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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立违抗性障碍是儿童常见的一种心理障碍。童年早期出现，青春期达到高峰。以不服
从、对抗、消极抵抗、易激惹或挑衅等行为特征为主要的临床表现。虽然对立违抗性障碍没有严重的违
法或冒犯他人的攻击行为，然而对于患儿的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生活仍会带来较大的麻烦。家长和学
校往往对于对立违抗性障碍缺乏认识，因而导致就诊率低，缺乏早期有效的干预。现就对立违抗性障
碍的发病机制、临床特征、诊断及治疗方面做全面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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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it will still bring great trouble to children's family，school and social life. Parents and schools of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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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立 违 抗 性 障 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ODD）是一种儿童和青少年在成长发育过程中常见
的损害性心理行为障碍［1］。多起病于幼儿期，在学
龄前阶段的患病率在 2%～16%［2］；在 18 岁之前的总
体患病率为 3.6%［3］；而在 19～26 岁的青年中，ODD
患病率为5%［4］。ODD主要表现为对权威人物的反抗、
不服从、易激惹、敌对和（或）挑衅的行为模式和缺乏与
他人的互动交流，这些表现被细分为3个症状维度：愤
怒 / 易激惹、侵略 / 挑衅和报复性［5］。近期研究更支
持前两个情感和行为症状维度［6］。ODD 常被认为
是一种情绪调节障碍［7］。ODD 患儿可能难以控制
自己的情绪，常对轻微的刺激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反
应或冲动行为，患儿的行为问题常随着年龄增长而

更加明显，常在青春期达到高峰。一般 ODD 没有更
严重的违法或冒犯他人权利的社会性紊乱或严重的
攻击行为。ODD 在我国儿童中非常常见，它影响着
与之相关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学校、家庭以及教
师、父母和 ODD 儿童的心理。
ODD 的影响因素很多，例如家庭关系不佳、学
习困难、少年犯罪、失业、抑郁、焦虑和其他精神问
题［8］。ODD 常共病其他精神障碍，如儿童注意力缺
陷和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情绪和行为障碍及药物滥用等［9］。值得注
意的是，在 ODD 不同的症状领域中，某些共患疾病
发病率较高。例如，愤怒 / 易激惹症状领域常常共
病情绪障碍，侵略 / 挑衅症状领域常与 ADHD 共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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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报复性症状领域则常与儿童行为障碍共病［10］。
一、发病机制
ODD 具体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目前研
究显示 ODD 的危险因素包括遗传因素［11］、性格因
素［12］、性别［13］、ADHD［14］、家庭背景因素（社会经济
地位、父母教育、父母的心理疾病、家庭冲突和依恋
感差）［11］等。
（一）生物学因素
ODD 最初被认为只是一个行为问题，不是真正
的精神疾病。然而，已经有研究证实 ODD 与很多生
物学因素具有相关性［15］。
1. 遗传因素：研究发现，ODD 存在遗传基础。
通过对 1 376 对双胞胎样本的研究发现 ODD 和行为
障碍（conduct disorder，CD）比 ADHD 在性别上遗传
关联性更高［16］。此外，与 ODD 行为症状相关基因
的研究发现，2p12 基因和 AVPR1A 基因与儿童早期
和中期的侵略性有显著关联，但该研究结果未能被
复制［17］。GABRA2基因的几种单核苷酸多态性与亚临
床外化行为问题有关［18］。多巴胺能和5-HT能系统基
因及激素调节基因已经被证实与侵略性相关［19］。如
MAOA 启动子上游变量串联重复序列（VNTR）低活
性等位基因和 SLC6A4 基因中 5-HTTLPR 的等位基
因被发现与侵略攻击行为有关［20］。有研究表明，母
亲的精神病理因素和药物滥用会增加后代出生时
OXTR 基因的甲基化，也会导致其在青春期，OXTR
基因的甲基化增多，容易引起反抗、不服从的冷酷
