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抑郁症的临床方面

第1章

CHAPTER 1

抑郁症的定义

抑郁症的悖论
就抑郁症而言，存在着很多悖论，但总有一天人们会理解它。比如，抑郁
的人，他自身形象与客观现实的对比令人很吃惊。一个富婆总是抱怨她没有经
济来源供养她的孩子；一个广受欢迎的电影明星由于认为自己很丑陋所以冀求
于整形手术；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会苛责她自己很愚蠢。
尽管人们忍受着贬低自我形象的折磨，但他们却不情愿被能证明这些不合
理想法本质的客观证据或逻辑示范所动摇。更有甚者，他们会做出一些行为来
加强他们的痛苦。一个有钱人衣衫褴褛，公然乞讨来养活自己和他的家人，以
此羞辱自己；一个牧师本无罪过，却认为“因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罪人”
而想要吊死自己；一位科学家，其成就为众多研究者所认可，却公然“忏悔”
说她的发现是一个骗局。
至少，从表面看来，类似于此的态度和行为尤其令人困惑，因为他们似乎
否定了人性中一些最有说服力的真理。根据“快乐法则”，患者应当追求最大的
快乐和最小的痛苦；根据自我保护本能中生命至上的理论，他们应当试图延长
生命而不是终结它。
尽管 2 000 多年前，抑郁症（或者说忧郁症）就已经被确诊为一种临床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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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但有关它那些令人困惑和相互矛盾的特点，至今没有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
解释。至于它的性质、分类、病因，很多重要部分仍待解决。
其中一些情况如下。
（1）抑郁症是正常脾气的一种夸张表现，还是在质和量上都有别于正常脾气？
（2）抑郁症的病因、典型症状、结果、有效治疗措施是什么？
（3） 抑 郁 症 是 一 种（情 绪） 反 应（迈 耶 理 论） 还 是 一 种 疾 病（克 雷 丕 林
理论）？
（4）抑郁症主要是由心理压力和冲突引起的，还是主要与生物性精神错乱
有关？
关于这些问题还没有能被普遍接受的答案。事实上，提到抑郁症时，临床
医生和研究者有着极大的争执。而关于抑郁症的分类有相当大的争议，有些作
者认为使用这些所列出的疾病分类学分类是毫无合理性可言的。而关于抑郁症
的性质和病因则有更尖锐的分歧。一些专家认为抑郁症是一种精神障碍，而另
外一些人坚持认为它是由器质性因素引起的，还有第三方人支持将抑郁症分为
两类：精神性的和器质性的。

抑郁症的患病率
在精神卫生领域，抑郁症受到每个人的重视。据 Klein1（的研究表明），与
影响人类的其他任何一个疾病相比，抑郁症带给人更大的痛苦。在美国，诊断
患者进入精神病院的疾病中，抑郁症位列第二，仅次于精神分裂症，而在院外，
据估计，抑郁症的患病率是精神分裂症的 5 倍 2。1990 年，Murray 和 Lopez3 发
现单相抑郁症是致残的主要原因，且这种残障会伴随患者很多年。每 10 年的生
活中伴有残障的情况，1/10 以上是由单相抑郁症导致的（见表 1-1）。
表 1-1

1990 年全世界致残的主要原因

年年生活都伴有残障的人数（百万人）
所有的原因

百分比（%）

427.7

1. 单相抑郁症

50.8

10.7

2. 缺铁性贫血

22.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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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年年生活都伴有残障的人数（百万人）

百分比（%）

3. 跌倒

22.0

4.6

4. 酗酒

15.8

3.3

4.7

3.1

6. 双相障碍

14.1

3.0

7. 先天异常

13.5

2.9

8. 骨关节炎

13.3

2.8

9. 精神分裂症

12.1

2.6

10. 强迫症

10.2

2.2

5. 慢性阻塞性肺气肿

资源来源：Adapted from Lopez and Murray1998. For up-to-date WHO data, see http://www.who.
int/mental_health/management/depression/deﬁnition/en/.

40 多年前，一项具有明显地区性质的系统调查显示，该地区 20 岁以上的
人群中有 3.9% 的人在一个特定的阶段会经历抑郁 4。根据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
第 4 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5 可知，人一生中出现抑郁的可能性，男性
为 5% ～ 12%，女性为 10% ～ 25%。在任何一个可考虑到的时间点（“流行点”），
2% ～ 3% 的男性和 5% ～ 9% 的女性会出现严重的抑郁。Piccinelli6 回顾了抑郁
症性别差异的相关研究，发现性别差异始于青春中期，贯穿于整个成年期（见
表 1-2）。
表 1-2

严重抑郁症流行的性别差异
男

性

（%）
女

性

终身

5 ～ 12

10 ～ 25

流行点

2～3

5～9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DSM-IV-TR.

