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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早期筛查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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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是儿童常见的神经发育性障碍，早发现、早干预对改善ASD预后非常重要。

ASD早期筛查多使用量表筛查，除了单一量表，也有研究联合不同量表进行筛查。此外，有研究探讨数字技术用于

筛查的可行性。常用筛查量表的适用年龄为18~24月龄，有研究对18月龄以下及3~4岁儿童的筛查展开研究。目

前，ASD筛查的筛查率偏低、家长认识不足、筛查效果有待改善。尽管如此，筛查能有效提前ASD儿童确诊年龄，

因此应对适龄儿童进行常规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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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is a common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in children. Early detec-
tion and early intervention are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ASD. Early diagnosis mainly depends onASD screen-
ing. Scales are the most widely used tools in ASD screening. Beside single scale, some researchers have combined different
scal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screening. In addition, there are studies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digital technol-
ogy for screening. The present scales are applied for children among 18 to 24 months old. To detect children in high risk of
ASD who are younger than 18 months old or 3 to 4 years old, researchers use warning sign or develop new scale. At pres-
ent, screening rate of ASD is low, parents' awareness is insufficient, and screening effect needs to be improved. Neverthe-
less, screening can effectively advance the diagnosis age of children with ASD, so routine screening should be conducted
for children of appropriate age.

【Key words】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Early screening; Screening method; Screening effect; Review

　　　·综述·doi:10.3969/j.issn.1003-6350.2022.20.034

通讯作者：吴炜翰，硕士研究生，E-mail：weihan-wu@163.com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
是儿童常见的神经发育性障碍，临床表现以社会交往
障碍、交流障碍、兴趣狭窄和刻板重复行为为核心，同
时可伴有感知觉异常、智力和认知缺陷等，严重影响
患儿的生存质量与发展，并给患儿家庭带来沉重的负
担。早发现、早干预对改善ASD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而早发现主要通过早期筛查实现。对于早期筛查，国
内外的研究者对筛查方法、筛查适用年龄以及筛查效
果展开了相关研究，现综述如下：

1 筛查方法

ASD早期筛查多使用量表筛查，如临床上常用的
改良婴幼儿孤独症量表(M-CHAT) [1]、婴幼儿孤独症量
表-23 (CHAT-23) [2]等。除了M-CHAT和 CHAT-23，
有研究探讨其他量表筛查ASD的效果。邵智等[3]编制
了中国婴幼儿期孤独症筛查量表。该量表的筛查对
象为12~24月龄儿童，测评维度分别为社交互动、沟通
交流、局限而异常的兴趣行为模式，共20道题目，由经
培训的医护人员按照量表题目对儿童的现场行为进
行观察评定。研究结果表明，该量表取筛查界限分值
时，灵敏度为为 1、特异度为0.84、阳性预测值(PPV)为
0.65；取诊断界限值时，灵敏度为 0.73、特异度为 0.97、
PPV为0.94，因此研究者认为该量表适合用于ASD的
筛查与诊断。李洪成等[4]使用孤独症谱系商(AQ)儿童

版-简化版对孤独症患儿以及与之年龄相匹配的正常
儿童进行评估，结果显示该量表灵敏度为0.94、特异度
为 0.89，且研究提示量表可有效筛查高功能孤独症患
儿，适合用于ASD筛查。但该研究存在样本量小、单
中心等局限性，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检验社区筛查的
效度。魏蓉美等[5]根据《儿童孤独症康复指南》中 1岁
以内孤独症警示阳性指标对适龄儿童进行筛查、评
估及定期随访，对警示征阳性儿童追踪 3年，确诊率
达 85.71%。警示指标阳性婴儿均接受早期干预，在
3岁时与没有接受干预的同龄患儿相比，CARS评分
较低，Gesell量表各能区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有研究
者对婴幼儿沟通与象征性行为水平发展量表 (CS-
BS-DP-ITC)用于 ASD筛查展开研究，CSBS-DP-ITC
可用于6~24月龄婴幼儿发育障碍的筛查，除ASD外，
还可以筛查出发育迟缓、特殊性语言发育障碍等；量表
主要包括25个问题，由儿童主要带养人填写，从社会交
往、语言、象征性行为、总分等4个方面进行评分[6]。研
究使用该量表对正常儿童以及由儿童心理专科诊断
有发育障碍的儿童进行筛查，年龄段为18~24个月，两
组筛查的阳性率有统计学意义，提示该量表适合用于
对儿童发育障碍进行筛查[6]。但该量表无法对ASD、
发育迟缓、特殊性语言障碍进行区分。

除了使用单一ASD筛查量表进行筛查，也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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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其他量表一起筛查。如罗美芳等[7]考虑ASD儿童

