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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焦虑共病是最常见的临床现象之一，指

任何一种焦虑障碍与任何一种抑郁障碍共同存于同

一个体。在国内外精神障碍分类系统中，抑郁和焦虑

分属于两个独立的疾病单元，但已有大量临床研究

证实抑郁焦虑具有较高的共病率[1，2]。目前，针对抑

郁与焦虑的研究多是基于传统潜变量理论，即将精

神障碍的症状视为潜在共同因子影响的结果，用整

体得分来解释抑郁与焦虑的严重程度，假定各个条

目 (症状) 的重要程度相同，而忽略症状之间的相互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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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基于网络测量学构建中国男性服刑人员抑郁与焦虑症状的心理网络结构，同时探讨父母养育方式

对该结构影响的“接触点”。方法：采用病人健康问卷、广泛性焦虑量表以及父母养育方式问卷对广东省某监狱

1862名男性服刑人员进行调查，采用LASSO法构建网络结构。结果：（1）抑郁-焦虑网络结构稳定，形成一个较为紧

密的集群，其核心症状为“很难放松下来”与“由于不安而无法静坐”。（2）“动作或说话速度缓慢到别人已经察觉？或

正好相反-烦躁或坐立不安、动来动去的情况更胜于平常”与“由于不安而无法静坐”在连接抑郁焦虑网络中具有重

要的桥梁作用。（3）父母亲养育方式都是通过控制与关爱因子将“有不如死掉或用某种方式伤害自己的念头”作为接

触点来对抑郁-焦虑症状网络施加影响的；该网络同样受到父亲养育方式中的关爱因子对“变得容易烦恼或急躁”

症状的影响。结论：尽管抑郁焦虑症状关系密切但两者仍有差异；父母教养方式通过特定的接触点对抑郁焦虑症状

产生影响，为精准的临床干预治疗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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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stablish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Chi⁃
nese male offenders using network analysis, and to explore the“contact point”where the parenting styles influence the net⁃
work structure. Methods: A total of 1,862 male offenders from one pris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 9),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 7), and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PBI). Results: (1)The depression-anxiety network showed a stable structure, forming a relatively tight cluster, and“trou⁃
ble relaxing”and“being restless”were highly central in the network. (2)The most important bridging symptoms in the de⁃
pression-anxiety network were“moving slowly/restless”and“being restless”. (3)Parental care and control influenced the
entire depression-anxiety network via“thoughts that you would be better off dead or of hurting yourself in some way”, and
this network framework was also affected by the“easily annoyed or irritable”which was influenced by the caring factor in
paternal parenting styles. Conclusion: Despite a strong correlation of depression with anxiety,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be⁃
tween them. Parenting styles show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levels through specific“contact points”,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empirical support for accurate clinical intervention.
【Key words】 Depression; Anxiety; Parenting style; Network analysis; Pris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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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测量学分析（Psychometric Network Analy⁃

sis）为共病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网络分析 [3]是基于

动态系统模型而发展形成的一种新兴分析技术，所

建构的网络模型包括节点和节点之间的边线两个要

素，可视化描述内部各节点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精

神病理学网络中，节点代表不同症状，边线代表症状

之间的相关关系，边线权重代表两个节点相关性的

强弱，节点的中心性指数则反映了节点在网络中的

地位 [4]。应用最为广泛的中心性指标有：强度

(Strength)、紧密度 (Closeness) 以及中介度 (Between⁃
ness)。节点强度指某一节点与其他节点的偏相关系

数的权重绝对值之和[4]。节点紧密度为某节点与网

络中其他节点的距离之和的倒数[4]。节点中介度反

映了某节点落在其他节点之间距离的程度[4]。

已有部分研究将网络测量学分析应用到抑郁-
焦虑共病研究中。例如，McElroy等人[5]对5-14岁儿

童的抑郁焦虑的发展变化进行纵向测查，结果表明，

症状之间形成高度互相关联的网络，抑郁焦虑之间

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缺乏明显的聚类。随着儿童

年龄的增长，抑郁与焦虑的整体网络连接会越来越

强，其中“焦虑/恐惧”和“不快乐/悲伤”一直是发展

过程中最主要的症状。同样基于网络视角，Beard等
人 [6]在精神病学样本中发现，“悲伤情绪”和“担忧”

