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１９７１００６)ꎻ科技创新服务能力

建设———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１９５３００５０１８４)ꎮ
【作者简介】 　 韩红(１９９５－　 )ꎬ女ꎬ山东烟台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方

向为婴幼儿发展ꎮ
【通讯作者】 　 程南华ꎬ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ｇｎａｎｈｕａ＠ ｃｎｕ.ｅｄｕ.ｃｎ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７.０４５

儿童问题行为共发性研究进展

韩红ꎬ程南华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文献标识码】 　 Ａ
【中图分类号】 　 Ｒ １７９　 Ｂ ８４４.２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７￣１１１６￣０５
【关键词】 　 行为ꎻ精神卫生ꎻ共病现象ꎻ儿童ꎻ研究

　 　 近年来ꎬ儿童问题行为的共发性研究是发展心理

学和精神病理学关注的焦点ꎮ 共发性(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作为发展心理学的概念ꎬ是指同一个体在同一时间点

具有 ２ 种及以上的精神病理状况[１] ꎮ 在精神卫生领

域ꎬ共发性用共病( 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代替[２－３] ꎮ 近几十年

的研究表明ꎬ儿童共发性问题行为的发生率呈显著上

升趋势[４－９] ꎮ 与单一问题行为相比ꎬ共发性问题行为

对儿童身心健康、学业成就、日常生活和社会功能造

成更消极的影响ꎬ增加物质滥用、违法犯罪甚至自杀

等一系列不良发展结果的风险[１０－１６] ꎬ并在不同的功能

领域造成更高水平的心理社会损害ꎬ甚至给社会发展

带来破坏性后果ꎮ 本文将综述儿童问题行为同型共

发和异型共发在发生率、年龄、性别等方面的特征ꎬ并
在此基础上ꎬ基于 Ｐ 因素模型及网络分析的方法解释

儿童问题行为共发性的原因ꎬ 并讨论未来的研究

方向ꎮ

１　 儿童问题行为的同型共发

当问题行为属于同一诊断组ꎬ即个体内的多重内

化或多重外化问题行为的同时发生ꎬ这种类型的共发

就是同型共发( ｈｏｍｏｔｙｐｉｃ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７] ꎮ 儿童最

常见的同型共发主要包括焦虑和抑郁的共发ꎬ对立违

抗性障碍(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ｉａｎｔ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 ＯＤＤ) 和品行

障碍(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ＣＤ) 的共发ꎬ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 ＡＤＨＤ)和对

立违抗性障碍( ＯＤＤ) / 品行障碍( ＣＤ) 的共发ꎮ 焦虑

和抑郁的共发为内化问题行为的同型共发ꎬ后两种为

外化问题行为的同型共发ꎮ
１.１　 焦虑和抑郁的共发　 现有研究显示ꎬ焦虑或抑郁

儿童二者的共发率在 ２０％ ~ ４０％[１７－１９] ꎮ 年龄上ꎬ共发

出现的平均年龄为 ５ 岁ꎬ且随年龄增长共发率上升ꎬ于
青春期最普遍ꎮ 性别上ꎬ女生的共发率(６１.３％)高于

男生(３８.７％) [１９] ꎬ青春期时尤为明显[２０] ꎬ可能是青春

期的女生无论从心理还是生理角度都处于更大的压

力之下ꎬ表现出更多的认知偏差ꎬ对自我、他人、未来

等的消极看法更多[２１] ꎮ
无助－无望理论( ｈｅｌｐ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ｈｏｐ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

