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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简称

孤独症，又叫自闭症。2013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将其定义为社会交往和沟通困

难与重复和刻板的行为、兴趣和活动模式的器质性障碍 [1]。

与社交伙伴的共同注意行为受损是孤独症儿童的一个核心

缺陷[2]。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共同注意是孤独症早期发现、

早期干预的一个重要因素。共同注意(joint attention，JA)，又
叫联合注意、交互式注意，是指两个个体和一个物体或事件

之间的三元注意共享的过程[3]。共同注意基础行为主要包括

目光追视(gaze-following)和手指指示。Baron-Cohen通过对

先天盲童和孤独症儿童的比较试验，根据模块论(modularity
theory)发现共同注意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注视监控”，即

儿童追随他人的视线或指点去注视某一对象物，也叫反应性

共同注意(responding joint attention，RJA)；另一类是“元陈述

指向”，即儿童作为主导者去引发别人的视线接触，也叫主动

性共同注意(initiating joint attention，IJA)[4]。反应性共同注意

指婴幼儿对来自社会关注的一种回应倾向，通常指凝视，具

体可指手指指示、口语动作甚至是凝视方向。反应性共同注

意已被概念化为对面部的处理或者是模仿的一种形式[5]。主

动性共同注意指婴幼儿使用眼神和手势接触来引导他人注

意物体、事件或自己。主动性共同注意包括婴儿自发地使用

前语言、社会动机的交际行为，如三合一的眼神注视(从伴侣

看向指示物，然后又回到伴侣)、手势的使用，例如展示和指

指点点还有眼神接触、眼神变换等[6]。共同注意是早期词语

学习的关键[5]。共同注意的出现与有意交流(intentional com⁃
munication)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有意交流是婴幼儿尝试通

过理解别人以达到实现自己目标的一种结果[7]。当在语言交

流的过程中彼此的目光产生了交替，有意交流就伴随着共同

注意开始出现[7]。Feeley等人认为儿童往往在8-15个月之间

可以表现出回应别人的注意或者是主动发起注意的行为，这

一行为的产生被认为是儿童早期社会认知发展的一个里程

碑[8]。在共同注意的过程中，婴儿不仅学习到特定物体、人或

活动的名称，也开始学着理解母亲所表达的情绪，这是社会

性发展的基础[9]。共同注意能力的获得会直接影响孤独症儿

童后期社交技能的发展，同时又为学习关键技能，如语言、社

会沟通、假装游戏等心理和行为发展提供了基础[10]。

1 孤独症儿童共同注意的发展特征

在孤独症儿童研究中，共同注意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也

是他们区别于智力障碍儿童、正常发展儿童的关键指标[11]。

现在认为：正常儿童在9-12个月大的时候，共同注意发展就

有显著的进步。在1岁之后，儿童可以寻找能够分享注意的

人，并伴随目光追视来发起共同注意。而大多数孤独症儿童

在 4个月左右神经发育异常，9-10个月左右，孤独症儿童的

反应性共同注意行为仍低于正常儿童，1岁左右，他们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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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共同注意行为依旧不明显，主动性共同注意行为更是几乎

为零。直至2岁后，孤独症儿童的反应性共同注意才逐渐趋

于正常，而主动性共同注意还是存在缺陷。孤独症儿童会有

短暂的注视行为，但无法追随他人视线看向其他人或者物

体。甚至到学前期，部分孤独症儿童的反应性共同注意和主

动性共同注意还普遍存在缺陷，他们在反应性共同注意上的

表现与正常发育儿童相似，但是手指指示和主动展示行为依

旧存在缺陷。

研究发现，与正常儿童相比，孤独症儿童无论是在响应

别人的注意还是主动发起注意都存在困难，缺乏共同注意的

行为。在孤独症儿童共同注意发展中，反应性共同注意先于

主动性共同注意的发展，且反应性共同注意比主动性共同注

意更能作为后期语言发展的预测因素[12]。患有孤独症的儿

童和成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刺激偏向，孤独症儿童缺乏

内在的分享性动机，缺乏内在的分享性动机会使孤独症儿童

更多地指向要求行为而非与别人分享兴趣或是经验的交流

行为，他们往往更多地看向目标物品而非目标人物。

反应性共同注意和主动性共同注意是两种不同的技能，

并且在儿童早期发展过程中发展轨迹并不相同，主要与共同

注意的神经机制有关，也与反应性共同注意和主动性共同注

意在大脑认知系统中涉及到的不同皮层注意网络有关。共

同注意是婴幼儿期沟通与社交发展的核心要素，了解共同注

意的发展认知神经机制及其相关理论有助于探明孤独症儿

童共同注意缺损的原因。但相关理论目前没有统一，主要

有：分布式并行加工网络模型、心理理论和社会动机理论等。

1.1 分布式并行加工网络模型
分布式并行加工网络模型(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infor⁃

