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社会性发展及其障碍儿童社会性发展及其障碍

御茶水女子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

榊原榊原 洋一洋一



新生婴儿新生婴儿

过去的观点过去的观点：：人生来像似一张白纸人生来像似一张白纸

所有神经回路都是在后天发展、形成的所有神经回路都是在后天发展、形成的

→→后天论后天论

现在的观点现在的观点：：新生儿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反射新生儿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反射
机能机能→→神经自然选择论神经自然选择论

例如例如：：新生儿的模仿能力新生儿的模仿能力

对脸的嗜好对脸的嗜好

胎儿时期的记忆胎儿时期的记忆



新生儿模仿新生儿模仿

MeltzoffMeltzoff初次记载初次记载

在新生儿在新生儿・・婴儿面前作出各种面部表情后，婴儿面前作出各种面部表情后，
其进行模仿的确率很高，且并非偶然。其进行模仿的确率很高，且并非偶然。

新生儿模仿与通常所说的模仿机理不同新生儿模仿与通常所说的模仿机理不同→→

通常所说的模仿通常所说的模仿：：需要感知到自己的身体和需要感知到自己的身体和
别人身体的对应关系别人身体的对应关系



来源于小林登所长的图片



对脸的嗜好对脸的嗜好

新生儿有对脸的嗜好新生儿有对脸的嗜好（（范茨（范茨（FantzFantz）） 、、
JohnsonJohnson））

比什么都没画的纸板，新生儿会更注目画比什么都没画的纸板，新生儿会更注目画
有脸的纸板有脸的纸板

先对视线产生反应先对视线产生反应



新生儿和婴儿观察脸的视线图新生儿和婴儿观察脸的视线图



婴儿已经具备理解世界、他人、自婴儿已经具备理解世界、他人、自
己、语言的机能己、语言的机能

理解世界：可以理解因果关系理解世界：可以理解因果关系

理解他人理解他人：：可以理解他人的表情、意图可以理解他人的表情、意图

理解自我理解自我：：自己身体的构造自己身体的构造

理解语言理解语言：：理解意志表达机制理解意志表达机制、、理解语法理解语法



理解世界理解世界

理解物质的性质理解物质的性质：：形状形状、、颜色颜色、、表面性质表面性质、、重重
量量、、运动运动

例如例如：：个体大的东西不能被个体小的东西所个体大的东西不能被个体小的东西所
覆盖覆盖

理解因果关系理解因果关系：：

预想运动的结果预想运动的结果



理解他人理解他人

与实物相比，对人更感兴趣与实物相比，对人更感兴趣：：对脸特别嗜好对脸特别嗜好

关注他人的行动关注他人的行动：：对人的行动感兴趣对人的行动感兴趣

视线的理解视线的理解→→表情的理解表情的理解→→确定他人确定他人

获得心智理论获得心智理论



自我理解自我理解

手眼协调（手眼协调（hand regardhand regard））
咕咕学语咕咕学语(Cooing)(Cooing)
手手・・嘴嘴・・眼眼（（触觉触觉、、味觉味觉、、视觉视觉））的协调的协调



婴儿心智发展的表现婴儿心智发展的表现

注视注视・・追视追视→→兴趣兴趣・・好奇心好奇心

附和的微笑附和的微笑→→社会智能的表现社会智能的表现

LeachingLeaching→→对事物的兴趣对事物的兴趣、、积极性积极性

手势手势→→与他人的意识相通与他人的意识相通、、语言交流的准备语言交流的准备

联合注意（联合注意（joint attentionjoint attention））→→与他人的意与他人的意
识相通识相通

认人认人→→确定是某人确定是某人

跟脚跟脚→→亲密关系亲密关系



婴儿丰富的社会性婴儿丰富的社会性

面部表情暂停试验面部表情暂停试验→→妈妈（或保姆）先和妈妈（或保姆）先和
婴儿玩一会儿婴儿玩一会儿

接下来，妈妈故意地板起脸，并持续一段接下来，妈妈故意地板起脸，并持续一段
时间时间（（面部表情暂停面部表情暂停））

这时，婴儿为了让妈妈做出反应，会尝试这时，婴儿为了让妈妈做出反应，会尝试
用各种方法（触摸、出声、哭）来让妈妈用各种方法（触摸、出声、哭）来让妈妈
注意自己注意自己



