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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门诊患者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关系：基于网络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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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研究以精神科门诊患者为研究对象，探索其抑郁和焦虑症状网络。方法　使用

某综合医院心身科门诊 2���� 位患者（抑郁分量表总分≥ 2� 分且焦虑分量表总分≥ 20 分）的抑郁和

焦虑症状数据进行网络分析。结果　网络显示症状“过分担忧”和“发抖”、“无故害怕”和 “容易哭

泣”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则化偏相关。 “感觉受骗，中了圈套或有人想抓您”、“感到苦闷”的预期影响最

高；“发抖”、“一阵阵恐惧或惊恐”的桥预期影响最高。结论　抑郁症状“感觉受骗，中了圈套或有

人想抓您”、“感到苦闷”是网络中最重要的症状；焦虑症状“发抖”和“一阵阵恐惧或惊恐”是最关键

的桥梁症状。以“发抖”和“一阵阵恐惧或惊恐”为主要的干预靶点，可能有助于预防和治疗精神科

门诊患者抑郁和焦虑的共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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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analysis of depressive and dysphoric symptom relationships in psychiatric outpatients 
　　MA Zhujing，REN Lei，JIN Yinchuan，et al. Department of Military Medical Psychology，Air Force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e study wa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network in psychiatric out-

patients. Methods　A network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data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of 23735 patients 

in a general hospital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mental and physical department（total score of depression subscale ≥ 26 

and total score of anxiety subscale ≥ 20）. Results　The network shows that there is a clear regularization between the 

symptoms of "excessive worry" and "trembling"，"fear for no reason" and "easy to cry". "Feeling cheated，trapped or 

wanted"，"feeling depressed" had the highest expected impact；"trembling"，"waves of fear or panic" had the highest 

bridge expected impact. Conclusion　Depressive symptom of "feeling duped，trapped or wanted" is the most impor-

tant symptom in the network；anxiety symptoms of "shaking" and "waves of fear or panic" are the most critical bridging 

symptoms. "Trembling" and "waves of fear or panic" as the main intervention targets may help to prevent and treat psy-

chiatric outpatient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comorbidity.

【Keywords】Network analysis；Psychopathology；Bridge nodes；Comorbidity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1　引言

抑郁症和焦虑障碍是常见的精神障碍。据估

计，全球有 3.22 亿人患有抑郁症，2.64 亿人患有焦

虑障碍［1］。同时，抑郁症和焦虑障碍高度共病，研

究发现抑郁症伴焦虑障碍的患病率在 40％～60％之

间［2］。精神病理学研究发现共病是一种规律而不是

例外，共病常与较差的治疗结果和预后相关。

传统精神障碍研究中最常用的模型是潜在变量

模型。该模型认为症状是由未观察到的潜在变量引

起的，症状之间的相关性完全由潜在变量解释［3］。

因此，抑郁症会导致情绪低落，焦虑症会导致坐立

不安等症状。在这种模式下，抑郁症与焦虑障碍的

共病被认为是由潜在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或存在共

同根源而产生的［4］。网络模型是一种新兴的概念化

精神障碍的重要创新方法［5］。网络方法把症状间的

相互作用理解为一个网络，其中，症状是节点，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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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之间的因果关系用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在数据

驱动下，节点与连线的变化特点显示出网络的特

征［6-7］。网络模型假定症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作

用和影响。当某种精神障碍的某些特定症状激活其

他精神障碍的症状时，就可能发生共病，这些特定

症状被称为桥梁症状（bridging symptoms）［8］。激活桥

梁症状可能导致两种疾病的发展和维持［9］。这提示

我们，通过识别桥梁症状可能有助于问题集中并使

干预更具针对性，抑制桥梁症状有望防止其他抑郁

焦虑症状的出现。此外，网络模型还可以通过计算

中心性指数来评估症状网络中各个症状的相对重要

性，这对理解各个症状的临床意义可能会有直接影

响。

本研究以精神科门诊中抑郁和焦虑程度较高的

患者为对象，通过网络分析法来研究抑郁与焦虑的

症状网络特征。通过计算中心性指数来加深我们对

特定症状临床意义的理解，并为预防和治疗抑郁症

和焦虑障碍的共病提供一定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数据来源于 2011 年 9 月 5 日～2019 年 7 月 3
日就诊于西北某综合医院身心科门诊的 47546 位患

