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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焦虑障碍患者共病人格障碍的情况。 方法：对 127 例符合 DSM-IV 轴 I 焦虑障碍的患者进行了

DSM-IV 轴 II 人格障碍的诊断评估，并进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疾病严重程度

(CGI-SI)、社会功能缺陷(SDSS)等评定。 结果：①焦虑障碍与人格障碍的共病率为 73.2％；②共病者焦虑障碍的发病年

龄更早(P＜0.01)，焦虑障碍病程更长(P＜0.05)，疾病更加严重(P＜0.01)，其焦虑、抑郁水平更高(P＜0.05;P＜0.05)，社会功能

更差(P＜0.01)。 结论：焦虑障碍与人格障碍有较高的共病率，焦虑障碍与人格障碍共病患者的临床特征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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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get the prevalence rate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s and to get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these comorbid patients, the authors conducted a survey among a cohort of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 Methods: Personality disorders of 127 patients meeting DSM-IV criteria of anxiety disorders were assessed by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 Axis II, the Hamilton Anxiety Scale,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the 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Severity of Illness, and the 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 Results: The prevalence rate of per-
sonality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s was 73.2％ .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s only, the
patients with comorbid anxiety disorders and personality disorders had earlier age of onset of anxiety disorders （P＜0.01）,
longer duration of anxiety disorder（P＜0.05）, greater severity of illness（P＜0.01）, worse impaired social function（P＜0.01）
and higher level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P＜0.05; P＜0.05）.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rate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anxiety disorders is high in our research, and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the comorbidity are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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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发现焦虑障碍患者经常共病一种或数

种人格障碍， 且共病者的临床问题更加复杂和严重
[1-3]。 例如， 共病者较没有共病者有更高的自杀企

图，社会功能更差 [1，4-8]。 另外，“焦虑/恐惧”组（C 组）
人格障碍较其它人格障碍更容易与焦虑障碍共病，
尤其是回避型和强迫型人格障碍[1，2]。 不同亚型的焦

虑障碍均有较高的人格障碍共病率， 如创伤后应激

障碍（PTSD）的共病率为 13.3％-79.4％[9-11]，强迫障碍

（OCD）的共病率为 15.6％-75％ [11-14]，社交恐怖症 的

共 病 率 为 37%-100%[5，6，15]， 惊 恐 障 碍 的 共 病 率 为

15%-77.8％[1，2，16-19]，广泛性焦虑障碍（GAD）的共病率

为 49%-73%[1，20]。 这些研究结果多来自西方国家，且

各研究结果间差异较大，国内相关研究较少，且多为

小样本数据。 本研究将调查国内焦虑障碍患者共病

人格障碍的发生率及其临床特点。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被试来自北京安定医院门诊和住院患者以及北

京友谊医院心理门诊就诊患者。 所有被试在详细告

知研究内容后，填写了知情同意书。 入组标准：①年

龄≥18 岁； ②符合 DSM-IV 轴 I 焦虑障碍标准；③
无心肌梗塞、不稳定心绞痛、充血性心衰、严重肝硬

化、急慢性肾功能衰竭、严重糖尿病等严重的躯体疾

病者；④无精神分裂症、脑器质性疾病、物质滥用和

癫痫。
入组 130 例， 有 3 人未能完成 SCID-II 评估而

脱落，共有 127 例完成全部初始评估，均符合焦虑障

碍诊断。 其中 75 例来自北京安定医院，52 例来自北

京友谊医院。两者在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婚姻及宗

教信仰方面无明显差异。 总体样本中，GAD 有 46 例

(36.2％)，OCD39 例(30.7％)，社交恐怖 25 例(19.7％)，
惊恐障碍 18 例(14.2％)，PTSD11 例(8.7％)，特定恐怖

症 4 例 （3.1％）， 无 惊 恐 障 碍 的 广 场 恐 怖 症 1 例

（0.8％），百分比总和超过 100%，是因 为有 16 例患

者同时诊断有两种及以上亚型的焦虑障碍， 占样本

量 18.1%。
受试平均年龄 33.6 岁（SD=±13.6)，男性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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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占比 48.8% 和 51.2%。 18.9% 为初中及以下学

