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学习ꎬ以帮助孩子在学校以外的体育运动过程中具

有良好的体育运动卫生行为ꎮ 另外教育部门可以印

制宣传手册发放到学生手中ꎬ多方面开展教育工作以

确保中小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运动卫生习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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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

儿童青少年注意问题与焦虑 / 抑郁的双生子研究

王上上ꎬ陈天娇ꎬ 季成叶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 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ꎬ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要】 　 目的　 了解儿童青少年双生子注意问题和焦虑 / 抑郁的遗传度ꎬ为探讨遗传和环境因素对儿童青少年注意

问题和焦虑 / 抑郁的影响程度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 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儿童行为量表( ＣＢＣＬ)家长用问卷ꎬ对从北京地区和山东

地区招募的 ５２７ 对同性别 ６~ １８ 岁双生子进行调查ꎬ采用相关系数法计算注意问题和焦虑 / 抑郁的遗传度ꎮ 结果　 不同卵

性双生子中男、女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０８３ꎬＰ>０.０５)ꎮ 注意问题和焦虑 / 抑郁得分在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间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０.０２４ꎬ－０.５９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儿童青少年注意问题遗传度为 ０.７８ꎬ焦虑 / 抑郁遗传度为

０.５２ꎮ 结论　 遗传对儿童青少年注意问题有高等强度影响ꎬ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于儿童青少年焦虑与抑郁ꎮ
【关键词】 　 注意力缺陷障碍伴多动ꎻ焦虑ꎻ抑郁ꎻ双生子研究ꎻ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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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上上(１９８９－　 )ꎬ女ꎬ山东省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方

向为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ꎮ
【通讯作者】 　 陈天娇ꎬＥ￣ｍａｉｌ:ｔｉａｎｊｉａｏｃｈｅｎ＠ １６３.ｃｏ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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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力缺陷 / 多动障碍(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ｆｉｃｉｔ / Ｈｙｐｅｒ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ＡＤＨＤ)是一种常见、复杂、可遗传的精

神失调状况ꎬ以注意力不集中、多动、行为冲动为主要

特征[１] ꎬ造成患儿在学习、人际关系、社交等多个领域

功能的明显缺损[２] ꎮ 全球儿童青少年 ＡＤＨＤ 发生率

约为 ５％[３] ꎬ中国 ＡＤＨＤ 的患病率为 ５.７％[４] ꎮ 焦虑、
抑郁是儿童青少年最常见精神障碍中的两类ꎬ焦虑表

现为主观焦虑体验、外显的紧张行为和植物神经功能

紊乱症状[５] ꎬ对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学业成绩均有

不良影响ꎮ 儿童抑郁症是起病于儿童或青少年期的

５９９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第 ３７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７



以情绪低落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精神障碍ꎬ常反复发

作[６] ꎮ 中国青少年焦虑检出率为 ７％ ~ １６％[５] ꎬ抑郁患

病率为 １.２％ ~ ７.８％[７] ꎬ焦虑和抑郁常同时出现[８] ꎬ严
重影响儿童精神健康[９] ꎮ 本研究采用双生子研究方

法ꎬ旨在探讨遗传和环境因素对儿童青少年注意问题

和焦虑抑郁的影响ꎬ现将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对象为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北京地区和山东地

区招募调查的双生子ꎬ共募集 ６ ~ １８ 岁同性别双生子

５２７ 对ꎮ 其中同卵双生子( ＭＺ) ３８３ 对(７２.７％)ꎬ异卵

双生子( ＤＺ) １４４ 对(２７.３％)ꎻ男、女生分别为 ４９８ 名

(４７.２％) 和 ５５６ 名 ( ５２. ８％)ꎮ 平均年龄为 ( １１. ７７ ±
３.１５)岁ꎮ
１.２　 测量工具　 使用 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儿童行为量表(Ｃｈｉｌ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ꎬＣＢＣＬ)家长用问卷进行调查ꎬ统一

