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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儿童社交焦虑障碍成因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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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er，SAD)，又称社交恐 

惧症，是指个体在社交场合或人前表演、操作时，存在显著 

的、持续的担忧或恐惧 ，从而妨碍其正常生活和社交活动的 
一 种心理障碍⋯。目前，青少年儿童 SAD的研究越来越为 

人们所重视。SAD的发生率随诊断标准的不同而不同，西方 

国家儿童 SAD发生率 0．6％ ～3．5％ J，我国尚未有大规模 

的流行病学资料。SAD分为广泛性与非广泛性两种亚型， 

SAD(尤其是广泛性亚型)在青少年儿童是第二种最常见的 

焦虑障碍，仅次于特定恐怖症 J。有 SAD的个体学业成绩 

受到影响，心理行为问题增加，同时生活质量降低，社会功能 

受损。青少年儿童时期是人生极为关键的时期，而对此期 

SAD成因的研究，无疑会为青少年儿童SAD的早期干预提供方 

向。本文就国内外青少年儿童SAD的成因研究作一综述。 

1 社会人口学特征 

1．1 性别 西方的研究 认为，女性持续地作为焦虑发生、 

发展的一个危险因素，与男性相比有较高 SAD发生。女性 

由于社会期望(如传统认为女性应当害羞)与男性不同，更易 

形成 SAD。然而，我国对儿童焦虑症的研究 认为，男女之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受教育程度和职业 受教育程度与 SAD的相关性已经 

得到大量流行病学研究的证实。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与受 

教育程度高的个体相比，更容易罹患焦虑症。比如未接受大 

学教育的个体，其SAD害怕的程度明显增大 。社交焦虑 

患者父母的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父母的职业多为农 

民和工人⋯。然而城市儿童社交焦虑水平与父母文化程度 

存在显著负相关，而农村儿童的社交焦虑水平与父母文化程 

度的相关不显著 J。目前，对于低教育水平是焦虑症导致的 

结果，还是焦虑症的危险因素亦或相关因素还不十分清楚。 

1．3 经济状况 低的家庭收入或处于社会底层与 SAD发生 

相关密切 -9]，肖融等 对成都市大中学生 SAD患病率及 

发病影响因素分析的调查，同样也证实家庭经济不佳的个体 

更易形成 SAD。 

1．4 城乡差别 德国对精神疾病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 表 

明，几乎所有精神疾病类障碍(包括 SAD)12个月流行病学 

患病率与城市化程度呈正相关趋势，这可能与环境压力过大 

有关。我国针对城乡社交焦虑的调查 ，也认为社交焦虑存在 

明显的城乡差异，但结论不一致。刘勇 调查认为农村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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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社交焦虑水平显著高于城市。而另一项对农村中学 

生的调查 表 明，农村 中学生的社交焦虑 问题 并不 凸显 ，社 

交焦虑水平并没有达到常模水平，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其中地域差异可能是一重要因素，有待研究。 

另外，不少研究者针对我国农村社会的“留守儿童”社交 

焦虑状况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对农村地区社交焦虑现状流 

行病学的调查 。̈。 表明，“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发生率高 

于“非留守儿童”的发生率。这可能与性别、年龄、学习困难 

程度、健康状况等多种因素有关，且与其 自尊水平相关密切， 

而与在外打工的父母经常联系可能缓解其社交焦虑。 

2 环境因素 

2．1 父母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 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在西方 

国家研究得较多的一种环境因素，也是被认为与 SAD的发 

展紧密相关的因素。父母的教养特点如过度控制、家庭温暖 

欠缺、拒绝及过度保护都与 SAD的成因相关 。这些教 

养行为通过一定的机制起作用促进焦虑的形成。比如父母 

的过度控制使得子女独立探索和学习新技能的能力受到限 

制；而父母的拒绝促使不安全依恋关系的发生，这些教养行 

为引发心理问题的产生，如 SAD。对父母亲精神病理学及教 

养方式的相互作用分析 表明，父母亲存在精神类疾病与 

其教养方式共同作用增加子女患 SAD的风险。 

与父母教养方式紧密相关的是儿童成长的家庭环境。 

有研究 认为在不同类型的家庭环境下，小学生个性因子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小学生的社交焦虑与其个性密切相 

