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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肖远奇江山叶敬

目的了解中国汶川５·１２地震后重灾区居民的重性抑郁障碍患病率、患者的人口

学和社会文化特征及患病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随机抽取≥１５岁人群
１４

５０３人，以一般健康问卷１２项（ＧＨＱ一１２）为筛选下具，采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４

版（ＤＳＭ．ＩＶ）轴Ｉ障碍定式临床检查版（ＳＣＩＤ．Ｉ／Ｐ）为调查诊断工具。结果重性抑郁障碍现患
１８０例，时点患病率为１．２７％，终生患病率为１．３６％；女性（ＤＲ＝１．５６．９５％ＣＩ：１．１３６～２．１４３，Ｐ＜０．０５）、

合并躯体疾病（ＯＲ＝４．０２，９５％ＣＩ：２．７５—５．９０，Ｐ＜０．０５）、地震中受伤（ＯＲ＝３．２９，９５％ＣＩ：１．９２—
５．６５，Ｐ＜０．０５）、财产损失（其中１０万～２０万元ＯＲ＝２．０９，９５％ＣＩ：１．１８—３．６９，Ｐ＜０．０５；＞２０万元
ＯＲ＝２．５４。９５％Ｃ／：１．３８～４．６８。Ｐ＜０．０５）、家人去世或失踪（ＯＲ＝３．７９，９５％Ｃ／：２．０８～６．８９，Ｐ＜０．０５）

以及中年人群（ＯＲ＝２．３１，９５％ＣＩ：１．３８—３．８６，Ｐ＜Ｏ．０５）为危险因素。有职业为保护性因素（ＯＲ＝
０．６０，９５％Ｃ１：ｏ．４３—０．８３，Ｐ＜０．０５）。结论重性抑郁障碍是目前地震灾区较为多发的精神疾病。
【关键词】抑郁障碍，重性；地震；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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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汶川５·１２地震造成极大的人员伤亡和经

ＧＨＱ一１２作为筛选工具，借鉴参考文献［１２］的方法

济损失…。地震同时也给当地居民形成一种强烈应

根据预试验调奋结果，按被试在ＧＨＱ第１～１２题的

激。以致带来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在这砦心理问题

总得分，把被试分为高危人群、中危人群、低危人群

中，除创伤后应激障碍外，重性抑郁障碍是另一得到

ｊ类，分界分数及筛选标准：高危人群（ＧＨＱ＞，４或

较多关注的疾病，国外的文献报道受灾人群中重性

存在危险因素者）１００％进行ＳＣＩＤ．Ｉ／Ｐ检查；中危

抑郁障碍发病率在１３％。５２％之间，对受灾人群的

人群（ＧＨＱ总分为２或３者）约４０％（研究号个位数

康复常带来消极影响，甚至导致自杀等’２。】。因此研

为１～４）进行ＳＣＩＤ．Ｉ，Ｐ检查；低危人群（ＧＨＱ总分

究该病，对于灾后心理康复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

为０或１者）约１０％（研究号个位数为１）进行ＳＣＩＤ—

此前曾有关于地震灾区的流行病学研究【４ｊ Ｊ，但尚未

Ｉ／Ｐ检查。

对调查地区的重性抑郁障碍发生情况进行相关分

（２）诊断标准及诊断工具：采用以《美国精神疾

析。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２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４版（ＤｓＭ一Ⅳ）为诊断标准¨１；

心理卫生中心联合省内多家精神病专科医院的专业

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研究所翻泽、北京回

医护人员及心理工作者，在汶川地震灾区开展精神

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修订的《ＤｓＭ．ＩＶ．ＴＲ

卫生流行病学调查。本研究对重性抑郁障碍患病率

轴Ｉ障碍定式临床检查）（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及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ＤＳＭ—ＩＶ．ＴＲ Ａｘｉｓ Ｉ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Ｐａｔｉｅｎ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ＣＩＤ．Ｉ／Ｐ）病人版为本次调查的诊断丁具¨３｜。

对象与方法

３．调查方法：参与调查人员由精神科专科医生

１．调查对象：根据民政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及护士、临床心理工作者组成，调查前接受有关上述