词汇的发展词汇的发展

朝向出声的方向

咕咕学语

能说的第一个词

双字期

三字期

使用助词

３个月 ６个月 ９个月 １岁 １岁半 ２岁 ３岁 ４岁



词汇发展的原理词汇发展的原理

过去的观点过去的观点：：人脑生来像似一张白纸人脑生来像似一张白纸

现在的观点现在的观点：：语言机能是人脑与生俱来的，生成语言机能是人脑与生俱来的，生成
语法语法（（乔姆斯基乔姆斯基））



儿童词汇的发展儿童词汇的发展

只会听的阶段只会听的阶段

咕咕学语

咿呀学语咿呀学语

新语新语(jargon)(jargon)
实词实词

单词的组合单词的组合（（句子句子））

语法语法



词汇的激增词汇的激增



脸部认知的意义脸部认知的意义
心智理论

脸部认知

视线认知

联合注意



看到身体运动时的
大脑活动区域

STS



大脑发展

髓磷脂化
突触形成・变形

神经细胞的移动

成长环境

运动发展
社会性发展认知・语言发展

胎内环境



发育障碍发育障碍

ADHD
２．５％

LD
３％

PDD
１％

特别支援教育
全部儿童学生的6～10%

（文部科学省）
２００３



学习障碍学习障碍・・多动性障碍多动性障碍
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少子化使人们对孩子教育问题的关心日益高涨少子化使人们对孩子教育问题的关心日益高涨

学校教育的各种问题学校教育的各种问题

不上学不上学、班级崩溃、校内暴力、班级崩溃、校内暴力

学力的问题学力的问题

较高的发生率较高的发生率

学习障碍学习障碍：３％：３％

（（注意缺陷注意缺陷））多动性障碍多动性障碍：５～７％：５～７％



什么叫什么叫ADHDADHD??

A: attentionA: attention 注意注意

D: D: deficitdeficit 缺陷缺陷

H: H: hyperactivity hyperactivity 多动多动

D: D: disorderdisorder 障碍障碍



为什么为什么ADHDADHD 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概念的整理概念的整理（（DSMDSM--ⅣⅣ、１９９４）、１９９４）

药物治疗有效性与安全性的确立药物治疗有效性与安全性的确立

近年全社会对近年全社会对““儿童心理儿童心理””问题的关心增多问题的关心增多

人们关注到它与青少年的不良行为、行为人们关注到它与青少年的不良行为、行为
障碍之间的关联障碍之间的关联

人们认识到它与其他发育障碍并存的现象人们认识到它与其他发育障碍并存的现象
非常之多非常之多



DSMDSM--ⅣⅣ的诊断标准的诊断标准（１９９４）（１９９４）

注意缺陷注意缺陷

在学业、工作和其他活动在学业、工作和其他活动
中中,,往往不能仔细注意到细往往不能仔细注意到细
节节,,或经常发生粗心所致的或经常发生粗心所致的
错误。错误。
在学习、工作或游戏活动在学习、工作或游戏活动
中中,,注意力往往难易持久。注意力往往难易持久。
与之直接说话时与之直接说话时,,往往心不往往心不
在焉在焉,,似听非听。似听非听。
往往不服从教导往往不服从教导,,难以完成难以完成
功课作业、日常家务和工功课作业、日常家务和工
作岗位上的义务。作岗位上的义务。
往往难以按照顺序安排课往往难以按照顺序安排课
题、活动。题、活动。