解释了焦虑和抑郁共发的原因[２２] :一旦消极事件发

生ꎬ个体就会判断该事件的可控度ꎬ以及事件的原因

是否是内在、稳定和全面的ꎮ 该理论认为焦虑以无助

为特征ꎬ抑郁是在无助的基础上以绝望为特征ꎬ因此

抑郁通常伴有焦虑症状ꎮ 焦虑是对消极事件的最初

情绪反应ꎬ随着个体更加确定事件的原因是内在、稳
定和全面的ꎬ焦虑可能演变为绝望抑郁ꎮ 对共病的影

响性研究发现ꎬ学龄前儿童焦虑和抑郁共病有着更加

持续、消极的影响ꎬ在学龄期或青春期表现出更严重

的内化问题、更多的同伴问题及心理社会障碍[２３] ꎮ 然

而ꎬ由于儿童正处于神经发育阶段ꎬ一些动态、复杂的

环境因素需要更具体的评估与诊断[２１] ꎬ应在发生之前

进行预防性干预ꎬ以达到防患于未然ꎮ
１.２　 对立违抗性障碍和品行障碍的共发　 ＯＤＤ 是一

类以持久性的敌意、对立和违抗为主的行为模式ꎻＣＤ
是一种重复、持续的行为模式ꎬ通过攻击、偷窃、恣意

破坏等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３] ꎮ ＯＤＤ 和 ＣＤ 作为两

类破坏性行为障碍ꎬ多发生于儿童群体ꎮ
患 ＯＤＤ 或 ＣＤ 的儿童共发率在 ２８％ ~ ５５％[５ꎬ２４] ꎮ

年龄上ꎬ共发出现的平均年龄为 ４ 岁ꎬ共发率随年龄增

长而上升ꎬ于青春期增长缓慢[５ꎬ２５] ꎮ 性别上ꎬ男生的共

发率高于女生ꎬ且发展更稳定[２４] ꎮ 对于性别差异ꎬ一
种解释认为ꎬ由于儿童行为受到发育进程、社会环境

的影响ꎬ养育者会鼓励个体的行为模式符合性别特

征ꎮ 因此ꎬ男生形成了以冲动和攻击为表现的外化问

题ꎬ而女生形成了以恐惧和退缩为表现的内化问题ꎬ
这样的行为不太可能是破坏性的ꎮ 另一种解释认为ꎬ
语言、社交等能力促进了女生积极的社会化发展ꎬ导
致女生的破坏性行为相对减少或没有增加[２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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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对立违抗性障碍 / 品行障碍

的共发　 ＡＤＨＤ 是学龄期儿童最常见的问题行为之

一[１４－１５] ꎬ核心的行为模式是与个体自身发育水平不平

衡的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４ꎬ２６] ꎮ 从童年期开始

出现ꎬ随着年龄的增长ꎬ共患 ＯＤＤ / ＣＤ 的比例明显增

加[２７] ꎮ
患 ＡＤＨＤ 或 ＯＤＤ / ＣＤ 的儿童共发率在 １６.５％ ~

５０.０％[２８－３１] ꎮ 年龄上ꎬ男生共发的出现(９ 岁)早于女

生(１２ 岁)ꎬ且随年龄增长共发率上升ꎬ于学龄期最高ꎬ
随后在青春期下降[４] ꎮ 性别上ꎬ 女生的共发率更

高[５] ꎮ 对于性别差异ꎬ一种解释认为ꎬＡＤＨＤ 表现出

的发育迟缓和受损使女生面临继续发展破坏性行为

的风险[３２] ꎬ表明女生在表现对立违抗倾向之前ꎬ需要

比同龄男性经历更高的风险阈值ꎮ 另一种解释认为ꎬ
对于女生ꎬＡＤＨＤ 常是破坏性行为的一部分ꎬ从而导致

与 ＣＤ 更高的共病性ꎬ而对于男生 ＡＤＨＤ 更可能是神

经发育障碍的一部分[３３] ꎮ
大量对共病的影响性研究发现ꎬＡＤＨＤ 和 ＯＤＤ /

ＣＤ 共病的儿童在实现学业、社会成就方面往往不太

可能取得成功ꎬ经历同伴拒绝、社会功能下降等问题ꎬ
间接导致焦虑、抑郁等问题的产生ꎬ临床的预后效果

也更低[４ꎬ１５ꎬ３０－３１] ꎮ

２　 儿童问题行为的异型共发

除了同型共发ꎬ问题行为还表现为异型共发(ｈｅｔ￣
ｅｒｏｔｙｐｉｃ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ꎮ 异型共发是指不同诊断组问

