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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CFCS创建的目的是将脑瘫患者的日常交流表现进行

5个等级的分类，CFCS主要着重于评价世界卫生组织

(WHO)制定的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CF)中的活动

和参与水平。 

 

使用说明 

 

由一位家长、照料者和/或熟悉患者情况的专业人

员选择交流表现的等级。成年和青少年的脑瘫患者可以

给自己的交流表现评级。交流表现的整体有效性应该基

于日常情况下的交流表现，而不是他们最好的能力表

现。这些日常情况可以是在家里、学校和社区当中。 

如果一些交流表现是同时跨越了几个等级，可能比

较难于分级，这种情况下，选择与大多数场合中的日常

表现最接近的级别。评级的时候，不要考虑患者的感

知、认知和/或动机因素。 

 

定义 

当一个信息发送者发出信息，并且接收者能够理

解这个信息的时候，交流就产生了。无论谈话涉及的

需求如何，如谈话场景（例如在社区、学校、工作场

地、家里），谈话对象和讨论话题，有效的交流者都

可以在谈话中独立地轮流承担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

者的角色。 

 

CFCS的评级过程中，要考虑所有的交流形式，包

括言语、姿势、行为、目光注视、面部表情和辅助沟

通系统（AAC），辅助沟通系统包括但不限于手语、

图片、交流板、交流书、以及通话装置，有时也称语

音输出沟通辅具 (VOCAs)，或者语言输出装置

(SGDs)。 

 

等级间的区分是基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角色

表现、交流速度、以及交流对象的类型，在使用本分

级系统时，以下概念需要牢记。

 

有效的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可以在信息的发出和

理解之间流畅转换。需要澄清或修正误解时，有效的

信息发送和接收者会采用适当的策略，例如重复、改

述、简化、和/或扩展信息。为了加快交流速度，尤其

是使用AAC时，与熟悉的交流对象之间，有效的信息发

送者可能选择使用语法不完全通顺、省略或简化的语

句。 

 

交流中合适的速度，是指理解和表达信息的流利

程度。交流中很少有中断，互相交流中等待时间很

短，即为合适的速度。 

 

不熟悉的交流对象，是指陌生人或者虽然相识但

是很少有交流的人。 

 

熟悉的交流对象，例如亲戚、扶养人、朋友等，

由于既往的了解和经历，这些人和患者的交流可能更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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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CFCS等级的判定无需测试，也不能取代标准的交流能力评估。CFCS本

身不是一项测试。 

 

CFCS根据患者当前交流表现的有效性将人群归类，并不能解释任何潜

在的原因，比如认知、动机、躯体、言语、听力、和/或语言问题。 

 

CFCS不能评估能力提高的潜能。 

 

CFCS可能用于科研和提供服务，以及其他交流有效性分级至关重要的

领域。 

举例包括: 

1) 在业内人士和业外人士之间利用统一公认的语言描述交流功能。 

2) 判断交流手段的效用，如AAC。 

3) 对比不同交流环境、交流对象、和/或交流任务对于交流水平的影响。 

4) 选择交流功能的康复目标。 

交流方法 

 

无论使用多少种交流方法，CFCS中只能使用1个级别来表述总体交流表现。 

 

以下是所有交流方法的列表。 

   

以下交流方法是患者所使用的（选出所有适用的） 
 

言语 

声音 (例如使用 “啊啊啊” 引起家长注意)  

目光注视、面部表情、姿势、和/或指点(例如用身体的一部分、

棍棒、激光) 

手势 

交流书、交流板、和/或交流图片 

声音输出设备或语音生成装置 

其他 

 

 
 

5个等级的描述见第3页。 

等级间的区别图表参见第4页。 

常见问题解答参见网站http://cfc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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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对于不熟悉和熟悉的对象，是有效的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 

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环境中，能够独立进行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角色转
换。对于不熟悉和熟悉的交流对象，轻松交流，速度适当。交流中的误解可以迅速被修
正，不会影响整体的交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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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P 脑瘫患者 

U 不熟悉的对象 

F  熟悉的对象 

有效 
很少有效 

  

II. 对于不熟悉和/或熟悉的对象，是有效但是慢速的信息发送者和/或接收者 

The person  independently alternates  between sender  and receiver roles with 

most  people  in most  environments, but  the  conversational 

pace is slow and may make the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more difficult. a) Th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evels I and II is the pace of the conversation. In 
Level I, the person communicates at a comfortable  pace with little or no 

dela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ompose  a message, or repair a 

misunderstanding. In Level  II,  the  person   needs   extra  time  at  least 

occasionally. 

U 
child may need extra time to produce and understand messages. b) The child may 

need extra time to understand messages but is an effective sender of messages. 
II.

 P 
F 

c) The   child  may  need   extra   time   to  compose   messages   and/or   repair 

misunderstandings. Communication misunderstandings are often   

III. 对于熟悉的对象，是有效的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  

The person alternates between   sender   and   receiver   roles   with   familiar   (but   

not   unfamilia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evels II  and  III  concern  pace  and the  type  of 

conversational  partners. In Level II, the person is an effective sender  and 

receiver with all conversational partners, but pace is an issue. In Level III, the 

person is consistently effective with familiar conversational partners, but not 

with most unfamiliar partners. 
 

