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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人格特征、家庭环境与应对方式分析

唐开宏 、 严　琦 、 张建标 、 徐　健

【摘要】目的　对伴有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的人格特征、家庭环境及应对方式进行研究，为抑郁

症的心理治疗及预防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随机选取抑郁症患者 200 例，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进

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家庭环境量

表（FES-CV）、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测评。结果　抑郁症伴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 38.5％。单

因素相关分析显示，EPQ 的精神质维度与 FES-CV 的亲密度、情感表达、知识性、娱乐性、组织性

等因子呈负相关（P< 0.05 或 0.01），与矛盾性、控制性因子呈正相关（P< 0.05 或 0.01）；神经质维度

与亲密度、情感表达、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因子呈负相关（P< 0.05 或 0.01），与矛

盾性因子呈正相关（P< 0.05）。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亲密度、矛盾性分别进入以精神质、内外向、

神经质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方程，积极应对方式分别进入以精神质、内外向为自变量的多元回归方

程，情感表达进入以精神质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方程（P< 0.05 或 0.01）。结论　伴自杀意念抑郁症

患者往往存在一定的人格特征，其家庭环境对人格的形成和疾病的康复有一定的影响，如个体采取

积极的应对方式处理生活事件则对康复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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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Family Environment and Coping styles of Patients 
with suicidal ideation depression　　TANG Kaihong，YAN Qi，ZHANG Jianbiao，et al.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of 
Nantong in Jiangsu Province，Nantong 226005，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ersonality，family environment and coping styles of patients with suicidal 

ideation depression，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psychotherapy and prevention of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200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he self-made general questionnaire，Hamilton De-

pression Scale（HAMD），self-rating idea of suicide scale（SIOSS），and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FES-CV），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was used to conduct.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with suicidal ideation was 38.5％. Univariat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sychotic di-

mension of EPQ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timacy，emotional expression，knowledge，entertainment，orga-

nization and other factors of FES-CV（P<0.05 or 0.01）. Contradictory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P<0.05 or 0.01）. The neurotic dimens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imacy，emotional expression，knowl-

edge，entertainment，moral and religious views，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P<0.05 or 0.01），and positively cor-

related with contradictory factors（P<0.05）.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timacy and contradiction enter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equations with mental quality，internal and external direction，and neuroticism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The positive coping styles enter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equations with mental quality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rection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and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enters the spirit. The quality is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equation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P<0.05 or 0.01）.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suicidal ideation depression often have 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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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以情绪低落、

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认知功能损害和躯体症

状为主要的临床表现。重度抑郁症患者甚至会产生

自杀的念头，约 25％ 重性抑郁症患者有过自杀行

为，15％ 最终死于自杀［1］。有研究表明，个体的人

格因素在抑郁症发病中的影响不可忽视，人格特征

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最为密切［2］。积极的应对方式可

以有效的缓解负性情绪及压力，而消极的应对方式

则会对心理健康带来不良影响［3］。另外，抑郁症患

者的家庭功能与抑郁症的康复进程和复发也密切相

关［4］。本研究通过对伴有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的人

格特征、家庭环境及应对方式进行研究，为抑郁症

的心理治疗及预防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选取 2017 年 5 月 ~2018 年 10 月在本院门

诊就诊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共 200 例。入组

标准：①男女不限，年龄在 18～60 岁之间，初中及

以上文化程度；②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

（ICD-10）心境障碍—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排除

标准：严重躯体及脑器质性疾病史、精神活性物质和

非依赖性物质所致抑郁、应激相关障碍、双相情感

障碍（抑郁发作）、沟通理解困难者。所有入组患者

均签署知情同意，并经医院有关伦理委员会同意。

1.2　研究方法

1.2.1　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　对入组者进行调

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婚

姻状况、病程等。

1.2.2　由培训合格的精神科专业人员严格按照

操作规范对入组患者进行以下量表一次性评估　①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包括焦虑 / 躯体化、体