无情的情感特征［21］。
基因-环境相互作用研究认为，行为症状的遗传
变异在限制性较小的环境中表现得更严重或更多［18］。
一项 Meta 分析表明，易感性等位基因的携带者对家
庭干预的反应要比非携带者强［22］。研究显示，家庭
环境及养育方式都会对外化症状产生影响［23］。
2. 脑结构变化：最近结构研究显示，ODD 患者
杏仁核、前岛叶、前扣带皮层和内侧前额叶皮质的
体积减小［24］。测量显示，ODD 患者前额叶皮质、上
颞皮层和角回的厚度减小［24］。ODD 儿童全脑皮质
厚度减小 10%～13%［25］。结构协方差法评估技术已
经证明青少年和儿童 ODD 是由神经发育引起的［26］。
功 能 性 磁 共 振 成 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显示 ODD 存在杏仁核、岛叶以及左
侧梭状回的激活异常［30］。大多数 fMRI 研究都显示
了杏仁核的低激活［27］。
3. 神经生物学：一些关于皮质醇激素和破坏性
行为的研究显示，在有反社会行为的儿童中，下丘
脑 - 垂体轴皮质醇水平会降低［28］。严重 ODD 患儿
的基础心率低，皮质醇水平低，但群体间的变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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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大，焦虑被认为是造成这种变化的可能原因［29］。
一项研究探讨了这种可能性，研究将受试者分为健
康对照、ODD/CD 伴焦虑和 ODD/CD 不伴焦虑 3 组。
该研究评估了皮质醇压力反应的 3 个阶段：基础阶
段（在压力源之前）
、反应阶段（在压力源期间）和恢
复阶段（在压力源之后）。结果表明，与其他两组相
比，不伴有焦虑的 ODD 患者的基础和再激活期皮质
醇水平较低，而伴焦虑 ODD 患者的压力恢复期受
损，压力停止后，皮质醇降低到基线需要更长的时
间［30］。此外，研究显示与 ODD 有关的一些反社会
行为患者都存在 5-HT 水平降低。有攻击行为儿童
的脑脊液中 5-HT 代谢降低；健康儿童血清中 5-HT
浓度高于 ODD 和有暴力倾向的青少年［31］。
（二）社会家庭因素
ODD 是一种行为紊乱，与环境因素有明显的关
系。家庭心理因素如虐待和忽视、单亲、家庭不和
谐和教育方式等都与破坏行为有显著关联。此外，
父母的焦虑情绪、创伤经历、家庭暴力也对儿童的行
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良好的养育习惯、对学
校的依恋、严格的监督，以及与值得信赖的成年人的
亲密信任关系，都是预防 ODD 的保护因素［24］。
（三）心理发育异常
学习理论认为，ODD 是阴性强化的结果。家长
对于孩子抵抗行为的惩罚反而增加了孩子的对抗行
为。有的心理学家认为 ODD 是个体发育停滞在肛
欲期和“认同危机”期的一种表现，是个体发育过
程中适应失败的一种体现。患儿未能很好地解决独
立自主和依赖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引起了消极的对抗
和不顺从［32］。
二、临床表现
ODD 患儿的反抗、不服从、易激惹以及敌对的
行为表现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但是，受患儿的性
格、性别、年龄、家庭背景等因素影响，不同患儿临
床表现不一，但主要集中在情绪、行为，以及社会功
能三方面。
（一）情绪和行为表现
ODD 患儿在童年早期，甚至幼儿时期就表现为
容易出现腹痛、烦躁不安、脾气大等表现。ODD 儿
童常常以故意惹人厌烦的行为来表现出他们对权威
的反抗挑衅和敌对的情绪，难于管理，而他们的内
心却感到无助、挫败感、对周围一切的不适应。如
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吃饭、睡觉等）等方面对孩子
提出严格的要求，如未达到便会严厉的批评或惩罚
孩子，孩子便会以出现进食或睡眠障碍等予以反抗。
他们常以这种故意的、被动的、令人厌烦的行为频
繁地表达对家长及老师的反抗和挑衅。ODD 在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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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中更常见，反抗行为更多，而 ODD 的女孩比男孩
有更多情绪问题［33］。
（二）社会功能受损
ODD 儿童常表现为对学习缺乏兴趣，学习成
绩差。学业失败与管教者长期的批评进一步导致
ODD 儿童的症状不断加重。此外，ODD 儿童存在执
行功能方面缺陷。他们往往意志力差、行为缺乏目
的性和计划性，完成任务效率低。由于种种原因，
ODD 患者与同伴关系差，常孤僻不合群，社会适应
不良。随年龄增长后，还可发展为焦虑、抑郁等精
神障碍，进一步影响其社会功能［33］。
三、诊断
1980 年，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3 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3rd Edition ，DSM- Ⅲ）首次提出了“对立障碍”的诊
