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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儿童孤独症病因的心理学解释中，心

理理论缺陷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心理理论缺损

为孤独症的主要临床特征提供了统一的解释[1]。信

念理解是心理理论的主要成分之一，而孤独症儿童

往往难以认识到他人的信念或者基于对信念的理解

来推测他人的行为。

大量研究表明，孤独症儿童的信念理解能力显

著低于正常儿童或其他发展障碍的儿童。依据实验

任务的不同，孤独症儿童在信念理解任务上的通过

率在20%-60%之间。不过，在以往有关孤独症儿童

信念理解的研究中使用的实验任务，往往难度高，且

受言语能力的制约，难以探明孤独症儿童信念理解

的实际水平和具体特点。因此，研究者逐渐采用按

难度排列的成套信念任务，试图更系统地探讨孤独

症儿童的信念理解能力的发展特点[2，3]。

以往关于孤独症儿童信念理解的研究多集中于

考察信念理解与言语、执行功能等其它心理功能的

关系，而较少做全面、系统的发展性研究。有研究表

明孤独症儿童的信念理解发展遵循一定的趋势。

Sparrevohn和Howie认为孤独症儿童首先发展的是

最简单的心理理论成分推测的信念，随后依次是非

自己的信念，明显的错误信念，一级错误信念，二级

错误信念 [4]。其他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 [5]。

Riggs等人认为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对 3岁儿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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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具有同样的难度 [6]；而大多研究支持儿童先理解

真实信念，后理解错误信念的发展模式，且在理解信

念以前儿童已经能够掌握信念推理的基本规则 [7]。

但对于孤独症儿童这个群体，其真实信念和错误信

念是否也遵循这样的发展模式，还有待进一步探

讨。本研究综合国内外关于孤独症儿童心理理论及

信念理解研究的多种实验任务，整理出一个较为系

统的大致依难度排列的信念理解成套任务，包括推

测的信念任务、外表真实任务、信念的多样性任务、

冲突真实信念任务、明显的错误信念任务以及意外

地点任务六项，试图以此系统探讨孤独症儿童信念

理解能力的发展水平及发展特点。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的孤独症被试来自湖南长沙市及岳阳市

的孤独症儿童训练机构和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儿童

精神卫生门诊，共计 54例。其中 50名男孩，4名女

孩，平均年龄61.28±14.82月。孤独症患儿均由儿童

精神病学教授做出临床诊断。正常组为来自两家正

规幼儿园的与孤独症儿童年龄相当的正常儿童 59
名，平均年龄60.76±10.25月。

孤独症组和正常组的年龄差异不显著（t=
0.213，P>0.05）。智商测量方面，由于有25名孤独症

被试在中国-韦氏幼儿智力测验的积木图案分测验

上得分为 0，所以本文得到的简式智商不能代表孤

独症组的智商。所以本研究不计算两组的智商，而

是通过图片词汇的得分来控制两组被试的言语理解

能力。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图片

词汇测验上的得分具有显著差异（t=-2.100，P<
0.05），说明两组被试的言语理解能力有差异，需要

在后续的统计中加以控制。

1.2 方法

1.2.1 中国-韦氏幼儿智力测验（Chinese Wechsler
Young Children Scale of Intelligence，C- WYCSI）
由于被试的年龄较小，且语言能力较差，选取韦氏幼