者。在总样本中筛选出同时符合抑郁分量表总分

≥ 26 分且焦虑分量表总分≥ 20 分的子样本，共计

23735（49.92％）位患者。本研究对该样本数据进行

了分析。其患者年龄在 18 岁～86 岁，平均（37.67
±16.82）岁。男性占 39.37％，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24.77％，未婚占 29.97％。

2.2　研究方法 

2 . 2 . 1 　 抑 郁 症 状 　 使 用 9 0 项 症 状 清 单

（SCL-90）中抑郁分量表对抑郁症状进行评估。包括

对异性的兴趣减退、感到自己的精力下降等 13 个项

目。该分量表的得分在 0-52 分之间。得分在 26 分以

上，表明个体的抑郁程度较高。本研究抑郁分量表

总样本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Cronbach'α系数）0.76。

2 . 2 . 2 　 焦 虑 症 状 　 使 用 9 0 项 症 状 清 单

（SCL-90）中焦虑分量表对焦虑症状进行评估。包括

神经过敏，心中不踏实等 10 个项目。该分量表的得

分在 0-40 分之间。得分在 20 分以上，表明个体的焦

虑程度较高。本研究焦虑分量表总样本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为（Cronbach'α系数）0.65。

2.�　统计分析

正则化偏相关网络。使用 R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与可视化，采用图形高斯模型（GGM）对数据进行

拟合。GGM 是无向网络，边代表两个节点之间的

偏相关关系［10］。使用非参数斯皮尔曼相关矩阵计算

GGM。此外，采用图形化套索算法对 GGM 进行正则

化。此过程通过分配惩罚将小的相关性缩小到零来

限制边的数量，从而生成一个更具解释性和稀疏性

的网络。网络按照 FR 算法布局显示。连接越强的

节点定位在越接近网络中心的位置，连接越弱的节

点定位在越靠近网络外周的位置。蓝线代表正相关，

红线代表负相关。边越粗，两个节点之间的关联越

大，边越细，两个节点之间的关联越小。 

中心性分析。中心性代表了一个节点与其他

节点联系的多少、强度以及紧密程度，改变中心性

高的节点会影响更多其他节点。在中心性分析中，

通常使用的指标有强度中心性（strength centrality，

SC）、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CC）和介数

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BC）［11］。最近有研究

显示 SC 比 CC 和 BC 更加稳定可靠，且 CC 和 BC 不

太适合用来评估心理学网络中节点的中心性程度 ［12］。

另外，当网络中存在负相关边时，代表边绝对值和

的 SC 可能会曲解节点对网络中其他节点的实际影

响，因此本研究使用同时考虑到了正相关边和负相

关边的预期影响来代替 SC 作为网络中节点的中心

性指标 ［13］。给定节点的预期影响是连接该节点的所

有边的权重之和（非绝对值之和）［14］。节点的预期

影响越大，与网络中其他节点的关系更密切，代表

着在网络中的重要性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节点预

先被分为两个社团：一个社团包含 SCL-90 中抑郁分

量表的 13 个症状，另一个社团包含 SCL-90 中焦虑

分量表的 10 个症状。上述步骤通过 R 包 qgraph 和

networktools 实现。网络分析也可以通过分析节点之

间的边缘或连接来研究桥梁症状。过去的研究仅使

用视觉检查或与其他节点具有最高局部相关性的节

点来确定网络中的桥接症状，本研究将通过计算桥

接中心性指数进行度量。桥接中心性指数包括桥接

强度（bridge strength）、桥接密度（bridge closeness）

和桥接介数（bridge betweenness）。已有研究表明，

桥接强度是识别节点的最佳指标，如果断开，可以

防止从一种疾病扩散到另一种疾病［15］。

使用 R 包 bootne t 评估网络的准确性和稳定

性［16-17］。首先，通过非参数自举法（1000 个自举样

本）计算 95％置信区间从而进行边权值准确性的评

估。其次，通过样本下降自举法（1000 个自举样本）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1 期 - 4�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计算相关稳定性系数从而进行节点预期影响和桥预