不同类型和年龄的人的患病率和严重性
在第 4 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5 中其他类型的情绪障碍（见第 4 章）
终身发病率如下：精神抑郁障碍 6%，I 型双相障碍 0.4% ～ 1.6%，II 型双相障碍
0.5%，循环性精神病 0.4% ～ 1.0%，美国国家精神卫生协会 6 报道说 1 880 万美
国成年人（18 岁及以上人群中的 9.5%）在特定的一年会经受不同形式的抑郁障
碍。而在已经建立起来的世界市场经济中，严重抑郁就是导致瘫痪的主要原因 7。
Kessler 等人 8 提供了人群中 12 个月抑郁症流行率和严重程度的数据。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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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伴随疾病调查的反复实验涵盖了 2001 年 2 月到 2003 年 4 月期间组织的一
个有代表性的面对面家庭调查。该研究进行了一个有组织的诊断性访谈，这是
复合型国际诊断性访谈的一个翻版，即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调查动议，参与
人员包括 9 282 名 18 岁或者以上说英语的反馈者。12 个月的流行情况和从这个
研究中得出的对情绪障碍的评估详见表 1-3。
表 1-3

12 个月中情绪障碍的流行情况和严重性

（%）

严重性
十分严重

很严重

中等严重

稍微严重

严重抑郁

6.7

30.4

50.1

19.5

心境恶劣

1.5

49.7

32.1

18.2

I-II 型双相障碍

2.6

82.9

17.1

0

任何一型情绪障碍

9.5

45.0

40.0

15.0

资料来源：改编于 Kessler et al.，2005。

发病年龄和终身流行率（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遭受一种情绪障碍的可能性）
详见表 1-4、表 1-5。9
表 1-4

根据第 4 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不同的年龄在标准年龄
阶段发病率的分布情况以及在 75 岁时预测的终身发病率

