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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障碍是一个高发性的心理疾患，根据一个

流行病学研究统计，2001～2005 年期间中国各类焦

虑障碍的患病率是 13％左右，并且城市的患病率要

高于农村［1］。有研究也表明与家庭相关的因素在焦

虑障碍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家庭因素能影

响焦虑障碍的发展［2］。作为家庭因素的一种，家庭

功能近来成为人们对于焦虑障碍以及焦虑情绪影响

的研究热点之一，探究焦虑障碍与家庭功能之间的

关系以及影响模式对于焦虑障碍的发展和干预来说

都有极大的理论价值以及实践意义。

一、McMaster家庭功能评价模式

作为家庭功能研究中最重要的模式之一，家庭

功能的 McMaster 模式基于一个系统的理论，其核心

假设基于家庭中的所有部分都互相关联，家庭中的

一个部分不能隔离开整个家庭系统去被理解，家庭

功能不能单单只从家庭中的单个成员或单个亚系统

去理解，一个家庭的结构和整体机制对于影响和决

定家庭成员的行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种

家庭系统的交互性模式能塑造家庭成员的行为［3］。

在 Epstein 等人提出的家庭功能的理论中，家庭功能

指的是家庭成员在完成家庭任务各个环节的过程中

发挥的作用。家庭功能一方面能为家庭成员生理以

及心理等方面的发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也需要家

庭中的成员完成一系列家庭任务来实现基本的家庭

功能。其中家庭任务又分为基本任务、发展任务和

危险任务，基本任务是指生活中的基础问题比如提

供食物和住处；发展任务包含了家庭发展进程中涉及

到的任务，包括个体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家庭发展

的各个阶段；危险任务则与家庭中遇到的危机事件有

关［4］。

McMaster 家庭功能评价模式的量表主要有两种，

即自评量表 FAD［5］和他评量表 MCRS［6］。量表包含了

家庭功能的六个维度，分别是问题解决：即一个家庭

为了保持有效的家庭功能去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

即家庭内信息的交换，角色：即个体完成家庭功能时

行为的周期性模式，情感反应：即家庭对一系列适当

质量和数量的情感刺激做出反应的能力，情感卷入：

即家庭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出对事件的兴趣以及对于

个体家庭成员的兴趣，行为控制：指的是家庭控制行

为的模式，还有一个总体评价指的是对家庭功能各

方面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很好地反映了 McMaster

家庭功能评价模式中对家庭整体的理解。如果仅仅

只有自评量表可能很多情况下无法完整地反应一个

人的家庭功能，会造成一种主观上的偏差，而该模

式中存在的他评量表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MCRS

是一个拥有七个项目的量表，与自评量表中的家庭

功能的六个维度和一个总体功能相对应，一般都是

由经过训练的人员，与被测定者在一个深度访谈中

完成家庭功能的评估，由于它与自评量表有相当高

的相关性，因此联合使用两个量表来测定家庭功能，

可能会比单独使用其中的一个量表更加有效，这也

是该模式相对于其他测定家庭有关因素的量表具有

优势的方面。

二、焦虑障碍家庭功能的国内外研究

有 研 究 者 使 用 家 庭 功 能 评 定 量 表 发 现 ， 焦

虑障碍患者的行为控制、情感卷入和沟通这三个

McMaster 家庭功能评价模式中的维度处于不健康的

范围内，特别是针对控制性这个因素进行了深入研

焦虑障碍与家庭功能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陈宇豪 、 王继堃

【摘要】本文介绍了 McMaster 家庭功能评价模式，并且对国内外焦虑障碍以及焦虑情绪的家庭

功能研究进行综述，最后提出未来焦虑障碍与家庭功能关系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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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后，发现了在临床上父母的控制行为对于焦虑障