期影响稳定性的评估。以往研究表明相关稳定性系

数最好高于 0.50 且不应低于 0.25［16］。

3　结果

�.1　SCL-�0 中抑郁分量表和焦虑分量表各项目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结果显示，SCL-90 中抑郁分量表和焦虑分量表

各项目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 1。
表1　身心科门诊患者SCL-90中抑郁分量表和焦虑分量表

的项目（简写）、平均数和标准差

项目（简写） 平均数（x）标准差（s）

抑郁分量表项目

性趣减退（D1） 3.76 1.05

 精力下降，活动减慢（D2） 3.28 1.41

结束自己的生命（D3） 2.14 1.31

容易哭泣（D4） 2.69 1.35

感到受骗，中了圈套或有人想抓您（D5） 3.11 1.31

经常责怪自己（D6） 2.56 1.24

感到孤独（D7） 3.36 1.29

感到苦闷（D8） 2.71 1.34

过分担忧（D9） 2.17 1.35

对事物不感兴趣（D10） 2.14 1.30

感到前途没希望（D11） 3.86 0.98

感到任何事情都很困难（D12） 3.95 0.97

感到自己没什么价值（D13） 3.04 1.23

焦虑分量表项目

 神经过敏，心中不踏实（A1） 2.60 1.30

发抖（A2） 2.35 1.27

无故害怕（A3） 2.52 1.42

感到害怕（A4） 2.10 1.23

心跳得厉害（A5） 2.56 1.40

感到紧张或容易紧张（A6） 2.46 1.24

一阵阵恐惧或惊恐（A7） 3.66 1.10

感到坐立不安，心神不定（A8） 2.96 1.23

感到熟悉的东西变成陌生或不像真的（A9） 3.00 1.27

感到要很快把事情做完（A10） 3.60 1.08

�.2　抑郁和焦虑的症状网络

图 1 描绘了精神科门诊中抑郁和焦虑程度较高

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症状网络。网络显示症状“过分

担忧”和“发抖”、“无故害怕” 和“容易哭泣”之间存

在明显的正则化偏相关，正则化偏相关系数分别为

0.52、0.29 。

图 1　精神科门诊患者抑郁和焦虑的症状网络（字母代表的

项目如表1）

蓝线代表正相关，红线代表负相关。边越粗，

两个节点之间的关联越大，边越细，两个节点之间

的关联越小。

�.�　中心性分析结果

图 2 显示了各症状的预期影响和桥预期影响。

预期影响最高的项目分别是“感觉受骗，中了圈套或

有人想抓您”和“感到苦闷”；桥预期影响最高的项目

分别是“发抖”和“一阵阵恐惧或惊恐”。

图 2　抑郁和焦虑症状的预期影响和桥预期影响（Z分数，字

母代表的项目如表1）

�.4　准确性和稳定性分析结果

图 3 显示了自举法得到的边权值的准确性。其

置信区间范围窄，说明边权值具有足够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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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边权值的准确性分析结果

