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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性别差异的
流行病学调查
王熙孙莹安静郝加虎陶芳标
目的

【摘要】

了解中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流行特征和性别差异。方法采取整群抽

样，在全国９个协作地区选取９．０～１８．９岁汉族城乡各年龄组儿童青少年男女生各５０人，每个地区
最低样本量为２０００人。采用儿童抑郁量表（ＣＤＩ）评定小学四年级至高中三年级青少年的抑郁症

状，评估第二性征（男女童阴毛、女童乳房和男童外生殖器）发育指标。结果中国青少年抑郁症
状总检出率为１４．８１％，男女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１５．３５％和１４．４３％。农村地区儿童青少年抑
郁症状检出率（１６．４１％）高于城市（１３．２３％）。ｌＯ、１１岁组男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均高于同龄女生（ｚ
２＝１１．６２５，Ｐ＜０．００５；）ｃ２＝５．８０７，Ｐ＜０．００５），１７岁组女生抑郁症状检出率（２１．５％）高于同龄男生
（１７．２６％）（ｊＣ２＝６．１９２，Ｐ＜０．００５）。仅在Ｔａｎｎｅｒ发育Ⅱ期，男生抑郁检出率（１８．４％）高于女生

（１５．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６．５９３，Ｐ＜０．００５）。结论在特殊年龄段和特定发育阶段，中国
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存在性别差异，但还需要进一步纵向研究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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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问题。以往无论是大样本流行病学调查还是
小样本临床研究，成年人群抑郁症患病率的性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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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已得到证实ｎ。５１，即女性抑郁患病率约是男性的２
倍№］。然而青少年抑郁症状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尚
未统一。社区样本纵向研究和临床分析均发现，青
少年从青春中期到后期其抑郁症检出率已接近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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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４％～５％），并在整个青春期其抑郁累积患病率

（２）第二性征检查：所有调查对象自愿参加并由

从５％上升至２０％［１’２‘。英国Ａｎｇｏｌｄ等Ｈ ３采用儿童抑

１名儿科内分泌学医生进行检查，根据Ｔａｎｎｅｒ分期

郁量表（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ＣＤＩ）调查

评价青春期第二性征发育情况阳·１ ０ｆ。女童乳房发育

表明，男女童进入青春期后抑郁症状检出率显著上

评定范围为Ｉ（青春期前期）。Ｖ（成熟期），其中Ⅱ

升。Ｈａｎｋｉｎ等№１对新西兰但尼丁１０３７名９。２１岁

期标志着青春期发育开始；阴毛发育评定范围为Ｉ

青少年出生队列采用《诊断与统计手册：精神障碍》

（青春期前期，无阴毛）～Ｖ（成年人水平），其中Ⅱ期

第四版（ＤＳＭ一１Ｖ）诊断抑郁症，结果表明抑郁症检

阶段出现阴毛。男童生殖器发育评定范围为Ｉ（青

出率首次出现性别差异发生在１３。１５岁（女生高

春期前期）。Ｖ（成年人水平），其中Ⅱ期出现阴囊和

于男生），抑郁症检出率出现显著性的性别差异则

睾丸增大，以及其纹理发生变化，阴囊皮肤变红；阴

在１５～１８岁。多数研究认为，青春期抑郁症状的

毛发育评定范围为Ｉ（青春期前期，无阴毛）～Ｖ（成

性别差异表现为女性优势化现象（ｆｅｍａｌｅ

年人水平），其中Ⅱ期阶段出现阴毛。

ｐｒｅｐｏｎｄｅｒａｎｃｅ）ｂ’“。而我国多数流行病学调查只涵
盖了青春期发育某一时期的儿童青少年。为此本研
究选择“中国儿童青春发动时相及其健康效应研究”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由专人
录人，并针对各项设置核对文件，录入结束后进行
核对、纠错。使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１统计软件分析数

中９个地区城乡儿童青少年样本数据，评估抑郁症

据。率的比较用＃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状及其青春期性征发育水平，为阐明我国青少年抑

