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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应激障碍流行病学特征及防治进展

陈　征 、 周　丹 、 曹　江 、 杨彩霞

【摘要】本文分析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流行病学特征，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性事件，创伤后应激

障碍发生机制，最后对创伤后应激障碍防治进展进行了总结，现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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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属于一种精神障碍，

诱发因素为异乎寻常的灾难性获威胁性应激情境或

应激事件，延迟出现后长期存在。闪回、持续性回

避、感情麻木等是其主要临床表现，受到创伤后几

天到几个月是其高发时间，具有较高的发病率、较

长的病程、较差的疗效等。颅脑损伤是一种脑组织

损害，诱发因素为外伤，可能会出现认知缺陷、感

知觉障碍等多种后遗症的产生，在各种外伤中具有

最高的伤残率。由于军人具有特殊的职业，因此和

平民相比，参战退伍军人中具有显著较高的颅脑损

伤及 PTSD 发病率。很多相关医学研究报道了阿富汗

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爆发后退伍军人颅脑损伤和 PTSD

发生的复杂关系，而在世界范围内，一个亟待解决

的公共卫生问题就是 PTSD 引发的巨大社会问题。

一　创伤后应激障碍流行病学特征

集中营的幸存者、退伍军人等是临床早期研究

的 PTSD 主体人群［1］。相关医学学者率先开始研究

自然灾害后的 PTSD［2］，结果表明，龙卷风受灾者

达到了 59％的 PTSD 患病率。此后相关医学研究表

明［3］，PTSD 患病率在几类不同灾害后均在 30％以

上，比如，飓风、地震等。我国张北地震受灾人群 3
个月内 PTSD 发病率为 18.8％，9 个月 PTSD 发病率

为 24.4％。相关医学研究表明［4］，受伤的火灾幸存

者达到了 100％的 PTSD 患病率。相关医学学者分析

了汽车渡轮沉没事件后向精神科转诊的生还者及其

家属的临床资料［5］，发现 75 人中，和 PTSD 诊断相

符 27 人，占总数的 36％。相关医学研究也表明［6］，

一次空难事故后，PTSD 发病率为 50％。对社区普

通人群的疾病分布资料及 PTSD 患病率进行研究能够

为揭示 PTSD 的自然病程及危险因素提供有效依据。

相关医学研究表明［7］，有过在创伤性事件中暴露经

历的人占总社区人数的 36.7％~81.3％，男性和女性

的 PTSD 终生患病率分别为 5.0％、10.4％，占总数

的一半左右。现阶段，还没有相关研究报道社区中

青少年及儿童的 PTSD 发病率及患病率的流行病学资

料。文献报道的在灾害及其他创伤性事件中暴露的

儿童流行病学患病率为 0~100％，具有极大的变异。

相关医学研究表明［8］，遭遇交通意外的儿童具有极

高的 PTSD 患病率，达到了 20％左右。经历过从高

处摔下的住院儿童具有 10％~12％的 PTSD 发病率。

虽然目前，临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儿童 PTSD 的确切

发病率及患病率，但是类似于成人，创伤性事件必

然会对其身心健康及成长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二　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性事件

创伤性事件指对个体生命、身体或精神世界的

完整性造成威胁、将异乎寻常的痛苦带给患者的人

生遭遇。在我国，因各类自然灾害受到不同程度影

响的人数就达到了约 2 亿人 / 年左右，同时，人为

事故、暴力事件等也造成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经

历创伤性事件会从多方面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同时可能引发严重精神障碍及心理痛苦，且长期存

在。创伤性事件引发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 PTSD，美

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DSM- Ⅲ，

1980 年版）首次报道了 PTSD 这一诊断类别，之后

PTSD 的诊断标准在不断积累的相关研究成果的作

用下经历了极大的修改，具体到症状标准、亚型划

分等，传统的创伤性事件的定义被逐渐改变完善。

DSM- Ⅳ在 1994 年出版，其在对创伤性应激源进行

定义的过程中从事件本身与其引发的情绪反应两个

方面。在症状方面，要想使诊断得到有效满足，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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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存在：1）对创伤体验进行持续性重现；2）具有麻

木的整体情感反应及持续性回避；3）具有较高的持

续性警觉性。在病程方面，要求上述三类症状持续 1
个月及以上。在严重程度方面，DSM- Ⅳ分 PTSD 为

急性型、慢性型、迟发型三种类型，其中急性型的

病程在 3 个月以内，慢性型的病程在 3 个月及以上，

迟发型的是指发病在事件发生后的 6 个月及以上。

《中国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第 3 版（CCMD-3）
将 CCMD-2-R 的延迟性应激障碍用创伤后应激障碍

