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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朝鲜族儿童青少年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状况及其与社会支持和负性情绪的关系ꎬ为朝鲜族儿童青少年

身心健康发展提供帮助ꎮ 方法　 ２０１８ 年 ４—６ 月采用随机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吉林省吉林市、延边市选取 ４ ０２４ 名朝

鲜族儿童青少年进行生命质量、社会支持和负性情绪的调查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了解之间的关联ꎮ 结果　 朝鲜

族儿童青少年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平均得分为(８１.０１±１２.６４)分ꎬ其中学校功能、情感功能、社会功能、生理功能平均得分分

别为(８０.１６±１５.３６)(７３.０７±１９.８５)(８８.５２±１４.０３)(８２.６５±１４.１７)分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ꎬ朝鲜族中小学生的负性情绪

与生命质量有负向关联(β＝ －０.２４ꎬＰ<０.０１)ꎬ社会支持与生命关联质量有正向关联(β ＝ ０.１７ꎬＰ<０.０１)ꎬ负性情绪和社会支

持的交互作用与朝鲜族中小学生的生命质量有负向关联(β ＝ －０.１９ꎬＰ<０.０１)ꎮ 结论　 朝鲜族儿童青少年健康相关生命质

量尚可ꎬ社会支持对负性情绪起到缓解作用ꎬ可降低负性情绪对生存质量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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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相关生命质量是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心理、生
理、情感、社会方面的综合状况[１－３] ꎮ 在近年的流行病

学研究中ꎬ更多的研究者合用该指标了解测试者的生

命质量状况ꎬ以便为制定健康的指导政策和干预措施

提供帮助[４－６] ꎮ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ꎬ人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ꎬ针对该指标的研究不断增多ꎬ也已从临

床研究扩展到正常群体研究中ꎬ并且主要集中于对普

通群体的测试调查[７] ꎮ 以往研究证实ꎬ负性情绪如抑

郁、焦虑等对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起负作用[８－９] ꎬ而社会

支持对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起到积极作用[１０－１２] ꎮ 本研

究以朝鲜族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ꎬ了解健康相关生命

质量状况及其与抑郁、焦虑等负向情绪和社会支持的

关联ꎬ为朝鲜族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提供帮助ꎬ报道

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随机分层整群抽样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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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吉林省的吉林市、延边市各选取 ３ 所中小学ꎬ以小

学四至六年级、初中一至三年级作为调查对象ꎬ每个

年级各随机抽取 ４ 个教学班级ꎬ共调查 １４４ 个教学班

级的 ４ ２７９ 名朝鲜族中小学生ꎬ调查后收回有效问卷

４ ０２４份ꎬ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９４.０４％ꎬ其中男生 ２ １１４
名ꎬ女生 １ ９１０ 名ꎮ 调查前得到学生和家长的知情同

意并签订知情同意书ꎮ 调查得到吉林司法警官职业

学院伦理学委员会的审批(Ｒ２０１８００１７)ꎮ
１.２ 　 方法 　 (１) 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调查ꎮ 采用 Ｌｉｎ
等[１３]修订的中文版量表进行调查ꎬ量表共由 ２３ 个条

目 ４ 个维度组成ꎮ 每个条目选择“没问题”到“总是有

问题”分别记 １ ~ ５ 分ꎬ得分为每个条目的得分之和ꎬ得
分越高表明测试者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越好ꎮ 该量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１ꎮ (２)抑郁－焦虑－压力量表

中文版ꎮ 由 Ｌｏｉｖｄｂａｎｄ 等研究编制ꎬ并经过我国学者

的修订[１４] ꎮ 量表共由 ２１ 个条目 ３ 个维度组成ꎬ每个

条目由“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 ０ ~ ３ 分ꎬ
主要测试被试过去 ７ ｄ 的负性情绪ꎬ得分越高负性情

绪越严重ꎮ 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５ꎮ (３)领悟

社会支持量表[１５] ꎮ 由 １２ 个条目 ３ 个维度组成ꎬ采用

“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记 １ ~ ７ 分ꎬ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５ꎮ (４)基本信息调查ꎮ 包括人

口学信息、家庭情况、父母关系、家庭收入、父母学历

等ꎮ 调查由培训合格的调查人员进行ꎬ调查前向调查

者说明要求ꎬ问卷当场发放ꎬ当场收回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进行数据录

入ꎬ朝鲜族儿童青少年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组间比较采

用 ｔ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ꎬ健康相关生命质量与负性

情绪和社会支持的关联采用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朝鲜族儿童青少年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状况　 结

