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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儿童抑郁症状与其自身行为表现及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ꎬ为抑郁患儿的综合防治提供新视角ꎮ
方法　 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儿童保健门诊招募 ５８ 名诊断为抑郁状态的儿童作为病例组ꎬ同期按年龄、性别匹配选择 ８８ 名

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ꎬ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ＤＳ)、儿童行为量表( Ｃｈｉｌ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ꎬ
ＣＢＣＬ)、症状自评量表 ９０ 项(Ｓｙｍｐｔｏｍ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ＣＬ－９０)调查两组儿童抑郁情绪表现、行为表现及家庭因素ꎬ采
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ꎮ 结果　 病例组儿童 ＣＢＣＬ 量表总得分高于对照组儿童(４３.２９±３０.９３ꎬ２０.２４
±１２.９３)ꎬ阳性因子数量高于对照组(２.５７±３.１４ꎬ０.９７±１.８０)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６.１７ꎬ３.８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病例组内向行为、外向行为、抑郁、强迫、多动、攻击及社交退缩得分高于对照组( ｔ 值分别为 ３.７０ꎬ２.４１ꎬ５.６８ꎬ２.３４ꎬ２.２５ꎬ
２.６０ꎬ２.２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病例组儿童家长 ＳＣＬ－９０ 量表躯体化、敌对、恐怖得分高于对照组(１７.５８±４.０５ꎬ１５.８１±４.００ꎻ９.６６
±２.６７ꎬ８.６９±２.４５ꎻ８.０３±１.４９ꎬ７.５０±０.８８)( ｔ 值分别为 ２.３３ꎬ２.１７ꎬ２.４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儿童 ＳＤＳ 量表得分与 ＣＢＣＬ 量表总得

分、阳性因子数量、内向行为、外向行为、抑郁、强迫、多动、攻击及社交退缩得分呈正相关ꎬ与父母婚姻状况呈负相关( ｒ 值

分别为 ０.５１ꎬ０.４２ꎬ０.４２ꎬ０.３０ꎬ０.５１ꎬ０.２９ꎬ０.３６ꎬ０.３２ꎬ０.３９ꎬ－０.３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抑郁症状是儿童普遍存在的情绪障

碍ꎬ会对学习、社会生活能力等方面有明显影响ꎮ 在抑郁儿童的综合防治中要充分考虑患儿行为干预、家长心理疏导等因

素ꎬ以更好帮助儿童心理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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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
问题ꎬ影响了全球范围内 １０％ ~ ２０％ 的儿童和青少
年[１] ꎮ 抑郁是儿童及青少年时期常见的心理健康问
题ꎬ是指个体因思维、活动和情绪改变而出现的一系
列症状或行为ꎬ损害个人和社会功能ꎬ在全球范围内
是导致残疾的重要原因[２] ꎮ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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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数据显示ꎬ在儿童及青少年人群中ꎬ抑郁障碍的
患病率为 ２.１％ ~ ８.１％[３] ꎮ 国内不同地区因调查人群、
量表选择不同ꎬ儿童抑郁障碍检出率差异较大ꎬ分布
为 ４.２％ ~ ４０.７％[４－５] ꎮ 抑郁障碍患儿因外界环境变化
和内在心理调适能力不足ꎬ容易出现心境低落、学习
困难等表现ꎬ严重时甚至产生自杀想法和行动ꎬ对家
庭和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６] ꎮ 本研究旨在探讨
儿童抑郁症状与其行为表现、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ꎬ
为抑郁患儿的综合诊疗干预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病例组: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在青
岛大学附属医院儿童保健科确诊的抑郁障碍儿童中
招募 ５８ 名ꎬ 其中男童 ３０ 名 ( ５１. ７％)ꎬ 女童 ２８ 名
(４８.３％)ꎻ平均年龄为(９.９４±０.５６)岁ꎮ 入组标准:(１)
经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儿童保健科确诊ꎬ符合美国精神
病学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５ 版(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ＶꎬＤＳＭ￣Ｖ)中抑郁障碍的诊
断标准[７] ꎻ(２)排除其他情绪障碍、神经心理疾病、器
质性疾病等ꎮ

