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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贵州省中学生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对中学生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采

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贵州省 ３ 个地区的初中和高中学生 ５ ０９２ 名ꎬ采用自制问卷和中学生抑郁量表进行横断

面调查ꎬ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进行因子分析和 ＡＭＯＳ ２１.０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ꎮ 结果　 贵州省中学生抑郁情绪总均分为(２.００±
０.７７)分ꎬ其中一般抑郁情绪、与学业有关的抑郁情绪、与人际关系有关的抑郁情绪 ３ 个维度得分分别为(１.９１±０.７７) (２.２７
±０.９０)(１.８６±０.９２)分ꎬ２ ２３２ 名(４３.８３％)有抑郁情绪ꎮ 是否住校、不同宗教信仰、学校所在地、年级、地区及有无学校生命

教育、威胁生命事件、生死经历的中学生抑郁情绪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抑郁情绪与社会欺辱、生死经历

均为负相关ꎬ总效应分别为 ０.３４ꎬ０.２０ꎮ 亲密的家庭氛围和学校生命教育与对抑郁情绪呈正相关ꎬ影响作用大小分别为０.３０
和 ０.１６ꎮ 结论　 贵州省中学生抑郁情绪的总体水平较高ꎬ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中社会欺辱的作用较大ꎮ 应加强中学生的

社会保护ꎬ学校需注重生命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ꎬ父母应重视家庭氛围的亲密性ꎬ多与孩子进行心理层面的交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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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情绪是中学生最容易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ꎬ
会影响学生的生理健康、学业成就及社会交往[１－２] ꎬ严
重的可导致抑郁症的产生甚至自杀行为[３] ꎮ 贵州省

的社会文化背景较为特殊ꎬ对省内中学生进行心理健

康教育需要因地制宜ꎬ有必要了解该人群的抑郁情绪

及影响因素ꎮ 本课题组于 ２０１６ 年 ９—１２ 月对贵州省

的 ５ ０９２ 名在校中学生进行调查ꎬ应用探索性因子分

析在中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中提取公因子ꎬ再用

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各因子间的相互关系[４] ꎬ为相关部

门对中学生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提供参考依据ꎬ促进中

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经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查批准后ꎬ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法ꎬ根据经济状

况选取了贵州省的贵阳市、凯里市及毕节市ꎻ每个市

分别从农村和城市各随机抽 ２ 所中学(初、高中各 １
所)ꎻ抽出的学校中每个年级随机抽 ２ 个班ꎬ班上全体

在校生为调查对象ꎮ 共调查 ５ ０９２ 名ꎬ其中男生２ ４４１
名(４７.９４％)ꎬ女生 ２ ６５１ 名(５２.０６％)ꎻ汉族学生 ３ ０７７
名(６０.４３％)ꎬ少数民族学生 ２ ０１５ 名(３９.５７％)ꎻ初中

生 ２ ４７９ 名(４８.６８％)ꎬ高中生 ２ ６１３ 名(５１.３２％)ꎻ有
宗教信仰学生 ２５７ 名(５.０５％)ꎬ无宗教信仰学生 ４ ８３５
名(９４. ９５％)ꎻ住校生 ２ ５４９ 名( ５０. ０６％)ꎬ非住校生

２ ５４３名(４９.９４％)ꎻ独生子女 ５５５ 名(１０.９０％)ꎬ非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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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 ４ ５３７ 名 ( ８９. １０％)ꎻ 贵 阳 市 学 生 １ ７７９ 名

(３４.９４％)ꎬ凯里市学生 １ ６０５ 名(３１.５２％)ꎬ毕节市学

生 １ ７０８ 名(３３.５４％)ꎮ 年龄 １１ ~ ２３ 岁ꎬ平均(１６.４５±
１.９９)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１)自编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一般

