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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系统了解孤独症儿童的心理理论之愿望理解能力发展特点。方法：被试为54名孤独症儿童和59正
常儿童，年龄35～86个月之间。采用韦氏幼儿智力测验的图片词汇分测验平衡两组的言语理解能力，选用简单愿

望理解任务、愿望形成理解任务和冲突愿望理解任务测量被试的愿望理解能力。结果：①以图片词汇分数为协变量

的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任务的主效应显著，F=14.253，P<0.001，组别的主效应显著，F=23.261，P<0.001。②孤独症

组3（年龄组）×3（任务）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年龄的主效应显著，F=5.286，P=0.008。事后LSD检验表明，年

龄组2（53～68个月）和年龄组3（69～86个月）的成绩均显著好于年龄组1（35～52个月），而年龄组2、3之间的成绩

不存在显著差异。任务的主效应显著，F=10.425，P<0.001。③以愿望形成理解任务的总分为因变量，单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发现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二项分布检验结果发现，孤独症被试在愿望形成理解任务上的通过率与机遇水

平不存在显著差异。④以冲突愿望理解任务的总分为因变量，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二项分

布检验结果发现，孤独症组被试在冲突愿望理解任务两种条件下的通过率都显著低于机遇水平。结论：①孤独症儿

童简单愿望理解、愿望形成理解和冲突愿望理解能力均显著低于生理年龄相当的正常儿童。②孤独症儿童的简单

愿望理解能力在35～68个月之间经历了快速发展。③大多数年龄处于35～86个月之间的孤独症儿童还不能理解

愿望是如何形成的，也没有发展出理解冲突愿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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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study aimed to apply classical desire understanding tasks to autistic children and normal
children in China, so as to get a systematic and clear view of different levels of desire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 in Chi⁃
nese autistic children.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re are 54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59 normal children, aging between 35
months and 86 months. Simple desire understanding task, desire formation understanding task and conflict desire under⁃
standing task were applied to measure the desire understanding ability of subjects systematically. Results: ①Taking pic⁃
ture vocabulary scores as covariates, analysis of covariance yielded significant main effects of task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 also showed apparent main effects of groups. ②For autism group, 3(age group)×3（tasks）repeated measurement analy⁃
sis of variance showed significant main effects of age. Post-hoc LSD comparisons showed that scores of age group 2(53-68
months) and age group 3(69-86 months) were evide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age group 1(35-52 months),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score of age group 2 and age group 3. The main effects of tasks were significan. ③With the
score of desire formation understanding task being dependent variable and autistic children divided into 3 age groups, One-
way ANOVA yielded no evident effects of age. Binomial distribution test fou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ass rate
of autistic children and that expected by chance. ④With the score of conflict desire understanding task being dependent
variable and autistic children divided into 3 age groups, One-way ANOVA yielded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f age. Binomial
distribution test found that pass rate of autistic children under both condition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expected by
chance. Conclusion: ①Relative to normal subjects of equivalent chronological age, children with autism performed less ap⁃
propriately on all those desire understanding tasks. ②The ability of simple desire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ex⁃
perienced rapid development between 35 months and 68 months. ③Most autistic children aging between 35 months and 86
months had no idea how desire formed, and had difficulty in conflict desire understanding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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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是一种发病于3岁以前的广泛性发展障

碍，又称自闭症，具有以下3个核心特征：①社会交

往障碍；②言语及非言语沟通障碍；③兴趣范围狭窄

及行为刻板重复 [1]。孤独症是一种终生障碍，对个

人、家庭及社会都有重大影响。

要完整地理解孤独症须采取多学科的视角。心

理学家更多致力于从认知角度来解释造成孤独症外

··924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年 第21卷 第6期
部行为表现的内在过程。其中，心理理论学说由于