由儿童的父母完成ꎮ ＣＢＣＬ 问卷包括社会能力和行为

能力两部分ꎮ 行为问题有 １２０ 个项目ꎬ采用 ０ꎬ１ꎬ２ 三

级评分ꎻ可分为退缩、躯体主诉、焦虑 / 抑郁、社交问

题、思维问题、注意问题、违纪问题、攻击性行为和性

问题 ９ 个分量表ꎮ 研究证实 ＣＢＣＬ 信度和效度较

好[１０] ꎮ 计算不同性别 ６ ~ １１ 岁、１２ ~ １８ 岁儿童注意问

题、焦虑 / 抑郁因子得分ꎮ
１.３　 卵性鉴定　 提取血凝块 ＤＮＡꎮ ２６６ 对双生子使

用 Ｐｒｏｍｅｇａ 公司 Ｇｅｎｅ ｐｒｉｎｔ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ＳＴ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
扩增试剂盒ꎬ测定 ４ 个多态性位点(Ｄ１６Ｓ５３９ꎬＤ７Ｓ８２０ꎬ
Ｄ１３Ｓ３１７ 和 Ｄ５Ｓ８１８)ꎻ各位点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双生

子为 ＭＺꎬ任一基因型不一致者为 ＤＺꎬ可靠性达 ９９.６％
以上[１１] ꎮ ２６１ 对双生子使用基点认知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 ＧｏｌｄｅｎｅｙｅＴＭ ＤＮＡ 身份鉴定系统 ２０Ａ 复合扩

增试剂盒ꎬ检测 １９ 个 ＳＴＲ 基因座( Ｄ１９Ｓ４３３ꎬＤ５Ｓ８１８ꎬ
Ｄ２１Ｓ１１ꎬ Ｄ１８Ｓ５１ꎬ Ｄ６Ｓ１０４３ꎬ Ｄ３Ｓ１３５８ꎬ Ｄ１３Ｓ３１７ꎬ
Ｄ７Ｓ８２０ꎬ Ｄ１６Ｓ５３９ꎬ ＣＳＦ１ＰＯꎬ Ｐｅｎｔａ Ｄꎬ ｖＷＡꎬ Ｄ８Ｓ１１７９ꎬ
ＴＰＯＸꎬＰｅｎｔａ Ｅꎬ ＴＨ０１ꎬ Ｄ１２Ｓ３９１ꎬ Ｄ２Ｓ１３３８ꎬ ＦＧＡ) 和 １
个性别位点 Ａｍｅｌｏｇｅｎｉｎꎻ各位点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双

生子为 ＭＺꎬ任一基因型不一致者为 ＤＺꎬ可靠性达

９９.９％以上[１２] ꎮ
１.４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进行 ＭＺ 和 ＤＺ 注意

问题和焦虑 / 抑郁的一般性描述和分析ꎬ对性别分布

进行 χ２ 检验ꎬ注意问题和焦虑 / 抑郁得分比较进行 ｔ
检验ꎬ遗传方差比较用方差分析ꎬ对内相关系数比较

采用 Ｚ 检验ꎮ 使用 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 公式 ｈ２ ＝ ( ｒＭＺ － ｒＤＺ / (１ －
ｒＤＺ))估计遗传度ꎬ式中 ｒＭＺꎬｒＤＺ分别为同卵双生子对和

异卵双生子对的对内相关系数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ＭＺꎬＤＺ 一致性分析　 ＭＺ 中男生占 ４７.５２％ꎬＤＺ
中男生占 ４６.５３％ꎬ不同卵性双生子中男、女比例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０８３ꎬＰ>０.０５)ꎻ６ ~ １１ 岁、１２ ~ １８
岁不同卵性双生子中男、女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０.０１ꎬ０.３２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注意问题

和焦虑 / 抑郁因子得分 ＭＺ 与 ＤＺ 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０.０２４ꎬ－０.５９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６ ~ １１
岁、１２ ~ １８ 岁注意问题和焦虑 / 抑郁因子得分 ＭＺ 与