国土资源部及中国地震局等五部委发布的“汶川地

工具使用的培训，一致性检验Ｋａｐｐａ值为ｏ．７—１．０。

震灾害范围评估结果”，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极重

采用一对一入户调查。调查中得到当地管理委员会

灾区都江堰市、北川县、青川县，随机抽取５０００人以

的协作，通知辖区内住户，并做好解释工作，以获得

上安置点１５个，每个安置点按照性别、年龄比例随

充分合作和较高的应答率。为适应当地居民的生活

机抽取约１ ０％样本同步进行调查。根据流行病学公

规律，调查通常在下午开展。在取得被调查者的口

式及我国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９３年全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

头同意后，首先由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护理人员及

调查结果，精神障碍患病率为１３．９１％ｏ№１，按误差不

心理工作者使用ＧＨＱ完成对调查对象的筛奋工作，

超过ｌ％，０【＝ｏ．０５计算调查样本量为１３ ６００人。

对于需要进行ＳＣＩＤ—Ｉ／Ｐ检查的对象（ＧＨＱ调查示

２．评估方法：

为高危者、研究号个位数为１—４的中危者及研究号
ｈｅａｌｔ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个位数为１的低危者），由精神科医生进行诊断。本

ＧＨＱ）ｎｌ：ＧＨＱ进行４级评分，按照ＷＨＯ的评分方

研究由参与调查的２名专家对诊断结果进行抽查、

法，采用０－０—１—１评分方法，总分为０。１２分¨Ｊ］。杨

审核。本调查获得华西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一般健康问卷（ｇｅｎｅｒａｌ

廷忠等¨州在研究中证实，ＧＨＱ一１２可作为我国精神

４．统计学分析：使用ＳＰＳＳ １ ６．０软件对数据结果

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和社区卫生服务识别心理障碍的

进行统计分析。对影响重性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采

筛选工具，并认为在我国人群中３／４为最佳分界
值。２００１年浙江省在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中，为

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将人群职业分为无业及有职业
两类，将婚姻状况分为有固定伴侣（包括已婚、再婚、

了提高ＧＨＱ的敏感性，在原问卷基础上义增加了８
条他评项目［１ｌ Ｊ。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河北省采用增补后

分为青年人群（１５～３４岁）、中年人群（３５～５９岁）及

的一般健康问卷（ＧＨＱ一１２）进行精神疾病的现场抽

老年人群（＞６０岁）三组ｈ４｜，以无精神障碍诊断的

同居）及独居（包括未婚、离婚、丧偶）两类，按年龄

０２９人作为对照，对１８０例现患病例进行包括上

样调查，发现增补后的ＧＨＱ一１２灵敏度为９８．３％，特

１３

异度为４４．８％ｎ引。因此在本次研究中将增补后的

述３个因素及性别、文化程度、城镇或农村人口、是

皇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２月第３１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否合并躯体疾病、是否被掩埋、是否受伤、有无家人
去世或失踪、财产损失程度等进行回归分析。
结