能够解释孤独症的主要症状而受到广泛关注。心理

理论缺陷说的支持者认为，不能解释内心世界是孤

独症的核心缺陷，也就是说，孤独症患者在使用信

念、愿望、意图、情感等术语解释人类行为的认知机

制方面存在缺陷，用一个广泛应用的术语来表示就

是，孤独症患者不能发展出完整的“心理理论”（The⁃
ory of Mind，TOM）[2]。

根据Wellman的心理理论发展框架，愿望理解

和信念理解在心理理论中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3]，

然而早期对孤独症心理理论的研究大多限制在信念

理解方面，而关于孤独症愿望理解的研究则是凤毛

麟角。所以，有必要对孤独症患者的愿望理解能力

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孤独症被试取自湖南省长沙市和岳阳市的孤独

症训练机构以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儿童精神卫生

门诊，共计 54名，其中包括 50名男孩和 4名女孩。

年龄范围为 35-86个月，平均年龄 61.28±14.82个

月。对照组来自两家正规幼儿园，共计 59人，其中

男生55人，女生4人。年龄范围为45-86个月，平均

年龄 60.76±10.25个月。经独立样本 t检验，实验组

和正常组的年龄差异不显著（t=-0.213，P=0.832）。
1.2 工具

1.2.1 简单愿望理解(simple desire understanding) 根

据Wellman和Woolley的实验范式改编[4]。考察儿童

是否能够根据他人的愿望对他人的情绪和行为进行

预测。故事包括三种条件：主人公找到了希望找到

的东西；主人公没有找到希望找到的东西；主人公没

有找到希望找到的东西，但找到了另一种同样具有

吸引力的东西。得分范围为0～6分。

1.2.2 愿望形成理解 (desire formation understand⁃
ing) 根据Moses等人的实验范式改编[5]。考察儿童

是否能够根据他人过去的经历理解他们愿望的形

成。得分范围为0～2分。

1.2.3 冲突愿望理解(conflict desire understanding)
根据Moore等人的实验范式改编 [6]。考察儿童当持

有与他人相冲突的愿望时，对他人愿望的理解。包

括无偏好条件和有偏好条件。得分范围为0～2分。

1.2.4 智力测验 选用中国-韦氏幼儿智力测验

（Chinese Wechsler Young Children Scale of Intelli⁃
gence，C-WYCSI）[7]中的图片词汇分测验和积木图

案分测验。

2 结 果

2.1 韦氏幼儿智力测验结果

由于孤独症组有 25名被试的积木图案分测验

粗分为 0分，所以本文得到的简式智商不能代表孤

独症组的智商，所以本研究将图片词汇分测验的粗

分作为控制变量，以此控制孤独症组与正常组言语

理解能力的差异对心理理论实验结果的影响。独立

样本 t检验的结果发现，t=-2.432，P=0.017，孤独症

组和正常对照组的言语理解能力有差异。

2.2 孤独症组与对照组愿望理解任务成绩比较

为保证本次实验中愿望理解的3个任务对愿望

理解总分的贡献相同，将愿望形成理解任务和冲突

愿望理解任务的分数进行线性转换，全部转化为 6
分制计分[8]，两组被试的成绩分别见表1。

简单愿望理解

愿望形成理解

冲突愿望理解

孤独症组

最小值

0
0
0

最大值

6
6
6

M ±SD
3.42±1.72
2.77±2.65
0.52±1.42

正确率

57.0%
46.0%
8.5 %

正常组

最小值

2
0
0

最大值

6
6
6

M ±SD
4.76±1.18
3.97±2.58
2.54±2.42

正确率

79.3%
66.0%
42.5%

表2 协方差分析表 2.2.1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以3种任务转换后的

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 2（组别）×3（任务）的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任务的主效应显著 (F=
59.034，P<0.001)，组别的主效应显著(F=29.652，P<
0.001)。任务与组别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
1.651，P=0.194)。
2.2.2 控制图片词汇分数后的协方差分析 以 3种任

表1 两组儿童愿望理解任务转换后的成绩

Source
任务

任务×图片词汇

任务×组别

图片词汇

组别

df
2
2
2
1
1

F
14.253
0.048
1.394
7.803

23.261

Sig.
0.000
0.953
0.250
0.00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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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转换后的总分作为因变量，图片词汇的分数作为

协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任务的主效应显

著。任务与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组别的主效应

显著，说明控制图片词汇分数以后，孤独症组和正常

对照组的愿望理解成绩仍旧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
2.3 孤独症儿童愿望理解能力的年龄发展特点

为了更好地了解孤独者被试愿望理解的发展特

点，将被试按照年龄进行分组，分组情况如表3。各

年龄组的孤独症儿童在各项愿望理解任务上的得分

情况见表4。
表3 孤独症组年龄和性别情况

表4 各年龄组孤独症儿童在3个愿望理解任务上的成绩

注:表中呈现的为转换后的6分制分数。

2.3.1 孤独症儿童简单愿望理解能力的发展特点 以3
种条件（找到了想找的东西、没找到想找的东西、找

到了另一样东西）下的得分为因变量，对孤独症组进

行3（年龄组）×3（条件）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

发现，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10.425，P<0.001），表明

3种条件下的成绩差异显著。条件与年龄组之间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F=0.474，P=0.755）。年龄的主效

应显著（F=5.286，P=0.008），表明不同年龄组的简单

愿望理解成绩具有显著差异。事后LSD检验表明，

年龄组2和年龄组3的成绩显著好于年龄组1，而年

龄组2和年龄组3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2.3.2 孤独症儿童愿望形成理解能力的发展特点 以