对照组: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儿童保健科同期进行
健康查体的 ８８ 名健康儿童ꎬ其中男童 ４５ 名(５１.２％)ꎬ
女童 ４３ 名(４８.８％)ꎻ平均年龄(１０.１２±０.７５)岁ꎮ 入组
标准:(１)经儿童保健科高年资医师评估检查ꎬ明确无
抑郁症状的健康儿童ꎻ(２)年龄、性别与病例组儿童相
匹配ꎻ(３)排除其他情绪障碍、神经心理疾病、器质性
疾病等ꎮ

本研究纳入的研究对象均在调查前征得儿童家
长同意ꎬ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两组儿童的年龄、性别
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 ０. ０５)ꎬ具有可
比性ꎮ
１.２　 方法　 (１)自编社会人口学资料表:包括性别、年
龄、年级、父母文化程度、父母婚姻状况、家庭居住环
境等ꎮ (２)抑郁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ＤＳ):该量表由 ２０ 个条目组成ꎬ得分与抑郁程度呈正
相关ꎬ标准分≥５３ 分提示可能存在抑郁症状ꎮ (３)儿
童行为量表( Ｃｈｉｌ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ꎬ ＣＢＣＬ):该量
表包括社会能力和行为问题两部分ꎮ 本研究仅采用
行为问题部分数据ꎮ 量表按不同年龄、性别组提取 ８
~ ９ 个因子(包括抑郁、强迫、躯体主诉、多动、攻击、违
纪、社交退缩等)ꎬ并分析得到内向行为、外向行为 ２
个维度评分ꎮ (４)症状自评量表 ９０ 项(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Ｓｅｌ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ＣＬ－９０):该量表共有 ９０ 个条目ꎬ包
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
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 １０ 个因子ꎮ 因其他项目
(胃口不好、吃的太多、醒的太早、睡得不稳)属于躯体
化症状ꎬ本研究将之与躯体化一同进行统计分析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由专业儿童保健医生和心理医
生开展ꎬ按照统一的指导语介绍调查目的、要求和注
意事项及保密原则ꎮ 问卷统一编码后发放ꎬ现场由儿
童及家长填写ꎬ填写完毕后由专业人员进行审核ꎬ对
遗漏、信息不清、填写有误的内容现场进行补充或
更正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和分析ꎬ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描述ꎬ采用 ｔ 检验进行分析ꎮ
计量资料的相关性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ꎬ计量资料
与计数资料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Ｋｅｎｄａｌｌ 相关分析ꎬ检
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病例组与对照组儿童行为问题发生情况比较　
病例组儿童 ＣＢＣＬ 量表总得分为(４３.２９±３０.９３)分ꎬ阳
性因子数量为(２.５７±３.１４)个ꎬ均高于对照组(Ｐ 值均<
０.０１)ꎮ 病例组儿童内向行为、外向行为、抑郁、强迫、
多动、攻击、社交退缩得分高于对照组儿童(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病例组与对照组儿童行为问题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ＣＢＣＬ 量

表总分

阳性

因子项

内向

行为

外向

行为
抑郁 强迫

躯体

主诉
多动 攻击 违纪

社交

退缩
病例组 ５８ ４３.２９±３０.９３ ２.５７±３.１４ ３０.２９±２６.１０ ２６.２９±２６.８８ １０.１４±１０.２３ ７.２９±７.３１ ４.１４±４.２３ ７.００±７.０１ １２.８６±１１.６０ ３.７１±５.０５ ４.２９±５.１４
对照组 ８８ ２０.２４±１２.９３ ０.９７±１.８０ １７.１０±１６.５３ １７.４５±１６.９９ ３.４８±３.１４ ４.８３±５.２６ ３.７６±４.１７ ４.８６±４.３８ ８.３８±８.９０ ２.６９±３.９９ ２.７２±３.０１
ｔ 值 ６.１７ ３.８９ ３.７０ ２.４１ ５.６８ ２.３４ ０.５４ ２.２５ ２.６０ １.２８ ２.２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５９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２

２.２　 病例组与对照组主要照料人心理状况比较　 病
例组儿童主要照料人 ＳＣＬ－９０ 量表总得分为(１２６.７３±
２５.１５)分ꎬ阳性因子数量为(２.９７±２.５７)个ꎬ与对照组

