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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及其与临床预后的关系
陈绘景，马子龙，宋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精神卫生中心，武汉 430014)

[摘要] 目的：探究抑郁症患者的家庭功能特点及其与1年预后的关系。方法：收集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
日在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或住院的抑郁症患者46例，对患者及其同住亲属进行访谈，利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FAD)评估其家庭功能，患者门诊结束或出院后12个月内每月通过电话随访其病情变化，
记录患者的抑郁发作时间。同时收集附近社区中性别、年龄、家庭孩子数和社会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健康对照家庭42
个。使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2组家庭功能的差异，并分析患者组家庭功能与抑郁发作持续时间的关系。结果：除
情感卷入和行为控制两个维度外，患者组在FAD另外5个维度上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患者组家庭功能良
好者较家庭功能不良者抑郁发作持续时间更短(P<0.01)，6个月内临床痊愈率的比例更高(P<0.05)。除行为控制外，
FAD各分量表评分与抑郁发作持续时间均呈显著正相关(P<0.05或P<0.01)。结论：抑郁症患者家庭存在多个维度的家
庭功能受损，且家庭功能损害程度与患者抑郁发作的预后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改善患者的家庭功能或可促进患者病
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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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func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linical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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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and to evalu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and prognosis of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 (MDE).
Methods: Forty-six patients with MDD were recruited in the outpatient or inpatient departments
of Wuhan Mental Health Center from September 1, 2014 to August 31, 2015. At the baseline,
the patients and their co-resident family members were interviewed for psychiatric screening and
diagnosis, and the family function of each patient’s family was assessed by Famil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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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FAD). After clinic service or hospitalization,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by telephone
until they recovered from the MDE (within 12 months since the follow-up) or for 12 months if
they had not achieved remission. Forty-two mentally healthy subjects, with no family members
diagnosis for psychiatric diseases, and matched with MDD patients for age, sex, number of children,
family role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were recruited from a community. The family function of the
MDD families and the controls were compared by independent sample-T tes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and duration of the MDE was analyzed by Pearson’s correlation.
Results: MDD families exhibited higher FAD scores in 5 dimensions than control families except
for affective involvement and behavior control (P<0.01). Patients with relatively good family
function showed significantly shorter duration of MDE and higher proportion of remission within
6 months since the follow-up (P<0.01 and P<0.05). All the dimensions of FAD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duration of MDE except for the behavior control.
Conclusion: Families with MDD patients show impairments in multiple dimensions of family
function, and the family functions of MDD patients are correlated with the prognosis of MDE.
Improvement of family function may contribute to better prognosis of 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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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高患病率、高致残率、高疾病负
担的精神障碍，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目前全世界
大约有3.5亿人患抑郁症[1]；我国抑郁症时点患病率亦
高达2.1%[2]，给患者、家属和社会均带来严重负担。
目前，抑郁症的病因尚未完全清楚，但社会心理应
激和社会支持被认为是影响抑郁症发生发展和预后
转归的重要因素。其中家庭关系作为个体心理意义
上最重要的社会人际关系，在抑郁症的诱发和预后
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功能的下降，可能导致
个体的社会支持下降，造成个体的孤独感，或者家
庭的冲突作为一个应激源，导致个体的抑郁或焦虑
情绪，从而诱发抑郁、焦虑症状[3]。同时，抑郁本身
也可作为对家庭的一个应激源，通过影响家庭的结
构、子系统、角色和沟通等多个方面对家庭功能造
成影响[4]。因此，抑郁症患者的病情可能与其家庭功
能相互作用，互相强化，导致发病时间延长、抑郁
发作持续时间延长和更易复发，改变家庭功能可能
有助于促进抑郁症患者的康复。本研究通过探究抑
郁症患者家庭功能的特点及家庭功能与抑郁症临床
预后的关系，旨在为针对抑郁症患者的家庭心理干
预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1.1 抑郁症患者家庭
收集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在武汉市

