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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躯体症状的城乡差异。 方法：对 91 例城市抑郁症患者和 103 例农村抑郁症患者采用

躯体症状访谈表及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进行评定。 结果：①城市组患者最常见的躯体症状为疲倦乏力（94.5%）、睡眠

问题（93.4%）和心慌（78.0%）；农村组患者最常见的躯体症状为疲倦乏力（94.2%）、睡眠问题（91.3%）和胸闷（77.7%）。

农村组患者更易于表现出头晕和耳鸣症状。②城市患者躯体症状得分显著低于农村患者躯体症状得分。③多因素方

差分析表明，居住地与教育程度对躯体症状的交互作用显著，在农村抑郁症患者中，小学以下教育程度的患者的躯

体症状水平显著高于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患者， 中学教育程度的患者的躯体症状水平显著高于大学以上教育程度

的患者，而小学以下教育程度的患者与中学教育程度的患者的躯体症状水平差异不显著。 结论：抑郁症躯体症状存

在城乡差异，农村患者表现出更高的躯体症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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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 in levels of somatic symptom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The Somatic Symptoms Questionnaire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were completed by a sample of 194 depression patients: 91 from urban areas and 103
from rural areas. Results: ①The most common somatic symptoms in urban patients were fatigue (94.5%), sleep problems
(93.4%) and palpitation(78.0%). The most common symptoms in rural patients were fatigue(94.2%), sleep problems(91.3%
) and chest tightness (77.7%). The rural patients showed more dizziness and tinnitus. ②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s of somatic symptom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Those from the urban got lower scores
than those from the rural. ③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showed that residency and educational levels had a signifi-
cant interaction on somatic symptoms. In rural area patients, the severity of somatic symptoms in those with elementary or
lower than elementary educ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 college education. The level of somatic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secondary educ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atients with college education. Conclusion:
The somatic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have significant urban/rural differences; rural patients have higher levels
of somatic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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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心身健康的精神疾

病，症状表现为心理症状和躯体症状 [1]。 其中，躯体

症状包括睡眠障碍、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性欲减退

等[2]。 Greden 等研究显示 69%的抑郁症患者以躯体

症状为唯一主诉，即使直接询问，仍有 11%的患者

否认有抑郁症的心理症状[3]。 任清涛等研究表明，在

抑郁症患者中躯体症状的发生率可高达 77.5%[4]。这

些躯体不适常常掩盖抑郁症状， 影响对抑郁症的识

别和治疗[5，6]。
抑郁症患者的躯体症状表现存在明显的个体差

异，其表现形式及种类受文化、人格、内科疾病等因

素的影响 [7]。 已有研究表明文化因素是影响抑郁症

患者临床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 [8]。 中国传统文化强

调集体主义，具有内倾的性格特征，对内心矛盾习惯

采取内省、反思和自我克制的方法解决，认为得精神

疾病是羞耻的事情， 因此患抑郁症时表现出更多的

躯体症状[9]。 也有研究显示，中国城乡表现出不同的

文化特征。 在城市中，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人们开

始注重自我内在的生存状态， 而乡镇或偏远农村仍

保留着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10]。 在城乡抑郁症患

者中，城市患者的诱发因素以精神因素多见，而农村

患者则以躯体因素多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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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试图了解来自于城、 乡这一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抑郁症患者其躯体症状表现是否不同， 对城

乡抑郁症患者躯体症状的发生情况进行深入探讨，
为抑郁症的诊治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08 年 6 月-2009 年 12 月就诊于湘雅二医

院、湘雅三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以及怀化第四医院

心理门诊的抑郁症患者 194 例， 均符合 DSM-IV 重

症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 排除器质性精神疾病和由

躯体疾病引起的情感障碍。 依据在现居住地居住时

间≥5 年把患者划分为城市组与农村组， 居住地在

县级以上城镇者归为城市组，县城以下归为农村组。
城市组 91 人（46.9%），平均年龄为 35.4±10.9，其中

51.6%的患者首诊选择综合性医院临床各科； 农村

组 103 人 （53.1%）， 平均年 龄为 36.5±13.3， 其中

53.4%的患者首诊选择综合性医院临床各科。 城市

组患者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农村组患者 (χ2=20.19，
P<0.01)， 在性别与婚姻状况方面两组无显著差异。
见表 1。