是抑郁与焦虑网络中的最主要症状。此外，青少年

抑郁症的网络结构显示，网络中最主要的结构是自

我憎恨、孤独、悲伤和悲观，而悲伤-哭泣、快感缺

乏-厌恶学校、悲伤-孤独等症状关联最为强健 [7]。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抑郁焦虑网络各症状之间

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其中“不快乐/悲伤”可能在抑郁

焦虑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网络分析方法容易

受到测量的方法、工具、人群以及东西方文化差异的

影响[8]，因此，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探索中国犯罪

群体抑郁焦虑网络结构及其核心特征。

儿童期的父母教养行为与个体心理健康息息相

关。父母过度保护和纵容、过分干涉、严厉惩罚或拒

绝否认等易激发个体内化问题[9]。而在男性服刑人

员群体中，父母温暖理解正向预测心理健康状态[10]，

有助于减少敌对人格特质的形成[11]，有效预防未来

严重犯罪行为。而依恋理论认为[12]儿童期经历消极

父母教养方式的个体自我效能感低，面对外界压力

缺少安全感和信任，缺乏对生活的控制，继而导致抑

郁或焦虑。已有研究多是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以抑

郁和焦虑的整体得分作为分析单位，忽略了养育方

式影响抑郁和焦虑的“接触点”，即养育方式的哪些

维度作用于抑郁焦虑哪些具体症状进而影响整个抑

郁焦虑网络。因此，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通过网

络分析技术进一步探讨父母养育方式对抑郁焦虑影

响的接触点，为精准的临床干预提供数据依据。

1 方 法

1.1 样本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广东省某监狱

1862名男性服刑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被试年龄在

19- 75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35.91 岁，标准差为

9.50。1706名 (91.6 %) 服刑人员为汉族；29.9% (557
名) 具有小学及以下学历，64.3 % (1198名) 具有中

学学历，仅 5.7% (107名) 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初

犯者848名(45.5 %)，再犯者1009名 (54.2 %)，剩余5
人未报告。

1.2 测量工具

1.2.1 抑郁 中文版病人健康问卷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13]采用 9个条目（PHQ1=做
事时提不起劲或没有兴趣; PHQ2=感到心情低落，沮

丧或绝望; PHQ3=入睡困难，睡不安稳或睡眠过多;
PHQ4=感觉疲倦或没有活力; PHQ5=食欲不振或吃

太多; PHQ6=觉得自己很糟或觉得自己很失败，或让

自己或家人失望; PHQ7=对事物专注有困难，例如阅

读报纸或看电视时; PHQ8=动作或说话速度缓慢到

别人已经察觉？或正好相反-烦躁或坐立不安、动

来动去的情况更胜于平常; PHQ9=有不如死掉或用

某种方式伤害自己的念头）测量抑郁症的 9个典型

症状。每个条目为四级评分 (完全不会=0，几天=1，
一半以上的日子=2，几乎每天=3)。PHQ-9的得分代

表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在本研究中 PHQ-9 的

Cronbach α系数为0.83。
1.2.2 焦虑 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7) [14]包含焦虑症的 7个症状

（GAD1=感觉紧张，焦虑或急切; GAD2=不能够停止

或控制担忧; GAD3=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担忧过多;
GAD4=很难放松下来; GAD5=由于不安而无法静

坐; GAD6=变得容易烦恼或急躁; GAD7=感到似乎

将有可怕的事情发生而害怕）表现。采用 0-3计分

(完全不会=0，几天=1，一半以上的日子=2，几乎每天

=3)，得分越高代表其焦虑水平越严重。GAD-7的

Cronbach α系数为0.89。
1.2.3 父母养育方式 杨红君等[15]修订的父母养育

方式问卷中文版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PBI)，
共 23个条目，包括关爱因子 (11个条目)、鼓励自主

因子 (6个条目)、控制因子 (6个条目)，分别反映父母

对孩子表现出理解与支持 (关爱)、鼓励孩子独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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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鼓励自主)、过分干涉孩子的成长，严重限制孩子

