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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球约有4.3%的人患有

抑郁症，预计到2030年抑郁症将在全球疾病致残率

和疾病负担排行中位居第二[1]。我国社区成人精神

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社区成人抑郁症的12
月患病率达到 2.1%[2]，有抑郁症状但未达到临床抑

郁症诊断标准的人群规模更为庞大，发生率从

23.4%~43.1%均有报告 [3，4]。抑郁症状还常与焦虑、

强迫与恐惧等心理症状相伴随[5，6]，且严重的抑郁症

状存在着发展为临床抑郁症的重大风险，是引发自

杀行为的潜在危险因素[7，8]。

以往关于抑郁症状的研究主要基于变量中心的

思路，通过量表总分高低或筛查临界值判断个体的

抑郁程度，忽视了组内得分相近的个体在量表条目

上的作答模式可能完全不同，这种模式恰恰反映出

个体间的质性差异，由此导致划分出来的群体内部

可能存在较大异质性。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视角，既能确

保分类结果的组间方差最大化、组内方差最小化，又

能利用客观的统计指标衡量分类的准确性与有效性
[9]，研究发现，普通成人、失独者与抑郁症患者的抑

郁症状均存在2~3个类别[10-12]。

抑郁症状随时间的动态变化已得到国内外纵向

研究的证实[13]，然而此类分析主要从统计显著性角

度揭示个体抑郁水平在数量上的变化趋势，未展现

抑郁症状的变化模式。潜在转变分析(latent transi⁃
tion analysis, LTA)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纵向数据分析

方法，能够通过转变矩阵估计个体在不同时间点潜

在状态的变化，从转变概率角度揭示个体的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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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律[14]。对老年人与大学生群体的研究表明，

某些抑郁症状潜在类别的发展轨迹相对平稳[15，16]。

本研究采用潜在转变分析方法，旨在揭示中国

文化背景下普通成人抑郁症状的发展模式以及影响

因素。首先，根据被试在抑郁自评量表上的作答模

式实现对抑郁症状的精确分类，其次，通过前后两个

时间点上被试所属抑郁症状潜在类别的变化，从概

率角度描述抑郁症状各潜在状态随时间变化的方

向，最后，将可能的影响因素作为协变量纳入模型，

从时间发展的角度进一步探究各影响因素在不同类

型抑郁症状及其转变中的功能。

1 方 法

1.1 被试

样本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

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项目数据库，样本覆盖我国内地 25 个省区

市。本研究选取的是 2012与 2016年数据，在“行为

和精神状态”调查模块提供了相同量表获取的抑郁

自评数据。根据下述条件筛选数据：①研究对象为

成年人，2012 年调查时的年龄 18~60 岁；②具有

2012与2016年抑郁测评的完整数据；③剔除在本研

究变量上有缺失值的样本。共获得 3128名成人的

有效数据，平均年龄 42.12±11.61岁，男性 1463人，

女性1665人，城镇1373人，乡村1755人。

1.2 研究工具

1.2.1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 包含躯体症

状、抑郁情绪、积极情绪与人际问题四个因子[17]，在

我国不同年龄人群中有良好适用性 [18，19]，且在成人

群体中具有跨性别等值性[20]。被试对过去1周内抑

郁症状的频率进行自评，从“几乎没有(不到一天)”
至“大多数时候有(5~7天)”分别计 0~3分。根据评

分标准，量表总均分≥1为筛查抑郁症状的临界值。

为进行潜在类别分析，将“几乎没有(不到一天)”选
项编码为 0，代表无抑郁症状，有抑郁症状的 3个选

项编码为 1。两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是0.847、0.857。
1.2.2 协变量 本研究还探讨性别、家庭所在地、

收入、家庭社会地位、生活满意度对成人抑郁症状的

影响。性别与家庭所在地为类别变量，收入、家庭社

会地位、生活满意度为连续变量，采用单题测量的方

法由被试自评，如“您的个人收入在本地属于？”“您

家在本地的社会地位？”由“很低”至“很高”分别计

1~5分，“您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由“很不满意”

至“非常满意”分别计1~5分。

1.3 数据处理

本研究主要采用潜在类别分析与潜在转变分析

两种潜变量模型进行数据分析。首先，以CES-D的

20个条目自评结果作为外显反应指标探索建立拟

合良好的潜类别模型；其次，在不添加任何协变量条

件下，通过潜在转变模型的条件概率结果呈现成人

抑郁症状模式在四年间的变化情况；再次，以性别、

家庭所在地、收入、家庭社会地位、生活满意度为自

变量，抑郁症状潜在转变类型为因变量，采用多项

logistic回归进行潜在类别转变概率的影响因素分

析。上述分析通过Mplus7.4与SPSS18.0软件完成。

潜变量模型的主要评价指标有艾凯克信息准则

AIC、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样本校正的aBIC、信息熵

Entropy、罗-梦戴尔-鲁本矫正似然比检验LMR和基

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BLRT。其中，AIC、BIC和

aBIC的值越小模型拟合越好，Entropy是评价类别划

分精确度的指标，取值0~1，Entropy≥0.8时表示分类

准确率超过 90%。LMR和BLRT用于比较 k-1与 k
个类别模型的拟合差异，二者的P值达到显著水平

表明k个类别模型优于k-1个类别模型[21-23]。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24]，分别对两个时间点所有测量项目的数据进行