果显示ꎬ 朝鲜族儿童青少年生命质量平均得分为

(８１ ０１±１２ ６４)分ꎬ其中学校功能、情感功能、社会功

能、生理功能平均得分为 ( ８０ １６ ± １５ ３６) ( ７３ ０７ ±
１９ ８５)(８８ ５２±１４ ０３) (８２ ６５±１４ １７)分ꎮ 男生生命

质量得分高于女生ꎬ小学生生命质量得分高于初中

生ꎻ在家庭收入、父亲学历、母亲学历、父母关系方面ꎬ
不同组别学生生命质量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朝鲜族不同人口学特征儿童青少年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得分比较(ｘ±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ｏｆ Ｋｏｒｅ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ｘ±ｓ)
人口学指标 选项 人数 统计值 学校功能 情感功能 社会功能 生理功能 生命质量
性别 男 ２ １１４ ８０.１１±１５.４２ ７４.１２±１９.５６ ８８.２６±１４.５６ ８３.７５±１３.９５ ８１.８６±１２.４５

女 １ ９１０ ８０.２１±１５.１１ ７２.０１±２０.３２ ８８.９９±１３.８５ ８１.３５±１４.５２ ８０.１６±１２.８５
ｔ 值 －０.２１ ３.３６ －１.６３ ５.３５ ４.２６
Ｐ 值 ０.８４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１

学段 小学 ２ ２５１ ８３.２５±１３.５１ ７７.６２±１８.５２ ９１.２５±１３.１２ ８４.８６±１３.０９ ８４.１２±１１.５６
初中 １ ７７３ ７５.１６±１６.３２ ６７.５３±２１.２５ ８６.４２±１５.１１ ８０.１２±１５.１２ ７７.６２±１２.２６

ｔ 值 １７.２０ １６.０７ １０.８４ １０.６５ １７.２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家庭月收入 / 元 ≥１５ ０００ ４０１ ８１.７５±１３.４２ ７４.３５±２２.２５ ８９.９５±１３.７５ ８４.０２±１４.６２ ８２.６２±１２.７９
１０ ０００ ~ １４ ９９９ ６２０ ８１.６２±１５.２２ ７４.６２±２０.１２ ８９.６２±１４.５２ ８３.８６±１４.０２ ８２.５３±１２.６２
５ ０００ ~ ９ ９９９ １ ５４０ ８０.７４±１４.９１ ７３.９２±１９.６２ ８９.７５±１２.８６ ８３.２６±１３.９２ ８２.１２±１２.１１
２ ０００ ~ ４ ９９９ １ ２８３ ７９.１２±１５.２５ ７２.１６±１９.８２ ８６.２５±１４.９９ ８１.０６±１４.２２ ８０.２６±１２.７５
<２ ０００ １８０ ７７.２５±１５.９７ ７０.６２±２１.１２ ８４.６２±１７.５１ ８０.２５±１６.３５ ７９.１２±１５.２５

Ｆ 值 １１.２４ ５.４６ １５.１２ ８.９５ １４.１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父亲学历 小学 ２５２ ７５.４２±１７.４１ ７０.２５±２０.１２ ８５.４５±１５.０１ ８０.５２±１４.２６ ７８.３６±１２.９５
初中 １ ２０７ ７６.９５±１５.４２ ７１.２９±１９.５２ ８７.１２±１５.０３ ８０.４９±１４.３５ ７９.２５±１２.６２
高中 １ ２６７ ８１.１２±１４.９１ ７３.５６±２０.３５ ８８.６９±１３.８５ ８３.０２±１４.０２ ８１.６２±１２.４５
大学 １ ２９８ ８７.１２±１４.３２ ７５.２２±２０.１２ ９１.２５±１２.９９ ８４.８６±１３.８２ ８３.５６±１２.２５

Ｆ 值 ６４.２５ １５.１２ ２６.１２ ２８.２５ ４５.１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母亲学历 小学 ４５９ ７６.１２±１６.１１ ７０.１１±２０.１１ ８５.６４±１５.３６ ８０.３２±１３.９２ ７８.２６±１２.６２
初中 １ ２００ ７７.８２±１５.４２ ７１.３５±２０.２５ ８８.５６±１４.０２ ８０.８２±１４.２５ ８０.１６±１２.４５
高中 １ ２４７ ８１.２５±１４.８２ ７４.３５±１９.４５ ８９.１２±１４.３２ ８３.１６±１４.３５ ８２.１５±１２.５１
大学 １ １１８ ８４.１６±１４.４２ ７５.４２±１９.８５ ９０.６８±１２.６２ ８４.８９±１３.２５ ８４.９４±１２.９５

