间(一般不到15分钟)

不可抗拒性的睡眠发作﹐往往伴有摔倒﹑睡眠瘫痪和入睡前幻觉等症
状

2.   睡眠过少

整夜睡眠时间少于5小时，表现为入睡困难，浅睡，易醒或早醒等（短睡
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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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3. 睡眠相关的疾病

①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呼吸系统仍在活动但气流已停止（打鼾）。

② 中枢型睡眠呼吸暂停：短暂呼吸停止，常与某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有关。

③ 混合型睡眠呼吸暂停：

④ 生理节律紊乱性睡眠障碍

⑤ 夜惊

⑥ 梦魇 多始于儿童期的3~6岁

⑦ 睡行症 多发于4~8岁的儿童

89 LOGO

四、儿童心理障碍的流行病学特征

问题和挑战

我国儿童精神科医师不到300人，而美国每4名精神科

医生中就有1名儿童精神科医生！

特殊人群的心理健康维护工作基本处于空白阶段；

中小学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化水平低、形式化严重；

突发公共事件的儿童心理危机干预还处于萌芽阶段，

尚未把儿童心理救灾纳入救灾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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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儿童心理障碍的流行病学特征

问题和挑战

我国普通人群和非精神科医务人员精神卫生知识知晓

率低，大多患有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青少年

得不到及时的诊断和合理的治疗。

91 LOGO

第四节

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的行为矫治和预防控制策略

行为治疗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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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识层次理论
意识
即为能随意想到、清楚觉察到的主观经验。有逻辑性、时空

规定性和现实性。
前意识
虽不能即刻回想起来，但经过努力可以进入意识领域的主观

经验。
无意识（潜意识）
是原始的冲动和各种本能、通过遗传得到的人类早期经验以
及个人遗忘了的童年时期的经验和创伤性经验、不合伦理的
各种欲望和感情。

意识前意识 潜意识

佛洛伊德之精神分析论
（Psychoanalytic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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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格结构理论

自我
ego

本我
id

超我
superego

本我——反映人的生物本能，按快乐
原则行事，是“原始的人”；

自我——寻求在环境条件允许的条件
下让本能冲动能够得到满足，是人格
的执行者，按现实原则行事，是“现实
的人”；

超我——追求完美，代表了人的社会
性，是“道德的人”。

意 识

前意识

潜意识

自我

本我

超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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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格发展理论 （性心理发展论）

不同发展阶段的性心理特征（令人感到愉快的感官刺激，
特定感官之驱力(libido) 随年龄不同出現在不同部位）

1. 口腔期（The oral stage；0 to 1.5）
2. 肛門期（the anal stage；1-1.5 to 3）
3. 性器期（the phalic stage；3 to 5-6）
4. 潜伏期（the latency stage；5-6 to 11-12）
5. 两性期（the genital stage；11-12 to 20）

早期经验影响日后的人格发展；

人类病态行为的起源：
意识层次、人格结构、性心理发展等问题

佛洛伊德之精神分析论
（Psychoanalytic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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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心理治疗法
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弗洛伊德认为浮现在脑海中的任何东西都
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的，借此可挖掘出潜意识中的症
结。自由联想就是让病人自由诉说心中想到的任何东西，鼓励病人尽量回
忆童年时期所遭受的精神创伤。

释梦（dream interpretation）。弗洛伊德将梦境分为两层次：当事人所记
忆者称为显性梦境（manifest dream-content），显性梦境并非梦的真正
内容。另一为当事人所不能记忆者为隐性梦境（latent dream-thought），
隐性梦境中隐含更重要的意义。心理治疗的目的，即在根据患者显性梦去
解析其隐性梦的涵义，从而找出当事人潜意识中的问题。

移情（transference）。即患者对心理医生的情感反应。移情有正移情
（Positive transference）和负移情（negative transference），正移情是
患者将积极的情感转移到医生身上，负移情是患者将消极的情感转移到医
生身上。借助移情，把病人早年形成的病理情结加以重现，重新经历往日
的情感，进而帮助他解决这些心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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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创始人——华森 (1878-1959)

❖心理学内容应该是以可以观察的行为为基础，而
非依据人的动机与意识

❖方法必須有客观的数据而非内省

❖其实验证明了儿童情绪的可塑性

行为意识

意念、动机 试验、观察

97 LOGO

行为主义 (Behaviorism)
古典制约 (Classical Conditioning)

