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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讨《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儿童和青少年版)》 (ICF-CY)的理论架构、方法、分类体系及其应用。

ICF-CY国际中文版的面世是 ICF发展与应用的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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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架构与依据

《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儿童和青少年版)》 (Interna-

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Chil-

dren and Youth Version, ICF-CY)源自《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

分类》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并与 ICF兼容，以更广泛的类目编码用于描述儿

童和青少年的功能和健康状况。

1.1 理论依据

ICF-CY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所规定的基本人权

的理念纳入到定义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和功能分类中，基于人

口学的方法，预防儿童残疾发生，并建立服务于儿童和青少年

的公共健康框架。ICF-CY中的内容与代表儿童权利的国际公

约和宣言的内容一致。因此，运用 ICF-CY类目和编码所做的

记录可以作为执行保障儿童和青少年权利活动的依据。

以下是代表性的与儿童权利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宣言的主

旨，这些文件特别关注弱势残疾儿童和青少年权利的保障。

1.1.1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1989)[1]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

约》第二十三条规定：身心有残疾的儿童应能在确保其尊严、

促进其自立、有利于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下享有充实而

适当的生活。该条款指出残疾儿童有接受特殊照顾、得到无偿

扶助的权利，通过接受教育、培训、卫生保健和康复服务，促

进儿童实现个人发展并融入社会。

1.1.2 《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 (1994) 《残疾人机会均等

标准规则》第六条规定：确保残疾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在完整

的教育系统中与一般民众平等地接受小学、中学及进阶教育。

此外，规则还强调对残疾幼儿、学前儿童进行早期干预和特别

关注的重要性。

1.1.3 全民教育：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2000) 达喀尔世界教育

论坛倡导：推广早期儿童保健和教育，支持向全民提供免费教

育和义务教育。此外，论坛还倡导促进青少年、成人学习和掌

握技术，提高成人读写率，实现性别平等、提高教育质量。

1.1.4 《塞拉曼加教育权利宣言》 (2001) 《塞拉曼加教育权利

宣言》声明：每个儿童都有最基本的接受教育的权利，残疾或

有学习障碍的儿童需要接受特殊教育。宣言还声明，需向所有

儿童提供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此外，宣言强调应将残疾儿童

纳入普通学校教育，并强调早期教育对促进残疾儿童发展和做

好入学准备的重要性。

1.1.5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2006)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

公约》序言强调：残疾儿童应在与其他儿童平等的基础上充分

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回顾《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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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目的承担的义务。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七条强调：

1.缔约国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残疾儿童在与其他

儿童平等的基础上，充分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2.在一切关于残疾儿童的行动中，应当首要考虑儿童的最

佳利益。

3.缔约国应当确保，残疾儿童有权在与其他儿童平等的基

础上，自由表达影响本人事项的意见，残疾儿童的意见应当按

其年龄和成熟程度适当予以考虑，并获得适合其残疾状况和年

龄的辅助手段以实现这项权利。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三十条强调：残疾儿童享有

与其他儿童一样平等的机会参加游戏、娱乐和休闲以及体育活

动，包括在学校系统参加这些活动。

1.2 儿童青少年功能分类的架构

ICF-CY采用了与 ICF相同的残疾架构，将残疾(disability)

定义为一种涵盖损伤、活动受限和参与局限的概括性术语[2]。

残疾是指有某些健康状况的个体与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之间相

互作用的消极方面(图1)。

健康状态
(异常/疾病)

身体功能与结构
(损伤)

活动
(限制)

参与
(局限)