愿望形成理解任务总分为因变量，对孤独症儿童分

3个年龄段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年龄的主效应不

显著（F=1.704，P=0.193）。由于只有在每个故事的2
个问题都答对的情况下才记1分，总分为2分，所以

按此计分方法得2分的机遇水平为25%。对于孤独

症被试，52个人中有 18个人通过，通过率为 35%。

二项分布检验结果发现，P=0.078，说明孤独症被试

在愿望形成理解任务上的通过率与机遇水平不存在

显著差异。

2.3.3 孤独症儿童冲突愿望理解能力的发展特点 以

冲突愿望理解任务总分为因变量，对孤独症儿童分

3个年龄组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年龄的主效应不

显著（F=1.001，P=0.375）。冲突愿望理解任务包括

无偏好和有偏好两种条件，每种条件只有一个愿望

问题，答对为通过，答错为不通过，所以每种条件下

通过的机遇水平为50%。52名孤独症儿童中有6人
通过无偏好条件下的问题，通过率为 12%。有 3人

通过有偏好条件下的问题，通过率为6%。二项分布

检验结果发现，两种条件下孤独症被试的通过率都

显著低于机遇水平（P<0.001）。
3 讨 论

3.1 孤独症儿童与正常儿童的比较

对于孤独症儿童的愿望理解，研究结论并不一

致。有的研究认为，与同年龄的正常儿童相比，孤独

症儿童的愿望理解是相对完整的[9-11]。而另外的研

究则认为，孤独症儿童的愿望理解是存在缺陷的[12-

14]。纵观以往研究，认为孤独症儿童的愿望理解不

存在缺陷的研究所采用的任务往往比较简单，尤其

当愿望理解任务与其他心理理论任务放在一起研究

的时候，愿望的多样性（diverse desires）任务的成绩

往往就代表了愿望理解的成绩，而愿望的多样性任

务只是非常简单的愿望理解任务，目的是测量儿童

能否理解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可能有不同的愿望
[15]，这显然不能代表愿望理解的全部内容。所以，有

的研究者开始涉及更有难度的愿望理解任务，从而

得出了孤独症儿童愿望理解存在缺陷的结论[14]。本

研究在控制了言语理解能力的情况下，发现孤独症

儿童在3个愿望任务上的成绩均显著低于生理年龄

相当的正常儿童。结果支持孤独症儿童存在愿望理

解缺陷的观点。

3.2 孤独症儿童愿望理解的特点

Wellman和Woolley发现，2岁正常儿童已经可

以利用简单愿望来解释他人的情绪和行为[4]；Nicole
Martinez对 3~5岁儿童（平均年龄 4岁 10个月）的研

究发现，简单愿望理解任务的正确率为 80%[16]。本

研究中，孤独者儿童在简单愿望理解任务上的通过

率为 57%，显著低于正常儿童 80%的通过率。对孤

独症儿童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53~68月龄和69~
86月龄患儿的成绩显著高于 35~52月龄患儿的成

绩，而前两者的成绩不存在显著差异。针对这一结

果，可以这样理解，在 35~68个月的时候，孤独症儿

年龄组

1
2
3

总计

年龄

35-52个月

53-68个月

69-86个月

性别

男

17
14
17
48

女

1
2
1
4

平均年龄

44.72±6.02个月

60.25±4.71个月

78.06±5.33个月

61.04±14.98个月

总计

18
16
18
52

简单愿望理解

愿望形成理解

冲突愿望理解

年龄组1
2.50±1.89
2.17±2.68
0.33±1.41

年龄组2
4.13±1.45
3.75±2.32
0.94±1.81

年龄组3
3.72±1.72
2.50±2.77
0.3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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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简单愿望理解能力随着年龄的发展，表现出了

逐渐上升的趋势，并达到相对稳定，即35~68个月可

能是孤独症儿童简单愿望理解能力的快速发展时

期。苏彦捷对正常儿童的研究也发现，愿望理解能

力是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的，对于简单愿望

理解任务，5岁组的成绩要显著好于2岁组和3岁组[17]。

Moses等人的结果认为，3岁正常儿童已经能够

根据主人公的过去经验来推断主人公未来的愿望
[5]；Cassidy的研究也认为学前儿童可以在他人过去

经历的基础上推断他人的愿望[18]。另外，苏彦捷等

人对正常儿童的研究也认为，3岁、4岁、5岁的被试

在愿望形成理解任务上的表现均显著高于机遇水平[17]。

本研究结果发现，孤独症儿童 3个年龄组在愿望形

成理解任务上的成绩没有显著差异，且他们在该任

务上的通过率与机遇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我

们推断，对于大多数年龄处于 35~86个月之间的孤

独症儿童，他们还没有理解愿望是如何形成的，所以

使得孤独症组的年龄主效应不显著。

对愿望的理解，尤其是对冲突愿望的理解有一

个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虽然简单情境中的愿望可

以较早掌握，但是复杂情境中的愿望则需要运用更

加复杂的认知加工规则并消除歧义以后才能得到理

解，本研究中冲突愿望理解任务的正确率最低，也证

实了这一点。

Moore等人认为，5岁儿童已经能够比较好地理

解冲突愿望，他们会根据故事情节来判断主人公的

愿望，而不是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故事主人公身上[6]；

Cassidy等人甚至认为，3岁儿童已经可以理解冲突

愿望[18]。另外，苏彦捷对中国正常儿童的研究也发

现，在无偏好条件下，4岁组、5岁组的通过人数显著

高于机遇水平(50%)；有偏好条件下，5岁组通过人

数显著高于机遇水平[17]。本研究发现，孤独症组被

试的年龄主效应不显著，并且两种条件下孤独症被

试的通过率都显著低于机遇水平。据此推测，86月
龄以下的绝大多数孤独症儿童还没有发展出理解冲

突愿望的能力，所以出现了“地板效应”，使得年龄的

主效应不显著当然，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可能是与样

本不够大有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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