取代，从总体上来说对应 DSM- Ⅳ的症状标准，但

是却具有不同的时间标准。

三　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机制

PTSD 是一种精神障碍，延迟出现并长期持续存

在，诱发因素为异乎寻常的灾难性事件。主要表现

为创伤体验、梦境等，其具有闯入性，会反复出现；

此外还有持续具有较高的睡眠、注意力等警觉性；持

续回避相似情境及人物进行回避，具有较少的交往，

待人冷淡，具有较少且窄的兴趣，选择性遗忘创伤，

对未来无自信。PTSD 发生后几天至几个月会损伤

患者的社会功能，通常情况下在半年内发生，持续

3 个月以上，病程可长达几年。PTSD 发生机制具体

来说为：1）创伤性事件。很多相关医学研究表明［9］，

PTSD 的发病率和暴露强度与创伤性事件的严重程度

存在剂量反应关系；2）易感因素：①种群。相关医

学学者对 1000 名成人进行了调查［10］，发现和黑人相

比，白人更多地在创伤性事件中暴露，年轻人具有

最高的 PTSD 患病率。相关医学学者在飓风发生后 1
年对 1264 名青少年进行了调查［11］，这些青少年的年

龄在 11-17 岁之间，且白人女生具有最高的 PTSD 患

病率，其次为白人男生，之后为黑人男生，最后为

黑人女生，分别为 6.2％、4.7％、3.8％、1.5％。②

性别。和男性相比，在同一创伤性事件中暴露的女

性具有显著较高的 PTSD 患病率。相关医学研究表

明［12］，男性和女性地震受灾者 3 个月内分别达到了

13.5％、24.7％的 PTSD 发生率。③具有较低的受教

育程度、儿童时期有行为问题、内向性格、有物质

滥用家族史等。④生物学及心理素质。⑤其他。临

床普遍认为，既往有创伤暴露史、家境不好等也是

PTSD 发生的危险因素；3）创伤后因素：①安全感。

②是否及时干预。③应对策略有效情况。④家庭及

社会支持情况。⑤从创伤情境中脱离情况。

四　创伤后应激障碍防治进展

临床采用了两种方法治疗 PTSD，即药物治疗与

非药物治疗，其中药物治疗中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

取抑制剂（SSRIs）具有明显的临床效果。在 PTSD 的

治疗中，FDA 批准帕罗西汀、舍曲林这两种药物，

二者均属于 SSRIs，且治疗效果良好。在 PTSD 的治

疗中，氟西汀、哌唑嗪、文法拉辛等也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患者临床症状，其中氟西汀属于 SSRIs，

哌唑嗪属于一种α1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文法拉辛

属于一种血清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在 PTSD

的治疗中，心理治疗的效果确切。延长暴露疗法

（PE）属于一种认知行为疗法（CBT），其给予了创

伤人群以充分关注，目的为通过对创伤暴露进行想

象来将恐惧消除。认知加工疗法（CPT）也属于一种

CBT，也给予了创伤人群以充分关注，目的为通过

将 PTSD 引发的认知功能障碍重新建立起来将治疗作

用充分发挥出来。在退伍军人 PTSD 的治疗中，PE

与 CPT 由均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通常情况下，如果患者为儿童与少年，那么就

在其具有轻度病情的情况下给予及时的心理治疗，

在其具有中度以上病情的情况下给予其药物与心理

治疗；如果患者为青少年和成人，那么就在其具有轻

度病情的情况下给予急性 PTSD 患者心理治疗，给予

慢性 PTSD 患者药物与心理治疗，在其具有中度以上

病情的情况下给予其药物与心理治疗；如果患者为老

年人，那么不论病情严重程度如何均予以其药物与

心理治疗。临床普遍认为，在对 ASD 向 PTSD 转变

进行预防的过程中可以给予患者认知治疗，采用焦

虑管理技术，将团体危机干预提供给患者，而在对

PTSD 慢性进行预防的过程中一开始给与抗抑郁剂。

但临床实践证实，在对 ASD 向 PTSD 转变进行预防

的过程中应该将心理教育提供给患者，使其具有正

常的事件反应，能帮助其情感上复述和回忆，而在

对 PTSD 慢性进行预防的过程中，除了将心理教育提

供给患者，使其具有正常的事件反应外，同时给予

其暴露治疗及认知治疗等。

由于颅脑损伤后 PTSD 具有较高的发生率，而

颅脑损伤预后又会在 PTSD 的作用下预后不良，因此

有效鉴别与治疗 PTSD 具有极为重要的临床意义。但

是，目前用来对颅脑损伤后 PTSD 治疗进行指导的临

床症状还不足，因此在治疗 PTSD 的过程中应该根据

患者个人情况的特殊性给与充分考虑，给予受到颅

脑损伤认知方面后遗症的影响以充分重视。在治疗

能够对某一症状进行改善但是却促进另一症状加重

的情况下，需要对利弊进行权衡，从而将最优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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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方案选取出来。如果颅脑损伤患者有认知功能障

碍的后遗症状，那么在给予其 CBT 治疗的过程中应

该特别注意 PE 治疗中想象暴露疗法的效果会受到颅

脑损伤相关失眠症的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应用改良

后的 PE 治疗颅脑损伤后 PTSD 患者一方面能够在极

大程度上改善患者的 PTSD 症状，另一方面还能够在

极大程度上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同时还能够促进

脑震荡后遗症的减轻。一些针对 PTSD 的药物对颅脑

损伤患者可能存在风险，如增加颅脑损伤患者病情

严重程度、感觉缺失等风险。对精神疾病进行治疗

的药物可能会导致患者平衡障碍的加重，而阿莫沙

平、安非他酮等则会增加患者病情加重的风险。因

此，用药前应该充分重视可能出现的风险，将起始

剂量设定为小剂量，滴定过程中以较慢的速度，对

患者病情进行密切监控，从而对患者病情恶化的现

象进行积极的预防。

近 年 来 ， 虽 然 临 床 工 作 中 不 断 深 化 了 认 识

PTSD，但有很多亟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仍然存在，

比如，PTSD 发病中创伤前后创伤变量的相对作用、

其他精神障碍对 PTSD 的影响、PTSD 病程及发病率

受到临床干预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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