环境因素 个人因素

图1 ICF-CY生物-心理-社会的残疾模式

由图1可见，ICF-CY分类系统的内涵分为4个部分，应用

这4个部分测量与评估身心障碍者的各种身体、心理功能的限

制与能力。第一维度是身体功能与身体结构；第二维度是活

动，ICF中每个身体系统与功能都对应着各种活动的机能，采

用“活动”取代“障碍”的负面描述；第三维度是参与，取代

残障概念；第四维度是背景性因素，指个体生活和生存的全部

背景[2]。

ICF-CY分类系统将残损作为结果，将其看做是残疾现象

的一部分，使用的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和残疾的包容性模

式。残疾的包容性模式认为，残疾是人类的功能状态；残疾不

是某一类人(残疾人)独有的特性，而是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特

征；所有人都可能会经历残疾，只是某些人的功能障碍可能是

永久性的或是临时性的，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也不相同，严重

的功能障碍可能需要他人协助和社会支持[3]。

虽然 ICF-CY和 ICF采用了相同的模式，但 ICF-CY更关注

儿童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家庭环境、发展迟滞、参

与和环境对儿童发育和发展的影响。

1.3 儿童的特殊性及其功能和残疾分类应考虑的问题

儿童发育和发展指导着 ICF-CY 内容和发展的核心议题。

由于儿童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增加或扩展 ICF的分类内容，这

些内容包括处于发展中儿童的认知和语言、游戏、性格和行为

本质。

1.3.1 处于家庭环境中的儿童 儿童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儿童会从婴儿期所有活动都要依赖别人逐

渐过渡到青少年期，实现身体、社会和心理上的成熟与独立；

儿童通过与家人、照料者以及社会环境不间断地互动来实现这

一动态过程。因此，看待儿童的功能应根据儿童所处的家庭系

统，这对于判定在生活场景中儿童的功能非常重要。

1.3.2 发展迟滞 由于个体间成长和发育的差异，儿童和青少

年身体功能的发展、身体结构及技能掌握情况会有所不同。身

体功能、身体结构和活动能力的发展落后并不一定是实质性

的，而可能反映为发展延迟。迟滞可以表现在不同领域 ，如

认知功能、言语功能、移动和交流，因年龄不同而有差异，且

受到所处环境中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影响。身体功能和身体结构

发展情况或预期的技能发展表现的不同情况定义了发展迟滞这

一概念，并且经常作为判断儿童是否具有高残疾风险的依据。

针对儿童，ICF-CY着重考虑将功能、结构、活动和参与

的落后或迟滞设定为一种严重性限定值。因此，ICF-CY给出

迟滞这个术语和概念来定义身体功能、身体结构、活动和参与

的通用限定值，以记录儿童在身体功能、身体结构、能力以及

活动和参与方面表现出的迟缓或迟滞的范围或严重程度，并认

识到限定值编码表述的严重程度也会随时间发生变化。

1.3.3 参与 参与代表了功能的社会方面，被定义为个人“投

入到一种生活情境中”。由于儿童的生活情境与成年人有很大

区别，因此 ICF-CY特别关注参与的问题。

随着儿童逐渐长大，他们的生活情境在数量和复杂度上会

产生很大变化。儿童年龄越小，他们参与的机会越可能由家

长、照顾者或服务提供者决定，因此家庭环境和儿童直接接触

的其他环境所扮演的角色在理解儿童参与方面不可或缺。

1.3.4 环境 环境因素被定义为“构成人们生活和指导人们生

活的物理、社会和态度环境”。残疾的模式转变为更广泛的生

物-心理-社会模式，那么人与环境的互动就要求人们对儿童和

青少年的环境因素给予特别的关注。

ICF-CY 视儿童和青少年的环境为一系列连续的环境系

统，系统从最核心的直接接触环境辐射到外围最远接触环境

(图2)。

直接接触环境

最远接触环境

图2 儿童和青少年所处的环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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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环的环境系统都对不同年龄或时期儿童发展的功能产