表 1 城乡抑郁症患者人口学资料比较

1.2 方法

1.2.1 躯体症状评定 采用半定式检查法， 依照抑

郁症常见的 14 种躯体症状逐一询问患者，记录患者

在抑郁发作期间各项躯体症状的发生状况及严重程

度， 选项包括 0=无该项症状，1=轻度，2=中度，3=重

度，总分越高表示躯体症状越严重。
1.2.2 抑郁程度评 定 采 用 流 调 中 心 用 抑 郁 问 卷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评定患者的抑郁症状水平，该问卷共

有 20 个条目，每个条目 1- 4 级评分，用于评定一周

内抑郁情感和心境出现的频度， 总分越高表示抑郁

程度越高[12]。

2 结 果

2.1 城乡抑郁症患者躯体症状检出情况比较

城市组有 7 项躯体症状在半数以上的患者中存

在， 而在农村组有 9 项躯体症状在半数以上的患者

中存在。 城市组患者最常见的躯体症状为疲倦乏力

（94.5%）、睡眠问题（93.4%）和心慌（78.0%）；农村组

患者最常见的躯体症状 为疲倦乏力（94.2%）、睡眠

问题（91.3%）和胸闷（77.7%）。 两组在头晕与耳鸣症

状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 城乡抑郁症患者躯体症状检出情况

注：*P<0.05

2.2 城乡患者躯体症状及抑郁症状得分比较

对城乡抑郁症患者躯体症状及抑郁症状得分进

行比较，结果显示，城市患者躯体症状得分小于农村

患者躯体症状得分， 城乡抑郁症患者在抑郁症状得

分上差异不显著。 见表 3。

表 3 城乡抑郁症患者躯体症状及抑郁症状得分比较（x±s）

表 4 不同教育程度的城乡抑郁症患者的躯体症状得分

2.3 不同教育程度的患者躯体症状的方差分析

以患者居住地（城乡）、教育程度为自变量，躯体

症状得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居住地

的主效应不 显著 [F(1，188)=0.42，P>0.05]，教育程 度

的主效应显著 [F(2，188)=4.30，P<0.05]，居住地 与教

育程度交互作用显著[F(2，188)=10.08，P<0.01]。 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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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检验表明， 城市抑郁症患者的教育程度的简单效

应不显著 [F(2，188)=1.30，P>0.05]，而农村抑 郁症患

者的教育程度的简单效应显著[F(2，188)=13.15，P<
0.01]。 事后检验表明，在农村组中，小学以下教育程

度的患者的躯体症状水平显著高于大学以上教育程

度的患者（t=4.02，P<0.01），中学教育程度的患者的

躯体症状水平显著高于大学以上教 育程度的患 者

（t=5.00，P<0.01）。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14 种抑郁症常见的躯体症

状中， 城市组有 7 项躯体症状在半数以上的患者中

存在； 农村组有 9 项躯体症状在半数以上的患者中

存在。城市组患者最常见的躯体症状为疲倦乏力、睡

眠问题和心慌； 农村组患者最常见的躯体症状为疲

倦乏力、睡眠问题和胸闷。比较城乡患者各躯体症状

的出现频率， 发现农村患者更易于表现出头晕与耳

鸣症状。 进一步对两组躯体症状及抑郁症状的严重

程度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城乡患者在抑郁水平上没

有明显的差异， 而农村组患者在躯体症状的严重程

度上明显高于城市抑郁症患者。 季建林等的研究也

发现抑郁症患者最常见的躯体症状为食欲下降、入

睡困难、胸闷、心慌和肢体乏力 [13]，而曹红等的研究

表明，在神经内科门诊抑郁症伴躯体症状患者中，以

头痛、头晕为第一主诉最多[14]。 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提示， 城乡抑郁症患者在具有共同的常见躯体症状

表现的同时， 农村抑郁症患者表现出更多的躯体症

状， 尤其以头晕等症状为特征性表现。 农村抑郁症

患者不仅在躯体症状种类和频度上 不同于城市 患

者，且表现出了更为严重的躯体症状。文化因素可能

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导

致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 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心理

特征和价值观念体系， 在乡镇或偏远农村仍保留着

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忽略、 克制自己的内心感

受，认为身体 疾 病 才是疾病，患精 神 疾 病 是 羞 耻 的

事情[15，16]。
在农村抑郁症患者中， 中学及中学以下教育程

度的患者的躯体症状水平显著高于大学以上教育程

度的患者。在城市患者中，教育程度对躯体症状的影

响不显著。这提示在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尽管

在城市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已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
并影响到了其患抑郁症时的症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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