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表明，T1时间点共

提取出5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第一个公因子解

释的变异量为24.82%，T2时间点共有6个特征值大

于 1 的公因子，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5.68%。均提取出1个以上公因子且第一个公因子

的解释率远小于 40%的临界标准，提示本研究不存

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成人抑郁症状潜在类别数的确定

表1呈现了两个时间点抑郁症状不同类别数潜

在类别模型的拟合指标。可以看出，AIC、BIC、aBIC
值均随类别数的增加而逐步降低，4个类别时值最

低，但取该模型时T1时点LMR的P值未达到显著水

平，T2时点的Entropy值小于0.8，说明4类别模型不

理想。当划分为 3 类别时，T1 与 T2 时点 LMR 和

BLRT的P值均显著(P<0.001)，显著优于两个类别的

模型，且Entropy值均超过 0.8，表明 3类别模型与数

据拟合最佳，成人抑郁症状在间隔 4年的两个时点

上表现出一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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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点
T1

T2

模型

1
2
3
4
1
2
3
4

df
20
41
62
83
20
41
62
83

AIC
73192.176
62549.143
60668.912
60309.199
71436.809
60137.066
58320.279
57872.420

BIC
73313.139
62797.117
61043.897
60811.195
71557.772
60385.040
58695.264
58374.416

aBIC
73249.591
62666.843
60846.897
60547.470
71494.224
60254.766
58498.264
58110.690