儿童家长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病例组家长躯体化、敌对、恐怖得分高于对照组(Ｐ 值
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病例组与对照组主要照料人心理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ＣＢＣＬ 总分 阳性因子项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病例组 ５８ １２６.７３±２５.１５ ２.９７±２.５７ １７.５８±４.０５ １６.８４±４.２３ １２.４９±３.７２ １８.５１±５.１２ １３.０７±２.４７ ９.６６±２.６７ ８.０３±１.４９ ８.１０±２.４４ １２.２７±２.７１
对照组 ８８ １２０.００±２４.９７ ２.４４±２.５０ １５.８１±４.００ １６.６３±４.８２ １２.８８±４.１７ １７.５６±５.２９ １２.６９±２.９６ ８.６９±２.４５ ７.５０±０.８８ ７.７５±２.４１ １２.００±２.０８
ｔ 值 １.４２ １.１１ ２.３３ ０.２４ －０.５１ ０.９６ ０.７４ ２.１７ ２.４０ ０.７７ ０.５６
Ｐ 值 ０.１６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８１ ０.６１ ０.３４ ０.４６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５８

０５８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２



２.３　 儿童抑郁症状与其行为表现、家庭因素的相关性

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显示ꎬ儿童 ＳＤＳ 量表得分
与 ＣＢＣＬ 量表总得分、阳性因子数量、内向行为、外向
行为、抑郁、强迫、多动、攻击及社交退缩得分均呈正
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 ５１ꎬ０. ４２ꎬ０. ４２ꎬ０. ３０ꎬ０. ５１ꎬ０. ２９ꎬ
０.３６ꎬ０.３２ꎬ０.３９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Ｋｅｎｄａｌｌ 相关性分析
显示ꎬ儿童 ＳＤＳ 得分与父母婚姻状况呈负相关( ｒ ＝
－０.３１ꎬＰ<０.０１)ꎬ与家长 ＳＣＬ－９０ 量表得分(躯体化、敌
对、恐怖)、家庭居住环境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 ｒ 值
分别为－０.７６ꎬ－０.０２ꎬ－０.１１ꎬ０.０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抑郁症状一般在儿童期或青少年早期出现ꎬ是学

龄期儿童最常见、危害严重的心理情绪问题ꎮ 研究普
遍认为ꎬ与抑郁障碍的成人相比ꎬ抑郁儿童、青少年的
共患疾病更常见[８] ꎮ 本研究显示ꎬ抑郁障碍儿童存在
攻击、多动、社交退缩及强迫等行为问题ꎬ且以上行为
问题的严重程度与患儿抑郁症状呈正相关ꎮ 目前ꎬ研
究认为ꎬ儿童及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发病更隐匿ꎬ与
低落情绪相比ꎬ“易怒－敌对”模式更加常见[９－１０] ꎮ 该
模式可能与抑郁患儿对应激事件应对方式不良有关ꎮ
雍那[１１] 对抑郁患者颅脑进行 ＭＲＩ 检查发现ꎬ抑郁患
者存在差异改变的脑区为左侧缘上回、右侧额下回、
右侧顶下小叶的灰质区域ꎬ与暴力攻击行为脑区一
致ꎬ提示抑郁与攻击行为存在共同的神经生物学基
础ꎮ 多动是儿童时期常见的行为问题ꎬ与抑郁共患率
高达 １２％ ~ ５０％[１２－１３] ꎮ 研究发现ꎬ多动和抑郁症状可
以彼此加剧ꎬ抑郁患儿存在多动行为时ꎬ往往更容易
出现自伤、攻击和破环行为ꎬ共患多动的抑郁患儿更
多表现为情绪低落、自责、退缩等[１４－１５] ꎮ 社交退缩是
儿童心理行为发展的危险因素ꎬ与青春期甚至成人早
期的问题行为有关ꎮ Ｋａｔｚ 等[１６]研究认为ꎬ儿童早期社
交退缩行为是青少年确诊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ꎮ
Ｓｈａｍｓｈｅｒ 等[１７]进行的基于医院的横断面研究显示ꎬ抑
郁障碍患儿存在强迫行为的比例近 １ / ３ꎬ高于正常人
群强迫行为发生情况ꎮ 因此ꎬ在诊疗过程中不能局限
于抑郁疾病本身ꎬ更要关注患儿其他心理行为问题ꎮ

