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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性协调障碍 (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
DCD)是一种以动作协调性缺陷为主要特征，且伴随动作学

习困难的神经发育性障碍，往往与其他障碍共同发生，如注

意缺陷多动障碍和特异性语言障碍[1]。国内外流行病学的调

查结果显示，5-11岁儿童该障碍的发病率约为 5%-12%，且

男性要高于女性[2-4]。发育性协调障碍不仅会影响儿童的运

动能力，还容易引发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使其心理健康和

社会适应受损，进而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5，6]。相对于智力

缺陷，运动技能的发展缺陷容易被社会和家庭所忽视，如不

能及早诊断和干预, 将会对DCD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

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对该障碍的重视。

随着对发育性协调障碍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将关注点由

外在运动行为缺陷转向内在认知过程。许多研究表明，该障

碍不仅与运动控制的潜在困难有关，还会影响儿童的认知发

展 [7-9]。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相比正常儿童，DCD儿童在运

动-认知同时性任务中的运动表现会更多地受到认知任务影

响；他们不仅在运动想象和空间认知等基础认知能力上存在

损伤，而且在执行功能这一高级认知能力上也存在缺陷；而

执行功能缺陷又可能会使数学认知困难状况进一步加剧[10-13]。

目前，对DCD儿童运动缺陷与认知之间的关系、执行功能缺

陷以及数学认知缺陷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因此，本

文将对这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力图揭示发育性协调障碍儿童

的认知特点，为后续研究和临床干预提供参考。

1 运动缺陷与认知的密切联系

1.1 运动-认知同时性加工
DCD儿童的早期研究大都基于外在运动行为，忽视了外

在运动行为和内在认知过程的联系。随着研究的推进，研究

者发现发育性协调障碍儿童的运动缺陷与认知之间关系密

切 [7，8]。姿势控制理论认为个体在保持身体平衡的同时，还可

以支持额外的任务,例如在保持某一姿势的同时，进行读书

等认知活动[14]。基于该理论，有学者用姿势-认知同时性任

务探索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验中姿势控制任务要求儿童身

体保持平衡，认知任务要求其对看到的简单物体命名，通过

测量压力中心来衡量姿势摆动特征。结果发现，即使DCD
儿童已经具备了对物体命名的能力，在进行同时性认知任务

时，DCD儿童比正常儿童的姿势摆动幅度更大 [14]。后续研究

将命名任务调整为更复杂的记忆任务，同时将任务难度对姿

势控制的影响也考虑在内，结果表明，无论是简单还是困难

的记忆任务，其对DCD儿童姿势控制的影响都要大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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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15]。以上研究说明，认知过程和姿势保持与恢复紧密相

