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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儿童饮食谱及食物偏好研究
寿小婧邢燕韩济生张嵘

·413·

·临床研究·

【摘要】 目的探究孤独症儿童食物偏好的特点，通过对其异常饮食行为原因的分析，为其异常饮食

行为的改善途径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自编家长问卷的形式，对162例正常发育儿童以及162例孤独症儿

童在中国常见的六大类共113种食物进行食物偏好调查。结果 1．研究发现对于谷薯类[正常儿童拒绝

0．0(1．0)种，孤独症儿童拒绝1．0(2．0)种，P<0．001]、豆类[正常儿童拒绝0．0(1．0)种，孤独症儿童拒绝0．0

(2．0)种，P<O．05]、肉类[正常儿童拒绝0．0(0．0)种，孤独症儿童拒绝0．0(2．0)种，P<O．05]、蔬菜类[正常儿

童拒绝3．0(5．0)种，孤独症儿童拒绝6．0(10．0)种，P<O．001]和水果类[正常儿童拒绝0．0(1．0)种，孤独症

儿童拒绝2．0(5．0)种，P<O．001]的食物，孤独症儿童拒绝的食物种类都显著多于正常儿童，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2．在正常儿童中性别并不影响其食物偏好，而孤独症儿童中男孩在谷薯类[孤独症女孩拒绝0．0(1．o)

种，孤独症男孩拒绝1．0(2．0)种，P<0，05]和蔬菜类[孤独症女孩拒绝3．5(5．0)种，孤独症男孩拒绝7．0

(11．0)种，P<O．05]选择中比女孩更加挑剔；3．对于绝大多数的食物，孤独症儿童的接受度都显著低于正常

儿童，而却对方便面(正常儿童接受度71．01％，孤独症儿童接受度81．02％，P<O．001)和辣椒(正常儿童接

受度20．71％，孤独症儿童接受度28．47％，P<0．05)有着特殊的偏好。结论 与正常儿童相比，孤独症儿童

的饮食谱狭窄；对辣椒和方便面这两种刺激性食物则有着更高的接受度。

【关键词】儿童；孤独症；食物偏好

The food repertoire and food preference in children V矗’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Shou xi响ing，Xing

Yah，Han Jisheng，Zhang Rong．Neuro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Peking University，Belting 10019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od preference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reating the odd diet habits．Methods Comparing food selection

styles through a self-made parents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1 13 kinds of common food in six categories
in China in

162 cases of neurotypical children(NC)and 162 case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AC)to investigate the food pref-

e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autistic children．Results Compared with NC，AC had narrow food repertoire in grain

(NC refuse 0．0(1．0)，AC refuse 1．0(2．0)，P<0．001)，beans(NC refuse 0．0(1．0)，AC refuse 1．0(2．0)，P<

0．05)，meat(NC refuse 0．0(0．0)，AC refuse 0．0(2．0)，P<0．05)，vegetables(NC refuse 3．0(5．0)，AC refuse

6．0(1．0)，P<O．001)and fruits(NC refuse O．0(1．0)，AC refuse 2．0(5．0)，P<0．001)．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food preferences in neurotypical children of different gender．However，AC boys were more selective in the grain

(NA girls refuse 0．0(1．0)，AC boys refuse 1．0(2．0)，P<0．05)and vegetables(NA girls refuse 3．5(5．0)，AC boys

refuse 7．0(11．0)，P<0．05)than AC girls．Moreover，AC had higher preference to lower acceptance in most offood

than NC，but not instant noodles(NC acceptance 71．01％，AC acceptance 81．02％，P<0．05)and chilli(NC accept—

ance 20．71％，AC acceptance 28．47％，P<0．05)．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NC，AC have narrower food reper—

toire．On the other hand，AC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acceptance of stimulating food like chili and instant noodle．

【Key words】 Children；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Food preference

儿童孤独症，广义上来说称作孤独症谱系障碍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是一类发生在儿童早

期的神经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主要表现为社会交往

和交流障碍，以及不同程度的重复刻板行为¨o。中国

目前尚没有系统的发病率统计数字，但在美国儿童孤

独症的发病率已达到1／88心1；发病儿童数量已高于诊

断出艾滋病、糖尿病和癌症儿童数的总和p。；并且这

一发病率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在稳步增长。在孤独症

儿童的核心症状之外，最普遍的问题就是饮食困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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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胃肠道疾病。1979年DeMeyer就描述了超过90％