Ｆ 值 ６１.２５ １９.８５ ２８.１６ ３０.２５ ４９.１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父母关系 亲密 ７２６ ８５.１２±１４.０１ ８０.１６±１９.５２ ９１.３５±１３.１２ ８６.７１±１３.４２ ８５.６２±１２.６５
和谐 １ ８８４ ８１.４２±１４.４１ ７４.８２±１８.９２ ９０.３５±１２.２５ ８３.７９±１３.４２ ８２.８４±１１.６２
良好 ４２２ ７８.２５±１５.６１ ７２.２６±１８.８９ ８７.１２±１６.１１ ８１.２４±１３.８９ ８０.１６±１１.８６
稳定 ５０８ ７６.４２±１５.０６ ６９.２５±１９.５５ ８５.４５±１５.７２ ８０.０１±１４.８５ ７８.２５±１２.８２
不良 １３６ ７７.２５±１５.１６ ６２.５２±１９.３５ ８３.５６±１５.６２ ７７.６２±１５.２２ ７５.５６±１３.８６
争执 ２１６ ７４.３５±１７.１１ ６４.５６±２１.２６ ８３.２２±１６.５５ ７７.０２±１４.６２ ７５.１２±１３.８２
冲突 ９５ ７２.６１±１８.１３ ６４.９８±２１.０６ ８２.５１±１７.５２ ７８.０３±１５.８２ ７４.８２±１４.２５
暴力 ３７ ６９.１２±１６.４２ ５２.８９±２２.５２ ７８.１２±１６.９９ ７１.７５±１５.８２ ６９.１３±１３.８５

Ｆ 值 ３４.５６ ４１.２５ ３０.２５ ３４.２５ ５５.２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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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朝鲜族儿童青少年健康相关生命质量与负性情

绪和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朝鲜族儿童青少年负性

情绪、焦虑、压力、抑郁与社会支持、重要支持、家人支

持、朋友支持、生命质量及各维度均呈负相关ꎻ社会支

持、重要支持、家人支持、朋友支持与生命质量及各维

度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朝鲜族儿童青少年健康相关生命质量与负性情绪和社会支持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４ ０２４)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Ｋｏｒｅ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ꎬ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ｒꎬｎ＝ ４ ０２４)
变量 学校功能 社会功能 情感功能 生理功能 生命质量 朋友支持 家人支持 重要支持 社会支持
负性情绪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４９ －０.３９ －０.５３ －０.２８ －０.３１ －０.２３ －０.３１
焦虑 －０.３７ －０.３６ －０.４８ －０.３６ －０.４９ －０.２５ －０.２７ －０.２１ －０.２７
压力 －０.３９ －０.３８ －０.４９ －０.３７ －０.５２ －０.２５ －０.２８ －０.２１ －０.２８
抑郁 －０.３６ －０.３７ －０.４２ －０.３３ －０.４６ －０.２９ －０.３４ －０.２５ －０.３２
社会支持 ０.２４ ０.２８ ０.２３ ０.２１ ０.２９ ０.９１ ０.８７ ０.９１
重要支持 ０.１９ ０.２６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２４ ０.７６ ０.６８
家人支持 ０.２２ ０.２３ ０.２４ ０.１９ ０.２８ ０.６６
朋友支持 ０.２２ ０.２８ ０.１８ ０.２１ ０.２６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朝鲜族儿童青少年负性情绪和社会支持对生命

质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生命质量得分为因变

量ꎬ以性别(１ ＝ 男生ꎬ２ ＝ 女生)、年级(１ ＝ 小学ꎬ２ ＝ 初

中)、家庭月收入(１ ＝ ≥１５ ０００ 元ꎬ２ ＝ １０ ０００ ~ １４ ９９９
元ꎬ３ ＝ ５ ０００ ~ ９ ９９９ 元ꎬ４ ＝ ２ ０００ ~ ４ ９９９ 元ꎬ５ ＝ <２ ０００
元)、父母关系(１ ＝亲密ꎬ２ ＝ 和谐ꎬ３ ＝ 良好ꎬ４ ＝ 稳定ꎬ５
＝不良ꎬ６ ＝争执ꎬ７ ＝ 冲突ꎬ８ ＝ 暴力)、父母学历(１ ＝ 小

学ꎬ２ ＝初中ꎬ３ ＝高中ꎬ４ ＝大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朝鲜族中小学生的负性情绪与生