关，姿势控制过程需要认知的参与，但DCD儿童由于姿势控

制缺陷，会占用更多的注意资源，因而更容易受到认知任务

的影响。

与姿势控制不同，自动化运动一般被认为不会占用注意

资源，从而为完成认知任务留下足够的资源空间，但研究发

现DCD儿童在这类同时性任务中的运动表现仍不如正常儿

童[16-18]。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了自动化缺陷假说，认为DCD儿

童存在自动化运动能力缺陷，所以会占用一定的注意资源，

使运动加工与认知加工在注意资源上竞争 [19]。例如，Schott
等人研究了不同负荷的同时性认知任务对7-10岁DCD儿童

和正常儿童走路这一自动化运动的影响。结果发现，相较于

正常儿童，无论是简单还是较难的认知任务，其对DCD儿童

行走速度的影响都更大，但DCD儿童在不同难度的认知任

务上的表现却没有差异[20]。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在进行走路

和同时性认知任务时，正常儿童可能会优先关注认知任务，

但DCD儿童由于自动化系统被破坏，总是会优先关注自动

化运动，因此受认知任务难度的影响不大。

对于上述两方面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DCD儿童在姿

势控制实验中，同时性认知任务越困难，其运动表现越差，但

自动化运动表现却不受认知任务难度的影响[15，20]。因此，未

来研究可以比较同时性认知任务对DCD儿童自动化运动和

非自动化运动的不同影响，推进研究的深入。

1.2 运动控制与空间认知
1.2.1 闭环控制障碍中的空间认知缺陷 近年来，更多研究

者倾向于基于认知定位考虑DCD的发病机制，认为DCD儿

童的空间认知障碍可能会导致运动控制某些环节上的缺陷，

如闭环控制障碍。闭环运动是指中枢系统将运动计划输送

到效应器，并由效应器形成的反馈信息发送到控制中枢，形

成的一个相对闭合的运动过程。在此过程中会由于闭环运

动中的反馈信息不足而导致出现闭环控制障碍[21]。目前对

闭环控制障碍的发病机制仍存在争议，其中感觉-运动障碍

学说认为，视空间的感觉信息反馈在闭环控制运动中起着主

导作用，DCD儿童由于视空间缺陷导致视空间信息反馈不

足，进而引发闭环控制障碍。而这种视空间缺陷可能是由于

DCD儿童存在视空间注意缺陷，无法抑制视空间中无关信息

的干扰，导致处理视空间信息能力下降[22]。花静等人的研究

发现了DCD儿童由于视空间反馈信息不足，导致时间视敏

度较弱，闪光融合频率偏低[13]。但内化机制障碍学说认为，

在执行闭环控制策略时，除了受感知觉障碍影响，还必须经

过内化过程，DCD儿童由于内化能力缺陷，因而在将视觉和

本体觉等反馈信息转换为表象并传输到效应器的这一环节

上存在障碍[21]。有研究发现，DCD儿童在镜画仪测试中，直

视条件下的错误数和反应时间都比正常儿童表现差，但在镜

视条件下，DCD儿童受颠倒的影像干扰程度小[13]。说明该类

儿童内化能力低，不易受到扭曲视觉信息的影响，同时由于

不能接收到精确的反馈信息，进而引发闭环控制障碍[21]。

以上结果表明，DCD儿童的闭环控制障碍可能是视空间

注意缺陷以及内化能力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目前关于

运动控制缺陷的理论仍存在一定的争议，因此未来研究可以

借助神经电生理和影像学手段对DCD儿童运动控制缺陷的

发生机制作进一步的探讨。

1.2.2 时空重合点的认知缺陷 关于DCD儿童空间认知缺

陷的早期研究集中在对静态目标的距离估计，只涉及到视空

间注意缺陷。研究结果表明，正常儿童可以精确估计外界物

体与自身的距离，但DCD儿童却很难做到，内部模型缺陷假

说认为DCD儿童缺乏对目标物体的距离进行正确心理表征

的能力[23]。现实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后来研究者将时间

维度考虑在内，发现DCD儿童在时间和空间整合上也存在

缺陷[24，25]。比如，DCD儿童在玩棒球等球类运动中的表现不

如正常儿童，其关键在于他们在心理表征时能否将球拍这一

外在工具作为身体的感知元素。Priscila Cacola等人研究了

DCD儿童和正常儿童在使用不同长度的工具时，对移动小球

的拦截点判断的准确性，即让被试预测他们自己的胳膊或工

具正好碰到小球时的截点[24]。结果发现，DCD儿童对拦截点

的判断时间比正常儿童长很多，且工具越长准确率越低，说

明他们在需要时间和空间整合的动作上表现出了明显的错

误趋势。可能的原因是他们需要用额外的时间对视觉信息

做出计划和反应，以此来弥补空间认知的不足，导致在时空

重合任务中所需的时间更长。因此，DCD儿童时空重合点的

认知缺陷是空间认知、时间认知和运动三方面不足而导致的

综合性缺陷，同时各方面缺陷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DCD儿童时空重合点的认知缺陷研究虽然有一定的进