关 ，而个性发展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2．2 负性生活事件 国外的一些研究已经把 目光投向在胎 

儿及新生儿时期的危险环境因素作为后期焦虑症及其他精 

神机能障碍的病因之一。一项前瞻性的研究 表明，围生 

期及儿童早期母亲的紧张性生活刺激 ，能显著地预测儿童青 

春期的焦虑障碍，这些紧张性生活事件包括母亲产前压力过 

大、经济困难、离婚、儿童疾病等。另一项前瞻性研究⋯ 同 

样也证实，在婴儿出生后父亲的抑郁症状同样也会影响到儿 

童时期的精神障碍。 

儿童时期的情感虐待、性虐待是导致成年患 SAD的重 

要因素” 。另外 ，儿童中期同伴侵害中的关系侵害与身体 

侵害与社交焦虑的发生显著正相关，身体侵害与社交焦虑的 

关系表现出性别差异，即身体侵害能预测女生的社交焦虑， 

而对男生的社交焦虑不存在预测作用 。 

2．3 文化和社会因素 SAD的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 

家之间也存在着差异。Vorcaro等 。“对巴西一社区调查结果 

表明，SAD的患病率高于或相似于发达国家的患病率，并且 

与较差的卫生状况相关。而且具有不同社会准则的国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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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焦虑流行病率也不相同 E21 J。 

3 心理 因素 

3．1 自尊、应对方式 孙配贞等 研究初一学生内隐、外 

显自尊与社交焦虑的关系，结果表明，内隐 自尊与外显 自尊 

的分离程度对社交焦虑有重要影响，外显 自尊对社交焦虑有 

缓冲作用 ，初一新生的外显自尊对社交焦虑有重要影响。尽 

管内隐自尊本身并不直接导致社交焦虑 ，但当个体的内隐自 

尊高于外显 自尊水平时，就可能会出现社交焦虑。 

社交焦虑患者的应对方式也有其 自身特点。陈霞等 叫 

认为，农村中学高、中、低不同水平社交焦虑的学生在解决问 

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应对方式因子和心理健康上存在 

显著差异，社交焦虑不仅对心理健康有着直接预测效应，而 

且还通过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有着问接预测效应。对于农村 

与城市社交焦虑儿童应对方式的差别目前尚缺乏研究资料。 

3．2 负性认知 SAD作为一种持续的精神紊乱症状 ，其原 

因之一可能是紊乱的个体加工社交信息的过程中出现的偏 

差，得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潜在性地引导我们对 SAD 

的患者实施心理干预。据研究 ，社交焦虑的儿童对社交 

情境的负性评价比没有社交焦虑的对照组儿童更普遍。 

4 生物学因素 

两个主要的研究途径已经被用来研究社交焦虑的遗传 

性：家族研究和双胞胎研究。父母亲患有 SAD增加其后代 

患有 SAD的危险 14j。在焦虑障碍家族遗传性的研究 中，双 

胞胎的研究能够将基因因素从共享与非共享的环境因素作 

用中独立出来。近年来随着脑成像技术的不断发展，大脑功 

能区与焦虑的关系得到证实。对评定为不受欢迎的社交行 

为，通过心理生理交叉分析 表明，焦虑障碍的青少年与无 

焦虑障碍的青少年相比，大脑杏仁区及腹外侧前额皮质功能 

活跃，这被认为与焦虑障碍存在正相关。 

5 对 SAD成 因研究的展望 

由于 SAD的危害越来越被人们意识到，其病因研究对 

预防和治疗都十分重要。目前，SAD的研究多属于经验性及 

调查性，缺乏实验性研究证据。各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入。目 

前还没有一篇能够全面解释 SAD病因的论文，这可能与 

SAD的发生综合了多种 因素，发生、发展都极为复杂有关。 

试图从生物学 、心理学和社会经济学一个整体的高角度，构 

建环境、遗传及心理因素交互作用的模式 ，可以更好地解释 

SAD的发生、发展。SAD是多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各 

个环境影响因素之间如何共同起作用，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 

怎样通过心理因素起协调作用，这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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