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或住院的抑郁症患者，满足如下
标准：1)年龄18~65周岁；2)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
版(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10th Revision，ICD-10)抑郁症
诊断标准；3)无重大躯体疾病、物质滥用或物质依赖
史；4)至少与一位家人同住，且患者和家人自愿参与
本研究。
1.1.2 对照家庭
在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附近社区招募的健康
个体，要求：1)无精神障碍、物质滥用或物质依赖
史；2)无重大躯体疾病或神经系统疾病史；3)家庭
成员中无精神障碍患者；4)至少一名同住家庭成员
自愿参与本研究。对照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况
(socioeconomic status，SES[5])(根据经济收入地位、社
会教育地位和职业职位3个主要方面评定个体社会地
位的综合状况，每个地位分5个等级，把各个地位的
所得值加起来，总分即为指标值。反映个体社会经
济地位的高低)、家庭的婚姻状况与抑郁症患者大致
匹配。所有被试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家庭功能的评估
选 用 家 庭 功 能 评 定 量 表 ( Fa m i l y A s s e s s m e n t
Device，FAD)中文版 [6] 对抑郁症患者、健康对照及
其12岁以上家庭成员进行家庭功能评估。FA D 共
包括60个条目，可分为如下7个分量表：问题解决
(problem solving，PS)、沟通(communication，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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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roles，RL)、情感反应(affective responsiveness，
AR)、情感卷入(affective involvement，AI)、行为
控 制 ( b ehav i o r co nt rol ， B C) 和 总 体 功 能 ( gen era l
functioning，GF)。根据既往研究 [7]显示不同家庭成
员对家庭功能评定具有高度一致性，本研究选用
患者与家属家庭功能评定均值作为该家庭的家庭
功能评分进行统计。根据Akister等 [8] 的定义，将至
少在4个FAD维度上评分高于划界分的家庭评定为
“功能不良家庭”，而将仅有3 个或3个以内FA D
维度评分高于划界分的家庭则评定为“功能良好
家庭”。
1.2.2 抑郁发作持续时间的确定
在患者住院期间，对于抑郁症患者和12岁以
上 的 家 庭 成 员 评 估 FA D 。 患 者 离 院 后 ， 每 月 通 过
电话对其进行随访，使用24条目版Hami lton抑郁
评定量表(24-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24)评定患者病情变化。若患者连续3个月评定
HAMD 24≤7，则认为本次发作已经康复，对该患者
的随访终止；若患者一直未康复，则随访至出院后
12个月。患者在住院和随访期间的药物、物理或心理
方案均由其主治医师根据其病情特点选择最佳药物
治疗方案，不受本研究的影响。

值和计数资料指标的差异，使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
析患者家庭功能与抑郁发作持续时间的关系。取双
侧P<0.05作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在纳入的46例患者中，家庭角色包括24位妻
子，15位丈夫和7个孩子。在42个对照组家庭中，家
庭角色包括23位妻子，12位丈夫和7个孩子。患者
组与对照组在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角
色、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6项指标上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表1)。
2.2 急性发作期的家庭功能
通过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了抑郁患者组与对
照组的急性期FAD各分量表评分(表2)。结果显示：
抑郁症患者总体家庭功能明显低于对照家庭的总体
功能(P<0.01)。除行为控制和情感卷入两项外，患者
组FAD其余分量表(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
应、总体功能)评分均值均高于对照组(P<0.01)。进一
步根据McMaster对于FAD各维度家庭功能健康/不健
康的划界分[9]判断患者组和对照组各维度家庭功能的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描
述性统计分析、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和 χ 2检验比较患者
组与对照组，以及患者组不同亚组之间各量表评分

健康情况，发现除情感卷入和行为控制两项外，患
者组FAD其余维度家庭功能不健康的比例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1，表2)。

表 1 患者组与对照组人口统计学信息
Table 1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patient and control groups
家庭角色(丈夫/

组别

n

性别(男/女)