mation processing model，PDPM)认为并行加工过程激活了大

脑分布的神经网络。共同注意是一个涉及到自我参照、他人

注意、共同参照的事或物的信息加工过程。PDPM模型假

设：婴儿期共同注意中的互动性、自我—他人—物体之间的

平行加工受到一个分布式网络的影响，反过来共同注意的发

展也影响着该网络的发展。由于大脑的发育和社会互动的

增加，对自我—他人注意的共同加工逐渐内化为一种社会执

行功能，为内部协调性注意和社会认知发展提供基础[13]。在

婴儿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主动性共同注意与额叶皮层活动相

关；而反应性共同注意更多与顶叶、颞叶皮层加工相关 [14]。

根据 PDPM 理论，共同注意涉及大脑前部和后部皮层注意网

络[15]，前部和后部注意网络在功能和发展上的不同，证明反

应性共同注意与主动性共同注意遵循不同的神经-行为轨

迹。PDPM 理论认为由于额叶、颞顶叶的连接障碍，从而引

起了相关的社交发展障碍，如缺乏分享注意和兴趣的行为，

该理论直接将孤独症共同注意的相关症状，如眼动行为异

常，与孤独症的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密切联系在一起。

1.2 心理理论
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ToM)指个体对他人和自己心理

状态的认知，包括对他人的情绪识别和对他人想法、意图的

理解，并由此对相应行为做出的预测和解释[16]。个体在参与

社会交往过程中, 必须首先注意他人的行为, 理解他人行为

的意图, 并据此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调整。研究发现，共同注

意是心理理论出现的萌芽，是心理理论发展的基础。婴儿通

过注意他人所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对象以帮助他们理解他人

的心理状态，共同注意作为一种早期的社会认知能力, 体现

了内隐的、基础的心理理论能力[17]。在早期干预中，孤独症

儿童通过进行社会交往的假装游戏训练可以提升他们的心

理理论能力，从而最终提升社会交往能力[16]。

1.3 社会动机理论
社会动机(social motivation)是指以人的社会文化需要为

基础，在社会生活环境中通过学习和经验而产生的动机。孤

独症儿童的共同注意水平与对社会刺激的偏好相关, 共同注

意水平越高的儿童, 对社会刺激的反应越明显, 社会动机越

强。缺乏动机不仅使孤独症儿童不愿参与分享, 同时导致孤

独症儿童学习社交技能的机会减少、共同注意行为减少[18]。

社会动机还会影响反应性共同注意和主动性共同注意的干

预内容顺序与干预效果。反应性共同注意可以通过外在的

强化行为进行维持，而主动性共同注意则需要更多内在的意

志控制。早期干预中, 孤独症儿童为了获取目标物品会寻求

家长的帮助从而出现看向家长或指向这个目标物品的动作,
即为了获得非社会奖励，必须使用一些共同注意行为[19]。

2 孤独症儿童共同注意在早期发现中的特点

Mundy认为没有孤独症的其它维度比共同注意与孤独

症的早期发现联系更密切，共同注意缺损是了解孤独症早期

发现的关键因素[20]。传统的基于观察对孤独症儿童予以早

期发现，现在不少基于高科技设备的研究有了新发现。基于

波斯纳暗示范式(Posner’s cueing paradigm)的经典研究让参

与者观察呈现在显示屏幕中间的示意图像，并不断地替换相

似图像来达到目光追视的效果。经典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对

共同注意的反应上，有助于理解共同注意的认知和神经机

制，但却缺乏社会互动和生态有效性方面的相互作用。Hay⁃
ward比较了真实互动环境中和实验室环境中的目光追视，结

果表明实验室环境中的提示任务和真实世界的交互之间的

功能转换并没有可靠的关联[21]。因此，更具真实性和互动性

的虚拟设备如眼动追踪(eye tracking)、类人机器人(humanoid
robot)等成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眼动追踪可以自动进行