展，但选取的都是实验条件下的任务，并没有考察现实世界

中具体情境下的真实运动情况。因此，后续研究可以采用具

有变化性的真实任务，进一步探索静态和动态环境下不同缺

陷导致综合缺陷产生的机制。

1.3 运动想象（motor imagery, MI）缺陷
运动想象是指在没有执行运动时，个体对特定动作进行

的想象[11]。研究发现，当个体在进行运动想象时，大脑中与

实际运动相关的皮层区域如前运动皮层和小脑顶叶等结构

一直被激活，因此运动想象实际上是现实运动执行过程的一

个内部显现[26，27]。根据内部模型缺陷假说，DCD儿童在利用

运动想象等运动控制能力的内部模型上存在缺陷[28]。例如，

William在研究中采用手部心理旋转范式，让被试利用运动

想象快速判断屏幕上是左手还是右手，记录他们的准确率和

反应时，结果发现DCD儿童和正常儿童的反应速度一样，但

准确率低[29]。后来研究者发现DCD儿童运动障碍越明显，其

运动想象的损伤程度也就越大[29]。不同程度的DCD儿童都

可以在简单的心理转换任务中使用运动想象策略，但在困难

任务中，DCD儿童就表现出运动想象的利用缺陷，说明任务

难度是影响DCD儿童运动想象缺陷显现的因素之一[30]。

发育延迟假说认为，虽然DCD儿童的运动想象存在一

定的损伤，但是这种运动想象缺陷是由于发育迟缓引起的，

运动想象缺陷只在较低年龄的儿童身上表现明显，随着年龄

的增长，DCD儿童的运动想象水平会逐渐提升[31]。一个纵向

研究支持了该假说。其中，Adams等人采用手部心理旋转范

式，测量了两年内不同时间段的DCD儿童和正常儿童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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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和准确率，发现DCD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反应速度

变快，这表明患有DCD的儿童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他

们的运动想象水平[32]。以往研究大都将准确性作为衡量运

动想象的指标，近年来，研究者引入了灵活性这一指标。运

动想象的时间比实际运动的时间短，即内部的心理过程快于

实际动作过程，则代表具有较高的灵活性[33]。Fuchs和Prisci⁃
la采用问卷的方法，比较DCD儿童和正常儿童运动想象的灵

活性，结果发现DCD儿童和正常儿童在运动想象灵活性上

没有差异，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运动想象水平会逐渐达到正

常儿童的水平，这也支持了发育迟缓假说[33]。

此外，运动想象障碍还可能会使DCD儿童无法形成运

动计划，即无法将脑中已有的经验整合成计划发送到效应

器，从而导致在反馈信息缺失的开环运动中形成开环控制障

碍[21]。这提示我们，DCD儿童的各种认知缺陷之间可能存在

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另外，运动想象作为一种内部的心

理过程，其衡量指标虽然涉及到了灵活性，但关于灵活性方

面的测量方法和研究还有待深入。

2 执行功能缺陷

2.1 “冷”执行功能的缺陷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 EFs）是一种有意识地控制

及调节思想、情感和行为的高级认知能力，有研究者将其分

为“热”执行功能和“冷”执行功能。“冷”执行功能是情绪中立

的认知能力，主要包含工作记忆、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三

种成分[34]。以往研究显示，DCD儿童存在信息储存缺陷、视

空间信息处理缺陷，这些缺陷影响了他们在阅读、数学等方

面的学习，进而导致学业落后[9，10]。从“冷”执行功能的整体

来看，DCD儿童的执行功能缺陷与前额叶皮层发育异常有一

定关系；从DCD儿童“冷”执行功能各成分的研究来看，大部

分集中在工作记忆成分上，并发现DCD儿童的工作记忆水

平比正常儿童低，其中视空间记忆损伤更明显 [25，35]。例如，

Alloway比较了DCD儿童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言语工

作记忆和视空间工作记忆,结果表明，DCD儿童在各个方面

的得分都比较低，在视空间工作记忆任务中表现更差[10]。此

外，研究者还对工作记忆损伤的具体阶段做了深入研究，实

验中采用 n-back范式呈现空间位置不同的几何图片,考察

DCD儿童的诱发事件相关电位，结果发现他们在视觉加工早

期阶段投入的心理资源较少，在记忆保持阶段存在缺陷 [9]。

关于执行功能其他成分的研究发现，无论是成年还是儿童患

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损伤，但由于

对这两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少，因此并没有得到确切统一的研

究结果[36]。

以上研究说明，DCD儿童在“冷”执行功能的不同成分上

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损伤，未来研究可以对工作记忆损伤发生

的具体阶段做详细划分与探讨，从而更好地进行干预工作。

此外，在探讨“冷”执行功能的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成分时

如能采用较为统一的研究范式和实验设计，将有助提高研究

结果的一致性。

2.2 “热”执行功能的缺陷
“热”执行功能一般在具有高度情绪卷入的社会环境中

被激活，通常由带有外部奖励的任务来衡量，如延迟满足任

务[34]。近些年，研究者通过奖励和损失任务模拟现实生活中

的决策,以此探究DCD儿童“热”执行功能的表现[37]。在面对

奖惩时，DCD儿童十分渴望获得即时奖励并避免失去。例

如，Rahimi等人采用由爱荷华赌博任务改编的“饥饿的毛驴”