生不同影响。儿童在最直接接触的环境里极为依赖他人，说明

他们活动受到限制，需要安全保障。不同年龄儿童的需求不

同，所以他们所需的环境支持的内容和程度也不相同。通过立

法或国家政策的形式可以改善儿童非直接接触的环境，确保儿

童接受卫生保健、社会服务和教育。

1.4 儿童残疾康复的相关理论基础

ICF-CY的制订基于当代心理学、教育学、残疾研究等的

理念与方法，作用于对儿童发展和发育的研究[4]。

儿童残疾康复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儿童发展理论，如皮亚

杰的儿童发展理论、维果茨基的思维与语言理论、米勒的发展

心理学理论；生物-心理-社会交互模式理论，如 Sameroff 和

Fiese提出相互影响的规律；早期干预的发展生态学，如Ver-

brugge 和 Jette 提出残疾过程理论；环境理论，如 Bronfen-

brenner提出的人类生态学发展。

1.5 ICF-CY的特点

ICF-CY的制订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①在 ICF的分类架

构下，增加了适用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类目；②增加了发展性的

功能评定指标；③更易于开发相关的评定工具；④不仅适用于

儿童和青少年，也适用于所有年龄段人群，因为儿童和青少年

的发展是功能获得的问题，老龄化是功能丧失的问题。

ICF-CY包含所有 ICF的类目。

2 特点与开发相关的活动

2.1 主要开发活动

ICF-CY 扩大了 ICF主卷的覆盖范围，提供附加内容和更

多的类目，全面涵盖与婴儿、学步儿童、儿童和青少年相关的

身体功能和结构、活动和参与以及环境等方面的内容。开发活

动有以下形式：①对类目说明进行修改和扩展；②为没有用的

编码加入新编码，并升级新内容；③修改包括和不包括标准；

④增加限定值以包括发展状况。

2.2 部分新增类目

因本文篇幅有限，列举了部分详细分类。具体新增分类及

定义参见 ICF-CY中的相关内容。

身体功能

第一章 精神功能

b110-b139整体精神功能

b110意识功能

b1103觉醒状态的调节

b114定向功能

b1142人物定向

b11420自我定向

b11421他人定向

b1143物体定向

b125特质和自省功能

b140-b189特殊精神功能

b163基本认知功能

b164高水平认知功能

活动和参与

第一章 学习和应用知识

d130-d159基本学习

d131通过对物体行动学习

d132获取信息

d133习得语言

d134习得附加语言

第八章 主要生活领域

d860-d879经济生活

d880参与游戏

环境因素

第一章 用品和技术

e115个人日常生活用的产品和技术

e1152游戏用的产品和技术

e11520游戏用的普通产品和技术

e11521游戏用的适应性产品和技术

e1158其他特指的游戏用的产品和技术

e1159游戏用的产品和技术，未特指

e150公共建筑物用的设计、建设及建筑用品和技术

e1503公共建筑物里为人生安全用的设计、建设及建筑

用品和技术

注：楷体内容为新增类目

3 应用

3.1 四大应用领域

ICF-CY用来记录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和功能的特点，方便

临床医生、教育工作者、公共政策制定者、家庭成员、消费者

和研究人员使用。ICF-CY提供一种理论架构、通用的语言和

术语，记录婴儿、儿童和青少年在身体功能和结构、活动受

限、参与局限和环境等方面表现出来的问题。应用的领域主要

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3.1.1 儿童残疾与康复政策开发、实施与监测 如设计儿童的

残疾标准，建立符合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儿童康复政

策并检测康复效果。见表1。

表1 ICF-CY应用于儿童残疾与康复政策开发、实施与监测

儿童卫生保健政策

开发

实施

监测

儿童教育发展政策

开发

实施

监测

儿童康复和社会服务政策

开发

实施

监测

3.1.2 儿童功能和残疾流行病学调查 如统计儿童残疾的流行

率，分析残疾儿童的主要功能障碍。见表2。

-- 3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2014年 1月第 20卷第 1期 Chin J Rehabil Theory Pract, Jan. 2014, Vol. 20, No.1