往往躲避、不喜欢或不愿往往躲避、不喜欢或不愿
意从事那些需要精力持久意从事那些需要精力持久
的课题。的课题。
经常遗失做课题、活动所经常遗失做课题、活动所
需的物品。需的物品。
往往因外来的刺激而易于往往因外来的刺激而易于
分心。分心。
往往遗忘日常的活动。往往遗忘日常的活动。



DSMDSM--ⅣⅣ的诊断标准的诊断标准（１９９４）（１９９４）

多动多动・・冲动性冲动性

手或脚往往有很多小动作手或脚往往有很多小动作,,
或在椅子上扭动不定。或在椅子上扭动不定。

往往在教室里往往在教室里,,或其他要求或其他要求
坐好的情况下坐好的情况下,,擅自离开座擅自离开座
位。位。

往往在不合适的场合过多往往在不合适的场合过多
地跑来跑去或爬上爬下。地跑来跑去或爬上爬下。

往往不能安静地参加游戏往往不能安静地参加游戏
或课余活动。或课余活动。

往往似乎是在被什么东西往往似乎是在被什么东西
驱动下而行动的。驱动下而行动的。

往往说话过多。往往说话过多。

往往在他人的问题尚未问往往在他人的问题尚未问
完的时候完的时候,,在旁冷不防地插在旁冷不防地插
嘴回答。嘴回答。

往往难于按次序等待。往往难于按次序等待。

经常妨碍或扰乱他人。经常妨碍或扰乱他人。



诊断标准诊断标准 必要条件必要条件

与发育水平不相适应与发育水平不相适应

持续６个月以上持续６个月以上

至少在２个场合以上表现出有该症状至少在２个场合以上表现出有该症状

妨碍日常生活妨碍日常生活

在在77岁前发现症状岁前发现症状

没有重度精神迟缓、广泛性发育障碍、精神疾患没有重度精神迟缓、广泛性发育障碍、精神疾患

以注意缺陷为主型、混合型、以多动为主型以注意缺陷为主型、混合型、以多动为主型



频率频率

瑞典 1982年 6〜7岁 2％
美国 1985年 9岁 14％

中国 1985年 7〜14岁 5.8％

波多黎各 1988年 4〜16岁 9.5％

加拿大 1989年 4〜16岁 6.3％

英国 1991年 6〜7岁 17％

日本 2003年 6～12岁 3.0％



临床特征临床特征

男女比例男女比例＝４＝４〜〜７：１７：１

青春期减轻青春期减轻

至成人期结束病症至成人期结束病症 ４．４４．４％？％？

没有民族之间的差异没有民族之间的差异？？

并存症状较多并存症状较多 抽搐、学习障碍、强迫性障碍抽搐、学习障碍、强迫性障碍

向反抗性挑战障碍、行为障碍转移向反抗性挑战障碍、行为障碍转移？？



原因原因・・遗传遗传

家族内的聚积性家族内的聚积性

兄弟兄弟：２５～３５％：２５～３５％

母亲母亲：１５：１５ ～～ ２０％２０％

父亲父亲：２５：２５ ～～ ３０％３０％

孪生双胞胎孪生双胞胎：５５：５５ ～～ ９２％９２％

父母均为父母均为ADHD:ADHD:２０２０ ～～ ５４％５４％的孩子的孩子



合并障碍合并障碍

反抗性挑战障碍反抗性挑战障碍：： ４０４０ ～～ ６７％６７％

行为障碍行为障碍：： ２０２０ ～～ ５６％５６％

忧郁症忧郁症：： ００ ～～ ４５％４５％

TouretteTourette综合症综合症

孤独症孤独症

学习障碍学习障碍：２４：２４ ～～ ７０％７０％

语言障碍语言障碍：１０：１０ ～～ ５４％（５４％（表情性表情性））

事故事故：１．５～４：１．５～４倍倍



脑图像脑图像

前部胼胝体截面面积减少前部胼胝体截面面积减少 JN JN GieddGiedd 19941994
PremotorPremotor cortex,superior prefrontal cortexcortex,superior prefrontal cortex的葡的葡
萄糖代谢减少萄糖代谢减少