学意义。

郁症状检出率及其性别差异提供基线依据。
对象与方法

结

果

１．抑郁症状流行特征：本次调查９．０～１８．９岁男

１．调查对象：来自２０１０年９月开展的“中国儿童

女生分别为８１５１（４１．８７％）和１１ ３１６（５８．１３％）人，城

青春发动时相及其健康效应研究”中沈阳、天津、太

市９４３５（４８．４７％）人，农村１０ ０３２（５１．５３％）人（表

原、上海、合肥、武汉、郑州、重庆、广州９个地区调查

１）。我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总检出率为１４．８１％，

数据，均与第三次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实施方案

其中男生为１５．３５％，女生为１４．４３％，差异无统计学

同时开展。研究对象为各地区城乡汉族９．０～１８．９岁

意义（岔＝３．２２８，Ｐ＝Ｏ．０７２）；农村地区儿童青少年总
体抑郁症状检出率（１６．４１％）高于城市（１３．２３％），差

（小学四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学生）男女生，最低样本
量为城乡、各年龄段男女生分别为５０人，即每个地区
至少调查２０００名儿童青少年［５０人×２（性别）×２

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４．７２１，Ｐ＝Ｏ．０３０）。我国儿童
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在１３岁迅速升高，除农村地

（城乡）×１０（９．０～１８．９岁年龄组）＝２０００人］。

区女生外，抑郁症状检出率高峰年龄在１４岁。１５岁

２．调查方法：

后城乡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开始下降并到一

（１）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接受体格检查前，以班

定年龄后保持稳定，其中农村男女童抑郁症状检出

级为单位，采用无记名方式由学生独立填写调查问
卷，并由经过培训的研究生作为调查员，采用统一方

率在１６岁出现重叠（均为２０．２％）。
表１调查样本城乡不同年龄组儿童青少年性别分布

法和指导语现场验收问卷。调查问卷包括基本人口
统计学信息（性别、年级、家庭住址、出生日期、家庭
经济自评等）和ＣＤＩ［７１。ＣＤＩ共包括２７题和５个分量
表（负面情绪、人际问题、效能低下、快感缺乏和负性
自尊）。每题都由描述不同频度的３句话组成，分别
列举了一般反应、中等抑郁症状和严重抑郁症状，并
按０～２记分，总分在０～５４分范围内，得分越高表明
抑郁水平越高。评估时段为最近２周。该量表在国
内外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随，９｜。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ＣＤＩ内部一致性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０【系数为Ｏ．８ １，重测信度为
ｏ．８９。本文按Ｋｏｖａｃｓ［７１研究结果，将１９分确定为抑
郁症状的划界分。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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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９

２．抑郁症状检出率性别差异：我国城乡儿童青
讨

少年在１０、１１岁组中男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均高于

论

女生（）Ｃ２＝１１．６２５，Ｐ＜０．００５；）ｃ２＝５．８０７，Ｐ＜０．００５）；

本次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总体检

在１７岁组，女生（２１．５％）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男生

出率为１４．８１％，９．０。１８．９岁男女生抑郁症状的检出

（１７．２６％）（）ｃ２＝６．１９２，Ｐ＜Ｏ．００５）。城市１７岁组女

率无性别差异。城市男女生在１７岁之前抑郁症状

生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男生（ｘ ２＝６．５６９，Ｐ＜
０．００５）；农村１０、１１岁组男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均高

检出率无性别差异；农村１０、１１岁男生抑郁症状检

于女生（）ｃ

状检出率高于女生；农村男生Ｔａｎｎｅｒ发育Ｉ、Ⅱ和

２＝４．５１３，Ｐ＜Ｏ．００５；）ｃ ２＝１４．９６０，Ｐ＜

０．００５）。见图１。

出率高于女生。城市男生Ｔａｎｎｅｒ发育Ⅱ期抑郁症
Ⅲ期抑郁症状检出率均高于女生。
本文结果与Ａｎｇｏｌｄ等¨１研究存在着较大差异。
该研究同样采用ＣＤＩ评价抑郁症状，结果表明英国
９～１６岁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性别差异出现在１３
岁，在此之前男女生抑郁症状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１３岁后，女生抑郁症状检出率迅猛升高，并
保持这一升高趋势，且青春期发育Ｔａｎｎｅｒ Ｉｉｉ期男女
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均显著上升，女生高于男生。
本研究与俞大维和李旭¨ｏ对上海市１６４８名８～１５岁
男女生，采用ＣＤＩ评价抑郁症状的结果较为相似，即
发现男女生抑郁症状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图１我国城乡不同年龄组儿童青少年
男女生抑郁症状检出率

