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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儿童期创伤与抑郁特质之间的中介和调节机制ꎬ为开展相关研究和干预提供参考ꎮ 方法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ꎬ抽取湖南某高校大一年级 ２ ７８６ 名学生完成儿童期创伤问卷、状态特质抑郁问卷、自
动思维问卷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的调查ꎮ 结果　 儿童期创伤、自动思维和消极应对对抑郁特质起正向的预测作用ꎬ积极应

对对抑郁特质起负向的预测作用(β 值分别为 ０.１２ꎬ０.４３ꎬ０.１４ꎬ－０.３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自动思维中介儿童期创伤与抑郁特

质之间的关系(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法的 ９５％ＣＩ 为 ０.０３~ ０.０６)ꎮ 消极应对分别调节了儿童期创伤与自动思维和儿童期创伤与抑

郁特质之间的关系(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儿童期创伤影响抑郁特质ꎬ其关系受到应对方式和自动思维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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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创伤定义为个体对死亡、严重威胁完整性和

人际关系的直接心理体验[１] ꎮ 研究发现ꎬ儿童期创伤

与心理健康、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相关[２－５] ꎮ 最近有

研究发现儿童期不良事件 / 创伤与不良情绪关系密

切[６－１１] ꎮ
既往研究证据显示ꎬ认知功能和情绪调节功能失

调可能中介了儿童期创伤与抑郁之间的关系ꎬ 如

Ｍęｔｅｌ 等[１２]研究发现ꎬ认知偏倚中介了儿童期创伤与

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ꎮ Ｃｈｒｉｓｔ 等[１３－１４]研究得出相同的

结论ꎬ即情绪调节异常中介了情感虐待与抑郁症状之

间的关系ꎮ 尽管目前很多证据证实了认知功能和情

绪调节能力影响儿童期创伤与抑郁之间的关系ꎮ 然

而很多研究评估抑郁症状使用的是抑郁症状量表ꎬ该
量表评估抑郁情绪容易受到近段时间生活事件的影

响[１５] ꎮ 因此有必要使用抑郁特质量表进一步检验上

述研究成果ꎮ 自动思维也称为“抑郁认知”ꎬ是个体对

外部刺激出现的消极思维方式[１６] ꎮ 既往研究发现ꎬ自
动思维与抑郁情绪之间存在密切关联[１７] ꎮ 另外ꎬ一些

研究发现ꎬ不同的应对方式可以影响情绪反应[１８] ꎮ 因

此ꎬ本研究假设自动思维中介了儿童期创伤与抑郁特

质之间的关系、应对方式调节自动思维中介儿童期创

伤与抑郁特质之间的关系ꎮ 研究结果报道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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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采用方便抽

样的方法ꎬ以班级为整群抽样对象ꎬ在湖南某高校大

一年级每年发放 １ ５００ 份问卷ꎬ两年共发放 ３ ０００ 份问

卷ꎬ有效问卷为 ２ ７８６ 份ꎬ有效率 ９２.９７％ꎮ 其中男生

８７８ 名ꎬ女生 １ ９０４ 名ꎬ缺失数据 ４ 名ꎻ 独生子女 ９０４
名ꎬ非独生子女 １ ８７６ 名ꎬ缺失数据 ６ 名ꎻ居住在农村

１ ６３６名ꎬ居住在城市 １ １４６ 名ꎬ缺失数据 ４ 名ꎮ 所有的

调查对象均同意参加本次研究ꎬ并签署了知情同意

书ꎮ 本研究通过了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二医院伦理

审查ꎮ
１.２　 调查工具

１.２.１ 　 儿童期创伤问卷(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Ｔｒａｕｍ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ｎａｉｒｅꎬＣＴＱ－ＳＦ) [１９] 　 是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等编制的自评问卷ꎬ
主要评估个体 １６ 岁前的童年创伤情况ꎬ问卷包括 ２８
道题目ꎬ主要评估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躯体虐待、躯
体忽视和性虐待 ５ 种创伤类型ꎮ ＣＴＱ－ＳＦ 采用 ５ 级计

分标准ꎬ条目的计分范围是 １ ~ ５ 分ꎬ量表总分和各因

子得分越高ꎬ表明童年创伤的程度越高ꎻ另外ꎬ个体遭

受创伤的类型越多ꎬ也表明创伤越严重ꎮ ＣＴＱ－ＳＦ 由

傅文青等引进入中国ꎬ发现在中国大学生人群中有较

好的信效度(总分的重测信度 ０.７１ꎬ总分内部一致性

系数 ０.６０ꎬ验证因素分析的 ＲＭＳＥＡ 值是 ０.０６) [２０] ꎮ
１. ２. ２ 　 状 态 特 质 抑 郁 问 卷 ( 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ｉ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ＳＴＤＥＰ) [２１] 　 为自评问卷ꎬ主要评估特质抑郁和

