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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孤独症是一种以社会交往障碍、言语交流障碍、兴趣范围狭窄，行为刻板重复为核心特征的广泛性发育障

碍。 本文从面部表情识别、对社会场景的注视以及孤独症广泛表型三个方面，对孤独症谱系障碍研究中运用眼动技

术的文献进行梳理，阐述其主要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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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ism is a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characterized by a triad of impairments： difficulties with re-
ciprocal social interactions, languag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and unusual patterns of repetitive behaviour and interest.
In this contribution, recent empirical studies applying eye-tracking technology o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were reviewed.
Three aspects of research including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fixation pattern on social situation and broader autism
phenotype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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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Autism）是一种以严重和广泛的社会交往障碍、

言语交流障碍、刻板重复行为或异常的兴趣为核心特征的神

经发育障碍，一般在三岁前开始起病。 孤独症不是一个独立

的疾病单元，国际上通常认为它是一个连续谱，在谱的低端，

是低功能的典型孤独症， 这种患者不仅表现出核心的缺陷，

而且还伴随着严重的认知缺陷；在连续谱的高 端，则 是 高 功

能孤独症、Asperger syndrome(AS)患者，和广泛性发育障碍—

未分类型患者(PDD-NOS)。 这三种患者具有孤独症的核心缺

陷，但其具有正常甚至高于正常水平的智商。 这几种疾病一

起被称作孤独症谱系障碍（ASD）[1]。 上世纪八十年代，孤独症

的发病率大概是 1/2500[2]。 最新的调查显示，ASD 的发病率急

剧上升，已经高达 1/88[3]。

在孤独症的三种核心缺陷中，社会交往障碍被认为是孤

独症特有的临床表现。 因此，很大一部分研究主要对孤独症

的这种社会交往障碍的性质进行了探讨。 一种观点认为，孤

独症患者的社会交往障碍来源于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ToM)）
缺陷———了解、推断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 [4]。 但研究表明，很

多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社会互动困难的高功能孤独症以及 AS
患者都能通过 ToM 测验。 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些孤独症患

者可能是采用了与常人不同的认知策略。 如 Senju 等人对成

人 AS 患者所做的研究[5]。 眼动研究（eye movement）方法由此

进入孤独症研究领域。

眼动研究就是通过眼动仪（Eye-Tracking）对眼动轨迹的

记录，从中提取诸如注视点，注 视 时 间 和 次数，眼跳距离，瞳

孔大小等数据，从而研究个体的内在认知过程。 目前，对孤独

症谱系障碍的眼动研究范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反向眼跳研

究、平稳追踪研究、记忆指导眼跳研究、图片扫描研究等。 由

于孤独症的主要核心缺陷在于社交技能与交 流，因 此，眼 动

研究的主体都聚焦于孤独症谱系障 碍 患 者 对 社 会 场 景 及 面

部表情的扫描模式或者说注视模式上。 这种研究范式为探讨

孤独症谱系障碍社交障碍的病因和机制提供了一种简便而有效的

方法。 本文主要对此种研究范式的文献进行梳理与阐述。

1 研究面部表情识别

在对儿童孤独症患者的面部表情识别研究中，Celani 等

人发现低功能孤独症儿童存在明显 的 面 部 表 情 识 别 能 力 缺

陷 [6]。 同时，Rump、Lindner 等人认为高功能的 ASD 儿童也存

在这种缺陷[7，8]。但是，Tracy、Robel 等人却报道了相反的结果，

即高功能孤独症儿童的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并未受损 [9，10]。对成

人 孤 独 症 患 者 的 面 部 表 情 识 别 研 究， 同 样 存 在 这 种 情 况 。

Ashwin、Bal、Corden 等人认为成人孤独症患者在识别情绪 时

准确率要比对照组差，特别是对负性情绪的识别[11-13]。 Adolphs、
Loveland 等则发现，高功能成人 ASD 的情绪识别能力与对照

组是一样的[14，15]。Harms 认为，出现这种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

能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年龄、智商的匹配不同、研 究 任 务 的 设

计不同等所导致[16]。

利用眼动研究技术，来探讨孤独症患者的面部表情识别

能力，不仅可以发现被试对情绪识别的准确率与反应时间的

长 短， 而 且 还 可 以 分 析 他 识 别 情 绪 时 所 采 用 的 注 视 模 式 。
Pelphrey 等人通过对 5 个高功能男性成人孤独症患者的研究

表明，孤独症患者观看人物面部图片时，他 们 看 面 部 的 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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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眼、鼻、嘴巴）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而看面部的非核心区