刺激与反应 R-S

Pavlov 八夫洛夫的实验
(dog) （学习）

学习前

食物 分泌唾液

铃声 不分泌唾液

学习中

铃声 食物 分泌唾液

学习后

铃声 分泌唾液

Watson 华森的实验

(a child) （情绪）
学习前

白兔 抚摸 （不害怕)

巨响 恐惧

学习中

白兔 巨响 恐惧

学习后

白兔 恐惧

白鼠, 白狗 ,圣诞老人白胡子，棉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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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 新行为主义（一）

❖B.F.Skinner 斯金纳的老鼠实验

❖饥饿的老鼠在箱中乱闯偶尔压倒杠杆落下
事物。实验最后老鼠学会利用杠杆来获取
食物。

❖操作性学习：行为的持续性主要受到该行
为的后果控制。行为的建立端视行为的后
果增强或惩罚而定。

斯金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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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增強（強化行为）

行为的发生和消退
❖1.习得性
❖2.条件强化和泛强化
❖3.消退（无强化）和遗忘（时间）

✓ 行为反应后提供增強物会增加行为反应的频率
✓ 子女表现好的行为马上给予奖赏以强化其行为

例: 捡到钱包 送交老師 嘉奖表扬
吃饭情境 把饭吃光 被称赞
教室沒人 偷钱 买自己想要的
考試 作弊 考高分
交作业 抄袭 受好评

不良的行为也可能因为正增強而建立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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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增強

❖有時给予增強 有時不给予增強

❖Q:部份增強为何比正增強还有效呢?

连续强化是指每次反应都给予强化，也叫全部强化，比如，教师对学
生每次回答问题都给予表扬。

间歇强化是指对某些特定的反应给以强化，也叫部分强化。比如，教
师只对真正圆满的回答给予表扬。

连续强化能够迅速建立起某种学习行为，但强化一旦停止，原有的学
习行为就很容易消退，缺乏坚持性。间歇强化正相反，学习行为建立
的速度较慢，但强化停止后，学习行为消退得也慢。因此，连续强化
适用某种新的学习刚开始阶段使用，而后就要尽可能转入间歇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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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增強

❖行为反应后去除某厌恶的事物可以增加该行为
反应的频率

当子女未出现不良的行为或行为有所改进 停止原先的惩
罚

例:表现好 本來坐牢 出狱
表现好 原本记过 功过相抵

表现很好 每天要洗碗 不必洗

一次说谎 沒被打 继续说谎

❖不良的行为也可能因为负增強而建立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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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为改变技术

❖惩罚（punishment）：在某行为后，去除某些
事物來减少行为发生的频率

❖消弱（extinction）：忽视 不予理会

❖塑造原理（shaping）

❖代币制（toke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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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学习

2. 间接经验学习

实验: 将来四岁儿童分为三组：分別看一部短片 內容是一名
男子拼命捶打一个充气娃娃 但男子打完娃娃之后得到的待遇
不同：

1. 被表扬奖励

2. 被惩罚

3. 无奖励惩罚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论
新行为主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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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三组儿童被带到一个与影片情景类似的房间

结果: 第一和第三组儿童均有攻击性行为

❖人的自我奖赏比外在增強更能有效维持行为

❖社会学习是交互决定论，强调个人内在环境和行为之间的
交互影响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论
新行为主义（二）

看暴力片
父母、老师体罚孩子

结果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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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心理咨询

系统脱敏法（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又称交互抑制
法

诱导求治者缓慢地暴露出导致神经症焦虑、恐惧的情境，并通
过心理的放松状态来对抗这种焦虑情绪，从而达到消除焦虑或
恐惧的目的。（一个刺激所引起的焦虑或恐怖状态在求治者所
能忍受的范围之内）

主张训练法（在人前能够自我主张的训练方法）
情动心像法（提示一些影像印象等）
强化法（如经常表扬的方法）
思考停止法（头脑中想象做不好的事实大声说"停止"）
想象厌恶疗法（将欲戒除的行为与某种不愉快的或某种惩
罚性刺激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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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防和干预策略

（一）直接干预

（二）间接干预
1、家庭干预
2、学校干预
3、社区干预
4、政府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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