质量、认识障碍、日夜变化、睡眠障碍、绝望感 7 

个因子；总分越高，抑郁程度越重［5］。②自杀意念自

评量表（SIOSS）：包括绝望、乐观、睡眠、掩饰 4 个

因子，共 26 条目；以是或否回答，得分越高，自杀

意念越高；据此分为自杀意念组（≥ 12 分）和非自杀

意念组（＜ 12 分）［6］。③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反

映受试者的人格特征；选用龚耀先 1984 年修订的中

文版，包括精神质（P）、内外向（E）、神经质（N）

和掩饰（L）4 个维度，共 88 条目［7］。④家庭环境量

表（FES-CV）：该量表共 90 个条目，包括亲密度、

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

乐性、道德观、组织性和控制性 10 个分量表，分别

评价 10 个不同的家庭社会和环境特征，回答“是”

计 1 分、回答“否”计 2 分，得分越高表示该因子代

表的家庭环境因素越突出［8］。⑤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SCSQ）：反映受试者应对特征，包括积极应对（12 

条）和消极应对（8 条）两个维度［9］。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单因

素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设 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抑郁症伴自杀意念发生率及一般情况

以 SIOSS 总分≥ 12 分为自杀意念评定标准，

200 例研究对象中伴有自杀意念的抑郁症患者为 79
例，其中男性 46 例，女性 33 例，农村 26 例，城市 

52 例，已婚 30 例，未婚 49 例，平均年龄（25.50±

5.62）岁，平均受教育年限（15.62±2.86）年，抑郁

症伴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 38.5％。

2.2　伴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人格特征分布情况

本次测试伴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中外向不稳定

型 21 例，占 26.58％；外向稳定型 5 例，占 6.33％；

内向不稳定型 43 例，占 54.43％；内向稳定型 10 例，

占 12.66％。

2.3　伴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人格特征与家庭环

境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EPQ 的精神质维度与亲密度、

情感表达、知识性、娱乐性、组织性等因子呈负相

关（P<  0.05 或 P<0.01），与矛盾性、控制性因子呈

正相关（P<0.05 或 P<0.01）；内外向维度与 FES-CV 

量表的亲密度、情感表达、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

娱乐性、组织性、控制性因子呈正相关（P<0.05 或

P<0.01）；神经质维度与亲密度、情感表达、知识性、

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因子呈负相关（P<0.05
或 P<0.01），与矛盾性因子呈正相关（P<  0.05），见

表 1。

tain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and their family environment has certain influence on personality formation and disease 

rehabilitation，such as individuals taking active Coping with life events can help with recovery.

【Key words】Depression；Suicidal ideation；Personality；Family environment；Coping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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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伴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人格特征与家庭环境特征相关
性分析

精神质（P） 内外向（E） 神经质（N） 掩饰性（L）

亲密度 -0.199** 0.128** -0.101* 0.116*

情感表达 -0.179** 0.215** -0.152** -0.086

矛盾性 0.121* -0.040 0.145* 0.076

独立性 -0.047 0.115* 0.038 0.039

成功性 -0.076 0.148** 0.076 0.035

知识性 -0.246** 0.154** -0.132* 0.091

娱乐性 -0.113* 0.147** -0.157** 0.036

道德宗教观 -0.088 -0.076 -0.119* 0.034

组织性 -0.179** 0.138** -0.112* 0.188**

控制性 0.169** 0.112* 0.019 0.091

注：*P<0.05；**P<0.01。

 2.4　伴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人格特征与家庭环

境、应对方式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 EPQ 各维度为因变量，以 FES-CV 各因子、

应对方式为自变量，以 F 概率大于 0.01 为纳入模型

标准，小于 0.10 为为剔除标准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亲密度、矛盾性分别进入以精神质、内外