的孤独症儿童存在如挑食、拒食和进餐时的破坏性行
为等饮食困难H1；中国尚没有对孤独症儿童具体饮食

偏好特点的调查研究。孤独症患儿在中国的确诊年龄
已不足3岁∞J，学龄前阶段正是儿童大脑和身体发育

的重要时期，也是行为矫正的黄金时期，因此本文将根
据中国常见的六类1 13种食物对孤独症儿童的饮食特

点进行分析描述，并通过对其异常饮食行为原因的探

讨，为其异常饮食行为的矫正和训练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在2009年～2013年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学龄

前正常儿童及孤独症儿童家长进行饮食行为调查。正
常儿童样本在北京及周边的儿科门诊和幼儿园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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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儿童在精神病儿科门诊以及孤独症儿童行为矫

正中心收集。相关问卷信息数据分析均经过患儿监护

人知情同意，本次研究已通过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

委员会审查，批件号为IRB00001052—09017。

正常儿童人组标准：年龄范围在1～7岁；无精神

类疾病(史)与神经发育性疾病(史)。孤独症儿童入

组标准：年龄范围在1～7岁；为明确诊断的孤独症谱

系障碍(北京精神病儿科门诊副主任医师以上诊断)；

未伴有其他神经发育性疾病如x脆性综合征、发育迟

缓等。孤独症儿童诊断标准依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

手册第四版。6o(DSM．IV)以及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刊

(CARS)≥30分。

共收集儿童饮食行为调查问卷462份；正常儿童

问卷242份，其中9份问卷年龄、性别等基本信息不完

整，12份为无效问卷，因此可用问卷为221份；孤独症

儿童问卷220份，其中1份问卷年龄信息不完整，4份

为无效问卷，因此可用问卷为215份。对两组儿童的

年龄以及性别进行匹配之后，每组人组162例进行分

析比较。

入组分析的正常儿童年龄范围在1．8～7．0岁，平

均年龄(5---1)岁，男、女比例为141：21；孤独症儿童年

龄范围在1．8～7．7岁，平均年龄(5±1)岁，男、女为141

：21，CARS评分为(35．60+4．33)分。两组儿童在年龄

及性别比例上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人口统计特征

注：3N／A，不适用此种情况，“采用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Kohnogorov．

Smirnov z(K—S)检验，。采用卡方检验

二、方法

1．研究工具、测评方法及观察指标：采用家长问卷

的形式，经知情同意，针对孩子的情况进行《儿童饮食

行为调查问卷》的填写。《儿童饮食行为调查问卷》为

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张嵘编写∽J，该问卷Cron—
bach 7S ol信度系数为0．896。问卷包括1 13种、六大类

食物：谷薯类(14种)、豆类(8种)、肉类(9种)、蔬菜

类(31种)、水果类(17种)、零食类(34种)；家长根据

儿童的饮食情况，对每项食物进行“能吃(、／)”、“没吃

过(△)”、“不吃(×)”的标记。

2．统计处理：数据分析软件使用的为IBM SPSS

20．0，统计方法根据不同的数据类型采用两独立样本

的非参数Kolmogorov—Smirnov z(K—S)检验和卡方检

验。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孤独症儿童与正常儿童的饮食偏好比较

孤独症儿童与正常儿童谷薯类、豆类、肉类没吃过

的食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孤独症儿童没有

吃过的蔬菜类、水果类、零食类食物种类多于正常儿

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000，2．111，4．000；P<

0．01)。孤独症儿童对所有六类食物的接受程度均低

于正常儿童；除零食类外，孤独症儿童食物的拒绝度均

高于正常儿童。见表2。

表2 孤独症儿童与正常儿童饮食偏好比较

注：8采用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Kolmogorov—Smirnov z(K．S)检验，6数