儿智力测验[8]中的图片词汇分测验和积木图案分测

验进行测试，这两个分测验构成一个简式组合。

1.2.2 信念理解任务 本研究从现有相关研究中

选用 6个难度递增的信念理解任务，这些任务都需

要被试理解故事主人公的信念并根据信念预测主人

公的行为。6项任务依次为：①推测的信念（inferred
belief task）：根据Sparrevohn和Howie 1995年对孤独

症儿童的心理理论研究任务[4]改编而成。目的是测

量最简单的心理理论成分，告诉被试故事主人公看

到了他/她要找的东西在某个地方而不在另一个地

方，要求被试判断故事主人公会去哪里找他/她的东

西。②外表真实任务 (appearance- reality task)：由
Flavell和Green等人的外表真实任务[9]改编而成，是

获得错误信念的前提，主要考察儿童对知觉信息输

入的理解深度，使儿童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更深

入全面地认识事物。③信念的多样性（diverse be⁃
liefs task）：根据 Sparrevohn和Howie的研究任务[4]改

编而成。本任务中，被试和主人公有着相互冲突的

信念，但是被试不知道谁的信念是真的或是假的，因

此这里没有体现错误信念的成分。考察对信念推理

基本规则的理解。④冲突真实信念任务：根据国内

研究者张婷、李红等人对 3-6岁正常儿童信念理解

能力的发展研究中的冲突真实任务[7]改编而成。本

任务是由区分信念任务和视觉观点采择任务设计而

成，以考察儿童对真实信念的理解。⑤明显的错误

信念任务(explicit false belief task)：改编自Sparrevohn
和Howie对孤独症儿童的心理理论研究任务[4]。考

察当明显地告诉被试主人公的信念是错误的时候，

被试是否能认识到主人公的错误信念。⑥意外地点

任务 (unexpected location task)：经典的错误信念之

一，由Baron-Cohen等人的 Sally-Ann任务 [10]改编而

成，考察被试是否能理解他人的错误信念。

2 结 果

2.1 两组在各信念任务上的得分比较

在六个信念任务上同时正确回答测试问题和控

制问题记1分，失败记0分。据此标准，孤独症组和

正常组在各信念任务上的得分及总分见表1。独立

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孤独症组在各信念任务上的

得分和总分都显著低于正常组（P<0.01）。两组在各

任务上的通过情况：孤独症组只在推测的信念任务

和外表真实任务上的通过率大于 60%，其余四个任

务上的通过率都小于 30%；正常组在前四个任务上

的通过率都大于 60%，其余两个任务上的通过率小

于50%。孤独症组除了信念的多样性任务和冲突真

实任务外，其余四个任务得分呈递减趋势；正常组则

在6个任务上呈现出清晰的递减趋势。

2.2 方差分析

2.2.1 未控制言语能力时两组各信念任务得分比较

为了更好地比较孤独症组和正常组之间信念理解能

力的差异，对数据进行2（孤独症组/正常组）×6（6个
任务）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任务的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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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显著（F=61.717，P<0.001），组别的主效应显著（F=
46.599，P<0.001），任务和组别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

（F=3.520，P<0.0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正常组6个
任务上的得分从“推测的信念”到“意外地点”依次递

减，两两差异明显，而孤独症组在“信念的多样性”和

“冲突真实信念”任务上的得分无差异。

2.2.2 控制言语能力后两组各信念任务得分比较 孤

独症组和正常组在图片词汇上的得分具有显著差异

（t=-2.100，P<0.05），因此以图片词汇测验得分为协

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控制了图片词汇测验

成绩后，任务的主效应显著（F=13.324，P<0.001），组

别的主效应显著（F=8.870，P<0.01），任务和组别之

间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633，P>0.05）。
2.3 孤独症儿童信念理解能力的年龄发展特点

将孤独症组被试按照年龄分为3组，年龄组1平
均年龄44.72±6.02月（35-52个月），共计18人（男17
人，女1人）；年龄组2平均年龄60.25±4.71月（53-68
个月），共计16人（男14人，女2人）；年龄组3平均年

龄 78.06±5.33月（69-86个月），共计 18人（男 17人，

女 1人）。比较各年龄组的孤独症儿童在各项信念

理解任务上的得分情况，结果显示各年龄组之间在

各任务及总分上均没有显著差异（P>0.05）。见表2。
表1 孤独症组和正常组在信念任务

及任务总分上的比较（χ±s）

表2 孤独症组三个年龄组在信念任务上的比较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孤独症儿童在六个信念任务上的