题行为的同时发生ꎬ即个体内的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

的共发[７] ꎮ 儿童最常见的异型共发为焦虑和 ＡＤＨＤ
的共发、抑郁和 ＣＤ 的共发、焦虑和 ＯＤＤ 的共发ꎮ
２.１　 焦虑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共发 　 ＡＤＨＤ 最常

见的异型共发是焦虑症[３４－３５] ꎬ且高达 ５０％的 ＡＤＨＤ
儿童符合共病焦虑的标准[３６] ꎬ临床样本的发生率明显

高于社区样本[６ꎬ３７] ꎮ 年龄上ꎬ男生共发的出现(１１ 岁)
早于女生(１４ 岁)ꎬ且共发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ꎬ于青

春期最普遍ꎮ 性别上ꎬ女生的共发率更高[２９] ꎬ可能是

由于患 ＡＤＨＤ 的女生大部分以注意缺陷型为主ꎬ该型

更易共发焦虑ꎻ另外ꎬ在社会约定俗成层面ꎬ同龄人更

能容忍男生具有更高水平的 ＡＤＨＤ[１３] ꎮ
一项对临床诊断为 ＡＤＨＤ 儿童的横断研究发现ꎬ

父母的精神病理状况和消极控制的养育方式与 ＡＤＨＤ
和焦虑的共发有关ꎬ如母亲的焦虑、过度保护及消极

控制的养育方式预测了儿童的焦虑问题[３８] ꎮ 在社区

样本中也得到类似的结果ꎬ共发焦虑的 ＡＤＨＤ 儿童家

庭环境对独立自主的鼓励更少ꎬ取而代之的是控制养

育[３９] ꎮ 大量研究发现ꎬ母亲的焦虑、抑郁及控制养育

是儿童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３８－４３] ꎬ具体的发生机制及

症状的因果关系还需更多纵向研究进一步揭示ꎮ

２.２　 抑郁和品行障碍的共发　 研究表明ꎬ抑郁的儿童

同时诊断为 ＣＤ 的比例超过 ３０％[７] ꎮ Ａｎｇｏｌｄ 等[４４] 的

元分析发现ꎬ抑郁和 ＣＤ 的共发率为 ８. ５％ ~ ４５. ５％ꎮ
性别上ꎬ女生的共发率更高[１３ꎬ４５] ꎮ 年龄上ꎬ共发的平

均年龄为 １０ 岁ꎬ且随年龄增长共发率上升ꎬ并于青春

期中期(１３ ~ １６ 岁) 达到顶峰[４６] ꎮ 一方面是因为 ＣＤ
的存在对抑郁的出现起保护作用ꎬＣＤ 儿童易将愤怒

或悲伤情绪表现出来ꎬ从而延迟了抑郁的出现ꎻ另一

方面ꎬＣＤ 掩盖了抑郁的存在[４６] ꎮ
抑郁和 ＣＤ 共发的原因可由 Ｃａｐａｌｄｉ 等[４７] 提出的

失败模型(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解释ꎮ 该模型认为ꎬＣＤ 使儿

童处于一种风险环境ꎬ会增加儿童对抑郁的易感性ꎮ