ＤＺ 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５)ꎬ表明

ＭＺꎬＤＺ 间具有可比性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遗传效应分析　 见表 ２ꎬ３ꎮ

表 １　 不同卵性双生子注意问题和焦虑 / 抑郁得分(ｘ±ｓ)

年龄 / 岁 性别 卵性 人数 注意问题 焦虑 / 抑郁
６ ~ １１ 男 ＭＺ １９８ ３.０７±３.６４ ２.０７±２.５１

ＤＺ ８２ ２.８７±２.４０ １.６６±２.００
女 ＭＺ １９８ ２.２７±２.６８ １.９８±２.５３

ＤＺ ８２ ２.１２±２.６９ １.６７±２.１８
１２ ~ １８ 男 ＭＺ １６６ ２.４８±２.９７ １.７５±２.６２

ＤＺ ５２ ２.８５±２.９３ ２.２５±３.３３
女 ＭＺ ２０４ ２.１５±２.５２ ２.１０±３.２４

ＤＺ ７２ １.９３±２.３７ ２.４９±３.７６

表 ２　 双生子注意问题和焦虑 / 抑郁的对内方差和对间方差比较

注意问题与

焦虑 / 抑郁
年龄 / 岁 性别

对内方差

ＭＺ ＤＺ Ｆ 值

对间方差

ＭＺ ＤＺ Ｆ 值
注意问题 ６~ １１ 男 ０.６９ ２.４５ ３.５５∗ １７.８５ ９.１８ ０.５１

女 ０.８３ ４.０５ ４.８８∗ １３.５５ １０.５２ ０.７８
１２~ １８ 男 ０.６８ ２.８８ ４.２４∗ １７.０４ １４.４７ ０.８５

女 ０.５１ １.６５ ３.２４∗ １２.２８ ９.６９ ０.７９
合计 ０.６８ ２.７８ ４.０９∗ １５.２２ １０.７６ ０.７１

焦虑 / 抑郁 ６~ １１ 男 ０.４０ ０.４４ １.１０ １２.２３ ７.６６ ０.６３
女 ０.８１ ０.８２ １.０１ １２.００ ８.８２ ０.７４

１２~ １８ 男 １.２３ １.０２ － １２.５７ ２１.５７ －
女 ０.５６ ４.７６ ８.５０∗ ２０.４９ ２３.７３ １.１６

合计 ０.７３ １.７３ ２.３７∗ １４.３７ １４.４６ １.０１

　 注:∗Ｐ<０.０５ꎮ

表 ３　 双生子注意问题和焦虑 / 抑郁遗传度相关系数同卵异卵组间比较( ｒ 值)

年龄 / 岁 性别
注意问题

ｒＭＺ值 ｒＤＺ值 Ｚ 值 ｈ２ 值

焦虑 / 抑郁

ｒＭＺ值 ｒＤＺ值 Ｚ 值 ｈ２ 值
６ ~ １１ 男 ０.９３ ０.５８ ７.４７∗ ０.８３ ０.９４ ０.８９ ２.３７∗ ０.４５

女 ０.８８ ０.４４ ６.７７∗ ０.７９ ０.８７ ０.８３ １.０９ ０.２４
１２ ~ １８ 男 ０.９２ ０.６７ ４.７８∗ ０.７６ ０.８２ ０.９１ — —

女 ０.９２ ０.７１ ５.０３∗ ０.７２ ０.９５ ０.６７ ７.３２∗ ０.８５
合计 ０.９１ ０.５９ １２.２４∗ ０.７８ ０.９０ ０.７９ ５.７７∗ ０.５２

　 注:ＭＺ 和 ＤＺ 组间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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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Ｚ 和 ＤＺ 注意问题和焦虑 / 抑郁指标对内方差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ＭＺ 对内方差低于

ＤＺꎬ提示具有遗传效应ꎮ ＭＺ 和 ＤＺ 对间方差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双生子注意问题的遗

传度为 ０.７８ꎬ焦虑 / 抑郁的遗传度为 ０.５２ꎮ ＭＺ 各指标

的对内相关系数高于 ＤＺ 的对内相关系数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双生子研究可区分遗传和环境因素相对作用的