的自由 (控制) 的程度。量表采用李克特四点计分

(0代表“非常不符合”; 3代表“非常符合”)。在本研

究中，父母亲养育方式量表的关爱、鼓励自主、控制

三个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7/0.71、0.66/0.67
和0.61/0.66。
1.3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19.0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

析以及差异检验。网络分析在R 3.6.0统计软件上

运行。首先使用qgraph程序包中最小绝对值收敛和

选择算子 (the graphical‘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 [16]构建网络结构；接着，计

算节点中心性指数，包括强度、紧密度和中介度，量

化各个节点对网络结构的重要性；最后，采用 boot⁃
net程序包通过减少网络结构中样本量，检验节点在

中心指标上序列的不变性。并且通过计算相关稳定

性 系 数 (correlation stability coefficient; CS coeffi⁃

cient) 量化中心度指标的稳定性。根据 Epskamp,
Borsboom和 Fried[3]建议，CS = 0.70表示最大可接受

样本减少的程度，CS系数在 0.50以上为可接受，最

小不低于0.25。
2 结 果

2.1 描述性统计

表 1呈现了父母养育方式和焦虑、抑郁总量表

及分量表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系数。

2.2 抑郁与焦虑症状的网络分析

抑郁-焦虑网络结构如图1所示。焦虑条目中，

GAD5 与 GAD6 连接最为紧密。在抑郁条目中，

PHQ7与PHQ8连接强度最大。总体而言，抑郁症状

与焦虑症状联系紧密，各症状之间相互影响，其中，

抑郁症状中的PHQ8与焦虑症状中的GAD5之间联

系最强。

母亲关爱

父亲关爱

母亲鼓励自主

父亲鼓励自主

母亲控制

父亲控制

抑郁总分

焦虑总分

M
SD

母亲关爱

1
0.69***
0.18***
0.11***

-0.28***
-0.24***
-0.23***
-0.21***
21.58
4.62

父亲关爱

1
0.05*
0.16***

-0.32***
-0.25***
-0.25***
-0.21***
19.75
5.18

母亲鼓励自主

1
0.74***
0.17***
0.10***
0.02

-0.00
11.35
3.09

父亲鼓励自主

1
0.07**
0.04
0.02

-0.00
11.00
3.05

母亲控制

1
0.75***
0.16***
0.18***
7.00
2.70

父亲控制

1
0.15***
0.16***
6.77
2.41

抑郁总分

1
0.76***
6.29
4.64

焦虑总分

1
5.24
4.84

表1 父母教养方式与抑郁焦虑的相关关系 (N=1862)

注：*P<0.05，**P<0.01，***P<0.001。

注：绿色实线连线代表正相关，红色虚线连线代表

负相关，线越宽，相关系数越大。PHQ1-PHQ9代表

抑郁症状，GAD1-GAD7代表焦虑症状。

图1 男性服刑人员抑郁与焦虑的网络估计

中心化测量结果显示（如图2），节点GAD5具有

最大紧密度，其次是PHQ8。节点PHQ2的中介度指

标得分最高，其次是GAD5。而节点GAD4具有最大

节点强度，其次是GAD5。进一步的网络中心化测

量指标稳定性检验发现，节点中介度、亲密度和强度

的CS系数分别为 0.00、0.128、0.361，节点强度的稳

定性最佳。

2.3 父母教养方式与抑郁焦虑症状的网络分析

图 3和图 4分别显示了父亲养育方式和母亲教

养方式与抑郁焦虑症状的关系网络。两个网络均形

成两个较为集中的集群。图 3结果显示，父亲鼓励

自主与抑郁、焦虑各个症状无直接联系，而父亲关爱

与抑郁、焦虑症状均有直接联系。其中，父亲关爱与

焦虑症状中GAD6节点和抑郁症状中PHQ9节点均

具有较强的负相关性，父亲控制只与 PHQ9节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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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正相关性。此外，父亲关爱与父亲鼓励自主