主要发育能区可存在不同程度落后或障碍，使用广谱

发育评估可增强筛查效果，因此使用附后续访谈的改

良版婴幼儿孤独症筛查量表(M-CHAT-R/F)联合年龄

与发育进程问卷第三版(ASQ-3)对适龄儿童进行筛

查。结果表明，M-CHAT-R筛查阳性，且ASQ-3量表

沟通能区和个人-社交均不通过者，其筛查的PPV为

0.43，与单独使用 M-CHAT-R 筛查 (PPV0.18)相比，

M-CHAT-R联合ASQ-3可有效提高PPV (P<0.05)，筛
查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都在 0.75以上。此外，研究中

M-CHAT-R/F筛查的PPV为 0.39，若结合ASQ-3中精

细动作能区可疑发育迟缓，PPV可提高至 0.57 (P<
0.05)，但灵敏度过低(0.60)。有国外的研究者[8]考虑在

儿保门诊中常规进行ASD筛查受时间、专业知识、费

用等因素的约束，而发育量表是儿保门诊常用的检查

方法，且既往有研究对发育量表筛查ASD的效果进行

评估，发现只要降低筛查的阈值，即可提高筛查的阳

性率。有鉴于此，该研究对有ASD风险的儿童同时予

M-CHAT-R及ASQ评估，M-CHAT-R筛查阳性者再进

行面访，仍阳性者进行ASD评估。分析时把ASQ评

估结果与M-CHAT-R/F筛查及ASD评估各环节的结

果进行比较，以评估ASQ筛查ASD的敏感度。结果

表明，以ASQ作为ASD的初筛，会导致假阳性高的问

题，但相对全部儿童实行M-CHAT-R/F筛查，仍可一定

程度上减少筛查量。因此，研究者认为，ASQ可作为

ASD筛查的第一步，ASQ筛查不通过的儿童再使用

M-CHAT-R/F筛查。张越等[9]使用CHAT-23联合0~6岁
发育筛查测试(DST)进行筛查，CHAT-23与DST其中

一项测试结果异常则视为筛查阳性。与单独使用

CHAT-23相比，二者结合使用可提高筛查的灵敏度，

对于避免漏诊具有重要意义。韦秋宏等 [10]的研究表

明，M-CHAT筛查ASD的灵敏度高(88.3%)，特异度较

低(36.0%)；孤独症行为量表(ABC)筛查ASD的特异度

高 (87.3%)，灵敏度较低 (27.2% )。联合 M-CHAT 和

ABC量表进行筛查并运用多元线性模型识别ASD，则

特异度为 85.8%、灵敏度为 56.6%，整体筛查效能得到

提高。以色列的研究者使用M-CHAT-R/F和发育筛查

量表GDS (Global Developmental Screening)联合筛查，

结果提示M-CHAT-R/F的筛查效果好于GDS；联合两

个量表进行筛查，筛查的效果与单独使用M-CHAT-R/F
相当，但可筛查出除ASD以外的发育问题[11]。

除了量表筛查外，也有研究者探讨运用数字技术

进行筛查的可行性。孙宾宾等[12]鉴于ASD患儿社交

兴趣缺乏，其注视的对象可能与正常儿童不同，所以

应用眼动仪分析ASD患儿注视特点。该研究发现，

ASD儿童注视动态几何图形的时间明显长于正常儿

童，注视动态几何图形的时间百分比、注视次数明显

多于正常儿童。相反，注视动态社会性人物的时间明

显短于正常儿童，时间百分比、次数明显少于正常儿

童。唐传高等[13]基于ASD患儿对他人的情感交互缺

乏反应，患儿在社交压力条件下的情绪调节行为会不

同于正常儿童，面部表情也会存在区别，因此，研究者

探讨通过婴幼儿面部表情分析以筛查 ASD的可行

性。研究者通过收集ASD患儿与正常婴幼儿在社交

压力条件下面部表情视频数据集，建立表情识别模

型，进而构建婴幼儿在社交压力环境下的表情行为症

状与精神健康状态之间的关联。该研究结果表明，该

模型对精神健康预测的灵敏度为70%、特异性为90%、

分类正确率为83.3%。

2 筛查适用年龄

目前常用的筛查量表主要针对18~36月龄的儿童

进行筛查，邵智等[3]认为，ASD高风险儿童早在1岁以

内已经会表现出相关的症状，因而编制了针对12~24月
龄的筛查量表，量表的信效度均较理想。出于相同的

考虑，魏蓉美[5]等根据《儿童孤独症康复指南》中1岁以

内孤独症阳性指标对儿童进行筛查，并对警示征阳性

儿童及时干预，研究结果表明，这一措施一定程度上

改善了ASD高风险儿童的预后。对于3岁以上儿童，

陈强等[14]对M-CHAT中文简化版筛查3~4岁儿童的效

果展开研究。该研究对诊断为ASD的 3~4岁患儿与

该年龄段的正常儿童进行评估，并比较结果，结果表

明，M-CHAT中文简化版筛查 3~4岁ASD患儿的灵敏

度为 0.94、特异度为 0.82、正确指数为 0.76、PPV为

72.58%、阴性预测值(NPV)为 96.34%，研究者认为该

量表适合用于3~4岁儿童的ASD筛查工作。同时，有

研究指出，该量表的灵敏度随年龄增长而降低，且超

过48月龄后灵敏度、准确度、Kappa值都明显下降，特

异度较低，因此不推荐48月龄以上儿童使用[10]。

3 筛查存在的问题