数据分析，并且可以准确地量化相关变量，关注注视行为的

新发展动态。而在自然实验环境中使用类人机器人与人类

进行交互，具有良好的实验控制和生态效度的优点。

2.1 反应性共同注意发现
Nystrom使用眼动追踪对孤独症儿童兄弟姐妹的反应性

共同注意进行了量化比较。在实验中实验者将两个小木偶

通过屏幕上的小洞来进行展示，先将手和胳膊藏在屏幕后

面，婴儿看不见。然后，实验者会叫婴儿的名字以引起眼神

交流。如果婴儿没有反应，实验者就会做一个滑稽的表情和

声音。在眼睛和头部都转动的情况下，实验者随后将自己的

头转向其中一个木偶，同时发出兴奋的声音。实验发现与看

到头部和眼睛同时转动相比，只看到孤立的眼球运动产生的

注视跟随会更少，且即使反应性共同注意行为一直在发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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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正常儿童相比，孤独症儿童在 3-6个月的时候就表现

出反应性共同注意行为异常[22]。用类人机器人可以充当动

态的社交“伙伴”，增加了社交存在，比虚拟现实更“自然”，可

以改变我们的环境，操纵我们周围的物体。在基于屏幕的反

应性共同注意的研究实验中，Willemse等发现了与人-人研

究类似，使用类人机器人会产生不同于屏幕刺激的结果模式。

2.2 主动性共同注意发现
Nystrom使用眼动追踪技术对孤独症儿童兄弟姐妹产生

交替注视(alternating gaze)行为进行了研究。首先，实验者需

要吸引婴儿的注意力，然后用藏在桌子下面的遥控器激活他

或她的左侧的灯。在这期间，实验者面对婴儿一动不动，并

断断续续地轻声说话，为婴儿提供了引发共同注意的机会。

如果婴儿明确地试图将实验者的注意力引导到灯光上，例如

通过指点或发声（例如说“那里”或“看”），实验者的反应是转

向灯光并评论灯光，然后试验被中断。该实验将重复 4次，

结果发现高风险婴儿与低风险婴儿相比，即使他们在基本的

主动性共同注意行为方面有所进步，但是主动性共同注意损

伤仍是持久的。且孤独症婴儿出生后第一年内主动性共同

注意行为发生的概率很低[10]。类人机器人除了可以通过编

程来响应参与者的注视外，还可以作为共同注意力的发起

者。如Wykowska等人在研究如何利用机器人人脸引发共同

注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屏幕的注视引导模式，在带

有 iCub人形机器人面部的Gaze Condition眼动追踪任务中，

发现引发共同注意的效果会更好[23]。Wiese等人在Meka ro⁃
bot中采用了注视提示范式，结果表明，Meka robot机器人使

参与者引发了注视提示效应[24]。这类新研究值得注意。

3 孤独症儿童共同注意的早期干预研究进展

研究发现，结构化、密集强化的早期干预使孤独症儿童

取得发展与进步，通过早期干预，他们的共同注意行为表现

会明显提升。研究人员设计并测试了共同注意干预训练措

施，旨在提高孤独症儿童这两种类型注意的能力。在各种被

用来训练孤独症儿童的共同注意技能的干预方法中，整体可

以被广泛地归类为行为和发展性两类，其中还有一些结合了

行为和发展的方法。

3.1 反应性共同注意干预
对孤独症儿童反应性共同注意进行干预最常见的包括

躯体提示和快速消退。研究人员发出吸引注意力的指令，要

求孤独症儿童对此作出反应，比如手指指示和转移视线。

Taylor成功运用“最少到最多(least-to-most)”的激励策略对

3-18岁的孤独症儿童反应性共同注意进行训练。在实验过

程中他让孤独症儿童跟随一名成年人的注意力指令并伴随

一些相应的提示，如用肢体语言引导儿童去看屏幕等相关的

刺激物。随着儿童反应性共同注意的逐渐增加，躯体提示也

逐渐减少[25]。视觉提示和手势提示也是目前对反应性共同

注意干预的基本方法。Jones成功地通过手指追踪训练了孤

独症儿童的反应性共同注意。在实验中，他首先让研究者对

参与者发出注意力指令，然后接着用手指去追踪参与者到研

究者最后又回到参与者之间的视觉路径。通过这个闭环路

径追踪了参与者的反应性共同注意，最后直到孤独症儿童的

反应性注意出现，手势提示才逐渐消失[22]。Isaksen也曾用手

势提示的办法干预孤独症儿童的反应性共同注意。在干预

过程中随着反应性共同注意的增加，手势提示逐渐减少直至

消失[26]。这些简单的干预措施一般通过研究人员来实施，稍

复杂的还有通过父母或同伴进行干预，如Feeley就成功地训