本文农村地区１０、１１岁男生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女
生的结果与张洪波等ｎ”研究结果一致，该研究对合

３．不同青春期发育阶段抑郁症状检出率的性别

肥市城乡９２５８名８～１８岁男女生采用ＣＤＩ评价抑郁

差异：仅在Ｔａｎｎｅｒ发育Ⅱ期，男女生抑郁检出率的差

症状，男生抑郁症状检出率（１５．１％）高于女生

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６．５９３，Ｐ＜０．００５），表现为男生
（１８．４％）高于女生（１５．８％）。其中Ｔａｎｎｅｒ发育Ⅱ期，

（１３．３％）。

城市男生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女生（ｘ２＝８．４７４，Ｐ＜
Ｏ．００５），其他发育阶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ａｎｎｅｒ

率的性别差异尚未统一，但国外研究普遍支持青春

发育Ｉ、Ⅱ、Ⅲ期，农村男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均高

性激素水平的性别差异是其主要原因¨２ｔ１３１。然而，

于女生（）ｃ ２＝７．００８，Ｐ＜Ｏ．００５；）ｃ

本研究未发现中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的性

２＝２５．９９３，Ｐ＜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有关青春期抑郁症状检出
期抑郁症状“女性优势化”现象，并认为青春期体内

０．００５；Ｚ＝６．０９３，Ｐ＜Ｏ．００５），而在Ｔａｎｎｅｒ发育Ⅳ、Ｖ
期，农村女生抑郁检出率高于男生但差异无统计学

别差异，这可能与我国特有文化背景以及学校家庭

意义（图２）。

症状水平高于女生可能由于性别特点有关，通常该

教育方式的差异有关陋’１４］。而１０、１１岁组男生抑郁
年龄段男生较女生活泼、顽皮，因而在学校受批评责
罚普遍高于女生，则心理压力亦高于女生，故易表现
出更多的焦虑不安、忧愁等…１，因此男生出现抑郁症
状的风险高于女生［１

５Ｉ。

本研究显示农村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
高于城市，可能与当前农村地区父母外出打工较为
普遍有关，从而使得农村儿童青少年缺乏父母教育
与心理支持，由此导致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ｎ
Ｔａｎｎｅｒ分期

６｜。

本研究还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

图２我国城乡儿童青少年不同青春期发育阶段

率随年龄变化和Ｔａｎｎｅｒ发育分期有所不同，１０、１１

（Ｔａｎｎｅｒ分期）抑郁症状检出率

岁组抑郁症状检出率表现为男生高于女生，而在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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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则表现为女生高于男生，而仅在Ｔａｎｎｅｒ发育Ⅱ
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男生高于女生。１０、１１岁时多
数儿童进入Ｔａｎｎｅｒ发育Ⅱ期，其抑郁症状检出率无
性别差异，而１７岁组女生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男生
与Ｔａｎｎｅｒ分期结果有所差异，可能与女生１４～１６岁
月经初潮的时间与抑郁症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而
在青春期后期抑郁症状与年龄无关，与青春期控制
有关‘１

本次调查发现我国汉族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无
性别差异的结果还需经随访研究予以证实。目前我
国关于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流行特征的结果尚不一
致，主要与抑郁症状评价方法、研究对象年龄范围和
研究的城乡选择有关。未来研究应该选取青春期发
育不同阶段、城乡地区儿童青少年，采用统一的抑郁
症状评价方法，开展随访研究，发现我国儿童青少年
抑郁症状的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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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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