Entropy
-

0.880
0.838
0.840
-

0.895
0.839
0.786

LMR(P)
-

0.000
0.000
0.151
-

0.000
0.000
0.000

BLRT(P)
-

0.000
0.000
0.000
-

0.000
0.000
0.000

2.3 成人抑郁症状潜在类别分析结果

图1、2中，1~7条目对应躯体症状因子，8~14条
目对应抑郁情绪因子，15~18条目对应积极情绪因

子，19~20条目对应人际问题因子。可以看出，3个
类别在积极情绪因子上的概率十分接近且处于较低

水平，3个类别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躯体症状、抑郁

情绪与人际问题3个因子。根据3个潜类别在CES-
D各条目上的条件概率，采用程度命名法，分别命名

为高抑郁症状组、低抑郁症状组与过渡组。高抑郁

症状组被试在14个条目上的发生率都高于70%，该

组被试占总体的比例随时间推移略有降低，T1、T2
分别为 21.13%、19.66%，低抑郁症状组被试抑郁症

状发生率是三组中最低的，在17个条目上的发生率

都低于20%且一半以上条目的发生率低于10％，人

数占比在两个时间点呈现上升趋势，分别为

38.04%、42.46%，过渡组抑郁症状发生的总体概率

介于上述两组之间，该组被试的占比随时间略有下

降，分别为40.83%、37.88%。

图1 T1时间点抑郁症状各条目的条件概率

图2 T2时间点抑郁症状各条目的条件概率

2.4 成人抑郁症状潜在转变分析结果

表2是潜在转变分析结果，展现了两个时间点3

类抑郁症状模式的变化情况。转变矩阵的对角线表

示被试在T1、T2时间点保持原潜在状态的概率。高

抑郁症状组的稳定性较高，该组被试保持原组的概

率达到 60.7%，低抑郁症状组与过渡组在T2时点保

持原组的概率也接近半数，分别为 46.5%与 46.9%。

高抑郁症状组与低抑郁症状组随时间发展均倾向于

向过渡组转变，转变概率分别为 30.9%、36%，过渡

组倾向于向高抑郁症状组转变，转变概率为34%。

表2 T1、T2时间点抑郁症状潜在类别的转变概率

2.5 成人抑郁症状潜在类别发生及转变概率的影

响因素

以抑郁症状的3个类别为因变量，性别、家庭所

在地、收入、家庭社会地位、生活满意度为协变量纳

入潜在类别模型，进行多项 logistic回归分析。T1潜
在状态概率的基准参考类别为低抑郁症状组，得出

被试属于高抑郁症状组、过渡组的概率与属于低抑

郁症状组的概率在协变量影响下的变化之比，即

Odd-Ration系数。从表 3可以看出，所有发生比都

小于 1，男性、城镇来源以及更高水平的收入、家庭

社会地位与生活满意度均缓解了成人的抑郁症状，

如男性、城镇来源的成人属于高抑郁症状组的概率

下降近50%。

探究相关因素对成人抑郁症状类型间转变的影

响，以保持原组的概率为转变概率的参照组，发生比

指被试转变到其他组的概率与保持原组概率的变化

之比。发生比大于1表示被试发生该转变的概率增

加，小于 1表示发生相应转变的概率减少。表 4显

示，男性、城镇来源被试由低抑郁症状组转变为过渡

组的概率均降低，后者由低抑郁症状组转变为高抑

郁症状组的概率也降低，高收入水平的被试由高抑

表1 T1、T2时间点抑郁症状潜在类别模型的拟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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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高抑郁症状组

过渡组

低抑郁症状组

T2
高抑郁症状组

0.607
0.340
0.175

过渡组

0.309
0.469
0.360

低抑郁症状组

0.084
0.191
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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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症状组转变为低抑郁症状组的概率增加，家庭社

会地位与生活满意度高的被试由高抑郁症状组、过

渡组转变为低抑郁症状组的概率均增加，前者由低

抑郁症状组转变为过渡组，后者由低抑郁症状组转

变为高抑郁症状组的概率均降低。

表3 协变量影响下T1潜在状态概率的发生比

表4 协变量影响下转变概率的发生比

3 讨 论

本研究根据被试4年间两次在CES-D的作答模

式，通过潜在类别分析发现成人抑郁症状的测评结

果呈现出明显的群体异质性，各拟合指标支持 3种
潜在状态，依据症状程度命名为高抑郁症状组、低抑

郁症状组与过渡组，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似[25]。3个
潜在类别中，积极情绪缺乏症状的发生率均较低，表

明不论属于何种抑郁症状类别，成人均能体验到较

高水平的积极情绪，抑郁潜在状态间的差异主要反

映在躯体症状、抑郁情绪与人际问题等传统的心理

健康负性指标。其中，高抑郁症状组约占人群的

20%，在躯体症状、抑郁情绪与人际问题所有症状上

的发生概率均明显高于另外两组，负性症状的全面

高发是典型反应，仅以量表总分或临界值作为筛查

标准容易忽略该重要特征，低抑郁症状组在 3个因

子症状上的发生概率均处于最低水平，过渡组的症

状发生率总体上介于二者之间。

就潜在状态概率而言，随着时间推移，相较于

T1时点，T2时点低抑郁症状组的比例增加 4.42%，

过渡组的比例下降 2.95%，高抑郁症状组比例下降

1.47%，总体上三组人数的比例保持相当程度的稳

定。从潜在转变概率看，高抑郁症状组具有最强的

稳定性，历时 4年仍保持在原组的概率达到 60.7%，

低抑郁症状组与过渡组也表现出中等程度的稳定

性，维持原组的概率均接近50%，与已有研究结果一

致[15]。根据Beck的抑郁认知模型，抑郁症状的根源

在于个体稳定的非理性认知图式[26]，只要该图式未

被打破或重构，就仍将会与生活应激相互作用从而

延续抑郁状态。从潜在转变可知，高抑郁症状组与

低抑郁症状组均倾向于向过渡组转变，转变概率分

别为 30.9%与 36%，过渡组倾向于向高抑郁症状组

转变，概率为34%。综上，高抑郁症状组症状自行缓

解的难度最大，过渡组变化部分也更大概率朝抑郁

症状恶化的方向转变，提示成人群体中的抑郁症状

一旦达到某种程度，难以自然消除，开展具有针对性

的早期识别与干预十分必要。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指出，我国以抑

郁障碍为主的心境障碍患病率近年来呈上升趋势，

心理健康促进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使抑郁症患

病率的上升趋势得以减缓。本研究结果证实了性

别、家庭所在地、收入、家庭社会地位、生活满意度系

列因素对成人抑郁症状的发生及变化发展趋势均具

有预测作用，研究结果可以为成人抑郁症状的有效

干预提供些许参考。在社会心理服务中，不断完善

成人的抑郁筛查机制，通过线上、线下问卷调查形式

掌握群体抑郁状况，从中识别出各潜在类别。其中，

高抑郁症状组危险性最为突出且具有相当大的稳定

性，是防止向临床抑郁症转化以及降低个人极端情

绪引发恶性案（事）件的关键对象，构建起动态的跟

踪服务体系是重中之重。针对低抑郁症状组与过渡

组，干预的重心在于遏制其朝恶化方向的自然转变

态势，在社会心理服务资源仍较为紧缺的现状下，结

合潜在类别转变的影响因素特点，着重加强对女性、

农村居民以及“三低”即低收入、低家庭社会地位、低

生活满意度群体的心理健康促进，有利于提升抑郁

防控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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