练父母使用回合式教学法(Discrete Trial Teaching, DTT)和关

键反应训练(Pivotal Response Treatment, PRT)来帮助孩子训

练注视转移等，以提高孩子的反应性共同注意[24]。

3.2 主动性共同注意干预
主动性共同注意行为难以提升往往与社会动机有关。

主动性共同注意干预基本和简单的策略有激励和强化，如身

体、语言、手势激励和成人模仿。Naoi 在研究中首先是给予

偏爱刺激作为参与刺激，然后为参与者建立了一个正确的主

动性共同注意模型，当参与刺激出现的时候，研究者就在参

与刺激和参与者之间交替他们的注视，形成注视转移[27]。同

样 Taylor在“最少到最多(least-to-most)”的激励策略中结合

身体和手势指示，并提供声音指示增加了孤独症儿童的主动

性共同注意。在研究中，如果参与者在看向目标物5秒后仍

无主动性共同注意反应，参与者就会被指导着去指向参与刺

激，此时会有“看！”的声音提示提供[25]。稍微复杂的干预措

施还有脚本编制、父母干预、同伴领导等。Hwang使用了一

个干预方案，包括对儿童行为的偶然模仿、自然发生的强化、

预期的外观和具体的环境安排，以提高儿童在孤独症游戏中

的反应能力。干预方案导致了孤独症儿童反应性共同注意

的增加，但是泛化程度却不高[28]，究竟哪一种社会动机更能

提升主动性共同注意行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4 展 望

早期关注婴幼儿共同注意的发展十分重要，获得注意力

是进行社会交往及后期语言能力发展的第一步，共同注意力

已经被视为目前孤独症早期诊断评估方法之一。共同注意

缺陷尤其是反应性共同注意和主动性共同注意的不同发展

是早期筛查孤独症的关键指标。反应性共同注意的干预往

往比主动性共同注意的干预更有效果，从现有研究来看，更

具生态效度的实验环境有利于共同注意行为的提高，同时有

必要对反应性共同注意和主动性共同注意进一步深入研究，

寻找更有效的社会动机，为改善孤独症儿童的社交障碍提供

有效途径。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有：

第一，类人机器人的应用可以使实验环境更自然、更生

态。传统的基于控制屏幕的刺激来解决共同注意机制的经

典方法主要是集中研究孤独症儿童的反应性共同注意，而且

实验环境缺乏真实性和自然性。而使用类人机器人是一种

特别有前途的针对共同注意机制的方法。它能够在自然实

验环境中使用类人机器人与人类进行交互，有利于实验控制

和减少实验误差。此外在临床应用中，它也会为诊断和治疗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提供新的技术。

第二，发展与行为方法互相结合的干预。反应性共同注

意行为可以依靠强化等方式得以维持，但主动性共同注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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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难以提升，且主动性共同注意受损时间持续的更长。因

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对反应性共同注意和主动性共同注意

进行针对性的干预，如可将回合式教学法和关键反应训练相

结合进行干预。目前，对于究竟哪一种方式能够更好的对两

种类型的共同注意更有针对性的训练还不明确，寻求更多范

式更深入地干预是未来研究的趋势之一。

第三，社会动机的激发。确定哪一种类型的社会动机能

更有效地训练孤独症儿童的反应性共同注意和主动性共同

注意是目前研究的一个趋势。在用社会互动去增强孤独症

儿童共同注意行为时，身体互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因此，在明确共同注意的行为是可以达到协调共同注意

的时候，应更多着眼于确定哪种类型的社会注意(如社会评

论、身体注意、眼神接触等)更有可能成为共同注意发展的有

效预测因素。

孤独症儿童的早期发现与干预，决定了孤独症的预后。

从目前研究进展来看，通过高科技技术与多范式多途径的早

期发展与干预技术研究，有很多新发现新成果出现，进一步

深入研究，必然会在孤独症早发现、早有效干预出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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