任务，让被试在四个收益和损失不同的选项中，帮助毛驴选

择尽可能多的苹果，结果发现DCD儿童的最后得分要比正

常儿童低，他们更容易选择高即时奖励，其反应速度也快于

低即时奖励[34]。此外，由于缺乏反馈整合能力，他们很难从

以前不利的决策中进行学习，因而容易做出不利选择。

DCD儿童“热”执行功能缺陷不仅会影响现实中的风险

利益决策，还会导致情感调节系统减弱，使他们在生活中产

生一系列情绪问题。比如，在一项实验中观察了DCD儿童

和正常儿童在“go/no-go”任务中抑制中性刺激和情绪刺激时

的表现，结果发现DCD组在 no-go任务中，当刺激是快乐表

情时错误率显著升高[38]。研究者进一步探究了更加明显的

积极刺激对DCD儿童的影响，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DCD
儿童只对积极刺激的抑制能力明显降低。说明DCD儿童对

积极情绪具有明显的偏好，而这种特殊行为的背后可能涉及

抑制控制和情绪处理系统的整合，由于整合系统受到破坏，

进而影响了情感决策[39]。此后，研究者还深入探讨了DCD儿

童对消极情绪的反应是否受抑制控制能力的影响，例如，在

Rahimi的研究中发现DCD儿童在 go任务中对悲伤刺激的用

时更长，面对悲伤等消极情绪会本能性回避，但在 go任务中

却需要调动抑制控制能力对消极刺激作出接近反应，说明

DCD儿童对消极情绪的控制能力和排除情绪干扰的能力较

差，因此他们很难做出和情绪意义不一致的行为反应[37]。

上述研究表明，DCD儿童在情绪抑制上确实存在缺陷，

尤其是对积极情绪和奖赏刺激的抑制控制能力更差。但由

于对DCD儿童“热”执行功能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并且大

都基于行为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机制解释，因此理

论研究亟待跟进。

3 数学认知特点

3.1 符号与非符号数量加工
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在43名患有DCD的儿童中，88%的

儿童数学成绩不佳[40]。目前很多研究者认为DCD儿童的数

学学习困难和数字核心系统有关，而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近似数量系统（approximate number system, ANS），即在不

依赖计算的情况下，对数量进行近似表征的系统[41]。通过了

解DCD儿童的近似数量表征的特点将有助于解释他们在高

级数学加工上存在缺陷的原因。例如，Gomez等人比较了7-
10岁DCD儿童和正常儿童在非符号数字（点集）比较任务、

符号（阿拉伯数字）比较任务和个位数加法任务上的表现，发

现DCD儿童在处理符号和非符号数字的准确性和反应速度

都比正常儿童差，而从阿拉伯数字中提取数字信息的困难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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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此外，他们在加法计算任务中速度更慢，证明DCD儿童