断。DSM- Ⅳ将之进一步完善，并命名为“对立违抗
障碍”。DSM- Ⅳ诊断标准具体如下：
（1）消极抵抗的、
敌对的和反抗的行为模式至少持续 6 个月，其诊断
需要符合下列条目中的至少 4 条：①经常发脾气；
②常与大人争吵；③常拒绝服从大人的要求或违反
规则；④经常明显故意地烦扰他人；⑤常因自己的
错误或所做的坏事责备旁人；⑥常“发火”或易被
旁人烦扰；⑦发怒或怨恨他人；⑧常怀恨在心或存
心报复。（2）行为障碍导致明显的社会、学业或职业
的功能损害。（3）其行为障碍并非由精神病性症状
或情绪障碍引起。
（4）不符合品行障碍的标准，如果患
者年龄≥18岁，也不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标准［34］。
DSM-5 在 DSM- Ⅳ的基础上将诊断标准分为 3 组：
愤怒 / 易激惹、侵略 / 挑衅和报复性。相比较于 DSMⅣ，更强调行为的持续性和频率。DSM- Ⅳ只强调症
状持续时间超过 6 个月，而 DSM-5 中，对于 5 岁以下
的儿童，要求症状必须在大多数日子出现，而对于≥
5 岁的儿童，症状必须每周至少出现一次（报复行为
除外：在过去 6 个月内出现两次）［35］。
四、治疗
（一）心理治疗
目 前 ODD 心 理 治 疗 可 细 分 为 父 母 干 预 训 练
（parental management training，PMT）、家 庭 治 疗、个
人 或 团 体 形 式 的 认 知 行 为 治 疗（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多系统治疗和寄养环境中的多维治
疗［36］。根据心理健康治疗教育和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父母参与的多元素治疗方法适用于 8 岁以上儿
童的攻击行为的治疗，而年龄更大的儿童则更多地
受益于家庭基础的多元素治疗方法，如简短的家庭
战略治疗和多系统治疗［37］。
PMT对于孩子的差异化强化策略，给孩子的行为

动机指明正确的方向。它的重点在于父母的养育技
能的提高。PMT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越有效，但是，
在实践中显示它的 3P模式对于青少年同样有效［38］。
其中，父母 - 子女互动治疗基于视频的监测和反馈，
使得父母的培训更加容易［39］。其他的模式如学校干
预可以帮助将良好行为的收益延伸到学校环境［40］。
PMT 的所有方法在改变行为方面都是有效的，但是
有效性随着所要改进的行为不同而有所差异［41］。
功能家庭疗法假设问题行为在家庭平衡中起
着一定的功能作用，而家庭功能的改变可以改变行
为问题。简短的战略家庭治疗也采用类似的原则，
但干预的过程不同［36］。对于年龄大一些的儿童，不
同形式的 CBT 治疗对于 ODD 的行为改善效果较好。
CBT 中愤怒应对程序（包括父母的愤怒应对部分）、
解决问题的技能培训和建设性的谈话对于 ODD 的
攻击性行为都是有效的［42］。
近期关于破坏性疾病的心理社会治疗的 Meta
分析中，有两种治疗是青少年司法系统“既定”的
治疗，多系统治疗和寄养环境中的多维治疗［43］。多
系统治疗包括同伴干预、社会干预、家庭、学校和个
人干预，以全面解决导致儿童行为问题的所有因素。
寄养环境中的多维治疗确保了多种保护因素，如环
境改进、结构化的日常生活、严格的监督和亲社会
的同伴［36］。这些干预在各个经济阶层以及不同种
族之间都是有效的［42］。
最近的研究也探讨了 ODD 儿童心理治疗过程
中产生的生物调节效应。研究显示，存在冷漠的非
情感特征的儿童心理治疗效果不佳，而以社会学习
为基础的父母培训能够在儿童的冷漠的非情感特征
方面产生持久的改善，尤其是在儿童早期［44］。另一
项研究表明，随着 PMT 的介入，会产生皮质醇系统的
变化，如皮质醇应激反应活性和皮质醇恢复能力的
提高，这种变化可以作为攻击性降低的预测因素［30］。
（二）药物治疗
在治疗 ODD 儿童及青少年的青年不适当的侵
犯攻击行为方面，心理社会干预往往是首选的治疗
方法［45］。当对 ODD 儿童的症状无法进行心理社会
管理时，结合药物治疗可能会产生更好的效果，特
别是具有攻击性行为、情绪失调或伴有合并症时，
药物治疗往往是第一选择［46］。常用的包括非典型
抗精神病药物以及情感稳定剂等，但不建议同时使
用多种抗精神病药。同时，建议用药期间严格定期
监测药物不良反应［45］。
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中，利培酮、阿立哌唑
在治疗儿童青少年的攻击性和易怒方面有最强有力
的证据，也是临床上最常用的药物。喹硫平也被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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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对于 ODD 患儿各方面具有较好疗效，但由于其镇
静、体重增加等不良反应明显，而往往患儿难以耐
受这些不良反应，因而并不作为首选治疗［47］。典型
的抗精神病药物如氟哌啶醇在 ODD 治疗的研究中
结果不一，但就其明显的锥体外系不良反应而言，
往往难以被 ODD 患儿所接受。在情绪稳定剂中，丙
戊酸盐、锂盐具有肯定的较好的疗效，但是二者不