显著地高于对照组。 他们存在情绪识别缺陷，特 别 是 对“害

怕”这一情绪的识别。 通过分析，作者认为，孤独症患者在处

理面部表情信息时，采用的是一种间接的、无组织的方式，这

种方式可能是孤独症患者社会信息处理缺陷的机制 [17]。Spezio
等人也发现，孤独症患者处理面部信息时，不 会 利 用 面 部 的

上半部分所含的信息，而更多的使用下半部分，例如：嘴巴部

分的信息[18，19]。 但是，Bal 与 Hernandez 分别在研究中发现，孤

独症患者与正常对照在观看面部表情时，注视眼睛部分和其

他表达情绪部分的时间比例是一样的，但孤独症患者识别情

绪时，更多的注视面部核心区以外的部分 [20，21]。 Neumann 等人

利用眼动技术与计算机模型对 10 个高功能孤独症患者进行

研究，结果发现，孤独症患者更多的注视嘴巴部分，即使嘴巴

部分并未显示，或者呈现的是倒置的面部。 这种异常的对嘴

巴部分的注视是由于从上至下的视觉注意分配策略引起的 [22]。

上述这些文献，一致认为孤独症患者与正常对 照 相 比，存 在

情绪识别的差异，特别是对面部表情的这种注视模式。 但是

van der Geest 等人的一项研究显示， 孤独症孩子与正常孩子

对面部表情的注视行为是一样的 [23]。

研究结果的不一 致， 一 方 面 可 能 是 由 于 研 究 对 象 的 不

同。 在面部表情识别任务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采用成

人高功能孤独症， 而很少儿童孤独症 患 者。 上 述 文 献 中 除

Bal、van der Geest 的研究采用的是儿童孤独症患者外， 其余

研究均采用的是成人患者。 同时，Bal、van der Geest 的研究对

象虽然是儿童， 但 Bal 采用的是 ASD 儿童，van der Geest 采

用的是孤独症儿童，这种认知、功能水平的不 一 致 对 研 究 结

果的影响也是需要进一步来分析的。 另一方面，面部表情刺

激不一样。 在所有的这些文献中，有的采用静态面部表情，有

的采用动态面部表情， 还有的采用了 计 算 机 模 拟 的 面 部 表

情。 不同类型的面部表情刺激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到底怎样，

目前还缺少研究文献的支持。

2 研究对社会场景的注视

单独的面部表情研究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它无法说明孤

独症患者特别是高功能患者在处理日 常 的 社 会 互 动 时 面 临

的困难。 一种更为自然的开放的研究方式———对社会场景的

注视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 这种研究方式能够使实验测量

与对孤独症患者社交功能受损的临床观察更加相符，从而增

加组间效应大小。 同时，这种实验方法能更好的预测其社会

能力水平。 第一个采用此方法的是 Klin 和他同事的研究。 研

究者采用被动观看社交情境视频的形 式 对 孤 独 症 患 者 的 注

视模式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孤独症患者很少 看 视 频 中 人 物

的眼睛部位，更多的是看嘴、身体、和其他物体。 同时，注视嘴

更多的患者，社会功能更好些，而那些注视其 他 物 体 更 多 的

患者社会功能更差 [24]。 此后，Warren Jones 等人也有同样的发

现，孤独症孩子对眼睛部位的注视越少，其社 交 障 碍 越 严 重
[25]。这两个研究采用的都是单独的社会互动视频材料，目的是

研究孤独症患者对社会互动场景的注视模式。

Karen Pierce 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不仅研究对

社会互动场景的注视模式，还研究是否会选择注视社会互动

场景。他们对 37 个 ASD、22 个发育迟缓、51 个正常发育的 14
个月至 42 个月大的孩子进行研究。 实验过程中让这些孩子

看 1 分钟的视频材料———一边是活动的几何图形，一边是正

在做瑜珈的孩子。 计算总的注视时间与扫视的数量。 结果发

现，ASD 组花更多的时间注视活动的几何图形。 当孩子注视

几何图形的时间大于他总的注视时间的 69%时，预测其患有

ASD 的准确率高达 100%[26]。 我们知道，很大一部分孤独症患

者会具有各种不同形式的重复、刻板行为，特 别 是 异 常 的 视

觉感官兴趣。 比如注视转动的风扇 或 正 在 行 驶 中 的 汽 车 轮

胎。 而对与人有关的社会情景缺乏兴趣。 Karen Pierce 等人正

是根据孤独症患者的这种临床表现，设计了实验。 但正如作

者在研究中所提到的，ASD 组有一部分儿童也会长时间的注

视社会场景的刺激。 因此，实验只能有效地区分出部分 ASD
儿童。 重新检查作者的实验设计，我们发现，实验中社会场景

的刺激材料是单个人物的活动，而孤独症患者对于动态的单

个人物的社会场景注视与正常对照并无差异 [27]。因此，把社会

场景刺激材料设为多个人物的社会互动场景，与重复运动的

几何图形让孤独症儿童来观看，他们会做出怎样的注视选择

呢？ 能否有效地区分出实验组与对照组呢？ 这还有待更多研

究证实。

在孤独症的研究中，除选择孤独症患者与正常对照作为

研究对象外，孤独症患者的一级亲属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3 研究孤独症广泛表型