历，33.9% 为高中学历，47.2% 为大学及以上学历；
48%为单身、 离异或丧偶，52% 已婚或同居；64.6%
有工作或为学生身份。
1.2 方法

1.2.1 诊断标准及实施过程 先由门诊及病房主管

医生根据临床诊断推荐符合入组标准的焦虑障碍患

者进入课题组， 由课题访谈人员进行 DSM-IV 轴 I
障碍定式临床检查（SCID-I）焦虑障碍扫描部分，并

就具体焦虑障碍亚型进一步访谈， 同时施测 DSM-
IV 轴 II 障碍定式临床检查（SCID-II）[21]，评估汉密尔

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疾

病严重程度量表（CGI-SI）、社会功能缺陷筛查量表

（SDSS）。
1.2.2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2.0 统计软件 包进行

统计分析，差异性水平为 0.05。

2 结 果

2.1 焦虑障碍与人格障碍的共病率

127 例焦虑障碍 患者中，93 例（73.2％）共 病 人

格障碍，43.3％共病一种人 格障碍，29.9%共病 两种

及以上人格障碍。共诊断人格障碍 260 个，最常见的

前五种人格障碍亚型依 次为强迫型（24.2％）、回避

型（16.2％）、消极型（11.2％）、偏执型（11.2％）和抑郁

型（10.4％），未发现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见表 1。
表 2 显示各亚 型焦虑障碍 共病人格障 碍的情

况。有 16 例焦虑障碍患者同时存在两种或三种焦虑

障碍亚型， 这部分焦虑障碍与人格障碍的共病率为

81.3％，以回避型人格障碍最多，为 25.0％。由于特殊

恐惧症仅收集 4 例， 无惊恐障碍史的广场恐惧症仅

1 例，未计算其人格障碍共病率。

表 1 焦虑障碍患者共病人格障碍情况（N=127a）

注：a127 例患者，共诊断人格障碍 26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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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亚型焦虑障碍的人格障碍共病率[n (%)]

注：AD：焦虑障碍；SP 社交恐怖症；GAD：广泛性焦虑障碍；PD：惊恐障碍；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OCD：强迫障碍

2.2 两组患者临床特点的比较

采用 MANOVA 进行两 组间连续变 量的比 较，
固定变量为性别和组别，结果显示两组间性别无显

著性差异(Wilks’ Lambda=0.944；F=0.996；P=0.438)，
性别和组别间无显著性交互作用 （Wilks’ Lambda=
0.948；F= 0.912；P=0.500）， 但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

别（Wilks’ Lambda=0.725；F=6.329；P<0.01）。 通过组

间主成效果分析， 显示两组患者在某些临床特点上

具有统计学差异。 如表 3，共病组患者焦虑障碍的发

病年龄明显早于非共病组， 共病组患者的焦虑障碍

病程更长， 共病组患者的汉密尔顿焦虑和抑郁量表

得分更高。 共病组患者的临床总体评定量表-严重

程度量表（CGI-SI）、社会功能缺陷筛查量表（SDSS）
得分更高。两组患者在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婚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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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无统计学差异。 见表 3。
2.3 共病的相关因素分析

以是否共病为因变量（共病为 1，非共病为 0），
进行 Binary Logistic 回归分析， 剔除显著性检验 P＞

0.05 的因子后，进入回归模型的危险因素有 3 个。见

表 4。 显示焦虑障碍患者的临床整体严重程度及焦

虑程度越重，焦虑障碍的发病年龄越早，共病人格障

碍的可能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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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焦虑障碍与 人格障碍的 共病率为

73.2％，其中，84.6%的社交恐怖症、69.3%的 GAD 和

76.2%的 OCD、70%的惊恐障碍和 75.0%的 PTSD 共

病一种或多种人格障碍。 Sanderson 等对 347 例门诊

接受认知治疗的焦虑障碍患者研究 发现共病率 为

35%[1]，该报道低于本研究结果，可能是因为其被试

来源于接受认知治疗的患者， 评估结果会受到认知

治疗的影响。 而 Newton-Howes 等对英国伦敦社区

使用类似的调查方法也发现高达 71%的焦虑障 碍

患者共病人格障碍[22]。 我国戴云飞等对 38 例就诊于

心理门诊的焦虑障碍患者调查发现人格障碍共病率

为 55.3%[23]。 Gokalp 等对 87 例社交恐怖症患者的研

究发现 67.8%共 病 人 格障碍 [7]， Bollinger 研 究 发 现

79.4％PTSD 共病人格障碍 [10]，另有研究发现惊恐障

碍的共病率为 15%-77.8％[1，2，15-19]， GAD 的共病率为

49%-73%[1，20]；我国曹文胜等对 44 例 OCD 患者的调

查发现 73%共病人格障碍，其中 57%符合至少两种

人格障碍[12]。
探究国内外各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 可能原因

有诊断工具及评估方法不同（有的是临床诊断，有的

是定式访谈工具，有的根据 DSM-III 或 IV，有的根

据 ICD-9 或 10）、样本例数及样本来源不同（有的是

门诊患者，有的是住院患者，有的是社区患者）等因

素， 但所有研究都一致性的提示焦虑障碍患者常常

共病一种或多种人格障碍。 我们尝试从以下机制来

理解二者的共病现象。
第一个可能机制是人格障碍是罹患焦虑障碍的

风险因素[9，20，24-26]。 Johnson 等通过前瞻性纵向研究发

现成年早期诊断为人格障碍者， 到中年时患焦虑障

碍的风险就会增加[24]。 Malta 等研究发现有人格障碍

表 3 焦虑障碍共病人格障碍组与非共病组临床特点的比较 (N=127)