大小ꎬ遗传度是多基因累加效应对疾病易患性变异的

贡献大小ꎮ 本研究中ꎬ６ ~ １８ 岁双生子的注意问题遗

传度为 ０.７８ꎬ表明遗传效应对儿童青少年影响程度很

高ꎻ焦虑 / 抑郁遗传度为 ０.５２ꎬ说明遗传和环境因素同

时起作用ꎬ提示儿童期的环境对儿童焦虑、抑郁的产

生有不容忽视的作用ꎮ
张岚等[１３]研究报道ꎬ１０ ~ １２ 岁双生子注意缺陷遗

传度为 ０.７１ꎮ 胡小梅等[１４] 研究报道ꎬ６ ~ １８ 岁双生子

多动 / 注意缺陷遗传度为 ０.６２ꎮ Ｒｉｅｔｖｅｌｄ 等[１５] 的研究

中显示 ３ ~ １２ 岁儿童注意缺陷的遗传度为 ０.７５ꎻＨｕｄｚｉ￣
ａｋ[１７] 对 ４９２ 对 ８ ~ １２ 岁双生子的研究发现注意缺陷的

遗传度为 ０.６０ ~ ０.６８ꎮ 本研究中ꎬ不同性别 ６ ~ １１ 岁、
１２ ~ １８ 岁双生子注意问题遗传度范围是 ０.７２ ~ ０.８３ꎬ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注意问题的遗传度无明显变

化ꎬ与国内外研究结果大体一致ꎬ表明注意缺陷有较

高的遗传倾向ꎬ 其中的表型差异主要由遗传因素

决定ꎮ
国内外对焦虑 / 抑郁的遗传度研究结果不一ꎬ张

岚等[１３]报道ꎬ１０ ~ １２ 岁焦虑 / 抑郁遗传度为 ０.１７ꎻＨｕｄ￣
ｚｉａｋ 等[１６]报道ꎬ８ ~ １２ 岁焦虑 / 抑郁的遗传度为 ０.６１ ~
０.６５ꎻ李玉玲等[１７] 对 １６６ 对 ６ ~ １２ 岁不同性别双生子

研究发现ꎬ男性焦虑 / 抑郁遗传度为 ０.４６ꎬ女性为０.７５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本研究中女性 ６ ~ １１ 岁、１２ ~ １８
岁焦虑 / 抑郁遗传度分别为 ０.２４ꎬ０.８５ꎮ 和 ６ ~ １１ 岁相

比ꎬ１２ ~ １８ 岁女性儿童焦虑 / 抑郁明显受遗传因素影

响ꎬ显示遗传因素对焦虑 / 抑郁的影响程度随年龄增

长而升高ꎮ 儿童 １２ 岁后进入青春期ꎬ不同年龄段遗传

度的变化可能与儿童心理生理发育阶段的不同有关ꎮ
本研究表明ꎬ６ ~ １１ 岁男性双生子焦虑 / 抑郁遗传度为

０.４５ꎬ遗传因素有中等强度影响ꎮ １２ ~ １８ 岁男性双生

子儿童焦虑 / 抑郁分析中 ｒＭＺ小于 ｒＤＺꎬ该数据不适合作

遗传分析ꎬ可能与 １２ ~ １８ 岁男性异卵双生子样本量较

少有关ꎮ 下一步研究将扩大样本量后再作分析ꎮ
本研究探讨了遗传和环境因素对儿童青少年注

意问题和焦虑 / 抑郁的影响程度ꎬ为进一步的干预提

供了理论依据ꎮ 遗传及环境因素对于不同性别和不

同年龄儿童青少年注意问题和焦虑 / 抑郁的影响程度

不同ꎮ 因此ꎬ在对儿童青少年的注意问题及焦虑 / 抑
郁进行环境干预时ꎬ方向和策略都应根据个体的具体

情况做出相应调整ꎬ以取得最大的干预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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