ＣＤ 儿童学习能力差ꎬ缺乏社交能力、父母支持等ꎬ同
时受到同学和老师的排斥ꎬ逐步增加了 ＣＤ 儿童患抑

郁的风险ꎮ
２.３　 焦虑和对立违抗性障碍的共发　 ＯＤＤ 是一类包

括消极情绪、对立和攻击性的行为ꎬＯＤＤ 的人易怒或

易激惹的特征是消极情绪维度的一部分ꎬ焦虑作为一

种情绪问题ꎬ是与 ＯＤＤ 最密切相关的症状之一[４８－４９] ꎮ
总体来看ꎬ患焦虑或 ＯＤＤ 的儿童二者的共发率在

３.０％ ~ ２３.５％ꎬ且 ＯＤＤ 儿童共发焦虑的概率比非 ＯＤＤ
儿童高 ５.６ 倍[１７ꎬ３１ꎬ５０－５１] ꎮ 性别上ꎬ男生的共发率高于

女生[５２] ꎮ 年龄上ꎬ共发的平均年龄为 ３ 岁ꎬ在学龄前

期共发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ꎬ并于 ６ 岁达到顶峰ꎻ到了

学龄期ꎬ随年龄增长共发率下降ꎮ 就整个儿童期而

言ꎬ学龄儿童的共发率 ( ３. ６％) 低于学龄前儿童

(９.０％) [５０－５１] ꎮ
困难型气质(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作为一种重要

的风险因素ꎬ解释了焦虑和 ＯＤＤ 的共发ꎮ 一项对 ２ ~
１２ 岁儿童共发性的纵向研究表明ꎬ与低风险组相比ꎬ
困难型气质的儿童更易被归为共发组[１０] ꎬ他们的努力

控制程度较低ꎬ冲动、愤怒和悲伤程度较高[５３] ꎮ 也有

研究发现ꎬ３ 岁儿童的焦虑和 ＯＤＤ 的共发与消极情感

有关ꎻ５ 岁时ꎬ男生的恐惧性水平能够预测二者的共

发[５２] ꎮ

３　 共发性的 Ｐ 因素模型

儿童的问题行为存在多种形式的共发ꎬ如何有效

解释共发类型的成因对识别和降低风险因素的消极

影响是必要的ꎮ
早期ꎬＣａｒｏｎ 等[４６ꎬ５４] 认为ꎬ造成共发的原因包括

(１)一种问题行为导致另一种问题行为ꎻ(２)问题行为

之间受到共同或相关风险因素的影响ꎻ(３)共发性问

题行为与特定的问题行为具有相同的病因ꎮ 在此基

础上ꎬＣａｓｐｉ 等[５５]提出ꎬ与智力的 Ｇ 因素(每一项智力

活动中都蕴含的一般因素)相似ꎬ也存在一种 Ｐ 因素

用于解释精神病理学病症的共发ꎮ Ｐ 因素反映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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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组共同的因素(如遗传、气质、环境因素)ꎬ这些因