http://www.cjrtponline.com

表2 ICF-CY应用于儿童功能和残疾流行病学调查

妇幼保健调查

出生缺陷

发育障碍

儿童保健

儿童残疾调查

儿童残疾调查

儿童康复需求调查

儿童特殊教育需求调查

儿童残疾数据库

儿童残疾标准

ICF残疾调查模板

华盛顿小组(WG)残疾调查

ICF-CY 儿童残疾调查

3.1.3 儿童残疾与康复计划以及康复干预与结局和经济效益评

估 如基于儿童的功能障碍，建立符合 ICF-CY的康复需求评

价体系和康复计划，根据康复的计划匹配康复干预资源和措

施，并对康复的功能结局和经济效益进行评估分析。见表3。

表3 ICF-CY应用于儿童残疾与康复计划以及康复干预与结

局和经济效益评估

整体康复计划

康复需求

主要功能障碍

发展影响因素

综合性康复干预

选择干预方法

匹配干预资源

干预管理与效果评估

临床路径

行业规范：儿童康复指南

康复结局和效益评估

康复结局评估

成本效益评估

转介服务

3.1.4 儿童医疗信息管理与数据库系统建设与管理 基于 ICF建

立涉及儿童身体功能、身体结构、活动、参与及环境因素的儿

童功能数据库，并应用数据库技术，实施儿童康复的科学管

理。见表4。

表4 ICF-CY应用于儿童医疗信息管理与

数据库系统建设与管理

医疗信息标准

功能和残疾

儿童功能与残

疾

电子病历系统

架构

功能编码

临床路径信息

系统

专题数据库

儿童功能与残

疾

儿童功能与发

展

康复临床分析

建立基于 ICF的

统计分析指标

确定各指标间

的关系

分析康复效果

与经济和社会

效果

3.2 使用 ICF-CY对儿童的功能和残疾进行编码

儿童和青少年残疾维度的分类和编码是一项复杂的活动，

ICF-CY分类单位不是对儿童的诊断，而是儿童功能的整体描

述，需要考虑儿童在身体、社会和心理发展方面存在的身体功

能、身体结构、活动和参与的显著受限。ICF-CY的目的是描

述儿童功能受限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同时明确影响这些功能的

环境因素。

虽然进行编码会有多重目的，但仍需要遵循一致的方法来

实施，以保证获得可靠且有效的数据。ICF-CY国际中文版附

录2列出了通用编码指南，并提供了为健康和与健康有关状态

编码时相关的信息。以下步骤旨在指导用户针对儿童和青少年

问题，使用 ICF-CY分类和进行编码。

①明确可供编码的信息数据，确定信息是否与身体功能、

身体结构、活动、参与或者环境因素这些领域相关。

②明确与待编码信息对应最适宜的领域，然后确定章(4位

字符编码)。

③阅读 4 位编码的说明，注意参考与这些说明相关的注

解。

④查阅任何应用于编码的包括或不包括术语注解，对照信

息一一鉴定。

⑤确定编码信息是否与4位编码的级别匹配，或者检视是

否需要使用5位或6位编码做更详细的说明。

⑥编码执行到与待编码信息最符合的编码级别。查阅编码

说明以及任何有关类目的包括和不包括的说明。

⑦选择编码并且复查可用的信息，以便用通用限定值赋

值。通用限定值定义了身体功能和结构损伤、活动受限和参与

限制程度(从0代表无损伤、无困难到4代表完全损伤、完全困

难)、环境障碍(从 0代表无障碍到 4代表完全障碍)或者有利因

素(从0代表没有有利到+4代表完全有利)。

⑧在第二、三、四级类目中分配编码限定值。如d115.2表

示听觉中度障碍。

⑨重复步骤①到⑧，对信息材料里每一种相关的功能和残

疾的表征进行编码。

⑩家长和消费者可能参与此过程，完成与年龄适宜的问

卷，允许提出所关注的功能领域；但是这些要在某位专家或一

组专家做出全面评定和编码之前完成。

4 ICF-CY国际中文版的标准化

4.1 ICF-CY开发过程中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参与

ICF-CY的第一个草案完成于2003年。ICF-CY最终版草案

于 2005年末提交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评审。此次评审的建议被

纳入终稿，并呈交 2006年秋突尼斯举办的世界卫生组织国际

分类家族网络(WHO-FIC)年度会议。作为第一个来源于 ICF的

分类，ICF-CY在2006年11月正式被官方认可并出版。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信息研究所是中国残联从事残疾相

关研究的重要机构，邱卓英所长是WHO-FIC功能和残疾专家

委员会(FDRG)的专家成员，作为专家全程参与了 ICF-CY的编

辑、讨论、发布和其他活动，推动了 ICF-CY 的开发与应用。

ICF- CY 国际中文版本从 2008 年获得 WHO 正式授权，在

WHO-FIC 中国合作中心 ICF 分中心架构下成立了专家委员

会，负责 ICF-CY的翻译与标准化工作。ICF-CY国际中文版于

2013年正式出版发行。

4.2 术语标准化与中文版翻译

ICF-CY国际中文版的术语翻译保持了与 ICF术语的一致

性，方便研究人员进行查阅、比较等交叉应用。对 ICF-CY新

增的儿童和青少年分类类目进行翻译时，查阅并参考了国内外

相关分类信息。在 ICF-CY国际中文版翻译过程中，译者遵循

ICF开发研究原则与措施，进行 ICF-CY国际中文版的术语标

准化与中文翻译工作。具体原则和措施如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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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ICF-CY 国际中文版专家委员会成员：邱卓英、吴弦