命质量呈负向关联(β ＝ －０.２４ꎬＰ<０.０１)ꎬ社会支持与

生命质量具有正向关联(β ＝ ０.１７ꎬＰ<０.０１)ꎬ负性情绪

和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与朝鲜族中小学生的生命质

量呈负向关联(β ＝ －０.１９ꎬ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朝鲜族儿童青少年负性情绪社会支持对

生命质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４ ０２４)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Ｋｏｒｅ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ｎ＝ ４ ０２４)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Ｂ 值 ｔ 值
性别 －０.０５∗∗ ０.２８ －１.３７ －４.９８
学段 －０.１４∗∗ ０.２９ －３.２９ －１１.５２
家庭收入 －０.０４∗∗ ０.１５ －０.５９ －４.１４
父母关系 －０.１７∗∗ ０.２８ －０.９７ －３.６１
父亲学历 －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５８ ２.９３
母亲学历 ０.０４∗ ０.１９ ０.５１ ２.７３
负性情绪 －０.２４∗∗ ０.０６ －０.２８ －５.８９
社会支持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１６ １１.９１
负性情绪×社会支持 －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０１ －４.７２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朝鲜族中小学生生命质量平均

得分为(８１.０１±１２.６４)分ꎬ高于广州地区学生得分[１６] ꎬ
但低于太原市学生得分[１７] ꎬ表明朝鲜族中小学生生命

质量处于平均水平ꎮ 在不同维度方面ꎬ朝鲜族中小学

生情感功能和学校功能得分普遍较低ꎬ与杨蓓等[１８] 对

太原初中生的研究结论一致ꎬ符合中小学生发展的一

般规律ꎮ 该阶段学生面临较大的学业压力ꎬ家长的关

注度也较高ꎬ 因此在情感上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

重视ꎮ
本研究显示ꎬ小学生生命质量得分高于初中学

生ꎬ与有关研究结果一致[１９] ꎮ 小学生因年龄较小ꎬ受
到家人和教师的关注度较高ꎬ从而生命质量得分较

高ꎮ 在性别方面ꎬ朝鲜族中小学男生生理和情感维度

得分高于女生ꎬ而女生在社会功能方面得分与男生相

比较高ꎬ与杨蓓等[１８]研究结论较为一致ꎮ 多项研究证

实ꎬ男女生因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ꎬ男生的性

格更为外向和好动ꎬ参与体育活动较多ꎬ更易于不良

情绪的宣泄ꎻ而女生则更为内化ꎬ个人情感不善于表

达[２０－２２] 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父母学历越高和家庭收

入越高的学生生命质量相对越高ꎬ与多项研究结论一

致[２３－２４] ꎮ 可能因为父母学历越高对子女的教育越重

视ꎬ也更为重视教育的方式和方法ꎬ从而使子女得到

较好的生命质量感受ꎮ 同时ꎬ家庭收入较高的家庭往

往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也较高ꎬ从而体验到更好

的生活质量ꎮ 研究还显示ꎬ父母学历和家庭收入高本

身也可以带来父母生活质量的提高ꎬ从而影响到家庭

子女的生活质量[２５] ꎮ 本研究还显示ꎬ家庭父母关系越

和谐则子女的生命质量越高ꎬ与葛晓云等[２６] 研究结论

一致ꎮ 因为良好的家庭关系更利于子女与家长之间

的沟通和交流ꎬ从而有利于生命质量水平的促进和

提高ꎮ
本研究还显示ꎬ朝鲜族中小学生生命质量与焦

虑、抑郁和压力得分呈负向关联ꎬ与社会支持呈正相

关关系ꎬ与有关研究结论一致[２７] ꎮ 负性情绪较高的个

体常感受到负性事件带来的影响ꎬ有时还放大了负性

情绪的影响ꎬ从而影响生活质量的提高[２８－３０] ꎮ 本研究

还显示ꎬ负性情绪与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与朝鲜族中

小学生的生命质量存在负向作用ꎬ表明社会支持能减

缓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对生命质量的影响ꎬ但负性情

绪对生命质量的影响更为深刻ꎬ危害也更大ꎬ更应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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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重视和关注ꎮ 因此ꎬ可以通过建立较好的社会支持

以降低负性情绪对中小学生生命质量的负面影响ꎮ
综上所述ꎬ朝鲜族中小学生的生命质量处于平均

水平ꎬ但在部分维度方面较低ꎬ还有待进一步提高ꎬ社
会支持能缓解负性情绪对生命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ꎬ
有助于生命质量的提高ꎮ 鉴于社会支持对生命质量

的积极作用和效果ꎬ今后家庭和学校应给予朝鲜族中

小学生更多的支持和引导ꎬ为其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学

习环境ꎬ以有效提高生命质量ꎬ保障身心健康发展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胡馨.兰考县中学生生命质量和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现状及相关分

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８ꎬ３９(７):１０９８－１１００.
ＨＵ Ｘ.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ａｎｋａｏ Ｃｏｕｎｔｙ[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８ꎬ３９(７):１０９８－１１００.