本研究发现ꎬ与正常儿童家长相比ꎬ抑郁障碍儿
童的家长存在更严重的躯体化症状、敌对及恐怖情
绪ꎮ 分析原因可能有:(１)抑郁障碍大多伴随行为问
题ꎬ严重影响患儿的学习表现、社会能力[１ꎬ６] ꎮ 患儿家
长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引导、帮助儿童ꎬ干扰正常的家
庭生活和日常活动ꎮ (２)抑郁障碍作为常见的精神心
理问题ꎬ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偏见ꎬ家长往往存
在回避行为ꎬ不敢主动寻求社会帮助ꎬ存在较大心理
压力和苦闷情绪ꎮ (３)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发展和儿
童保健知识的普及ꎬ家长更加关注孩子的健康问题ꎮ
一旦发现儿童存在疾病ꎬ容易出现过度关注的现象ꎬ

进而造成自身不良情绪的产生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父母
婚姻 关 系 融 洽ꎬ 儿 童 抑 郁 症 状 较 轻ꎬ 与 Ｈｏｍｅｉｒａ
等[１８－１９]研究结果一致ꎮ 因此ꎬ在抑郁障碍患儿的治疗
干预过程中ꎬ应积极关注患儿家长的心理健康状况ꎬ
培养融洽的夫妻关系ꎬ以帮助患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
境ꎬ从而帮助改善患儿症状ꎮ

儿童抑郁症状是影响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不可
忽视的问题ꎬ而且近年来发生率呈逐步增长趋势ꎬ对
儿童自身、家庭和社会危害巨大ꎮ 在抑郁儿童的治疗
过程中ꎬ积极关注患儿行为问题、家长心理状况、家庭
环境及家长婚姻关系ꎬ有助于患儿抑郁症状的改善ꎬ
也是防治儿童抑郁情绪发生发展的关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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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水平男童高于女童ꎬ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８] ꎬ可能

与男童好动、好奇、活动范围大且卫生习惯较差有关ꎮ
本研究≥１ 岁儿童血铅水平为(１００.０±５３.８) μｇ / Ｌꎬ≥
１００.０ μｇ / Ｌ 者占 ３１.３％ꎬ在各年龄组中最高ꎬ与长沙市

幼儿组为最高的结果不一致[９] ꎮ 可能与婴儿水交换

率高ꎬ株洲水源来源于湘江ꎬ且株洲本地工厂较多ꎬ空
气、饮水、土壤长期铅暴露ꎬ饮用水铅含量过高有关ꎮ

矿物质为人体生命所必须物质ꎬ其中钙、铁、锌、
镁、铜对儿童生长发育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ꎮ 本研究

儿童血铅水平与钙、铁、锌、镁、铜含量呈负相关ꎬ与刘

慧芳等[１０]研究结果一致ꎬ而陈静雯等[１１] 研究显示血

铅水平<５０ μｇ / Ｌ 组 血铅水平与血 锌、铜、铁含量呈正

相关ꎬ与钙含量呈负相关ꎻ血铅水平>１５０ μｇ / Ｌ 组 血

铅水平与血镁含量呈正相关ꎬ与本研究存在较大差

异ꎬ可能与科研设计方案不同有关ꎮ 母亲文化程度

高、常补充钙 / 铁 / 锌制剂、常食用乳类和乳制品并不

被认为是血铅水平的保护因素ꎮ 经常饮用罐装或瓶

装饮料、进食前经常不洗手、常食爆米花、居室用煤、
常吸吮手指 / 啃手指甲与血铅水平呈正相关ꎬ与王巍

等[１２－１３]研究结果不一致ꎬ可能与总样本含量偏小和数

据结构差异有关ꎬ尤其是血铅水平为 ２００ ~ ４４９ μｇ / Ｌ
的样本数分布较少ꎮ 血铅水平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ꎬ
还有研究显示ꎬ不同 δ－氨基－γ 酮戊酸脱水酶(ＡＬＡＤ)
基因亚型对血铅水平有影响ꎬＡＬＡＤ 基因多态性与血

铅水平和铅毒作用易感性有一定的关系[１４－１５] ꎮ 血铅

水平由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共同决定ꎬ且环境因素为

主要因素[１６] ꎮ
综上所述ꎬ铅暴露仍是危害我国儿童健康的公共

卫生问题ꎮ 株洲地区血铅水平较高ꎬ期望相关部门加

强环境保护ꎬ开展健康教育ꎬ提高儿童及家属的防铅

意识ꎬ重在行为干预ꎬ预防为主ꎬ防治结合ꎻ定期开展

大范围血铅筛查ꎬ做到早发现、早干预ꎬ共同为儿童健

康提供可靠保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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