素使个体与精神病理学病症联系起来[５６] ꎮ 以往对共

病研究采用最广的是传统的相关因素模型ꎬ即把精神

病理问题按内化和外化分类[５５] ꎮ 近年来ꎬ研究者借用

双因素模型ꎬ以内化和外化问题为低阶因素ꎬ同时进

一步引入 Ｐ 因素作为高阶因素ꎬ能更好地对共病的原

因进行解释ꎬ阐明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的不同症状的动

态变化过程[５７] ꎮ 简言之ꎬＰ 因素能更好地代表问题行

为的纵向风险ꎬ有助于更好理解问题行为的病因、相
关风险及预后[５８] ꎮ

近年来ꎬ有学者开始用网络方法对共病的 Ｐ 因素

模型进行研究ꎬ该方法认为一个普遍的精神病理因素

Ｐ 可以解释症状的共发ꎬ主要优点是能够关注到局部

症状的相互作用ꎬ并确定症状在网络中的重要性[５５] ꎮ
Ｍｃｅｌｒｏｙ 等[５９]研究了精神病理学的网络结构ꎬ并对其

稳定性进行检验ꎬ发现节点(症状)形成了以内化(焦

虑)和外化(ＯＤＤ)为主的集群ꎬ随时间的推移网络结

构保持一致且相对稳定ꎮ 这些发现为共病的 Ｐ 因素

模型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相关症状的复杂网络反

映了精神病理问题ꎬ即内化和外化维度间的相关性与

症状的直接联系有关ꎬ症状水平的相互作用是儿童内

化和外化联系的合理机制ꎮ
然而ꎬ一个重要挑战是网络方法的可复制性有

限ꎬ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将某一发现推广到更

小 / 更大的网络ꎬ也表明精神病理学网络因样本、结构

数量和特定类型的分析方法差异而有所不同[６０] ꎮ 另

外ꎬ由于儿童早期研究的难度及发展的变化性ꎬ目前

的模型只在青少年和成人中得到了一定的验证ꎮ 因

此ꎬ从发展的视角对儿童早期开展相关研究ꎬ可以在

后期更好地识别精神病理现象的早期潜在风险并进

行相关预后ꎮ

４　 挑战与展望

目前对儿童问题行为共发性的研究还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ꎬ另外从干预应用的角度来看也存在挑战ꎬ
值得后续的研究继续探索ꎮ 首先ꎬ今后的研究可以从

发展瀑布效应视角进行探讨ꎮ 发展瀑布效应是指在

个体复杂的发展过程中ꎬ各种因素间相互作用所产生

的累积结果ꎬ这些累积结果在不同的系统、领域或代

际之间传播[６１] ꎮ 发展瀑布效应对个体的影响是长期

的ꎬ随时间的推移会改变个体发育进程ꎮ 在精神病理

学中ꎬ发展瀑布效应可以解释问题行为之间的共发ꎬ
幼儿的问题行为对青少年甚至成年人问题行为的预

测以及精神病理因素之间的结合对个体发展产生的

严重影响ꎮ Ｗｅｅｋｓ 等[６２]通过发展瀑布模型分析得出ꎬ
６ ~ ７ 岁儿童的外化问题能正向预测 １６ ~ １７ 岁的抑郁

问题ꎬ与 Ｓｈｅｖｌｉｎ 等[６３] 的研究一致ꎮ 外化问题行为对

个体随后的学业成就、社会能力发展和内化问题行为

的瀑布后果是迄今为止发展瀑布效应文献中最广泛

证实的模式之一[６２－６５] ꎮ 一个领域的问题会“溢出”到

其他领域ꎬ进而损害了整个发展过程中其他领域的功

能ꎬ导致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瀑布效应ꎮ 因此ꎬ如何

运用发展瀑布效应的“干预理论”减少或中断共发性

的消极影响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ꎮ
此外ꎬ就共发性的原因、发展变化及风险因素而

言ꎬ纵向追踪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问题行为的

因果关系ꎬ解释问题行为的发展路径或机制ꎮ 但是ꎬ
现有的研究即使采用追踪方法ꎬ通常也只追踪几年或

是一段时间ꎬ甚至还没有达到共发风险最大的时期ꎻ
另外ꎬ追踪研究耗时耗力ꎬ需要对相同的变量在多个

时间点加以测量ꎬ样本量的缺失就成了一个挑战ꎬ特
别是对处于风险环境的家庭ꎮ 因此ꎬ今后的研究需要

从儿童早期开始ꎬ采用大规模、长达十多年的出生队

列研究ꎬ以便更详细了解共发性的发生机制、发展过

程ꎬ更有效的诊断、干预与治疗ꎮ
最后ꎬ采用促进父母的积极养育和敏感性管教的

视频反馈干预 ( ｖｉｄｅｏ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ꎬ ＶＩＰＰ－ＳＤ)在
减少儿童的问题行为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６６] ꎮ ＶＩＰＰ￣
ＳＤ 基于依恋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ꎬ是一种以家庭为基

础的短期干预形式ꎮ 干预者采用“为儿童说话”技术

激发父母准确感知和理解儿童的信号和行为ꎬ并做出

及时和充分的反应ꎮ 研究表明ꎬＶＩＰＰ －ＳＤ 促进了困难

型气质的儿童(０ ~ ６ 岁)积极的社会发展结果ꎬ同时对

消极、高压的父母管教起到了干预的效果[６７] ꎮ 因此ꎬ
从父母的敏感性养育开始ꎬ以发展儿童的社会适应功

能为目标ꎬ在育儿早期实施以家庭和亲子关系为核心

的干预措施ꎬ在儿童一生的成长中至关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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