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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40 年代, 美国精神病学家 Kanner 首次报告了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个案
研究. 在 Kanner 的文章中, 被观察儿童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 他们“对孤
独、重复具有极端偏好”. 虽然他们可能具备很高的智商和天赋, 但存在较严重的
情感和社交缺陷, 缺乏正常的社会交流. Kanner 认为, 孤独症是一种罕见的儿童
精神疾病, 父母教养方式失当是子女发病的直接原因. 事实上, 孤独症并不罕见. 

70 年过去, 随着医学事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孤独症案例得以发现和研究, 孤独
症的确诊人数也在不断扩大. 2016 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新生儿孤独症的发病率已达到 1:68. 临床发现, 孤独症因患者症状及病情严
重程度不同而表现出多种亚型, 故引入“谱系”的概念. 2013 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
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DSM-5)中, 正式将孤独症谱系障碍归类为一种复
杂的发展障碍疾病 , 并将孤独症的几种亚型疾病: 经典孤独症(autistic disorder, 

AD)、阿斯伯格综合征 (Asperger’s syndrome, AS)、待分类的广泛性发展障碍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 PDDNOS)以及儿童期崩
解症 (Childhood disintegrative disorder)都纳入孤独症谱系障碍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的范畴, 不再作细分.  

DSM-5 重新规定了 ASD 的两条核心症状: (1) 在多种场景中表现出持续性的
社会沟通和社会交往缺陷 . 如在社会交往中难以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非言语信息
(眼神、身体语言等), 缺少对他人的兴趣, 难以发起和回应社交谈话等. (2) 表现出
局限、重复的行为模式、兴趣或活动. 如表现刻板重复的动作和用词, 遵守僵化
的日常生活方式, 具有非常局限的兴趣爱好并对感兴趣对像表现出异常的专注等. 

除核心症状外, DSM-5 特别说明以上症状一定在发育早期就有所表现, 且不能由
智力缺陷或整体发育迟缓解释. 另外, 在界定 ASD 病情严重程度时, DSM-5 也根
据这两条核心症状的严重程度统一进行三级划分, 其中一级最轻, 三级最为严重, 

被诊断为三级的患者相比一级患者需要非常大量的帮助.  

孤独症群体在日常生活以及社会交往中特殊的行为表现, 反映出他们的认知
水平、注意状态、情绪反应等重要的心理活动与正常群体相比存在巨大的差异, 这
些独特之处引起了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 并成为基础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
心理学等领域目前的研究热点之一. 开展针对孤独症群体心理机制、生理机制尤
其是脑认知机制的研究, 对于孤独症的早期诊断、病因探索及病情干预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本专题中, 《科学通报》组织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撰写了科
学评述 2 篇和研究论文 3 篇. 评述类文章中, 作者分别对 ASD 核心症状中的社会
性注意行为的异常表现及其神经机制[1]、重复刻板行为的测量与机制[2]展开了详
细的论述, 在总结和探讨当前相关领域有关ASD群体内在心理和神经机制前沿观
点的基础上, 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展望. 三篇研究论文中, 

两篇研究借助脑成像和眼动追踪技术, 从脑自发活动动态整合异常机制[3]、孤独
症儿童静息态脑电复杂网络连接和眼动模式[4]等多个角度探究ASD患者的认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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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活动的潜在异常之处, 为我们更直观地揭示出ASD个体相比正常个体而言特殊的脑机制. 另一篇研究则创新
性地提出针对 ASD 儿童行之有效的正向干预模式[5], 通过挖掘影响 ASD 儿童认知活动和行为表现的相关因素, 

进而设计并施加有效的干预来达到提升 ASD 儿童生活和学习能力的目的, 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对孤独症谱系障碍的研究, 已成为目前心理学、医学等多个领域的热点之一. 虽然现有研究已取得长足
进展, 但ASD群体异于常人的社交表现及其背后的根源所在仍需要研究者的持续关注与更深入的探索. 这些
努力在推动 ASD 疾病的早期诊断、抓住教育的黄金时期对患者施加有效干预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实践价值. 同时, 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也应尊重ASD群体认识世界的差异, 向其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 

为他们搭建与外界社会互动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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