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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抑郁症与父母教养方式、忽视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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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儿童抑郁症与父母教养方式、忽视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 2018 年 4 月到

2020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70 例儿童抑郁症患者设为研究组，另选择 70 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比较

两组的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C）评分、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量表（S-EMBU）评分和儿童被忽

视量表（CNS）评分，并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分析患儿 DSRSC 评分与 S-EMBU 和 CNS 评分的相关

性。结果　对照组的 DSRSC 评分、CNS 评分低于研究组（P< 0.05）。对照组的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情

感温暖评分高于研究组，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拒绝评分、母亲教养方式中的过度保护评分低于研究组

（P< 0.05）；两组的父亲教养方式中的过度保护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Pearson 相关

分析法结果显示，DSRSC 评分与 S-EMBU 中情感温暖项评分呈负相关（P< 0.05），与 S-EMBU 中拒

绝、过度保护项评分呈正相关（P< 0.05），与 CNS 评分总分呈正相关（P< 0.05）。结论　儿童抑郁症

发生可能与父母教养方式和被忽视相关，临床可据此进行干预，以缓解患儿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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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depression and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and neglect 
　　MA Heng，GUO Ping，LI Kai，et al. Zhumadia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depression and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and 

neglect. Methods　A total of 70 children with depression from April 2018 to March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group，

and 70 healthy childre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lf-assessment scale for children's 

depression（DSRSC）score，simplified parenting style scale（S-EMBU）score，and child neglect scale（CNS）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SRSC 

score and S-EMBU and CNS score. Results　The DSRSC score and total CNS scor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study group（P<0.05）. The emotional warmth scor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tudy group，while the rejection score in the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 and the over-protection score in the 

maternal rearing patter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study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overprotection score of paternal parenting style（P>0.0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DSRSC scor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otional warmth score in S-EMBU（P<0.05），positively cor-

related with rejection and overprotection score in S-EMBU（P<0.05），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NS score（P<0.05）. 

Conclusion　The occurrence of childhood depression may be related to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and neglect，so clinical 

intervention can be conducted accordingly to alleviate the condition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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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抑郁症发病率约 0.4～2.5％，在青少年中

则更高，常会使患儿在正常的生活中感到挫折或受

限，与熟悉环境分离，产生自卑、孤立感，甚至出

现自残、自杀表现［1］。患儿的心理、精神变化与父

母的情绪及行为密切相关，尤其是亲子关系较差、

与父母情感联系频率次数较少时，儿童更易因归属

感降低、情感倾诉减少而出现抑郁症，导致适应能

力及躯体功能下降［3］。良好的教养是儿童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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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为患儿感知内心、整合

认知、处理应激事件提供了支持。目前的临床研究

指出儿童期的被忽视经历会对儿童的生长发育造成

不同程度影响，易导致其出现心理、性格等方面失

常［3］。基于此，本文对儿童抑郁症与父母教养方式、

忽视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明确儿童抑郁症发生发展

的因素，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 2018 年 4 月～2020 年 3 月收治的 70
例儿童抑郁症患者设为研究组。另选择 70 例健康

儿童作为对照组。纳入标准：①非孤儿、非单亲家

庭；②患者父母无心脑血管等重大疾病，具备正常

的听、读、写、思考能力；③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

表（DSRSC）≥ 13 分；④父母和患者均知情同意。排

除标准：①患者或其父母存在颅脑外伤、颅内动脉

瘤、脑出血、心力衰竭等影响神经功能的疾病；②患

者父母长期与患者分离，不了解患者情绪状态；③患

者或其父母存在认知功能障碍或其他精神疾病；④参

与者存在酒精、药物依赖史或临床资料不全。本研

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通过。其中研究组：男

32 例，女 38 例；年龄 8～12 岁，平均（10.3±1.1）

岁。对照组：男 32 例，女 48 例；年龄 7～13 岁，平

均（10.72±1.13）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观察指标

 （1）采用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C）评估

两组儿童抑郁情绪：包括我像平时一样盼望着许多

美好的事物、我睡得很香、总是想哭等 18 项，每项

0-2 分，经常记 2 分，有时记 1 分，无记 0 分，总分

≥ 13 分表示存在抑郁。（2）采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

量表（S-EMBU）评估两组儿童接受的教养方式：包

括父亲教养方式和母亲教养方式两部分，各 21 个条

目，条目又各用三个维度表示，情感温暖（7 个条

目）、拒绝（6 个条目）、过度保护（8 个条目），每个

条目 1-4 分，哪个维度得分越高，表示父母更倾向

于选择该教养方式。（3）采用儿童被忽视量表（CNS）

评估两组儿童被忽视情况：包括讲解安全问题、按时

打预防针等 38 个条目，每条 1-4 分，用安全忽视（9
个条目）、交流忽视（7 个条目）、躯体忽视（7 个条

目）、情感忽视（15 个条目）四个维度表示，总分越

高，儿童被忽视程度越高。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处理所有数据；计量

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x±s）表示。计数资

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分

析 DSRSC 评分与 S-EMBU 和 CNS 评分的相关性。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儿童的 DSRSC 比较