（%）

75 岁时预
测的终身发
病率

5岁

10 岁

25 岁

50 岁

75 岁

90 岁

95 岁

99 岁

严重抑郁

23.2

12

14

19

32

44

56

64

73

心境恶劣

3.4

7

11

17

31

43

51

57

73

I-II 型双相
障碍

5.1

11

13

17

25

42

50

57

65

任何一型
情绪障碍

28.0

11

13

18

30

43

54

63

73

特定年龄阶段的发病率

资料来源：改编于 Kessler et al.，2005。

表 1-5
终身发病率

不同年龄阶段的情绪障碍流行率

（%）

年龄阶段的发病率
18 ～ 29

30 ～ 44

45 ～ 59

60 以上

严重抑郁

16.6

15.4

19.8

18.8

10.6

心境恶劣

2.5

1.7

2.9

3.7

1.3

I-II 型双相障碍

3.9

5.9

4.6

3.5

1.0

20.8

21.4

24.6

22.9

11.9

任何一型情绪障碍

资料来源：改编于 Kessler et a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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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的描述性概念
今天我们对抑郁症所贴的标签，是在许多古代作家对抑郁症的分类描述基
础上进行的。希波克拉底在公元前 4 世纪就对抑郁症进行了第一次临床描述。
他也提到了与躁狂和抑郁类似的一些情绪。10
公元 2 世纪时的一位内科医生 Aretaeus，对抑郁症患者的描述是这样的“悲
伤、沮丧、失眠……因为心烦和缺乏好的睡眠，他们形容消瘦……更有甚者，
满怀悲观主义和想死的念头”。值得注意的是 Aretaeus 特意描述了躁狂 - 抑郁的
循环过程。一些专家认为他预料到了克雷丕林对躁狂 - 抑郁这两种精神错乱的
综合描述，但 Jelliffe 否认了这种假设。
在 公 元 2 世 纪 的 时 候，Plutarch 对 抑 郁 症 给 出 了 一 个 特 别 生 动 详 细 的
解释：
他对自己的看法是，他是神讨厌的人，总会引起神的愤怒，在这
之前还有更糟糕的想法，他不敢采取任何措施避免或者纠正邪恶的行
为，唯恐被发现他是在反抗神灵。这位内科医生，赶走了自己的好朋
友，“离开我，”这个可怜的人说道，“我，是一个不虔诚的，被神灵诅
咒、憎恶的人，应当接受惩罚。他坐在门外，衣着褴褛，时不时赤身
裸露，在地上打滚儿，在泥土中忏悔自己这样或者那样的罪孽。他会
吃或者喝一些不好的东西。他会走一段牧师不赞同的或其他的路。在
敬神的节日里，他们没有任何快乐，相反充满了担忧和惊恐。（引自
Zilboorg11.）
19 世纪初时，Pinel 对抑郁症做出了如下的描述：
通常抑郁症的症状包括沉默寡言、愁思深重、沮丧多疑、喜好孤
独。这些特点，事实上，就是从健康、热情活泼的人中将一些有此特
点的人区别出来。然而，没有什么比一个忧愁沉思的人假想出来的自
己的不幸形象更丑陋的。而且，如果此人拥有强权，刚愎自用，血腥
杀戮，那么他的形象就更为可憎！
这些解释与现代教科书上对抑郁症的描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也与当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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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fford W.Beers12 自传体式的描述相似。我们今天诊断抑郁症所用的主要症状和
体征在古代描述如下：情绪紊乱（悲伤、心慌、无能），自我苛责（被神灵诅咒、
怨恨），自我贬低形象（衣衫褴褛、赤裸身体、在泥土里打滚），希望死去，躯体
的和植物性的症状（焦虑、纳差、消瘦、失眠）；妄想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
上述对于抑郁症的描述包含了当前情况下它所有的典型特征。有一些精神
病性的综合征，它们的临床描述历经时代而恒久不变（抑郁症历经几个世纪，其
前后描述仍大致相同，Burton13）。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对于抑郁症的描述表明
它的临床表现是可以从各方面的行为中观察得到的，包括传统心理学上的情感、
认知、意志等方面。
因为这些混乱的情绪通常就是抑郁症的显著特征，所以我们习惯性地把这
种情况当作一种“基本的情绪障碍”或者“情感障碍”。抑郁症情感组成的核
心部分是通过运用情感形容词条录进行定义和评估得以证明的。抑郁症作为一
种情感障碍常被误解为其他病症，代表性的有被当作一种“皮肤异常”或“基
础性发热”，即猩红热。除了情绪偏差，抑郁症还有很多其他症状，在一些案例
中就发现病人根本没有异常情绪的占相当大的比例。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知识，
我们不知道哪个是抑郁症的主要临床症状，也不知道它们是否仅仅是某些未知
病理性进程的外在表现。
现在我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特征对抑郁症进行定义。
（1）明显的情绪交替：悲伤、孤独、冷漠。
（2）消极的自我概念：自我责备和自我怪罪。
（3）退行性或自我惩罚的想法：逃避、躲藏、死亡。
（4）植物性症状的改变：厌食、失眠、性欲缺乏。
（5）活动能力改变：迟缓或急躁。