两者都和父亲控制有较强的相关性，但父亲鼓励自

主和父亲控制偏相关系数不显著。

图 4结果显示，母亲教育方式中的各个维度与

各个抑郁症状均无关，只有母亲关爱与 PHQ9有较

强的负相关关系，母亲控制与 PHQ9节点有较强的

正相关关系。此外，母亲控制与母亲关爱、母亲鼓励

自主存在较强的负相关性，母亲鼓励自主与母亲关

爱显著正相关。

图2 网络节点的中心化测量

注：绿色实线连线代表正相关，红色虚线连线代表

负相关，线越宽，相关系数越大。PHQ1-PHQ9代表

抑郁症状，GAD1-GAD7代表焦虑症状，fPBI1=
父亲关爱，fPBI2=父亲鼓励自住，fPBI3=父亲控制。

图3 父亲养育方式与抑郁焦虑的网络估计

（设置阈值参数，控制虚假连接以简化模型）

注：绿色实线连线代表正相关，红色虚线连线代表

负相关，线越宽，相关系数越大。PHQ1-PHQ9代表

抑郁症状，GAD1-GAD7代表焦虑症状，mPBI1=
母亲关爱，mPBI2=母亲鼓励自主，mPBI3=母亲控制。

图4 母亲养育方式与抑郁焦虑的网络估计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网络测量学分析技术，构建了抑郁

与焦虑症状的网络结构，接着探讨了父母养育方式

对抑郁与焦虑网络影响的接触点。

整个抑郁-焦虑症状网络结果显示，抑郁与焦

虑的各个症状并不是同等重要的，同为抑郁/焦虑的

各症状之间的联系紧密。连接抑郁与焦虑的症状被

称为桥梁症状，在本研究中，连接抑郁焦虑症状最重

要的桥梁症状为“动作或说话速度缓慢到别人已经

察觉？或正好相反-烦躁或坐立不安、动来动去的

情况更胜于平常 (PHQ8)”—“由于不安而无法静坐

(GAD5)”，其次是“动作或说话速度缓慢到别人已经

察觉？或正好相反-烦躁或坐立不安、动来动去的

情况更胜于平常 (PHQ8)”—“感到似乎将有可怕的

事情发生而害怕 (GAD7)”。这一发现一定程度上与

Beard 等人[6]的结果一致。因此，连接抑郁与焦虑的

节点PHQ8与 GAD5、GAD7很可能就是抑郁与焦虑

症状相互影响的重要通道。

研 究 结 果 进 一 步 显 示 ，“ 很 难 放 松 下 来

(GAD4) ”与“由于不安而无法静坐 (GAD5)”是这个

网络的核心症状。然而，Beard等人[6]的研究结果显

示“悲伤情绪”与“过多的担心”是网络中最主要的节

点。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服刑人员长期处于严格监

管的环境中，所以其更容易出现难以放松、难以控制

担忧的症状 [17]。本研究的发现具有一定的临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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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可采用放松训练以及认知行为疗法，通过激活和

认知重组直接针对焦虑的核心症状，在短期中改善

焦虑症状，进而减少抑郁程度[18]。

父母教养方式对抑郁焦虑影响网络显示，抑郁

焦虑症状中“有不如死掉或用某种方式伤害自己的

念头(PHQ9)”是连接父母养育方式(关爱与控制因

子) 与抑郁、焦虑症状的重要节点。由此可见，童年

时期父母关爱缺失和过度控制可能是诱发服刑人员

抑郁情绪的重要因素，其中自杀意念发挥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一方面，父母关爱是男性服刑人员重要

的社会支持力量，父亲教养方式与孩子抑郁焦虑情

绪相关更为紧密[19]，父亲关爱较多的个体在面对环

境变化时，不易烦恼或急躁，自杀意念产生较少，成

年时期患抑郁的风险较低，反之风险增加[20]。另一

方面，严厉控制可能会破坏童年初期的适应能力，人

格发展不健全，面对困境挫折时，缺乏独立的积极应

对方式，承受过多压力，自杀风险因此升高 [20]。由

此，温暖及适当管控的父母养育方式不仅可以提高

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培养正确处事方式，预防犯罪滋

生，还对服刑人员监狱改造与社会再适应具有重要

价值[10，12]。

综上，本研究基于网络视角，揭示了中国男性犯

罪群体抑郁-焦虑症状网络结构的特点，以及父母

养育方式对抑郁-焦虑共病的作用路径，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对抑郁-焦虑共病的理解，可为针对性干

预治疗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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