得分基本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这种递减的趋势与以

往研究的结果一致[2-5]。但在通过率上有差异，可能

和研究被试的年龄、言语功能、样本数等有关。本研

究结果表明，孤独症儿童的信念理解能力遵循一定

的发展序列，依次为推测的信念、外表真实、信念的

多样性和冲突真实信念、明显的错误信念、错误信

念，其中，信念的多样性任务和冲突真实信念任务处

于同一难度水平。本研究中的这种发展模式与国内

外学者关于信念理解能力发展趋势相一致。Spar⁃
revohn的研究[4]发现孤独症儿童在推测的信念任务、

非自己的信念任务、明显的错误信念任务、一级错误

信念任务和二级错误信念任务这五个任务上呈现出

由易到难的发展序列，可以反映信念理解能力的各

个成分。国内任真的研究[5]认为孤独症儿童的发展

序列首先是推测的信念，而非自己的信念、外显的错

误信念、他人的错误信念和自己的错误信念四个信

念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

推测的信念任务，主要测量儿童理解他人信念

与其行为之间联系的能力，是心理理论中最简单的

成分，通过其它任务需要以推测的信念为基础。外

表真实任务，是一种区别表面与现实的关系的能力，

是获得错误信念的前提。信念的多样性任务，具有

一些错误信念的特征，对被试的言语理解要求较

高。冲突真实信念任务考察儿童在理解信念推理基

本规则的基础上，根据他人当下的真实信念推测他

人的行为，目前尚无该任务应用于孤独症儿童的研

究，而国外有研究者则多将真实信念任务应用于高

功能孤独症[11]。理论上及实证研究都支持真实信念

发展于信念的多样性之后、错误信念之前。而在本

研究中，孤独症儿童在冲突真实任务和信念的多样

性任务上的成绩相当。关于真实信念和信念的多样

性的发展顺序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明显的错

误信念任务中，主试明确告诉儿童故事中主人公的

信念是错误的，要求儿童根据当前已有的错误信念

推测主人公的行为。与错误信念任务相区别的是，

明显的错误信念任务不需要儿童推测主人公信念的

正确与否，因此在理论上应该比错误的信念任务难

度要低。经典的错误信念任务难度最大，且本研究

中被试在该任务上的成绩远低于国内外的研究，这

可能受到任务呈现形式、被试诊断和年龄的差异等

的影响。

本研究中，在未考虑言语能力因素时，孤独症组

的信念理解能力显著低于正常组。这与以往国内外

的研究结果一致[12，13]。两组在六个任务上有不同的

推测的信念

外表真实信念

信念多样性

冲突真实信念

明显的错误信念

意外地点

信念总分

孤独症组

(n=54)
0.72±0.45
0.65±0.48
0.22±0.42
0.24±0.43
0.09±0.29
0.04±0.19
1.96±1.65

正常组

(n=59)
0.93±0.25
0.88±0.33
0.73±0.45
0.68±0.47
0.46±0.50
0.44±0.50
4.12±1.69

t
-3.007
-2.985
-6.185
-5.128
-4.767
-5.753
-6.826

P
0.004
0.00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推测的信念

外表真实信念

信念多样性

冲突真实信念

明显的错误信念

意外地点

信念总分

35-52月
(n=18)

0.72±0.46
0.67±0.49
0.22±0.43
0.22±0.43
0.22±0.43
0.11±0.32
2.17±2.04

53-68月
(n=17)

0.65±0.49
0.59±0.51
0.24±0.44
0.29±0.47
0.06±0.24

0
1.82±1.70

69-86月
(n=19)

0.79±0.42
0.68±0.48
0.21±0.42
0.21±0.42

0
0

1.96±1.66

F
0.436
0.192
0.015
0.187
3.050
2.125
0.205

P
0.649
0.826
0.985
0.830
0.056
0.130
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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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对于孤独症组而言，除了信念的多样性任