III. P F 
rtners in most environments. not consistently  effective  with most  unfamiliar 

partners, but  is usually effective  with familiar 
 

 
IV. 对于熟悉的对象，是不连贯的信息发送者和/或接收者.  

The person does   not   consistently   alternate   sender   and   receiver   roles.  This   

type   of inconsistency might be seen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cators 

including: a) an occasionally  effective  sender   and  receiver;  b)  an  effective  

sender   but  limited receiver; c) a limited sender  but  effective receiver. 

Communication  is sometimes effective with familiar partners. 
 

V. 对于熟悉的对象，很少有效的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  

The person  is limited as both  a sender and a receiver. The person’s communication 

is difficult for  most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person   appears   to  hav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messages from most people. Communication is seldom 

effective even with familiar partner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evels III and IV is how consistently  the person 

alternates between sender and receiver roles with familiar partners. In 

Level  III,  the  person   is generally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familiar 

partners  as a sender  and as a receiver. In Level IV, the  person  does  not 

communicate with familiar partners  consistently. This difficulty may be in 

sending and/or receiving. 
 

IV. P 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evels IV and V is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that the 

person has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familiar partners. In Level IV, 

the person  has some  success as an effective sender  and/or  an effective 

receiver with familiar partners. In Level V, the  person  is rarely able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even with familiar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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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环境中，对于熟悉的交流对象，能够进行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的角色转换。

对于大多数不熟悉的对象，交流不是持续有效的，但是和熟悉的对象，交流通常是有效

的。 

不连贯转换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角色，这种不连贯可能见于多种交流角色，包括: a) 偶尔

有效的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 b) 有效的信息发送者，但是有限的接收者; c) 有限的信息发送

者，但是有效的信息接收者。对于熟悉的对象，交流间或有效。 

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环境中，能够独立进行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的角色转换，但

是谈话速度较慢，可能使得交流互动难度增加。可能需要额外的时间去理解信息、构建信

息和/或修正误解。交流中的误解常会被修正，不会影响和不熟悉以及熟悉对象的最终的交

流效果。 

信息发送和接收都有限。大多数人很难理解该患者的交流信息，患者也很难理解大多数人的

信息。即使是和熟悉的对象，交流也很少有效。 

IV 级和 V 级的区别，在于与熟悉的对象交流的困难程度。等级 IV

中，和熟悉的人交流，有时可以成功扮演信息发送和/或接收者。等级

V 中，即使是和熟悉的人，也很难进行有效的交流。 

III 级和 IV 级的区别，对于熟悉对象，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角色转换

的连贯性。等级 III 中，对于熟悉的交流对象，一般可以作为信息发送

者和信息接收者进行交流。等级 IV 中，对于熟悉的对象不能进行连贯

的交流，问题可能是发送和/或接收信息困难。 

II 级和 III 级的区别，考虑交流速度和对象。等级 II 中，对于所有的交

流对象，都能有效发出和接收信息，但是速度有问题。在等级 III 中，

对于熟悉的交流对象，交流持续有效，但是对于不熟悉的人，交流不

持续有效。 

I 级和 II 级的区别是，交流速度。等级 I 中，以适当的交流速度，理解

信息、构建信息或者修正误解过程很少或没有延迟。等级 II 中，偶尔

需要额外的时间。 



CFCS 等级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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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person 

consistently and 

effectively alternate  否 
sender and receiver roles 
with familiar partners? 

CFCS 

 
 
 
 
 
 
 
 
 
 

是 

Does the person 

consistently and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with 

unfamiliarartners? 

否 

Is the person an 

effective sender 

AND/OR a receiver 

at least some of 

the time? 

是 否 
 
 
 

 

Does the person usually 

maintain a comfortable  

conversational pace with 

communication partners? 
 

是 否 

 

Level III Effective 

Sender AND Effective 

Receiver with familiar 

partners 

 

Level IV 

Inconsistent Sender 

and/or Receiver with 

familiar partners 

Level V Seldom 

Effective Sender 

and Receiver 

with familiar 

partners 

 

 
 
 
 

Level I Effective 

Sender and 

Receiver with 

unfamiliar and 

familiar partners 

Level II Effective, but 

slower- paced Sender 

and/or Receiver with 

unfamiliar and -------

---familiar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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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持续有效地与家庭

成员之间轮流承担信息

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角色? 

 

是否连贯有效地 

与陌生人交流 ? 

是否某些时候能 

有效发送信息和/或 

接收信息 ? 

 

通常能与交流对象保持 

适当的语速 ? 

等级 I 

对于不熟悉和熟悉的对

象，是有效的信息发送

者和接收者 

等级 II 

对于不熟悉和/或熟悉的

对象，是有效但是慢速

的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 

等级 III 

对于熟悉的对象，是有

效的信息发送者和接收

者 

等级 IV 

对于熟悉的对象，是不

连贯的信息发送者和/或

接收者 

等级 V 

对于熟悉的对象，是很

少有效的信息发送者和

接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