[２] 　 ＲＡＶＥＮＳＳＩＥＢＥＲＥＲ Ｕꎬ ＧＯＳＣＨ Ａꎬ ＲＡＪＭＩＬ Ｌꎬ ｅｔ ａｌ. ＫＩＤＳＣＲＥＥＮ
－５２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 . Ｅｘｐｅｒｔ
Ｒｅｖ Ｐｈａｒｍ Ｏｕｔꎬ ２００５ꎬ５(３):３５３－３６４.

[３] 　 何金波ꎬ 朱虹ꎬ 吴思瑶ꎬ 等.超重和肥胖青少年暴食行为与健康

相关生活质量研究[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 ２０１４ꎬ２２(４):６３５－
６３７.
ＨＥ Ｊ Ｂ ꎬ ＺＨＵ Ｈ ꎬ ＷＵ Ｓ Ｙꎬｅｔ ａｌ. Ｂｉｎｇｅ 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２(４):６３５－６３７.

[４] 　 ＳＥＩＤ Ｍꎬ ＶＡＲＮＩ Ｊ Ｗꎬ ＳＥＧＡＬＬ Ｄꎬ ｅｔ 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ａｓ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ｃｏｓｔｓ:ａ ｔｗｏ￣ｙｅａｒ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Ｑ Ｌｉｆｅ Ｏｕｔꎬ ２００４ꎬ２(１):４８.

[５] 　 ＤＲＯＴＡＲꎬ 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４.

[６] 　 罗鸣春. 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现状研究[Ｄ].重庆: 西南

大学ꎬ ２０１０.
ＬＵＯ Ｍ Ｃ.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ｅ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ｔｅｅｎａｇｅ[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０.

[７] 　 胡定来ꎬ 陈忠军ꎬ 宋鹏威.南宁市低保户家庭青少年生活质量状

况及影响因素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 ２０２０ꎬ４１(５):７２８－７３１.
ＨＵ Ｄ ＬꎬＣＨＥＮ Ｚ ＪꎬＳＯＮＧ Ｐ 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ａｎｎｉｎｇ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Ｊ]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１(５):７２８－７３１.

[８] 　 ＢＵＪＡＮＧ Ｍ Ａꎬ ＭＵＳＡ Ｒꎬ ＬＩＵ Ｗ Ｊꎬ ｅｔ ａｌ.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Ｊ] .Ａｓｉａｎ 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ꎬ ２０１５ꎬ１８(４):４９－５２.

[９] 　 ＬＵ Ｙꎬ ＪＩＡＮＧ Ｙꎬ ＧＵ Ｌꎬ ｅｔ ａｌ.Ｕｓｉｎｇ ｐａ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ａｎｘｉｅｔｙꎬ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ｌｉｆｅ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Ｑ Ｌｉｆｅ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９ꎬ２８(１０):２６９５－２７０４.

[１０] 王国民ꎬ 郑利锋ꎬ 周波ꎬ 等.社会支持与失独者抑郁、孤独感及生

活质量的关系分析[ Ｊ] .中华全科医学ꎬ ２０１９ꎬ１７( ４):６２２ － ６２４ꎬ
６４０.
ＷＡＮＧ Ｇ ＭꎬＺＨＥＮＧ Ｌ ＦꎬＺＨＯＵ Ｂꎬ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ꎬ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ｌｏｓ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ｎｌｙ ｃｈｉｌｄ[ Ｊ] .Ｃｈｉｎ Ｇｅｎ Ｐｒａｃｔ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７
(４):６２２－６２４ꎬ ６４０.

[１１] 毛会清ꎬ 李红玉.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生活质量与心理资本、社会

支持的相关性研究 [ Ｊ] . 现代预防医学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６ ( １０):１７８６ －
１７９０.
ＭＡＯ Ｈ Ｑꎬ ＬＩ Ｈ Ｙ.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ꎬ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 Ｊ] .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６(１０):１７８６－１７９０.

[１２] 何首杰ꎬ 高梦婷ꎬ 李十月ꎬ 等.体质指数与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关

联性[Ｊ] .中国公共卫生ꎬ ２０１９ꎬ３５(１２):１６５７－１６６０.
ＨＥ Ｓ Ｊꎬ ＧＡＯ Ｍ Ｔꎬ ＬＩ Ｓ Ｙꎬ ｅｔ 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
ｄｅｘ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ｕｌｔ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Ｃｈｉｎ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９ꎬ ３５(１２):１６５７－１６６０.