值为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

对两组儿童不同性别的食物偏好进行两独立样本

的非参数K—s检验，正常儿童对六类食物的偏好没有

性别差异(P>O．05)；而孤独症男孩对谷薯类[女孩拒绝

0．0(1．0)种，男孩拒绝1．0(2．0)种，Z=1．371，P=0．047]和

蔬菜类[女孩拒绝3．5(5．0)种，男孩拒绝7．0(11．O)，Z=

1．3741，P=0．046]比女孩有更高的拒绝度。

二、孤独症儿童对单项食物的偏好分析

对113种食物进行了单项的食物偏好分析，发现孤

独症儿童对方便面和辣椒的接受程度分别为81．02％、
28．47％，正常儿童分别为71．01％、20．71％，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X28．663，8．718；P<0．05)。对于馒头、油条、大豆、

豆腐脑、猪肉、羊肉、青椒、韭菜、瓜子、糖果的接受程度，两

组儿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余下的101种食物，孤独症儿

童的接受程度均低于正常儿童(P<0．05)。

讨 论

与正常儿童相比，孤独症儿童可接受的食物种类

减少，拒绝食物种类增多，说明在国内常见食物范围

中，孤独症儿童有着更狭窄的食物谱。在蔬菜类、水果

类以及零食类中，孤独症儿童本身没有吃过的食物就

显著多于正常儿童，因此对于食物可接受的种类分析

中，并不能反映出孤独症儿童自身的偏好，并且这与孤

独症家庭食物购买习惯，生活环境，经济状况等多种因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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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关，本文并未做进一步观察。然而孤独症所接触

过的蔬菜类和水果类的狭窄食物谱中，可以接受的食

物种类比正常儿童更低，拒绝种类更高。这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相对于正常儿童，孤独症儿童更加挑食，饮

食谱也更加狭窄，这与之前国外文章的描述相一

致一‘11I。在以往的报道中这些儿童对食物的形状、气

味、颜色、温度等有着极度的偏好¨厶13j，Wiggins等¨4
o

在2009年的研究中发现孤独症儿童对味觉／嗅觉敏感

性评分(如局限于某一种形状或温度的食物，不吃某

种味道的食物，挑食等；评分越低儿童越敏感，即越挑

剔)与其在孤独症诊断观察量表(Autism Diagnostic

Observation Schedule，ADOS)中刻板行为相关的评分

呈负相关，换句话说，孤独症儿童对食物越挑剔可能其

刻板行为就越严重。此外，也有研究猜测，孤独症儿童

的偏食挑食也可能与其伴随高发的胃肠道疾病有关，

有报道发现胃肠道功能紊乱在孤独症儿童中的发生率

达到70％‘1“，某些严重的症状包括肠道淋巴结增大、

溃疡性结肠炎、食管裂孔疝等¨6I。

在正常儿童中，性别对于儿童的饮食偏好并没有

影响，然而在孤独症儿童中，男孩对于谷薯类和蔬菜类

比女孩更加挑剔，说明对于孤独症儿童，不同的性别也

存在不同的饮食特点，这可能与孤独症人群中男性比

女性有更高的刻板行为评分¨7I，或嗅／味觉异常程度

存在差异所致，这一猜测需要进一步验证。

对于绝大多数的食物，孤独症儿童更加挑剔，然而

对于方便面和辣椒，却似乎有着特殊的“偏好”，这可

能与他们其中部分儿童存在感知觉异常。18I，对刺激性

事物的感觉迟钝有关。Bennetto等¨引在对孤独症青

少年人群的研究中发现，对于酸和苦的辨别能力孤独

症人群显著低于正常人群，而甜和咸的味觉刺激中则

没有显著性差异；然而在进行电味觉测定的实验中，两

组人群的阈值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孤独症人群

在味觉方面的异常可能存在于皮层而不是脑干。相似

地，Tavassoti等在对孤独症成人的实验中，孤独症人群

对于酸、苦、甜味的评分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对于咸

味并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孤独症人群经常将咸味与

无味混淆ⅢJ。这些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孤独症

人群对味觉体验较正常人迟钝，可能正因为如此，孤独

症人群对于一些味道重、有刺激性的食物接受度更高。

尽管明确观察到了孤独症在饮食上存在严重的挑

食、厌食现象，对其原因的解释在本文中只能根据现有

的其他研究进行推测。如若在日后的研究中想进一步

深入研究其确切机制，还需要更全面的研究手段和观

察指标。
志谢本研究孤独症受试儿童来自五彩鹿儿童行为矫正中心与阳光友

谊康复训练中心；正常儿童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幼儿园和北医三院儿

科门诊，对上述单位的积极配合参与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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