对照组的 DSRSC 评分低于研究组（P<0.05），见

表 1。
表1　两组儿童的DSRSC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DSRSC

研究组 70 19.08±3.42

对照组 70 9.87±1.56

t值 20.499

P <0.05

2.2　两组儿童的 S-EMBU 评分比较

对照组的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评分高于

研究组，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拒绝评分、母亲教养方

式中的过度保护评分低于研究组（P<0.05）；两组的

父亲教养方式中的过度保护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儿童的S-EMBU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情感温暖 拒绝 过度保护

对照组（n=70） 父亲教养方式 20.15±3.68 10.57±1.84 13.69±2.10

母亲教养方式 19.78±2.65 8.76±1.52 15.25±3.46

研究组（n=70） 父亲教养方式 12.47±2.19▲ 17.81±3.40▲ 14.37±3.18，

母亲教养方式 11.53±2.03▲ 12.95±2.85▲ 21.86±3.79▲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儿童的 CNS 评分比较

对照组的 CNS 总分低于研究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两组儿童的CN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安全忽视 交流忽视 躯体忽视 情感忽视 总分

对照组（n=70）6.32±0.85 4.57±0.60 3.86±0.71 10.35±1.62 25.10±3.78

研究组（n=70）16.84±2.4312.29±2.1513.40±2.0834.29±4.5776.82±11.23

t 34.190 28.936 36.316 41.310 36.519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4　DSRSC 评分与 S-EMBU 和 CNS 评分的相关

性分析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DSRSC 评分与 S-EMBU

中情感温暖项评分呈负相关（P<0.05），与 S-EM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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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拒绝、过度保护项评分呈正相关（P<0.05），与 CNS

评分总分呈正相关（P<0.05），见表 4。
表4　DSRSC评分与S-EMBU和CNS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r P

S-EMBU（情感温暖） -0.476 0.010

S-EMBU（拒绝） 0.259 0.024

S-EMBU（过度保护） 0.410 0.013

CNS总分 0.589 0.003

3　讨论

儿童抑郁症是起病于儿童期或青少年期的一种

精神障碍，临床症状以情绪低落、兴趣匮乏或减退

为主，但因易激惹、行为冲动、学习能力减退等在

未成年人群中十分常见，常易被忽视、误诊为特殊

需求儿童或孤独症［4］。本病的发生主要与家族史、

家庭环境、社会支持有关，年龄较小者在患病初期

因不能准确表达内心感受、认知水平有限，识别与

诊断难度相对较大。DSRSC 主要用于 7～13 岁儿童

的抑郁症评估，但待躯体化症状明显时，患儿的神

经与心理功能已有较大损害，甚至会伴随一生，严

重影响其人生规划与发展［5］。且抑郁、焦虑常伴随

出现，并相互促进而致个体心境、精神持续处于病

理状态，或出现危险行为，如暴力、少食、退缩等。

父母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均处于主导地位，但因文

化程度、教育方式与观念的不同，教养成果差异明

显，并直接影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本研究结果发

现，对照组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项的评分高

于研究组，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拒绝评分、母亲教养

方式中的过度保护评分低于研究组，提示不良的教

养方式可能与儿童抑郁症的发生发展相关。父母教

养方式不当不仅会使儿童养成依赖性、不善交际、

悲观消极或自私幼稚，也阻碍了儿童心理素质的提

高与个人技能的发展［6］。忽视型的教养，以低要求、

低反应为主，父母既不关心儿童的健康与成长，也

不会规范儿童的行为思想及对其提出要求，此模式

下长大的儿童，除抑郁、焦虑外，还会发生其他的

不良心理特征，自控能力极差，做事缺乏恒心、毅

力［7］。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儿童的安全忽视、

交流忽视、躯体忽视、情感忽视评分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提示冷漠、缺少教育与关爱、对父母的反馈

不被认同可诱发或加重抑郁症。进一步研究结果发

现，DSRSC 评分与 S-EMBU 中情感温暖项评分呈负

相关，与 S-EMBU 中拒绝、过度保护项评分呈正相

关，与 CNS 评分总分呈正相关。提示儿童抑郁症发

生可能与父母教养方式和被忽视相关。

因此，父母在教养儿童的过程中，应在给予温

情、关爱、适度鼓励、赞美和倾听孩子述求的同时，

提出明确的要求，并为其设立合理的行为目标，从而

激励孩子自我成长，形成乐观自信、独立、友善的良

好品质，防止抑郁症的发生发展。此外，部分父母会

按自己的标准或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孩子，且拒绝其反

馈，较少给予鼓励及表扬，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其

不仅优柔寡断、缺乏理性思维，心理与精神行为的灵

活性也相对在正常教养方式下长大儿童低，从而增加

儿童抑郁症的发生风险［8］。所以，父母应实施理性、

严格、民主、关爱、耐心的教养方式，以降低抑郁症

对儿童的影响，成功摆脱抑郁症的困扰。

综上所述，儿童抑郁症的发生可能与父母教养

方式和被忽视相关，临床应根据患儿及其父母的实

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干预对策，以纠正父母不良的

教养方式，降低父母对儿童的忽视程度，从而促进

儿童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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