良反应较大。因此，两者都属于有条件地推荐，从不
良反应角度，丙戊酸盐优于锂盐［48］。卡马西平和拉
莫三嗪对儿童的攻击性并没有被证明是有效的［48］。
抗焦虑药丁螺环酮能够改善易激惹和攻击行为，增
加自控能力，可用于 ODD 患者［49］。
此外，中枢兴奋剂哌甲酯对于 ODD 攻击性有较
好的疗效。哌甲酯常用于合并 ADHD 的患者，有助
于改善同伴关系及认知功能。非兴奋剂，如托莫西
汀、可乐定、胍法辛等也有很好的效果，其中托莫西
汀效果最好。可乐定能够改善违抗行为，也可用于
哌甲酯效果欠佳者。这些治疗药物一般作为改善
ODD 攻击性的二线用药［50］。
综上所述，ODD 是一种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常见
的精神心理疾病，以持久的违抗、敌意、挑衅及破坏
行为为基本特征，病程多呈慢性进展，甚至可发展
成为情绪障碍、人格障碍、品行障碍等更严重的心
理社会问题。常导致儿童学业不佳，社交不良，严
重危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有研究显示，
ODD 起病越早、病程越长、症状越重，其 ADHD、情
感障碍等合并症的发生率也就越高，社会功能损害
也就越明显［51］。所以，家长及学校应该提高对于
ODD 的认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于患儿的
预后，以及社会功能的完善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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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呆患者居家管理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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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痴呆是一种进行性加重的神经退行性病变，如何管理痴呆患者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公共卫
生难题和挑战。居家管理是基于社区的居家专业照护服务，主要形式包括个案管理和自我管理，在我
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更好地了解居家管理，为痴呆患者居家照料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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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mentia is a progressive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and the management of dementia
patients has become a new public health problem and challenge. Home management is a community-based
professional care service，mainly in the form of case management and self-management，which is in the early
stage in China. Therefore，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me management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home care
practice of dementia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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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痴呆老人的数量正在急
剧增加。最新 Meta 分析估计，中国大陆目前有老年
痴呆患者 948 万人，60 岁以上痴呆的患病率为 5.3%，
超过 80% 的痴呆老人居家生活［1］。由于资源匮乏，
家庭成员中能够充当非正式照护者的人越来越少，
大量的痴呆老人需要社会提供照顾和支持。部分患

者居住在精神病院、养老院等机构里，虽然有专业
医疗卫生工作者或护工进行照料，然而费用较高，
家庭经济负担较重。痴呆患者居家管理是在居家和
机构照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照料模式，是以家
属辅助社区初级医疗机构医务工作者提供照料干
预，医务工作者、家属、患者共同制定康复方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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