碍来说尤其危险，是焦虑的诱发因素［7］，这与 Gar 等

的研究一致，认为教养方式中母亲的过度干涉和保

护、对孩子多批评都是孩子在中学生阶段引起焦虑

的重要因素［8］。在一个对中学生的非临床研究中发

现在问题解决这个维度上，初中生的家庭功能明显

不如高中生，并且发现了家庭功能各个维度中角色

和沟通维度与焦虑障碍状有明显的相关，并且能够

预测一些焦虑障碍，另外研究还发现焦虑水平越高，

家庭功能的预测准确率就越高［9］，这说明焦虑感越

强的学生家庭中存在的问题就越多，具体表现在家

庭成员中混乱的角色任务以及缺少有效地沟通。卢

建平的研究也证实了在有焦虑情绪的青少年中，他

们和父母的情感表达是有问题的［10］，可见在家庭功

能的一个维度或者多个维度的受损，都会影响到一

个人产生焦虑情绪甚至是有更严重的焦虑症状。对

于学生来说最大的压力源通常认为来自于学业，现

在通过这些针对临床与非临床学生群体的研究，提

示我们不仅要关心学生群体的学业层面，他们所处

的家庭环境以及家庭功能也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压

力源，在家庭中个体可能作用于家庭功能，家庭功

能又会反过来影响个体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

拥有焦虑情绪或者罹患焦虑障碍的孩子中大多数家

庭功能都受到了损害。

还有学者针对家庭功能、应对方式以及焦虑水

平这三个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家庭功能对焦

虑有直接的预测作用，而且应对方式在两者间又起

到了一个间接的预测作用［11］。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在

对焦虑障碍的研究中，除了研究家庭功能与症状的

直接关系，也需要考虑一些别的因素在其中是否起

到了作用，以及这个作用会使家庭功能在焦虑障碍

中扮演的角色发生怎样的改变。最新的研究表明，

焦虑障碍患者的家庭功能不仅相对于普通人来说受

损，主观社会支持和生活质量这两个因素会影响到

家庭功能的各个维度，且社会支持和生活质量越差，

患者的家庭功能越差，此外，一些人口统计学变量

比如说经济收入和是否与父母同住等因素可能可以

预测焦虑障碍的发生［12］。因此，我们除了把关注点

放在焦虑障碍与家庭功能两者的关系之外，还要去

探寻那些影响家庭功能从而间接影响焦虑情绪的那

些因素，使得我们能对家庭功能在于焦虑障碍这个

疾患中的影响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对于焦虑障碍患者家庭功能的研究有一部分是

比较研究，主要比较对象集中在抑郁症患者的家庭

功能上。研究发现，焦虑障碍的患者家庭功能存在

着和抑郁症患者特点与程度不同的明显缺陷，表现

在两者都存在家庭内部受到压抑，对社会活动缺乏

兴趣等特点，但是焦虑障碍患者在一些维度上的得

分更高，表明其家庭功能损害相比于抑郁症来说没

那么大［13］。相比于焦虑障碍，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

的受损在各个维度上会更加显著，尤其表现在交流

和问题解决这两个因素上，对一些长期处于不良家

庭功能氛围中成长的儿童来说，不仅对身心成长不

利积累很多压力，更有甚者可能会罹患抑郁症［14］。

从两者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抑郁症中大

多会包含着焦虑情绪在其中，但是两者的家庭功能

影响模式是不同的。大体上来看可能焦虑障碍受损

的维度抑郁症也会受损，并且在这些维度上抑郁症

患者还表现得受损更严重，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可能会出现两者不重叠的部分，或者是焦虑障

碍受损的维度和抑郁症有区别，也许会让我们从一

个新的视角来探索焦虑障碍与家庭功能的相互影响

模式。无论是对焦虑障碍还是抑郁症的研究，在得

到结果之后更重要的一步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损害

情况进行更进一步地心理治疗，以大量的理论以及

实证研究作为基础，相信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进行

家庭治疗可能会使患者能在康复期获得良好的心理

支持。

研究发现对于经历过地震的孩子来说，不良的

家庭功能可以预测他们的状态性焦虑以及特质性焦

虑［15］。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家庭功能与焦虑障碍的

直接研究还是比较欠缺的，尽管研究结果表明了家

庭功能的一些维度与某些焦虑障碍之间的关系，但

是还需要更多得到研究来探寻家庭功能对于焦虑障

碍的影响模式。

当然也并非所有研究结果都证明焦虑障碍与

家庭功能有关系，有比较研究就发现对于大学生群

体来说，虽然家庭功能的紊乱与抑郁症和功能性躯

体症状有关，但是与焦虑障碍并没有那么显著的关

系［16］。这有可能是文化差异以及对于焦虑障碍界定

的不同造成的，不过这也给与了我们启示，对于临

床症状不同的焦虑障碍患者来说，也许与家庭功能

的一个或一些维度相关而不是整体相关。有一个对

拉丁人的研究就支持了这个结论，实验结果表明虽

然家庭功能并不与所有的焦虑障碍分类都有联系，

但是家庭内聚力与广泛性焦虑和恐惧症有关，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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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亚群体中发现了不同的联系模式［17］，同样针对

拉丁人的研究表明消极的家庭互动能预测抑郁症和

自杀意念，却没有表现出与广泛性焦虑症的相关［18］，

这说明了今后的研究在样本的选择上要更加严谨，

也因此对我国患有各类焦虑障碍人群的家庭功能是

否受损也更有研究的价值。另一方面，这也体现在

家庭功能在焦虑障碍或者是焦虑情绪中出现文化差

异，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来自于家庭支持的

感受会有区别，从上述研究来看可能东方人更注重

家庭的因素，家庭也会给他们造成压力，而西方文

化下可能体现的并没有那么明显。

三、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目前的大量研究都是针对患者本人的，很少关

注患者父母或者患者身边比较亲近的家属，而往往

患有心理障碍的患者的家属，尤其是父母的家庭功

能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损［19］，探寻患者家属的家庭

功能有助于了解患者家庭的沟通模式，这对于患者

康复期的心理干预有很大帮助。家庭是一个系统，

如果这个系统中的一个部分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势

必会对处在这个系统中其余的家庭成员产生影响，

这个影响有多大，是否与当事人损害的功能相同，

就是今后我们需要去探索的部分。家庭可以单单是

三口之家，也可以扩大到原生家庭，通过对不同意

义下家庭成员的研究，可以了解到一个人的家庭功

能受损会影响到哪一个层面的家庭成员。过往的研

究大多数都是横向研究，只能表明被试在当时状态

下家庭功能的受损情况，而焦虑障碍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因此需要纵向研究来关注焦虑障碍发生期间

家庭功能的变化以帮助我们寻找合适的干预时机。

此外，我们可以不仅仅把目光局限于学生群体

的焦虑情绪，对于一些特定职业的人来说他们的家

庭功能也值得去探究，特别是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

的职业很容易滋生焦虑障碍，近年来就有研究发现

护士群体的焦虑状态与家庭关系和家庭收入等家庭

因素有关［20］。军人、高层管理者、创业者等这些普

遍被认为容易产生很大压力的职业，也许他们的家

庭功能也会产生一定的问题。如果这些特定职业人

群的焦虑情绪能够被家庭功能预测，或许能帮助我

们提早对他们进行干预，以防止焦虑障碍的发生。

最后，家庭功能与焦虑障碍之间的中介因素也

是将来研究的方向之一，也许家庭功能对于一些焦

虑障碍并没有直接的影响，而是通过一些中介因素

（如应对方式）间接地产生影响，那么是否还有别的

因素存在与家庭功能与焦虑障碍的影响模式之间也

值得我们去探讨，中介因素的探索有助于我们更完

善地理解在焦虑障碍中家庭功能所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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