孤独症广泛表型(Broader Autism Phenotype，BAP)是指一

组亚临床症状的孤独症社交、语言交流特质与个性特征。 在

孤独症患者的亲属中更容易发现。 这种亚临床症状与孤独症

的临床表现非常相似，但程度要轻，达不到临床诊断的标准 [28]。

BAP 的 提 出 源 于 20 世 纪 40 年 代 Kanner 与 Asperger 的 观

察，他们发现，孤独症孩子的父母的一些行 为 特 征 与 孤 独 症

症状相似。 Lainhart 等人发现，32%的孤独症孩子的父母表现

出这种广泛表型[29]。 Bolton 等人也曾经报道，大约 20%的孤独

症患者的同胞也表现出孤独症症状的某些方面， 包括语言、

学习、社交等[30]。随着对孤独症研究的深入以及孤独症广泛表

型这一概念的不断发展，研究人员发现，孤 独 症 广 泛 表 型 在

普通人群中也会出现。 新的心理测量量表，像孤独症谱系障

碍问 卷（AQ）与 社 交 反 应 量 表（SRS）就 能 更 准 确 地 筛 查 出 具

有孤独症特质的人群。 家系研究与双生子研究均表明，孤独

症是一种遗传疾病。 孤独症患者的 同 胞 的 发 病 几 率 大 概 是

5%-10%[31]，至少是普通人群发病几率的 20 倍[32]。 广泛表型的

研究有利于孤独症遗传基础的研究。 很多研究人员将头部磁

共振、电生理等研究方法运用于广泛表型的 研 究 中，其 中 也

有一部分研究人员开始将眼动技术运用其中。

Merin 等人对 31 个孤独症同胞—高风险组与 24 个正常

发育同胞—低风险组进行了研究。 这些孩子的平均年龄是 6
个月。 在实验过程中，记录婴儿在与母亲的互动时，对面部的

注视行为。 结果发现，高风险组的孩子与低风险组的孩子相

比，更少的注视母亲的眼睛，更多的注视母亲的嘴部。 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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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中注视母亲眼睛特别少的 11 个孩子中，有 10 个就

是孤独症患者的同胞 [33]。由于这些孩子特别小，还达不到临床

诊断的年龄，因此，此类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 揭 示 孤 独 症 的

早期行为异常标志。 很遗憾的是，Merin 等人的这个研究没有

后期的追踪随访， 是否这 10 个孩子在 3 岁以后被确诊为孤

独症患者，以及整个研究对象被确诊为孤独症患者的情况。

孤独症患者存在 异 常 的 眼 神 接 触、 眼 神 追 随 行 为。 但

Bedford 等人的研究未显示婴儿在两个时间点 （7 个月、13 个

月）的眼睛追随行为出现组间差异，只是在其 后 的 追 踪 观 察

中发现，部分在 3 岁时出现互动、交流困难的孩子，之前花更

少的时间去看单个的完整的物体。 作者由此推断，这种减少

的注意反映了这些孩子对与注视有关的交流理解困难，并且

与其以后发育过程中出现孤独症或其他异常发育有关 [34]。

值得注意的是，Young 等人在一项纵向研究中发现，先前

表现出很少眼神对视的孩子，在之后的发育过程中没有出现

孤独症症状，而三个被诊断为孤独症的孩子，在 6 个 月 时 表

现出正常的注视模式与情绪反应 [35]。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

因是由于在出生后头一年，婴儿大脑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

中，在这段时间以检查婴儿对人脸眼睛部分的注视来预测其

后的临床诊断结果，数据可能不是十分稳定。

与前几个研究不同，Dalton 等人结合了眼动技术与磁共

振技术。 在观察被试的视觉注视的同时，直观的监测大脑情

况。 实验结果显示，同胞组与孤独症组一样，更少地注视眼睛

部位，同时，同胞组的杏仁核容积与孤独症组相似，比正常对

照组小[36]。 因此，作者认为，异常的注视可能也是广泛表型的

一部分。 采用眼动技术与磁共振相结合的方式是研究孤独症

大脑功能的一种理想方式， 但此方法存在诸多的限制条件，

如对技术、设备、被试的配合程度要求都很高，难以大样本数

据采集。

总的来说，运用眼动技术对孤独症的研究目前正日益增

多，但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的样本量较小；主 要

以横断面研究为主，缺少对受试者的追踪观察；实 验 范 式 和

刺激类型各异； 数据的提取和分析方法的选择也各不相同，

缺少全面、系统性的研究。 今后的研究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

做些调整。

目 前，孤 独 症 的 病 因 未 明，缺 乏 有 效 治 疗 方 法 ，预 后 较

差。研究显示，对孤独症儿童进行干预越早，预后越好[37]。而早

期干预的前提是对孤独症的早期筛查。 Karen Pierce 的研究

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孤独症的早期诊断 工 具 提 供 了 一 种 新 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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