向、神经质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方程，积极应对方

式分别进入以精神质、内外向为自变量的多元回归

方程，情感表达进入以精神质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

方程（P<0.05 或 P<0.01），见表 2。
表2　FES-CV 各因子及应对方式对EPQ各维度的多元逐步

回归分析

因变量 选入变量
偏回归 

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 
回归系数

t值 P值

精神质 亲密度 -0.784 0.128 0.529 5.512 0.000

情感表达 -0.637 0.257 -0.248 -2.273 0.029

矛盾性 0.612 0.289 0.133 3.995 0.000

积极应对方式 -0.546 0.193 -0.406 5.036 0.000

内外向 亲密度 0.680 0.120 0.706 6.195 0.000

矛盾性 0.244 0.122 0.100 2.225 0.000

积极应对方式 3.089 0.464 0.730 6.673 0.000

神经质 亲密度 1.288 0.316 0.523 4.077 0.000

矛盾性 -0.844 0.387 0.279 2.180 0.036

3　讨论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生活节奏较快，生活压力较

大，抑郁症的患病率也有所升高，这不仅使患者的

健康受到损害，生活质量下降，而且给家庭、社会

造成极大负担，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和医疗问

题［10］。由于抑郁症患者往往会伴有自杀意念，严重

时会发生自杀行为，因而对伴有自杀意念的抑郁症

患者更应引起重视。本研究发现，抑郁症伴自杀意

念的发生率约为 38.5％，占三分之一以上，对其进

行针对的心理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人格，即个性，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即

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个体在成长过

程中一旦形成了特定的人格，就会维持人格的状态，

这种状态会一直影响人的思想方式以及行为，而且

能够通过人格预测人的心理状况［11］。有研究表明，

内向不稳定型的人格特征患者往往具有冲动性人格

特质，更会出现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12］。本研究发

现，在伴有自杀意念的抑郁症患者中，内向不稳定

型占半数以上，此类患者要引起临床医生足够的重

视。性格内向的人往往不善于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

喜欢独处，常常也缺乏朋友，这样一旦遇到问题，

产生的负性情绪在没有多种途径宣泄的情况下就可

能进一步加重，导致抑郁症的发生，严重者则可能

产生自杀行为。

家庭环境是指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地位、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家庭成员的语言、行为及感

情的总和。家庭具有经济功能、感情交流功能、教

育功能、休息和娱乐功能等作用。研究结果显示，

伴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的人格特征各维度与家庭环

境量表的亲密度、情感表达、知识性、娱乐性、组

织性等因子存在相关性，说明家庭成员之间关系亲

密，能相互理解和支持，善于表达，交流沟通良好，

积极参加社交和娱乐活动的兴趣浓厚，同时家庭内

部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家庭角色不混乱，年

轻成员则容易形成乐观、合群、开朗、积极进取的

性格，容易宽容待人，接纳自己，在遇到问题时产

生的内心冲突较少，心理适应能力便会增强［13］。如

果家庭功能缺陷，则会导致成员之间的不和谐，家

庭成员人格、能力的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部分成员甚至出现退缩行为，逐步内向化，导致人

格发展不完善［14］。

多元回归进一步发现，家庭亲密度、矛盾性以

及应对方式对患者的人格特征影响明显。抑郁患者

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会对患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同

时与患者的病情发展以及康复存在必然的联系。如

果在家庭内部成员间关系不佳，出现一些严重的矛

盾，这将会使家庭内部情感交流受到冲击。家庭成

员之间没有了亲切感，他们失去了一些相同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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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交流与沟通也相对较少。这样对人格的发展

不利，伴有不良人格特质的如冲动、自卑、悲观等

个体更容易发生心理问题［15］。家庭成员间对疾病的

应急能力由于家庭功能的不完善而进一步降低，使

整个应急水平有所下降，使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水平

提升，甚至出现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许多研究发

现，应对方式与抑郁症有着重要的关系。抑郁症患

者常应用的应付方式有自责、退避，而较少为解决

问题、幻想、合理化、求助。人格特征也决定个体

遇到问题时采取的应对方式，外向型人格的患者倾

向于积极的应对方式，使人们在遇到不良生活事件

时能够乐观、沉着、坦然地面对，内向型患者往往

会采取消极的应对，则会导致负面情绪的增长，使

人们的情绪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容易导致抑郁的

发生［16］。

综上所述，伴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往往存在一

定的人格特征，其家庭环境对人格的形成和疾病的

康复有一定的影响，如个体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处

理生活事件则对康复有所帮助。但是本研究也存在

一些不足，如患者病例数还不够大，没有与不伴有

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在以后

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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