·１６９·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表２汶川地震灾区各年龄组人群萤性抑郁障碍

终生生疸圣些墼
年龄组（岁）

调查人数

患病例数

终生患病牢（％）

果

１．人群～般特征：共抽取符合条件受试者
１４

５０３人，由于外出务工、出差、拒绝回答等原因实

际调查１４ ２１６人，实际接受调查率为９８．１０％，剔除

资料不完整者８人，实际分析资料１４ ２０７人。其中
男性６８８０人（４８．４３％），女性７３２７人（５１．５７％）；城镇
ｌＯ

０５５人（７０．６８％），农村４１５２人（２９．３２％）；汉族

１３

２６４人（９３．３６）％，羌族７８２人（６．９１％），回族９５人

（４．４４％），学生ｌ例（０．５６％），无业人员１００例

（ｏ．６７％），藏族５７人（０．４０％），壮族、苗族各３人，土

（５５．５６％）。文盲２５例（１３．８９％），小学５４例

家族２人，白族１人。

（３０．００％），初中６３例（３５．００％），高中及同等学历３４

２．患病率：在调查的人群中，ＧＨＱ评分为高危

例（１８．８９％），大学及以上学历４例（２．２２％）。

者２２８５人（１６．０８％），中危者１９１９人（１３．５ｌ％），低危

４．合并症：１８０例现患者中有３６例（２０．００％）合

者１０ ００３人（７０．４１％）。现诊断为重症抑郁障碍者

并躯体疾病，７例（３．８９％）合并创伤后应激障碍，合

１８０人，曾诊断为重症抑郁障碍且目前无症状者１３

并焦虑障碍患者１ｌ例（６．１ｌ％）。

人，患病构成比为１．３６％；按高、中、低危比例调整后

５．ＧＨＱ调查分析：全量表评定为低危者５例

时点患病率为１．３９％，终生患病率为１．８０％（表１）。

（２．５９％），中危者１２例（６．２２％），高危者１７６例（９１．１９％）。

女性患病率较男性高，男女性终生患病率比为１：

ＧＨＱ对重性抑郁障碍的灵敏度达到９７．４１％。

１．２７，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Ｍ＝２．２７，Ｐ＜

６．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重性抑郁障碍的危

０．０５）。城镇人群患病率与农村人群患病率接近，两

险因素有女性，合并躯体疾病，地震中受伤、家人去

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０．５３，Ｐ＞Ｏ．０５）。终

世或失踪；以财产损失＜５万为参照标准，损失在１０

生患病率在＜７０岁的各年龄段人群中逐渐升高，

万。２０万元及损失＞２０万元者为发病的危险因素；

４０～岁、５０～岁和６０～岁人群发病率较高，分别为

以青年人群为参照标准，中年人群为发病的危险因

２．２７％、２．７５％和１．９７％（表２）。在１８０例现患者中，

素；保护因素为具有一定职业（表３）。

４８例（２６．６７％）认为自己不需要相应的心理帮助，仅

表３重性抑郁障碍危险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门分析

７６例（４２．２２％）得到心理帮助。

因

性别

表１汶川地震灾区重性抑郁障碍患病率的性别和城乡分布
婚姻状况
职业
震前居住地
合并躯体疾病

素

ＯＲ值（９５％Ｃ１）

男

１．ｏｏ

女

１．５６（１．１４—２．１４）

有固定伴侣

１．００

独居

１．４９（０．３５—１．２８）

１．ｏｏ
无业
有固定职业０．６０（０．４３一ｏ．ｓ２）
１．００
城镇
农村
１．２９（０．９１～１．８３）
１．ｏｏ
否

是４．０２（２．７５—５．９０）
地震被掩埋
地震受伤

３．患者的人口学特征：１８０例患者中，男性６６例
（３６．６７％），女性１１４例（６３．３３％）。年龄１６～９９岁，
平均（４９．０８±１４．４２）岁。汉族１７０例（９４．４５％），羌族

员７例（３．８９％），企业人员１１例（６．１ｌ％），务农３３例
（１８．３３％），进城务工人员４例（２．２２％），个体户８例

１．００

是

１．０８（ｏ．４０—２．９１）

否

１．ｏｏ

是

３．２９（１．９２—５．６５）

地震家人去世或失踪无
有
＜５
财产损失（万元）

９例（５．００％），回族１例（０．５５％）。职业分布：公务员
８例（４．４４％），技术人员８例（４．４４％），商业服务业人

否

年龄人群

Ｉ．００

３．７９（２．０８—６．８∞
１．００

５一

１．６９（０．９３—３．０４）

１０。

２．０９（１．１８—３．６９）

＞２０

２．５４（Ｉ．３８—４．６８１

青年
中年
老年

２．３ｌ（１．３８—３．８回

１．ｏｏ

１．６１（Ｏ，８７～２．９９）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２Ｈ第３ｌ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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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 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１９９３，１６３：２３０－２３９．

讨

论

我国目前有关重性抑郁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资

［３］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ＩｌＫ，Ｍｏｒｉｋａｗａ Ｍ，Ｍｅｌｋｏｎｉａｎ ＡＫ，ｅｔ
ｆｏ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８８
Ａｒｍｅｎｉａ．Ｊ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２，７９：３７３—３８２．
４

料较少，此次调杏结果显示目前汶川地震灾区重症

［６］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ＴＳＤ ｉｎ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Ａｍ 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００，１５７：１２６０一１２６６．
Ｌｉ ＳＲ，Ｚｈａｎｇ ＷＸ．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Ｓｈｅｎ ＹＣ．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李淑然，张维熙．精神疾病流行病学／／沈渔郦．精神病学．４版．北