在符号或非符号数量处理和数字运算上都存在困难[42]。数

量近似表征的根本性缺陷导致精确数量表征的缺陷，进而引

起计算困难，因此，DCD儿童的算术和数量加工缺陷可能是

由ANS核心功能障碍引起的[42]。

在一些数学困难的儿童研究中还发现数学技能依赖于

个体抑制控制能力的发展，在面对点数量和点大小不一致的

点比较任务时，需要抑制视觉上的反应，根据点数量做出判

断[12，43]。因此仅仅依赖ANS系统中的象征性能力不能解释点

比较任务中其他因素的影响。DCD儿童的数学困难还可能

是由于抑制控制缺陷导致，未来应该设计出更具体的任务来

区分抑制控制能力和ANS系统对符号数量象征性的影响。

3.2 数字线性表征

数字线性表征即个体对数字所代表的量形成的线性表

征，通常由数字线任务测得。在接受了结构化数学语言和正

规化教育后，DCD儿童和正常儿童一样具有将数字换为线性

数轴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相对于正常儿童较低[44]。有学者

研究了 7-10岁DCD儿童的数字线性表征能力，实验中在屏

幕上呈现一个0到100的数轴，标记出中间位置50，让被试判

断每次标记位置的数字是多少，并记录被试的眼动变化[45]。

结果发现，相较于正常儿童，DCD儿童在数轴任务中的准确

性和反应速度都更差，虽然眼动追踪结果显示，DCD儿童的

眼球活动异常，并且在数轴之外有更多的跳动，但没有发现

这种眼球运动与数字估计的不精确性之间的关系。他们对

数轴上数字位置估计的准确性较低，说明存在数字大小表征

缺陷，导致对数字大小主观的不确定性。此外，由于数轴转

换涉及到空间处理，研究发现儿童的视空间能力和数字线性

表征相关，DCD儿童虽然在视空间能力上存在障碍，但这种

数字线性表征能力的不足是否是由于空间工作记忆的缺陷

导致还尚未被证实[46]。

DCD患者的视空间障碍在数字线性表征缺陷上的作用

尚未清楚，因此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其损伤机制。关于

DCD儿童的数字线性表征的研究大部分采用的是纯数字线

任务，探讨的是数字和空间之间的关系，忽视了生活中经常

使用的赋义数字，如3秒等，因此未来可以纳入时间等因素，

推动DCD儿童数学认知缺陷机制的研究深入。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发育性协调障碍儿童的认知缺陷具有鲜明的

特点：运动缺陷与认知表现之间关系密切，在运动-认知同时

性任务中，认知加工与运动加工在注意资源上更具竞争性。

DCD儿童不仅在空间认知、运动想象、执行功能、数学认知等

方面存在损伤，而且这些损伤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

虽然近些年来DCD的发病机理、认知表现以及干预方

法受到医学、心理和教育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

存在不少局限。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只有部分研究以临

床儿童为研究对象,多数研究以社区儿童为样本,且它们多以

主观报告的方法作为筛选标准，缺乏客观评判[4，5，25]。其次，

从研究思路来看，由于DCD儿童的认知损伤表现为多种形

式，不同研究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和实验范式不统一，认知特

点之间共同的损伤机制和产生的新的认知特点尚无综合研

究。最后，从干预角度来看，由于DCD复杂的发病机制以及

认知缺陷研究的不足导致尚无特效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国内

对发育性协调障碍儿童的干预研究较少，生理心理综合干预

方法有待完善。

基于以上的文献梳理和探讨，建议未来对DCD儿童的

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第一，DCD儿童认知研究的对象需要进一步细化。由于

发育性协调障碍存在很多亚型以及共病问题，如书写障碍就

是一种动作协调障碍的体现，而这些不同的动作障碍对儿童

的认知影响不同[47，48]，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定义发育性协调

障碍的亚型，排除共病障碍的干扰，深入探讨DCD特定的神

经机制和发病原因。此外，有研究表明儿童的言语能力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执行功能的发展以及各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49]，因此应该考虑我国发病者可能具有的文化特异性的发病

机制，探索不同语言背景下DCD儿童可能具有的不同临床

表现和认知特点。

第二，结合认知神经科学对DCD儿童的空间认知、运动

想象、执行功能和数学认知之间的关系开展综合性研究。已

有研究发现视空间认知会影响儿童的工作记忆，而工作记忆

和数学能力之间密切相关 [9，10，12]，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

DCD儿童的空间认知、工作记忆和数字表征损伤之间的综合

关系，利用神经成像技术区分这些不同认知能力损伤的具体

发生阶段和发生机制。从发育延迟角度来看，认为DCD儿

童的运动想象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提升，未来可以扩大年

龄群体并进行追踪研究，考察其与其他认知功能的相互作用

模式。此外，DCD儿童在运动想象的灵活性和“热”执行功能

方面的研究较少，在研究设计时可以采用较为统一的研究范

式，控制无关变量的干扰，提高研究结果的一致性。

第三，完善对DCD儿童的运动认知统合干预方案。DCD
儿童目前的治疗方法包括以过程为导向和以任务为导向两

类方法。研究发现，经过3个月以过程为导向的感觉统合训

练治疗后，借助运动感觉刺激，部分儿童的运动能力有所提

升，但相较于正常儿童仍有所差距[50]。目前对其效果仍存在

争议，因此尚需更严谨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进一步明确治疗效

果。与之相比，对DCD儿童进行以任务为导向的日常作业

训练，建立认知任务来调节行为，不仅可以提升儿童的运动

技能，还有助于提高注意力，其效果优于感觉统合训练等传

统的运动治疗方法[51]。传统运动治疗方法是根据DCD儿童

明显的运动缺陷进行练习，以达到提升运动能力的目的，但

DCD儿童不仅仅表现为纯粹的运动缺陷，还同时具有特定的

认知缺陷，因此未来干预中可以使用运动-认知同时性任务，

同时将运动任务难度、认知任务难度、认知资源的个体差异

考虑在内，完善运动认知统合方案。此外，家庭和社会要对

学龄前期和学龄早期儿童的运动发展及时关注，做到早发

现，早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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