图 4 显示了预期影响和桥预期影响的稳定性系

数。其系数均为 0.75，说明预期影响和桥预期影响

均具有足够的稳定性。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网络分析法对精神科门诊患者抑郁

和焦虑症状进行研究。将抑郁和焦虑症状放在一个

网络中可以调查出哪些症状更加重要以及哪些症状

的激活会导致抑郁和焦虑的共病。研究中，我们确

定了症状网络结构以及各症状的预期影响和桥预期

影响。这可能会从症状层面为理解抑郁和焦虑共病

提供新的视角，从而为相关的临床预防和干预提供

参考。

偏相关网络分析，可以帮助了解症状之间的反

馈对于维持精神障碍的重要性。本研究发现“过分

担忧”与“发抖”、“感到孤独”与“心跳得厉害”之间

关系较为密切。“担忧”是一种心理状态，“发抖”是

一种躯体反应，这个发现或许可以从数据驱动方面

验证精神与躯体症状是交互作用的。这与以往的一

些研究结果相似［18］。一项针对重性抑郁障碍（MDD）、

广泛性焦虑症（GAD）和躯体症状学的研究发现

MDD/GAD 症状与躯体化领域有很多紧密的联系，包

括焦虑和疲劳，紧张感与出汗过多［19］。与预期相反，

本研究并没有发现无价值感与无望感或容易紧张与

坐立不安之间存在较强的边缘连接，然而我们发现

“感到孤独”与“心跳得厉害”之间的边缘强度明显

强于网络中的其他边。据我们所知这在以前的研究

中还没有发现。虽然这个结果是基于横断面数据得

出的，不能推断症状之间的方向性，但后期可通过

经验抽样法进行纵向研究从而找出动态的相互作用

模式的网络结构。

中心性分析可以确定哪些症状在网络中更为重

要。本研究中预期影响结果表明抑郁项目“感觉受

骗，中了圈套或有人想抓您”和“感到苦闷”是抑郁

和焦虑网络中最重要的症状。“感觉受骗，中了圈套

或有人想抓您”是认知性抑郁症状，这表明精神科门

诊患者中认知相关的症状可能在疾病的发展中起着

更核心的作用。这与抑郁症的认知模式较一致。认

知模式认为当个体以负性方式来建立经验的模式时，

图 4　预期影响和桥预期影响的稳定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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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会认为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各种不幸。当患者的

这种认知模式与抑郁和焦虑的某些躯体症状如反应

迟缓、易疲劳等联系起来，就可能继发出现一系列

其他症状［20］。研究结果还发现“感到苦闷”在抑郁焦

虑症状网络中的重要性。这与先前研究认为“情绪低

落”是抑郁焦虑网络中最核心的症状的结论相似［21］。

这提示我们直接干预这些核心症状应该能够高效降

低网络内所有其他症状的严重程度。

桥预期影响结果表明门诊患者抑郁和焦虑症状

之间存在两个明显的桥梁症状：“发抖”和“一阵阵

恐惧或惊恐”。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不太一致，早期

研究表明“情绪低落和疲劳”是主要的桥梁症状，另

一项研究中“快感缺乏”也是桥梁症状［15，22］。这可能

是研究群体不太一致所致，本研究的研究群体是门

诊存在抑郁和焦虑状态的患者，而以上两个研究的

研究群体分别是菲律宾佣工和社交焦虑患者。研究

结论存在差异可能是被试选择偏倚的结果。本研究

结果显示焦虑症状“发抖”和“一阵阵恐惧或惊恐”

的激活最有可能会导致与抑郁共病。该结果的发现

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以“发抖”和“一阵阵恐惧或

惊恐”为干预靶点，可能有助于预防和治疗精神科门

诊患者抑郁和焦虑的共病。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使用横

断面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不能了解症状之间的因果

关系。其次，本研究以症状自评量表中抑郁分量表

和焦虑分量表为评估工具，其中一些节点可能测量

了重叠结构（例如“感到害怕”和“无故害怕”），这

可能人为地扩大边缘权重和中心性。 

本研究以精神科门诊中抑郁和焦虑程度较高的

患者为对象，通过网络分析法来研究抑郁与焦虑的

症状网络特征。结果发现精神性焦虑症状“过分担

忧”与躯体症状“发抖”之间密切相关。预期影响指

数表明抑郁项目“感觉受骗，中了圈套或有人想抓

您”是网络中最重要的症状，所以，使用认知疗法对

此症状进行干预可能是更为有效的门诊跨诊断干预

方法。另外，桥预期影响指数表明焦虑症状“发抖”

和“一阵阵恐惧或惊恐”应该是最关键的桥梁症状，

以“发抖”和“一阵阵恐惧或惊恐”为主要的干预靶

点，可能有助于预防和治疗精神科门诊患者抑郁和

焦虑的共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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