抑郁状态两维度ꎬＳＴＤＥＰ 包括 ３２ 个条目(２ 个维度各

１６ 个条目)ꎬ问卷采用 ４ 级评分标准ꎬ每条目的计分范

围是 １ ~ ４ 分ꎬ２ 个维度分别计分ꎬ得分越高表明特质

抑郁和抑郁状态的程度越强ꎮ ＳＴＤＥＰ 由雷智慧等汉

化ꎬ在中国大学生人群中有较好的信效度(两维度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均>０.９ꎬ验证因素分析的 ＲＭＳＥＡ 值分

别 ０.０８ 和 ０.０６) [２２] ꎮ 本研究主要使用特质抑郁维度ꎮ
１.２. ３ 　 自动思维问卷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ｎａｉｒｅꎬＡＴＱ) [２３] 　 属于自评问卷ꎬ主要评价最近 １ 周自

动出现的消极思想ꎬ问卷包括 ３０ 个条目ꎬ采用 ５ 级计

分标准ꎬ每条目计分范围是 １ ~ ５ 分ꎬＡＴＱ 得分越高ꎬ消
极思想越严重ꎮ ＡＴＱ 在中国人群中有较好的信效度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９５ꎬ聚合效度是 ０.５４) [２４] ꎮ
１.２.４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Ｔｒａｉｔ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ｎａｉｒｅꎬＴＣＳＱ) [２５] 　 属于自评问卷ꎬ主要评价积极应对

特质和消极应对特质ꎬ问卷包括 ２０ 个条目ꎬ采用 ５ 级

评分标准ꎬ每条目计分范围是 １ ~ ５ 分ꎬ２ 个维度(积极

应对和消极应对)分别计分ꎬ得分越高分别表明积极

应对和消极应对的特质程度越高ꎮ 问卷具有较好的

信度和效标效度(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分别是 ０.６７ 和 ０.８３ꎬ与效标指标相关有统计学意

义) [２６] 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２ 处理数

据ꎬ采用 Ｐｅ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分析儿童期创伤、抑郁特质、
自动思维和特质应对方式的关联性ꎻ采用线性回归方

法ꎬ以儿童期创伤、抑郁特质、自动思维、特质应对方

式和人口资料为自变量预测抑郁特质ꎮ 中介分析采

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法ꎬ抽样次数为 ５ ０００ 次ꎬ若 ９５％ＣＩ 不
包括 ０ꎬ则定义中介模型成立ꎮ Ｐｒｏｃｅｓｓ 插件对连续类

型的调节变量自动分成 ３ 组ꎬ即 ｘ＋ｓ、ｘ 和 ｘ－ｓꎮ 检验水

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相关分析　 儿童期创伤与抑郁特质、自动思维和

消极应对呈正相关ꎬ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ꎻ自动思维

与抑郁特质和消极应对呈正相关ꎬ与积极应对呈负相

关ꎻ抑郁特质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ꎬ与积极应对呈负

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儿童期创伤抑郁特质自动思维和

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ｎ ＝ ２ ７８６ꎬｒ 值)

变量 儿童期创伤 抑郁特质 自动思维 消极应对
抑郁特质 ０.２９∗∗

自动思维 ０.２５∗∗ ０.６２∗∗

消极应对 ０.１８∗∗ ０.３８∗∗ ０.５１∗∗

积极应对 －０.０７∗∗ －０.４４∗∗ －０.２４∗∗ －０.０１

　 注:∗∗Ｐ<０.０１ꎮ

２.２　 回归分析　 模型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年龄、性别、
父母婚姻状态、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童年期父

母是否外出、家庭经济情况)ꎮ 结果发现ꎬ儿童期创

伤、自动思维和消极应对对抑郁特质起正向预测作用

(β 值分别为 ０.１２ꎬ０.４３ 和 ０.１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积极应

对对抑郁特质起负向预测作用(β ＝ －０.３３ꎬＰ<０.０１)ꎮ
２.３　 中介效应分析　 控制了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年
龄、性别、父母婚姻状况、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
童年期父母是否外出、家庭经济情况变量ꎬ构建自动

思维中介儿童期创伤与抑郁特质之间关系的中介模

型ꎬ结果显示ꎬ自动思维中介了儿童期创伤与抑郁特

质之间关系(效应值为 ０.０４ꎬ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法的 ９５％ＣＩ
为 ０.０３ ~ ０.０５)ꎮ
２.４　 调节效应分析　 控制了积极应对、年龄、性别、父
母婚姻状况、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父母是否外