[１３] ＬＩＮ Ｃ Ｙꎬ ＬＵＨ ＷＭꎬ ＹＡＮＧ Ａ Ｌꎬ ｅｔ 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４. ０: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ｍ ｉ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 Ｊ] . Ｑ
Ｌｉｆｅ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２ꎬ２１(１):１７７－１８２.

[１４] 文艺ꎬ 吴大兴ꎬ 吕雪靖ꎬ 等.抑郁－焦虑－压力量表中文精简版信

度及效度评价[Ｊ] .中国公共卫生ꎬ ２０１２ꎬ２８(１１):１４３６－１４３８.
ＷＥＮ Ｙꎬ ＷＵ Ｄ Ｘꎬ ＬＹＵ Ｘ Ｊꎬ ｅｔ 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ｏｒ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Ｊ] . Ｃｈｉｎ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８(１１):１４３６－１４３８.

[１５] 汪向东ꎬ 王希林ꎬ 马弘ꎬ 等.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订版

[Ｍ].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ꎬ １９９９:１２７－１３３.
ＷＡＮＧ Ｘ Ｄꎬ ＷＡＮＧ Ｘ Ｌꎬ ＭＡ Ｈ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 ) [ 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 Ｊ Ｍ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１９９９:１２７－１３３.

[ １６] ＬＩＵ Ｗꎬ ＬＩＮ Ｒꎬ ＧＵＯ Ｃ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ｏｄｙ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９
(１):２１３.

[１７] 杨蓓ꎬ 姬成伟ꎬ 王宏ꎬ 等.太原市初一学生健康相关生存质量影

响因素研究[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 ２０１５ꎬ３６(１２):１８１１－１８１３.
ＹＡＮＧ Ｂꎬ ＪＩ Ｃ Ｗꎬ ＷＡＮＧ Ｈ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ｍｏｎｇ ｊｕｎｉ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 .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６(１２):１８１１－１８１３.

[１８] 杨蓓ꎬ 姬成伟ꎬ 余红梅.初一学生健康相关生存质量现状及其与

心理健康的相关性[Ｊ] .中国校医ꎬ ２０１６ꎬ３０(５):３２１－３２３ꎬ ３２５.
ＹＡＮＧ Ｂꎬ ＪＩ Ｃ Ｗꎬ ＹＵ Ｈ Ｍ.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ｕｎｉ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ｏｃｔｏｒ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０( ５):３２１－ ３２３ꎬ
３２５.

[１９] 林锦韬ꎬ 宫凤英ꎬ 李永春.引火汤加味对青少年自闭症行为及生

活质量的影响[Ｊ] .中华中医药学刊ꎬ ２０１９ꎬ３７(１１):２７４１－２７４３.
ＬＩＮ Ｊ Ｔꎬ ＧＯＮＧ Ｆ Ｙꎬ ＬＩ Ｙ 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ｊｉａｗｅｉ ｙｉｎｈｕｏ ｄｅｃｏｃ￣
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ａｕｔｉｓｍ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
Ｃｈｉｎ Ａｒｃｈ Ｔｒａｄｉｔ Ｃｈｉｎ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７(１１):２７４１－２７４３.

[２０] 耿梦龙ꎬ 陶芳标.儿童内外化行为共病现象及对未来发展的影响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 ２０１８ꎬ３９(４):６３７－６４０.
ＧＥＮＧ Ｍ Ｌꎬ ＴＡＯ Ｆ Ｂ. Ｃｏ￣ｍｏｒｂｉ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９(４):６３７－６４０.

[２１] 郭鑫ꎬ 杨敏ꎬ 朱冬琴.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照顾者生活质量与照顾

者负担的相关性[Ｊ]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ꎬ ２０１８ꎬ３２(４):３２９－３３４.
ＧＵＯ Ｘꎬ ＹＡＮＧ Ｍꎬ ＺＨＵ Ｄ 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 ｂｕｒｄｅｎ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 .Ｃｈｉｎ Ｊ Ｍ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２(４):３２９－３３４.

(下转第 ８２ 页)

６７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第 ４２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１



[７] 　 ＩＳＡＡＣ Ｍꎬ ＥＬＩＡＳ Ｂꎬ ＫＡＴＺ Ｌ Ｙꎬ ｅｔ ａｌ.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ｓ ａ ｐｒｅ￣
ｖ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ｉｃｉｄｅ: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Ｃａｎ Ｊ Ｐｓｙ￣
ｃｈｉａｔꎬ ２００９ꎬ ５４(４):２６０－２６８.