注：HAM-A：Hamilton 焦虑量表，HAM-D:Hamilton 抑郁量表；SDSS：社会功能筛查量表；CGI-SI：疾病严重程度量表

表 4 焦虑障碍共病人格障碍危险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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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CGI-SI：临床总体评定量表-严重程度量表； HAM-A： Hamilton 焦虑量表，a 因变量为共病：共病组 93 例，非共病组 3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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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经历交通事故一年后罹患 PTSD 的风险明显

增加[9]。有研究者发现边缘型人格障碍（BPD）患者有

较高的罹患焦虑障碍的风险，他们认为 BPD 患者不

稳定的情感和行为会导致人际关系紊乱以及职业困

难，而这又是引发焦虑障碍的重要应激性因素[24，26]。
第二个可能机制是人格障碍是早年焦虑障碍的

并发症[2，25-27]。 Osone 等认为发生于童年期的焦虑障

碍如果一直持续到成年期，就会增加患 C 组人格障

碍的风险[27]。 Axelrod 等指出 BPD 是从 PTSD 的症状

中发展出来的， 而非直接从创伤本身发展而来。 如

PTSD 的夜惊和睡眠障碍可以导致易激惹、强烈的愤

怒以及不稳定的情绪，而这正是 BPD 的症状 [26]。 这

种解释反过来也说明了针对轴 I 焦虑障碍的治疗也

可以降低轴 II 人格障碍的发生，有待于进一步随访

研究证实。
第三个可能机制是焦虑障碍与所共病的人格障

碍很可能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表现 [2]。 用谱系障碍

的概念可以来理解为什么某些焦虑障碍经常与特定

的人格障碍共病， 如社交恐怖症与回避型人格障碍

同为社交谱系障碍，OCD 与强迫型人格障碍同为强

迫谱系障碍；PTSD 与 BPD 同为创伤谱系障碍。 这些

谱系障碍的概念有待于进一步从遗传、 早年心理发

展历程和脑神经影像学等方面的整合性研究来进一

步理解[15，27]。
第四个可能机制是焦虑障碍和人格障碍有共同

的心理社会危险因素，如不良的早年成长环境，包括

父母的忽视、虐待或过保护等 [2，25-28]。 Heffernan 等研

究发现父母躯体虐待和言语虐待， 尤其是早年经历

性 虐 待 的 个 体 除 了 发 展 出 PTSD 外， 还 会 发 展 出

BPD[28]。 创伤、PTSD 和 BPD 相互间的关系绝非线性

的，而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26]。
最后一个可能机制是目前精神疾病分类学尚无

法解决的症状学上的交叉性 [2]。 如社交恐怖症与回

避型人格障碍都有对人际关系的敏感及回避行为。
尽管以上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焦虑障碍与

人格障碍有较高的共病率现象， 但就焦虑障碍与人

格障碍关系的特定性却缺乏一致性答案。 一种多因

素模型可能会更好的解释二者共病现象， 即焦虑障

碍与人格障碍的共病是由于在个体心理发展的过程

中，整合了个体内部先天素质因素、儿童期创伤性体

验、相对脆弱的神经-生化学基础（而这也可能是早

年创伤性经历和个体内部先天素质因素的结果）、应

急事件的冲击以及受到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 这有

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本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探讨共病人格障碍的焦

虑障碍患者的临床特点。 本研究发现共病者的社会

功能更差，焦虑抑郁的程度更重，焦虑障碍的发病年

龄更早且病程更长， 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5，25，29]。 如 Marteinsdottir 等研究发现共病回避型人

格障碍的社交恐怖症患者有更高的社交焦虑和攻击

抑制[5]。 也有研究指出共病 C 组人格障碍将增加惊

恐障碍患者的自杀观念。 Fricke 等发现共病人格障

碍的 OCD 患者其 OCD 病程更长[29]。
本研究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临床总体严

重程度和焦虑程度越重以及焦虑障碍发病年龄越早

的焦虑障碍患者，提示其越有可能共病人格障碍。本

研究所引用的变量主要是从临床方面来考虑， 不是

严格的病因学探究， 故尚不能说明以上变量是影响

焦虑障碍共病人格障碍的决定因素。总之，面对共病

人格障碍的焦虑障碍患者， 临床医生如果能及时甄

别，将有利于制定更加合理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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