光、胡莹媛、李晓捷、陈文华、叶祥明、姜志梅、黄惠忠(美

国)、黄露茜(美国)、梁兵、吴丽慧、庞伟、田阡、吴卫红、朱

平、刘爱民、丁相平、张素蓉、刘合建、陈迪、李沁燚。

②ICF-CY是WHO分类家族成员之一，ICF-CY国际中文

版翻译术语与 ICD术语系统相协调。翻译术语贯彻WHO关于

残疾和健康的最新观念，尽量采用中性、积极性术语。

③ICF涉及社会、环境、职业、教育、心理等多方面，译

者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委员会心理学和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各专

业组审定、国务院授权颁布在各行业应用的标准术语，尽量采

用该领域标准术语。

④采用了现代术语分析技术，对关键性术语做了分析测

定。

⑤考虑到残疾和康复研究的特殊性，ICF-CY翻译的重要

术语采用了心理学的术语架构，符合该分类原作者的专业背

景，也能更好地描述儿童青少年的发展状况。

⑥术语及其准确性整合 ICF-CY分类体系的理念，并贯彻

《残疾人权利公约》和《世界残疾报告》的理念。

⑦ICF-CY 国际中文版得到了本分类主要开发人员 Sime-

onsson博士和Martinuzzi教授等国际专家的直接支持。

4.3 临床测试

ICF-CY的第一个草案完成于2003年，并于2004年通过现

场测试。随后形成 ICF-CY β版草案并于 2005 年进行现场测

试。在 ICF-CY国际中文版术语标准化和翻译过程中，专家组

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进行了 ICF-CY临床测试，并通过典型案

例分析、行为观察等方法，对儿童功能做了全面分析。测试结

果显示，ICF-CY符合儿童功能分析的需求，可应用于康复临

床等相关领域。

4.4 数据库的建立与管理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信息研究所通过参照国外相关分类

管理信息平台的功能架构，采用分类标识语言(ClaML)技术和

Java语言开发的分类管理信息平台首次实现了 ICF-CY多语种

的管理，特别是 ICF-CY国际中文版本的管理。

该平台实现了在中文环境下 ICF-CY分类类目分层等级式

管理，并能与其他语种进行交叉对照，可作为国际医学标准数

据库与国际相关领域接轨，满足了人们对医学信息标准电子化

的需求，为研究人员使用、查阅和研究多语种 ICF-CY提供了

有效的工具，方便了国内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且解决了研

究人员依靠手工维护和更新 ICF-CY所面临的诸多困难。管理

信息平台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提高了 ICF-CY的研究效率，保

障了 ICF-CY在相关领域的有效应用[6]。

4.5 推广应用

在WHO-FIC合作中心的架构下，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负责

ICF-CY国际中文版的推广应用工作。WHO-FIC中国合作中心

与中国康复医学会、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开展了多期全国性

ICF-CY培训，推广 ICF-CY理论、方法和相关的工具。

WHO-FIC中国合作中心也与WHO-FIC德国合作中心及其

他国家 WHO- FIC 合作中心共同开发 ICF- CY 软件，用于

ICF-CY类目管理、临床测量工具及数据库，促进 ICF-CY在行

业领域的广泛应用。

ICF-CY国际中文版的出版和发行及在残疾儿童领域广泛

的应用，将为残疾和康复领域提供新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提

升儿童青少年康复医疗的标准化水平。WHO根据分类发展的

原则，计划将 ICF-CY统一整合到新版本 ICF中。为此将开展

分类本体学研究，期望建立整合的架构和方法。我们深信，在

WHO-FIC中国合作中心的组织架构下，在相关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ICF-CY将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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