AJ AJ ZemetkinZemetkin 19901990
Right head of caudate nucleus Right head of caudate nucleus 的体积减少的体积减少

FX FX CastellanosCastellanos 19961996



摘自摘自ADHDADHD治疗指导方针治疗指导方针
（（儿童疾病临床研究项目儿童疾病临床研究项目：：宫岛宫岛 祐祐、、20062006））

服用方法服用方法

初次服用初次服用 早晨早晨11次次
服用量服用量 ５ｍｇ５ｍｇ（６～１０（６～１０岁岁））

１０ｍｇ（１０ｍｇ（1111岁以上岁以上））

服用时间服用时间 ７７天至天至1414天天

增加药量增加药量 1010岁以下岁以下2.52.5ｍｇｍｇ// 次次
1111岁以上岁以上 55ｍｇｍｇ// 次次

连续服用量连续服用量

0.30.3ｍｇ～ｍｇ～1.01.0ｍｇｍｇ/kg//kg/天天
高高6060ｍｇｍｇ

服用次数服用次数

初次服用初次服用：：早晨一次早晨一次

其后其后

下午病情较稳定时下午病情较稳定时

→→持续早晨服用一次持续早晨服用一次

下午病情不稳定时下午病情不稳定时

→→早晨、中午各服用一次早晨、中午各服用一次

服用两次也不稳定时服用两次也不稳定时

→→每次间隔每次间隔3 3 ～～44小时，服用小时，服用
33次次



药物疗法的效果药物疗法的效果

利他林可使利他林可使９９０％０％的多动、注意缺陷症状得的多动、注意缺陷症状得
到缓解到缓解（（石崎石崎））。。

只进行药物疗法、药物疗法只进行药物疗法、药物疗法＋＋行为疗法、行为疗法、
只进行行为疗法的效果比较只进行行为疗法的效果比较::只有行为疗法只有行为疗法

则效果不充分、只有药物疗法和药物疗法则效果不充分、只有药物疗法和药物疗法
＋＋行为疗法之间也无很大差异。行为疗法之间也无很大差异。

有关长期预后的研究甚少。有关长期预后的研究甚少。

能够减少行为障碍仍是个未知数。能够减少行为障碍仍是个未知数。



非药物疗法非药物疗法

环境变化环境变化：：教室、教材、教授法教室、教材、教授法

Parent Management TrainingParent Management Training
行为疗法行为疗法

代币管制法代币管制法

Time outTime out（（inin））



学习障碍学习障碍



学习障碍学习障碍（（LDLD））的定义的定义

学习障碍指基本上没有从整体上来说的智学习障碍指基本上没有从整体上来说的智
力发育滞后现象力发育滞后现象,,但在听、说、读、写、计但在听、说、读、写、计

算或推理能力中表现出对特定事物的掌握算或推理能力中表现出对特定事物的掌握
和使用呈显著困难的各种状态和使用呈显著困难的各种状态（（日本文部省日本文部省
19991999））。。



学习障碍的症状学习障碍的症状

说话的问题说话的问题：：说话没有系统条理。说话没有系统条理。

听话的问题听话的问题：：对所说的话不理解对所说的话不理解。。

阅读的问题阅读的问题：：不会音读不会音读,,理解文意困难理解文意困难。。

书写的问题书写的问题::不会写字不会写字,,不会写文章。不会写文章。

计算的问题计算的问题：：计算困难计算困难

推理的问题推理的问题：：不会答算数理解题不会答算数理解题



学习障碍的频率学习障碍的频率

英语圈英语圈：５～１０％：５～１０％,,较多。较多。

接续词与读音未必一致。接续词与读音未必一致。

日本日本：２～３％：２～３％ ？？

中国中国：？：？

定义比较混乱定义比较混乱,,没有做过明确的调查。没有做过明确的调查。



广泛性发育障碍广泛性发育障碍
特别是特别是AspergerAsperger综合症与高功能综合症与高功能

孤独症孤独症



PDDPDD（（广泛性发育障碍广泛性发育障碍））

孤独症

Asperger综合症 Rett综合症



孤独症孤独症（（Autism)Autism)