抑郁症的语义学
实质上，抑郁症概念表达的一个难点在于其语义，即这个术语泛指一种特
定的情感或者症状；一种综合征（症候群）；一个定义明确的疾病实体。人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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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其情绪状态低于他们的基础水平时就会感到抑郁，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一
个人经历了短暂的悲伤或者孤独后也许就会说他抑郁了。不管这种正常的情绪
是否类似于或者与抑郁有关，在异常情况下经历这些情感，人们的反应都是直
接的。在任何一件事情中，当一个人抱怨感到极度沮丧、绝望或者不幸时，抑
郁就常被用来表达这种主观心态。
抑郁，在情感、认知、行为领域中，这个术语通常特指一个复杂的离差模
式（先前的章节就是这样描述的），并不代表它是一种分裂的精神障碍。这种情
况下它就被当作一种症候群或者综合征。在精神病理学领域，根据这类症状和
体征的强度（异常程度）可将（抑郁症）分为轻型和重型。抑郁有时会是一种明
确的精神障碍的伴随症状，比如精神分裂症的表现；在此类案例中，诊断会是
这样“精神分裂症伴有抑郁”。有时它又会继发于或者是一个脑部器质性疾病的
表现，如全身轻瘫或脑动脉硬化症。
最后，抑郁症被用来特指一种离散的疾病实体。我们通常用一些形容词来
限定这个术语，以显示其特殊的类型或形式，例如，反应性抑郁、烦躁性抑郁、
精神性抑郁。当抑郁症被当作一个明确的临床实体疾病进行概念化时，除了一
些特征性的症状和体征外，它还会被假定为有一些一致的属性，这些属性包括
明确的发病类型、原因、持续时间和结果。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5 的诊断手册中有一个这样的分类系统，阐述了其中某
些方面，并将这类情绪障碍分为①抑郁障碍（单相抑郁），②双相抑郁，在此之
前没有躁狂病史或者轻度躁狂发作，之后则有这样的一个病史。抑郁障碍包括
严重抑郁障碍和心境障碍。有一两次的严重抑郁发作我们称之为严重抑郁障碍。
这样的发作包括两周的情绪抑郁或者丧失兴趣，同时伴有最少 4 种症状。心境
障碍包括至少两年以上的情绪低落，在这期间心情郁闷的天数要比不郁闷的多。
双相障碍通常伴有严重抑郁发作，分为两型，I 型双相障碍和 II 型双相障碍 5。
关于情绪障碍的分类我们会在第 4 章中详细介绍。
在医学领域，一个临床病例或疾病应当有相应的确定治疗形式（不必包含
迄今还未发现的治疗方法）和明确的病因。有相当一部分的实证表明某些药物和
（或）电疗对临床型抑郁症有一定的作用，但究其病因却还没有一致的意见。这
个话题，在第二部分中我们会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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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和正常情绪
专家就正常个体经历抑郁和情绪改变两者之间的联系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情绪这个词通常指一类情感的范围，从极度的高兴快乐到极度的悲伤不幸。因
此，包含于其中的特殊情感都是直接与快乐或者悲伤有关。主观说来，例如焦
虑、愤怒这类不在快乐 - 悲伤这一范围内的情绪则不包含于其中。一些作者 14
认为所有人都有情绪浮动，因此人有那么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是郁闷的则是正常
情况。这种说法得到了在正常人身上进行的情绪浮动系统研究的支持。15
正常个体发生情绪低落或者郁闷的情况与临床上的抑郁症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一，对于正常情绪低落和抑郁两者之间主观体验的描述有着相似性。用以描
述正常情绪低落的词汇与抑郁症患者表述他们的感情时用的词汇一样，如郁闷、
悲伤、不幸、空虚、低落、孤独。然而，也有可能这种相似性是由于抑郁症患
者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词汇用以表达他们的情感，所以只能用自己熟悉的词汇来
描述这种病理性状态。事实上，不属于临床型抑郁症的一些患者在描述他们的
郁闷情绪时，会将其情感与之前经历的任何一种情感明显区别开来。
第二，抑郁症患者与那些自感悲伤、不幸的人的行为有着相似性，尤其表
现为悲痛的表情和低沉的嗓音。第三，抑郁症患者的一些植物性或者躯体性的
症状特征在自感悲伤的人身上偶尔也会出现，但这些人并不会被认为患有抑郁
症。一个人考试不及格、失业、被人抛弃时也许不仅会感到气馁和凄惨，而且
也会出现厌食、失眠、易疲劳。第四，很多人感到郁闷似乎是因为在一个协调
规律的外部环境中彷徨了，而与内部刺激、抑郁强度节律性更替的暗示无关。
抑郁症和正常情绪低落状态之间的相似性使人们认为病理性的状态只是对正常
状态的一种夸大。从表面上来看，这种看法似乎是有理的。接下来第 2 章中，
在一个维度内根据抑郁症的强度对其每一个症状进行定级，那么轻度的症状越
多，就会与正常人感到郁闷时观察到的现象越相似。15
为了支持抑郁症和正常情绪之间有连续性的这个观点，Hankin16 等人在一
群儿童和青少年中，运用 Meehl17 的生物学分类程序对抑郁症的构成进行检测。
考虑到抑郁症状的不对称性，作者只报道了青少年的抑郁是一维的，不是绝对
的、臆造出来的。在讨论他们研究成果中所蕴含的其他内容时，Hankin16 等人指
出通过不断打乱比分，该项研究的统计学信度就会得到提高，这样就有助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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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查明抑郁症的确切原因和结果。
与 Hankin 等人 17 的研究结果相似，Haslam 和贝克 18 用生物学分类程序对
5 位假定为严重亚型抑郁症患者的症状组成（不连贯部分）进行了测试，包括内
源性的、社会性的、自发性的、自我批评性的和绝望性的等类型。该研究采纳
了 531 名在门诊被确诊为持续性严重抑郁症患者的自述症状和个性资料。除了
内源性的亚型 18，其他各亚型的特征没有如预测的一样发生变化。
有人认为许多病理性的状态似乎与正常状态之间有连续性，但在其本质特
征上还是区别于正常状态的。为了证明这个说法，我们会将情绪离差和内部体
温进行一个类比。然而，内部体温的显著变化和体表温度的变化是连续一致的，
潜在因素引发的巨大离差也不是正常健康状态的延伸：一个人也许会得病，例
如伤寒，它以一系列的进展性体温变化为特征，然而与正常状态还是绝对不同
的。同样，抑郁症出现的情绪离差也会是一种疾病进展的特征，这与正常状态
是有区别的。
关于抑郁症和正常情绪波动之间的关系，专家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一
些作家，如克雷丕林和他的追随者，已经把抑郁症当作一种定义明确的疾病，
与正常情绪截然不同。他们假定存在一种深层次的生物学紊乱，而这正是导致
抑郁症的关键因素。这个疾病和健康的二分法理论通常为体因性学派所用，环
境论者似乎也支持这样的持续性假设。在他们看来，一个敏感的人身上存在着
一系列持续性的情绪反应，从正常反应到极端反应。精神生物学派的创始人阿
道夫·迈耶（Adolph Meyer）就倾向于这种观点。
直到抑郁症的病因学问题得以全面解决，正常情绪和抑郁症两者是对立的
还是连续的这个问题才会有最终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