社会经济状况

年龄/岁

患者组

46

19/27

57.8±10.5

38.5±11.3

妻子/孩子)
15/24/7

对照组

42

16/26

59.2±11.6

40.2±12.5

0.76

0.55

0.5

P

受教育年限

婚姻状况(夫妻双方均首次结婚/

11.8±3.8

重组家庭/离婚、分居或丧偶)
30/8/8

12/23/7

12.3±4.2

27/8/7

0.92

0.56

0.98

表 2 患者组与对照组 FAD 各分量表评分及不健康家庭情况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FAD sub-scale scores and proportion of unhealthy families in the patient and control groups
组别

问题解决

沟通

角色

情感反应

情感卷入

行为控制

总体功能

患者组

2.3±0.6

2.4±0.8

2.3±0.5

2.4±0.6

2.2±0.9

2.1±0.7

2.3±0.8

对照组

1.8±0.8

1.9±0.7

1.9±0.6

2.0±0.5

2.0±0.7

1.9±0.6

1.8±0.6

t

3.33

3.11

3.41

3.38

1.16

1.43

3.29

P

<0.01

<0.01

<0.01

<0.01

0.25

0.16

0.01

患者组家庭功能不健康家庭/[例(%)]

27(58.7)

30(65.2)

26(56.5)

31(67.4)

24(52.2)

26(56.5)

29(63.0)

对照组家庭功能不健康家庭/[例(%)]

12(28.5)

12(28.5)

11(26.2)

14(33.3)

16(38.1)

17(40.5)

14(33.3)

2

χ

8.07

11.82

8.29

10.19

1.76

2.26

7.76

P

<0.01

<0.01

<0.01

<0.01

0.18

0.13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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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家庭功能与抑郁发作持续时间的关系
根据家庭功能划分标准，患者组有59%(n=27)的
家庭被划分为功能不良家庭组，而41%(n=19)为功能
良好家庭组。功能不良家庭组抑郁发作持续时间长
于功能良好组(P<0.01，表3)。根据随访6个月末患者
HAMD评分是否≤7将患者分为6个月内临床痊愈者和
6个月内未临床痊愈者。功能良好家庭组患者6个月
内临床痊愈率显著高于功能不良家庭组( P <0.05，表
3)。将患者急性期FAD各维度评分与患者抑郁发作持
续时间做相关分析，发现除行为控制外，患者组抑
郁急性发作期FAD各维度评分与抑郁发作持续时间均
呈显著正相关，其中尤以问题解决、沟通、角色和
总体功能这4项相关性最为显著(表4)。

表 3 功能良好家庭患者与家庭功能不良患者抑郁发作持续
时间与 6 个月内临床痊愈率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MDE duration and clinical remission
rate during 6-month follow-up in patients with good family
functioning and patients with poor family functioning
组别

n

抑郁发作持续

6个月内临床

功能良好家庭患者

27

时间/月
4.6±2.8

痊愈/[例(%)]
20(74.1)

功能不良家庭患者

19

7.2±3.5

8(42.1)

t/χ2

2.8

4.79

P

<0.01

0.029

表 4 抑郁症患者急性发作期 FAD 评分与抑郁发作持续时间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D scores in acute depressive episode and duration of MDE
组别