19431943年年KanneKannerr首次发表了报告首次发表了报告

语言迟滞、对人相互作用障碍、象征性、想语言迟滞、对人相互作用障碍、象征性、想
象性游戏、男孩多见、象性游戏、男孩多见、33岁前发生症状岁前发生症状

感觉过敏、刻板运动感觉过敏、刻板运动

８０％８０％以上与精神迟滞合并以上与精神迟滞合并

１５％１５％为癫痫、脑波异常为癫痫、脑波异常



孤独障碍的诊断标准孤独障碍的诊断标准（（DSMDSM--ⅣⅣ））

１１..以下项目之中以下项目之中,,至少在至少在22项以上的交际性相互作用项以上的交际性相互作用
((或对人相互作用或对人相互作用))中表现出质的障碍。中表现出质的障碍。

眼睛与眼睛互相对视、脸部表情、躯体姿势、感眼睛与眼睛互相对视、脸部表情、躯体姿势、感
情表达等领会、理解方面的非语言性行为极为困情表达等领会、理解方面的非语言性行为极为困
难。难。

不能建立与发育水平相似的友人、伙伴的关系。不能建立与发育水平相似的友人、伙伴的关系。

不能自发地与他人共享喜悦、乐趣、成果。不能自发地与他人共享喜悦、乐趣、成果。

缺乏社交或感情方面的相互关系。缺乏社交或感情方面的相互关系。



孤独障碍的诊断标准孤独障碍的诊断标准（（DSMDSM--ⅣⅣ））

２２..以下项目中以下项目中,,至少有至少有11项在语言传达上存在着质的项在语言传达上存在着质的
障碍。障碍。
a.a.口语发育延迟或欠缺口语发育延迟或欠缺((不伴有以其他诸如手势、不伴有以其他诸如手势、
身姿、模仿等语言传达的方式来代替或补偿的努身姿、模仿等语言传达的方式来代替或补偿的努
力力))。。
b. b. 有足够会话能力者有足够会话能力者,,但在与他人开始并继续会话但在与他人开始并继续会话
的能力方面有显著的障碍。的能力方面有显著的障碍。
c. c. 刻板地重复使用一些语言或使用独特的语言。刻板地重复使用一些语言或使用独特的语言。
d. d. 缺乏相应于发育水平、富于变化的自发性捉迷缺乏相应于发育水平、富于变化的自发性捉迷
藏游戏或伴随社交性的模仿游戏活动。藏游戏或伴随社交性的模仿游戏活动。



孤独障碍的诊断标准孤独障碍的诊断标准（（DSMDSM--ⅣⅣ））

3.3. 重复刻板的限定性行为、兴趣及活动的形态、至重复刻板的限定性行为、兴趣及活动的形态、至
少表现为以下之一个项目少表现为以下之一个项目：：

a.a.热衷于刻板有限的热衷于刻板有限的11个或几个兴趣个或几个兴趣,,而且其程度而且其程度

或对象却异乎寻常。或对象却异乎寻常。
b.b.明显地固执于特定的、非功能性的习惯、仪式。明显地固执于特定的、非功能性的习惯、仪式。
c.c.刻板重复的装模作样的行为。刻板重复的装模作样的行为。
d.d.持续性热衷于物体的一部分。持续性热衷于物体的一部分。



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孤独症障碍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孤独症障碍