出、家庭经济情况后ꎬ消极应对分别调节童年期儿童

期创伤→自动思维和儿童期创伤→抑郁特质之间的

关系(Ｐ 值均<０.０５)ꎮ 消极应对没有调节自动思维→
抑郁特质之间的关系(Ｐ ＝ ０.１２)ꎮ 控制了消极应对、年
龄、性别、父母婚姻状况、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
童年期父母是否外出、家庭经济情况后ꎬ积极应对在

上述的 ３ 条路径均不起调节作用(Ｐ 值均>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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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儿童期创伤、自动思维和消极

应对对抑郁特质起正向预测作用ꎬ积极应对对抑郁特

质起负向预测作用ꎬ与既往的研究结果类似ꎬ如曾庆

巍等[２７]研究发现ꎬ儿童期虐待影响特质抑郁ꎬ张月娟

等[２８]研究发现ꎬ负性自动思维影响抑郁情绪ꎬ万伦

等[２９]研究发现ꎬ积极应对与抑郁呈正相关ꎬ消极应对

与抑郁呈负相关ꎮ 说明童年创伤、自动思维和应对方

式对抑郁存在影响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自动思维中介儿童期创伤与抑

郁特质之间的关系ꎮ 本研究结果提示ꎬ儿童期创伤导

致了认知与情绪功能的异常ꎬ从而影响抑郁ꎮ 与既往

的研究结果一致ꎬ如 Ｍęｔｅｌ 等[１２] 发现ꎬ认知偏倚中介

了早期创伤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ꎮ 有研究发现ꎬ儿
童期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３０] ꎬ儿童期创伤作为人生早

期的不良应激ꎬ可能影响大脑的发育ꎬ如最近研究发

现ꎬ无论是抑郁症患者还是健康对照ꎬ遭受儿童期创

伤个体的左背外侧前额皮质的灰质体积下降[３１] ꎮ Ｊｉｎ
等[３２]研究发现ꎬ儿童期创伤与 ＢＤＮＦ 基因 ｒｓ６２６５ 交

互作用影响左侧梭状回和颞横回厚度ꎮ Ｔｏｚｚｉ 等[３３] 发

现ꎬ儿童期创伤也许诱导 ＦＫＢＰ５ 基因去甲基化ꎬ而低

ＦＫＢＰ５ 基因甲基化影响双侧额下回灰质结构和功能ꎮ
Ｔｏｚｚｉ 等[３４]也发现ꎬ儿童期创伤与 ＦＫＢＰ５ 基因交互作

用影响情绪处理区ꎮ 上述脑功能和结构的改变ꎬ也许

是认知功能异常和情绪失调的脑基础ꎮ 另外ꎬ一些研

究发现儿童期创伤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ｈｙ￣
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ｉｃ￣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ａｄｒｅｎａｌꎬＨＰＡ) 轴功能[３５] ꎬ而 ＨＰＡ
轴功能影响认知功能[３６] ꎬ从而影响抑郁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消极应对分别调节了儿童期创

伤与自动思维和儿童期创伤与抑郁特质之间的关系ꎬ
消极应对得分越低ꎬ儿童期创伤与自动思维和抑郁特

质之间关系的斜率越小ꎬ说明减少消极应对方式可以

缓解儿童期创伤对自动思维和抑郁特质的影响ꎬ上述

结果具有一定临床意义ꎮ
本研究的优势和局限性ꎬ优势:(１)本研究“抑郁

特质”代替既往研究的“抑郁情绪”ꎬ抑郁特质更加能

反映被试抑郁情绪的稳定性ꎮ (２)既往研究未探讨自

动思维和应对方式如何影响儿童期创伤与抑郁特质

之间的关系ꎬ本研究采用调节中介模型检验应对方式

调节自动思维中介儿童期创伤与抑郁特质之间的关

系ꎬ弥补了既往研究的不足ꎮ 局限性:(１)本研究属于

横断面研究ꎬ尽管根据假设建立调节中介模型ꎬ但是

模型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仍然需要进一步的验证ꎮ
(２)本研究的对象属于大学生人群ꎬ上述结果仅能反

映一般人群的心理特征ꎬ对抑郁障碍人群是否也有类

似的心理特征ꎬ需要进一步验证ꎮ (３)本研究主要考

虑心理因素对抑郁特质的影响ꎬ而忽视了遗传因素的

影响ꎬ既往有研究显示儿童期创伤与基因交互作用共

同影响抑郁[３７] ꎮ (４)儿童期创伤主要通过量表评估ꎬ
量表评分可能受到回忆偏倚和填写量表时情绪的

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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