[８] 　 梁挺ꎬ张小远ꎬ徐雪花.大学生自杀“守门人”培训效果评价[ Ｊ] .中
国学校卫生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７(４):５３２－５３４.
ＬＩＡＮＧ ＴꎬＺＨＡＮＧ Ｘ ＹꎬＸＵ Ｘ Ｈ.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Ｊ]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６ꎬ３７
(４):５３２－５３４.

[９] 　 赵国香ꎬ荆春霞ꎬ王声湧ꎬ等.大学生“自杀守门员”短期培训后的

效果评价[Ｊ]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ꎬ２０１０ꎬ１４(１０):９８４－９８７.
ＺＨＡＯ Ｇ ＸꎬＪＩＮＧ Ｃ ＸꎬＷＡＮＧ Ｓ Ｙ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ｅｖꎬ２０１０ꎬ１４ ( １０):９８４ －
９８７.

[１０] ＨＩＧＧＩＮＳ Ｊ Ｐ Ｔꎬ ＳＡＶＯＶＩ Ｊꎬ ＰＡＧＥ Ｍ Ｊꎬ ｅｔ ａｌ.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Ｍ].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Ｋ):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Ｓｏｎｓꎬ２０１９.

[１１] ＫＬＩＮＧＭＡＮ Ａꎬ ＨＯＣＨＤＯＲＦ Ｚ.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 ｈａｒ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 . Ｊ
Ａｄｏｌｅｓｃꎬ１９９３ꎬ１６(２):１２１－１４０.

[１２] ＰＯＲＴＺＫＹ Ｇꎬ ＨＥＥＲＩＮＧＥＮ Ｋ Ｖ.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Ｊ] . Ｊ Ｃｈｉｌ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Ｐｓｙｃꎬ ２００６ꎬ ４７(９):９１０－９１８.

[１３] ＣＨＡＧＮＯＮ Ｆꎬ ＨＯＵＬＥ Ｊꎬ ＭＡＲＣＯＵＸ Ｉ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ｙｏｕｔｈ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Ｊ] .
Ｓｕｉｃ Ｌｉｆ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Ｂｅｈａｖꎬ ２００７ꎬ ３７(２):１３５－１４４.

[１４] ＷＹＭＡＮ Ｐ Ａꎬ ＢＲＯＷＮ Ｃ Ｈꎬ ＩＮＭＡＮ Ｊꎬ ｅｔ ａｌ.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ａ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１￣ｙｅａ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ａｆｆ[Ｊ] . Ｊ Ｃｏｎｓｕｌｔ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ꎬ ２００８ꎬ ７６(１):１０４－１１５.

[１５] ＷＹＭＡＮ Ｐ Ａꎬ ＢＲＯＷＮ Ｃ Ｈꎬ ＬＯＭＵＲＲＡＹ Ｍ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ｅｌｉｖ￣
ｅｒｅｄ ｂｙ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ｐｅｅ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ｓ [ Ｊ] . Ａｍ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００(９):１６５３－１６６１.

[１６] ＣＲＯＳＳ Ｗ Ｆꎬ ＳＥＡＢＵＲＮ Ｄꎬ ＧＩＢＢＳ Ｄꎬ ｅｔ ａｌ. Ｄｏ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ａｋ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ｒｅｈｅａｒｓａｌ ｏｎ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 ｓｋｉｌｌｓ[Ｊ] . Ｊ Ｐｒｉｍ Ｐｒｅｖ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２(３－４):１９５－
２１１.

[１７]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Ｊ Ｍꎬ ＯＳＴＥＥＮ Ｐ Ｊꎬ ＳＨＡＲＰＥ Ｔ Ｌ ꎬ ｅｔ ａｌ.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 . Ｒｅｓ
Ｓｏｃ Ｗｏｒｋ Ｐｒａｃ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２(３):２７０－２８１.

[１８]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 Ｄꎬ ＨＯＶＥＮ Ｃ Ｗꎬ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 Ｃꎬ ｅｔ 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ａｓｅｄ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ｔｈｅ ＳＥＹＬ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ꎬ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 . Ｌａｎｃｅｔ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８５(９９７７):１５３６－１５４４.

[１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ＱＰＲ. ＱＰＲ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ꎬ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ＥＢ / ＯＬ].[２００７－０５－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ｐ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ｏｍ / .