孤独症光谱孤独症光谱

孤独症 高功能孤独症 Asperger

Low high
一般智能

hypolexia hyperlexia
使用语言



AspergerAsperger综合症综合症

Ａ．Ａ．以下项目中以下项目中,,至少有至少有22项表示出交际性相互作用项表示出交际性相互作用
（（oror对人相互作用对人相互作用））方面的质的障碍。方面的质的障碍。

眼睛与眼睛互相对视、脸部表情、躯体姿势、感眼睛与眼睛互相对视、脸部表情、躯体姿势、感
情表达等领会、理解方面的非语言性行为极为困情表达等领会、理解方面的非语言性行为极为困
难。难。

难以建立朋友、伙伴的关系。难以建立朋友、伙伴的关系。

不能自发地要求与他人共享喜悦、兴趣爱好、成不能自发地要求与他人共享喜悦、兴趣爱好、成
果。果。

缺乏对人或情绪性的相互性。缺乏对人或情绪性的相互性。



AspergerAsperger综合症综合症

Ｂ．Ｂ．重复老一套有限的行为、兴趣、活动的形式。表现为重复老一套有限的行为、兴趣、活动的形式。表现为
至少下列至少下列11项项::
仅热衷于仅热衷于11个或数个有限的兴趣个或数个有限的兴趣,,而且其程度与对象异乎寻而且其程度与对象异乎寻
常。常。
似乎很固执于特定的、非功能性的习惯、仪式。似乎很固执于特定的、非功能性的习惯、仪式。

有重复老一套的反复性行为的习癖有重复老一套的反复性行为的习癖((如如::挥动、扭转手或手挥动、扭转手或手
指、或复杂的全身动作指、或复杂的全身动作))。。
对事物或物体的一部分有过分的兴趣。对事物或物体的一部分有过分的兴趣。
Ｃ．Ｃ．这种障碍在社会生活、职业生活、或其他重要的领域这种障碍在社会生活、职业生活、或其他重要的领域
中会引起临床性的显著障碍。中会引起临床性的显著障碍。
Ｄ、Ｄ、关于语言方面关于语言方面,,未见临床性显著的迟滞未见临床性显著的迟滞((例如例如:2:2岁之前岁之前
使用单词使用单词,3,3岁之前使用文句进行意思的沟通岁之前使用文句进行意思的沟通))。。



AspergerAsperger综合症儿童生活的难处综合症儿童生活的难处

不善于同样地认识人的视线、表情、脸色。不善于同样地认识人的视线、表情、脸色。

难以理解身势、手势。难以理解身势、手势。

不能与人保持距离。不能与人保持距离。

不懂语言中的比喻、暗喻、反义、社会性虚言。不懂语言中的比喻、暗喻、反义、社会性虚言。

感觉过敏、不能进行选择性的注意。感觉过敏、不能进行选择性的注意。

记忆的闪现记忆的闪现

不能顺应、躲避新的环境。不能顺应、躲避新的环境。

对特定的事物抱有强烈的情趣。对特定的事物抱有强烈的情趣。



Asperger综合症自闭症

阅读障碍

日本LD学会第六届大会资料 企划研讨会１探讨「LD和自

闭性障碍」的概念的混乱

“LD和邻近概念的相关图”



保育的专门性要求保育的专门性要求
超广义超广义““保育学保育学””

儿童科学

发达心理学
儿童神经学

护理学

脑科学

教育心理学 传媒学

环境
工程学

机器人
工程学

营养学

城市工程学音乐社会心理学
发达神经学

障碍学 体育学

儿童文化
玩具

小人儿书

情报
工程学

育儿
工程学

治疗学

经营学

哲学・逻辑学

生态学



儿童科学的输入与输出儿童科学的输入与输出

儿童科学

发达心理学

儿童科学

教育心理学

脑科学

等等

障害儿保育

保育环境

小人儿书
玩具学

健康饮食

Etc.

「儿童科学」 「儿童护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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