务和冲突真实信念任务外，其它任务上的通过率都

按照严格递减的趋势；而正常组，则在六个任务上的

通过率均呈明显递减的趋势。因此，本研究中孤独

症组可能在信念理解能力的发展模式上不同于正常

组，但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这与国内外的研究

一致[2，4，5]。控制言语能力后，组别的主效应仍显著，

孤独症组的信念理解能力仍显著低于正常组。

本研究中，被试的年龄区间为35-86个月，各年

龄组间信念理解能力无统计学差异。这可能是因为

本研究中实验被试年龄的跨度较小，所以年龄组之

间的发展没有较大的差异。Happe的一项元分析认

为孤独症儿童在平均言语心理年龄为7岁时才能通

过错误信念任务[14]，而Grant等人2001年的研究中发

现孤独症儿童言语心理年龄超过9岁才具有错误信

念能力 [15]。但是，在本研究中被试的实际年龄在 3
岁到7岁之间，其言语心理年龄不足7岁，因此，在一

定程度上，本研究中被试的生理年龄特点决定了其

在信念理解能力上的不规律变化，这与国外研究有

相似之处。如有研究结果表明，6-8岁与9-14岁两

个年龄组在错误信念任务（意外地点任务和意外内

容任务）上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16]。

本研究在阅读了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根

据以往研究者的实证研究与理论阐述，使用六个任

务构成了一个成套测验，以更系统地测量并研究信

念理解能力。本研究中，六个任务之间基本呈显著

的相关性；相邻的两个任务之间的差异不大；且六个

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多水平的特性。因此可以将

该成套测验任务运用于今后的孤独症儿童信念理解

能力的干预研究中。尽管有研究者认为孤独症儿童

的心理理论几乎没有发展[17]。但也有研究结果发现

孤独症儿童在心理理论上的障碍具有延迟，一般最

后能跟上[18]。大部分研究表明，孤独症儿童的心理

理论是可以通过干预训练进行改善的。因此可以尝

试将六个信念任务作为主线应用于孤独症儿童信念

理解能力干预中[19]。如在前测中采用该成套任务评

估被试所在的水平，确定被试开始干预的起始水平，

然后按照任务的顺序进行干预训练。有研究者将

Sally-Ann错误信念任务使用计算机图像的方式呈

现，用于干预孤独症儿童，经训练后可以全部通过
[20]，因此，可以尝试将本研究中的六个任务采用计算

机图像的呈现方式对孤独症儿童进行干预，可能会

具有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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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学习”的形式存在，一旦受到激励强化，其对知识

效应的影响就会显现出来。③实验二结果显示即便

伴有激励的结果反馈，也只能降低知识效应的影响，

并不能消除。

对知识效应的理论解释主要有锚定与调整不充

分[15]、可得性提取困难[11]和过度简化任务[16]等。本研

究的结论部分支持了Langer和 Imber的过度简化任

务理论，即在个体掌握某项任务或技能之后，随着其

在该项任务上认知加工水平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

高，其在估计别人对该任务的掌握情况时，会更少去

关注任务细节和具体操作步骤上的障碍，因而会高

估别人掌握该任务或技能的程度。本研究中无论是

多轮结果反馈还是人际熟悉度对知识效应影响的主

效应均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单独的结果反馈或人

际熟悉并不能提高被试对过度简化任务细节的关

注。但当为被试呈现结果反馈并给予金钱奖惩的时

候，知识效应所产生的偏差显著降低，这可能是因为

金钱奖惩使被试具有了关注任务细节和进行精细认

知加工的动机，而结果反馈为被试提供了关注任务

细节和进行精细认知加工的信息条件。未来研究应

通过改进研究范式，采用包括脑成像和发生学在内

的各种技术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建立更具概括性的

知识效应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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