3.1 筛查率偏低 尽管对适龄儿童进行ASD筛

查已有共识，但目前仍存在筛查率偏低的情况[15]。针

对这一问题，有研究尝试通过信息网络的途径改善筛

查流程，从而提高筛查率。如有研究使用的计算机临

床决策辅助系统，以美国儿科学会孤独症筛查指南的

建议为依据，对儿童电子病历的信息以及家长通过人

机对话所填的问卷进行分析，如果儿童存在可疑的发

育问题，或亲戚中有ASD患者，则系统会向医生提出

预警，建议儿童行ASD评估[15]。如果没有相关情况，

则选用M-CHAT-F量表进行筛查，并自动计分，对于筛

查阳性者系统也会向医生提出预警。研究结果提示，

通过这一方式，ASD的筛查率得到明显提高。也有研

究者在 18~24月龄儿童常规体检前，其父母通过网络

平台完成M-CHAT筛查，系统根据M-CHAT筛查未通

过的条目，自动匹配相应的M-CHAT/F问题，并可自动

计分，从而辅助完成筛查[16]。该研究的研究者认为，通

过网络平台实施筛查不是必须的，但考虑到儿保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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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一定对适龄儿童进行ASD筛查，且借助这一方式

可减少医护人员用在筛查上的时间，因此通过网络平

台实施ASD筛查可提高筛查率。

3.2 家长对ASD认识不足 家长对ASD认识不

足，一方面对筛查评分有影响，不了解ASD知识的家

长在自评过程中可能会影响筛查的准确性[17]；另一方

面，部分初次筛查阳性需要后续访谈或专科评估的儿

童，由于家长未予重视而失访[15，18]。因此，有研究者指

出，加强相关知识的宣传非常重要[9，17-18]。

3.3 常用筛查量表筛查效果 郭翠华等[18]对三

甲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ASD筛查结果进行比较，发现

两者筛查结果的假阳性均较高。有大样本研究采用

M-CHAT/F对 16~26月龄的儿童做筛查，分别在(18±
2)月龄及(24±2)月龄各筛查一次，两次筛查之间间隔

3个月及以上，并对筛查儿童系统随访4~8年；结果表

明，该量表敏感度为39%，大部分后来诊断为ASD的患

儿在筛查时为阴性[19]。该量表对年龄较大儿童敏感度

更高，第一次筛查阳性的儿童17%最终诊断为ASD，而

第二次筛查阳性的儿童有25%诊断为ASD，18月龄筛

查准确性难以保证，所以有必要在24月龄再进行一次

筛查。另外有研究者指出，即使是受过培训的人员，也

不能确保筛查阴性的儿童并非ASD；即使接受两个阶

段的筛查，也有出现漏诊的可能[16]。此外，家长对ASD
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可能影响筛查结果的准确性[17]。

为改善筛查效果，研究者开展了相关的研究进行

探讨。有研究表明，增加医护人员后续访谈可有效减

少筛查结果假阳性的出现[1，18]。有研究者联合使用不

同的ASD评估量表 [10]，或ASD筛查量表结合发育量

表 [7，9]进行筛查，可一定程度上提高筛查质量。也有

研究通过改良筛查流程以改善筛查效果，具体措施

为：(1)家长填完问卷后，医生观察儿童的行为，判断

是否存在ASD的风险表现，包括对呼唤其名字是否

有反应和能不能遵从简单指令；筛查问卷结果阳性、

观察风险征阳性或两者皆阳性，则第 1阶段筛查阳

性。(2)电话随访，需要进行面谈而没参加面谈者，通

过电话进行访谈；需要进一步行诊断性检查而未遵医

嘱者，电话催促。(3)通过宣传册、讲座等方式宣传

ASD相关知识 [20]。研究结果表明，与常规筛查相比，

改良筛查流程后筛查的覆盖率、阳性率和转诊率均有

提高，首次诊断年龄提前，电话随访的方式也使得部

分原来未遵医嘱转诊的患儿最终得到确诊。

4 结语

尽管目前的筛查方法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大样本

研究表明，进行常规筛查能有效提前ASD儿童的确诊

年龄，因此有必要对适龄儿童进行常规筛查[19]。与此

同时，也有必要开发更有效的筛查量表或筛查方法。

此外，虽然有研究者提出，接受过少量培训的儿保医

生在常规儿保中使用M-CHAT/F进行筛查是可靠和有

效的[16]，但从实际工作中看，对筛查人员进行专业的培

训，使筛查人员具有更敏锐的观察能力，可更好地确

保筛查结果的准确性。再者，加大ASD相关知识的宣

传，提高家长的认识，也是ASD患儿能获得早诊断的

重要方面[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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