理援助有一定关系。本次调查时距地震发生已有７

京：人民卫牛出版社，２００１：９５—１０４．
７

个月，人群尚处于应激较为强烈阶段，叮能主要表现

Ｃｈｅｎ

Ｃ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ｉｎ

ＹＣ．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４。ｅｄ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Ｓｈｅ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Ｃ、２００ｌ：２７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尚未发展至重性抑郁障

陈吕惠．心理测量在精神卫生领域中的应用／／沈渔郫．精神病
学．４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ｌ：２７３．
８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ＤＰ，Ｇａｔｅｒ Ｒ，Ｓａｒｔｏｒｉｏｕｓ Ｎ，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ｗｏ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ＨＱ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Ｐｓｙｃｈｏｌ Ｍｅｄ。１９９７．２７：１９１—１９７．

９

Ｙｏｎ Ｋｏｒｆｒ

另外，根据Ａｂｒａｍｓｏｎ等ｎ７１提出的抑郁障碍社会一认
激的两者交互作用产生，应激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的

ＣａｏＨ。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ｅＡＣ．ＫｌｉｍｉｄｉｓＳ，ｅｔ ａ１．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ｉａｌｒｉ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９８８ 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ｏｃ

矿ｅｄ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１：９５—
１０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可能与地震发生后各级政府及时救援，积极开展心

知心理因素模型，抑郁障碍是由于素质性因素和应

ｉｎ

Ｗａｎｇ ＸＤ，Ｇａｏ Ｌ，Ｎａｏｔａｋａ Ｓｈｉｎｆｕｋｕ，ｅｔ ａ１．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调查的抑郁障碍总患病率（１．５％）和２００５年河北省

碍，也是造成重性抑郁障碍发病相对较轻的原因。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３，３８：２０４—２１２．

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１．３６％，低于江西省２００２年
调查抑郁症的患病率（２．７％）ｎ￡ＭＪ。分析其原因主要

ａ１．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Ｕｓｔｕｎ ＴＢ．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ａｒｅ／／Ｕｓ—ｔｕｎ ＴＢ．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 Ｎ．ｅｔ ａ１．Ｍｅｎｔａｌ ｌｌｌｎＣＳ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Ａｎ

产生没有直接效应，需要通过消极性自我概念和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１ ９９５：１９—３８．
［１０ Ｊ Ｙａｎｇ ＴＺ，Ｈｕａｎｇ Ｌ，Ｗｕ ＺＹ．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ａｌｔｈ

郁歪曲的认知心理因素作为中介，从而导致抑郁障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ｆｏｒ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ｅＲ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３，２４（９）：７６９—

碍的发生。因此我国地震灾区人群重性抑郁障碍发
病率相对国外较低，可能与在我国文化背景下，人群
所特有的对自然灾害的认知模式有一定关系，所以
尚需对灾后人群的认知及应对方式等进行深入研

究。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女性患病率较高，约为男性
的１．２７倍，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但性别之间的差
异明显缩小，提示在强烈的应激下，男性与女性认知
模式趋同，对重性抑郁障碍的易感性接近，在灾后的
心理援建中不能忽略对男性的关注。
对重性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后发现，由地震受伤、财产损失和家人去世或失
踪以及合并躯体疾病，中年人群为危险因素。该结
果与Ｂｒｏｗｎ等¨副开展的研究中认为“丧失”（１０ｓｓ）与
抑郁相关的观点一致。而中年人成为高危者，则可
能是因为其在社会中承担着更多的角色，在震后的
重建与生活中负有更多的责任。本次研究也发现拥
有职业是一项保护性因素，因此在灾后的重建中，积
极解决灾区群众的就业有益于维护心理健康。
本次研究显示ＧＨＱ对重性抑郁障碍的敏感度达
到９７．４１％，与张杨等“２１报道的９６．７％相近。因此ＧＨＱ
可以作为重性抑郁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的筛查工具。
本次调查的１８０例现患者中，４８例（２６．６７％）认
为自己不需要心理帮助，仅７６例（４２．２２％）得到了心
理帮助。因此对于灾后的心理援助仍需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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