[２０] ＧＬＡＳＭＡＮ Ｌ Ｒꎬ ＡＬＢＡＲＲＡＣＩＮ Ｄ.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ｆｕ￣
ｔｕｒ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Ｂｕｌｌꎬ２００６ꎬ１３２(５):７７８－８２２.

[２１] ＡＲＴＨＵＲ Ｗꎬ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Ｗꎬ ＳＴＡＮＵＳＨ Ｐ Ｌ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ｋｉｌｌ ｄｅｃａｙ ａｎｄ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Ｈｕ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ꎬ１９９８ꎬ１１(１):５７－１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２７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０６　 本文编辑:汤建军


(上接第 ７６ 页)
[２２] 乔建敏ꎬ 张梅ꎬ 孙海玲ꎬ 等.矮小症儿童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分析

[Ｊ]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ꎬ ２０１７ꎬ３２(３):２２０－２２２.
ＱＩＡＯ Ｊ Ｍꎬ ＺＨＡＮＧ Ｍꎬ ＳＵＮ Ｈ Ｌꎬ ｅｔ 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ａｔｕｒｅ [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Ｐｒａｃｔ Ｐｅｄｉａｔｒ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２
(３):２２０－２２２.

[２３] 肖曜升ꎬ 马向阳ꎬ 杨进城ꎬ 等.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术后

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Ｊ] . 中国矫形外科杂志ꎬ ２０１６ꎬ ２４
(１５):１４０３－１４０８.
ＸＩＡＯ Ｙ Ｓꎬ ＭＡ Ｘ Ｙꎬ ＹＡＮＧ Ｊ Ｃ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ｐｏｓ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
[Ｊ] .Ｏｒｔｈｏｐ Ｊ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６ꎬ ２４(１５):１４０３－１４０８.

[２４] 谭磊.儿童青少年哮喘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及相关性分析[ Ｊ] .
广东医学ꎬ ２０１６ꎬ３７(１３):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ＴＡＮ 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ｓｔｈｍａ[Ｊ]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Ｍｅｄ Ｊꎬ２０１６ꎬ ３７
(１３):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２５] 彭淑娜ꎬ 王金道ꎬ 池旋ꎬ 等.梅州市初中生生活质量与社交焦虑

现状及其相关性研究[Ｊ] .医学与社会ꎬ ２０１８ꎬ３１(１):６６－６８.
ＰＥＮＧ Ｓ Ｎꎬ ＷＡＮＧ Ｊ Ｄꎬ ＣＨＩ Ｘ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ｏｆ ｊｕｎｉ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ｅｉ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Ｊ] . Ｍｅｄ Ｓｏｃꎬ２０１８ꎬ３１(１):６６－６８.

[２６] 葛晓云ꎬ 刘维韦ꎬ 娄海琴ꎬ 等.江苏南通市学龄前儿童生存质量

现状及其与家庭社会资本的相关性研究[ Ｊ] . 现代预防医学ꎬ
２０１８ꎬ４５(９):１５７８－１５８０ꎬ１６０７.
ＧＥ Ｘ Ｙꎬ ＬＩＵ Ｗ Ｗꎬ ＬＯＵ Ｈ Ｑ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Ｎａｎｔｏ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 [ Ｊ] .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５
(９):１５７８－１５８０ꎬ １６０７.

[２７] 程耀东. 青少年正畸患者人格特征对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影

响的研究[Ｄ].广州: 暨南大学ꎬ ２０１８.
ＣＨＥＮＧ Ｙ 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Ｏｒ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 ＯＨＲＱｏＬ )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ｄｏｎｔｉｃ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Ｄ].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Ｊ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８.

[２８] 李文幸. 超重 / 肥胖儿童青少年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Ｄ].杭
州: 杭州师范大学ꎬ ２０１９.
ＬＩ Ｗ Ｘ.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
ｏｂ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Ｄ].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９.

[２９] 孙晓倩. 银川地区 ５~ １８ 岁儿童及青少年遗尿症流行病学及其生

活质量状况调查[Ｄ].银川: 宁夏医科大学ꎬ ２０１８.
ＳＵＮ Ｘ Ｑ.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ｕｒｅｓｉｓ ｉｎ ５－１８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 Ｄ]. 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８.

[３０] 乔建敏. 矮小症儿童青少年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及疲乏状况分析

[Ｄ].济南: 山东大学ꎬ ２０１７.
ＱＩＡＯ Ｊ Ｍ.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ａｔｕｒｅ[ Ｄ]. Ｊｉｎａ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０４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２７　 本文编辑:王苗苗

２８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第 ４２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