n

问题解决

沟通

角色

情感反应

情感卷入

行为控制

总体功能

6个月内临床痊愈者

28

2.0±0.5

2.1±0.6

2.0±0.4

2.1±0.5

2.2±0.4

2.0±0.6

2.0±0.5

6个月内未临床痊愈者

18

2.5±0.7

2.7±0.9

2.5±0.7

2.4±0.7

2.7±0.7

2.2±0.8

2.6±0.9

r

0.47

0.52

0.48

0.25

0.29

0.19

0.42

P

<0.01

<0.01

<0.01

<0.05

<0.05

0.13

<0.01

3讨 论
本研究纵向探究了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与其预
后的关系。通过比较抑郁症患者和健康对照家庭功
能并研究家庭功能与患者1年预后的关系，发现抑郁
症患者家庭功能存在多个维度的损害，尤以问题解
决、沟通、角色和总体功能等维度损害最严重，且
损害程度与患者抑郁发作持续时间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提示家庭功能在抑郁症的发生发展和康复过程
中起重要作用；患者的家庭功能或可作为其抑郁发
作持续时间的一项有效预测因子；针对家庭功能的
干预或可促进抑郁症患者的康复。
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存在多个维度的损害，
这与杜娜等 [10]关于抑郁症家庭功能的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后者报道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在FAD所有7
个维度存在明显受损。在本研究中，患者组和对照
组在情感卷入和行为控制两个维度上无明显差异，
这可能与对照家庭在这两个维度上家庭功能不健康
比例较高有关。事实上，即使在无精神障碍患者家
庭中，家庭功能在行为控制维度上也存在障碍，这
可能与中国儒家文化过分强调行为控制有关 [11]。此
外，中国家庭常常存在成员间边界不清，过分卷入
等问题 [12]，可能是造成本研究对照组情感卷入不健
康比例较高的原因。

本研究发现：家庭功能良好的患者抑郁发作持
续时间和6个月内临床痊愈率两个指标均显著优于家
庭功能不良者，且除了行为控制这一指标外，FAD
各维度评分均与抑郁发作持续时间呈显著正相关，
说明家庭功能对于预测抑郁症的预后转归具有一定
的意义。这与Keiner等[13]的研究结果类似，后者发现
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的改善与抑郁发作持续时间密
切相关。本研究还发现：虽然抑郁症组在情感卷入
和行为控制这两个家庭功能维度上与对照组无明显
差异，但相对来说均处于偏低的功能水平，而且情
感卷入与患者抑郁发作的持续时间显著相关，提示
情感卷入可能是抑郁发作的一个高危因素，同时又
会受到抑郁发作的进一步损害而影响疾病的康复。
本研究的这些发现符合抑郁发作的系统观解释；即
患者的抑郁症状可能是家庭系统出现问题的一个信
号，其意义在于提醒家庭成员，其家庭的沟通、角
色、问题解决或其他功能需要得到改善，因而后者
的改善程度将会与“被认定的患者”的症状改善程
度相关。
虽然本研究对理解家庭功能在抑郁症预后转归
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尚存在如下局限性：1)在
影响抑郁症患者预后的因素中，除家庭功能外，患
者的抑郁发作史、严重程度、童年创伤和药物治疗
情况等均可影响疾病的预后转归，本研究未能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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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功能与上述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未来研
究当设法对不同因素分别进行控制以澄清各因素对
预后转归的影响程度。2)虽然本研究使用的FAD量表
为学界公认的评价家庭功能量表，且使用了患者与
家庭成员评分的均值作为其家庭功能的评分以减少
患者因抑郁发作而带来的误差，但这一方法仍存在
一定的缺陷，更准确地评估特定精神障碍患者家庭
功能的方式仍是目前家庭功能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
问题。如美国有学者专门设计了针对抑郁症患者及
家属的抑郁症家庭功能评定量表(Depression and Family
Functioning Scale，DFFS)[14]，这可能是未来评估精神
障碍患者家庭功能的一个发展方向。3)本研究中对患
者达到临床治愈后即终止随访，可能会存在个别患
者出现转躁而诊断为“双相障碍”的情况，从而使
结果产生一定的偏倚。然而，既往有研究 [15]显示单
相抑郁和双相I型障碍患者家庭功能受损并无显著差
异，故该偏倚可能不会影响本研究的主要结果。考
虑到上述局限性，对本研究结果的解释尚需谨慎。
综上，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存在多个维度损
害，尤以问题解决、沟通、角色和总体功能损害最
为明显；家庭功能良好者抑郁发作持续时间显著短
于家庭功能不良者，且6个月内临床痊愈率显著高于
家庭功能不良者；除行为控制外，家庭功能其余维
度均与患者的抑郁发作持续时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这
些结果提示家庭功能在抑郁症的预后转归中具有重要
作用，或可作为预测抑郁症预后的一项重要的预测因
子，改善家庭功能可能促进抑郁症患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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