社会特征、家庭氛围、家庭安全教育、父母文化水平及

婚姻状况、生活行为、学习状况、学校生命教育、生死

经历、社会欺辱等ꎮ ( ２) 中学生抑郁量表:由王极盛

等[５]编制ꎬ用于评估中学生是否有抑郁情绪及程度ꎬ
共 ２０ 项ꎬ包括一般抑郁情绪、与学业有关的抑郁情绪

及与人际关系有关的抑郁情绪 ３ 个维度ꎮ 运用 ５ 级评

分法ꎬ小于 ２ 分表示无抑郁情绪ꎬ２ ~ ２.９９ 分表示轻度ꎬ
３ ~ ３.９９ 分表示中度ꎬ４ ~ ４.９９ 分表示较严重程度ꎬ５ 分

表示非常严重ꎮ 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系数为 ０.９５[５] ꎮ
１.２.２　 调查方法　 经学校老师和学生知情同意后ꎬ经
培训合格的调查员以班级为单位组织问卷调查ꎬ由学

生自行填写ꎮ
１.２.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ꎬ数据

双人录入后进行逻辑核查ꎬ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进行因子

分析ꎬＡＭＯＳ ２１.０ 进行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

模型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学生抑郁情绪现状　 学生抑郁情绪总均分为

(２.００±０.７７)分ꎬ其中一般抑郁情绪、与学业有关的抑

郁情绪、与人际关系有关的抑郁情绪 ３ 个维度得分分

别为(１.９１±０.７７) (２.２７±０.９０) (１.８６±０.９２)分ꎬ２ ２３２
名(４３.８３％)有抑郁情绪ꎮ 是否住校、不同宗教信仰、
学校所在地、年级、生活地区及有无学校生命教育、生
死经历、威胁生命事件的中学生抑郁情绪得分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而民族、性别及是否为

独生子女的抑郁情绪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探索性因子分析　 对中学生个人、家庭、学校和

社会 ４ 个方面的因素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ꎬＫＭＯ 值分

别为 ０.５９ꎬ０.７７ꎬ０.６６ 和 ０.８４ꎬ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显著性

概率值均<０.０１ꎬ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４] ꎮ 个人方面

提取 ２ 个公因子ꎬ为心理压力和生活行为ꎻ家庭方面提

取 ４ 个公因子ꎬ分别为家庭安全教育、家庭氛围、父母

文化水平和父母从业状况ꎻ学校方面提取 ２ 个公因

子ꎬ分别为学习状况和生命教育ꎻ 社会方面提取 ２ 个

公因子ꎬ分别为生死经历和社会欺辱ꎮ
２.３　 结构方程模型　 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的公因

子作为潜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６] ꎬ删除初始模型中

路径系数无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生活行为、学习状况、
家庭安全教育、父母文化水平及从业状况等)ꎮ 通过

初始模型的设定、识别与删除无效路径及变量ꎬ采用

极大似然法对模型多次修正[６] ꎬ直到模型较好地拟合

数据ꎬ 得到最佳模型ꎮ 见图 １ꎮ 模型的各变量赋

值———社会欺辱(被恶意取笑ꎬ被索要财物ꎬ被故意排

斥在集体活动外ꎬ被威胁、恐吓ꎬ被打、踢、推、挤或关

在屋里ꎬ有人对我开色情玩笑或做色情动作):１ ＝ 从

未ꎬ２ ＝ 偶尔ꎬ３ ＝ 经常ꎻ生死经历(过去 １ 年您的家人、
同学或朋友是否经历过危及生命的健康问题ꎬ过去 １
年您的家人、同学或朋友是否经历过危及生命的健康

问题):１ ＝是ꎬ２ ＝否ꎻ您所在的学校是否开展过有关生

命的教育:１ ＝ 是ꎬ２ ＝ 否ꎻ您所在的学校对生命教育的

重视度:１ ＝非常重视ꎬ２ ＝重视ꎬ３ ＝一般ꎬ４ ＝不重视ꎬ５ ＝
非常不重视ꎻ您与父母的关系:１ ＝ 都亲密ꎬ２ ＝ 与父亲

较亲密ꎬ３ ＝与母亲较亲密ꎬ４ ＝ 都不太亲密ꎬ５ ＝ 都不亲

密ꎻ您与父母的交流:１ ＝无话不说ꎬ２ ＝很多交流ꎬ３ ＝一

般ꎬ４ ＝少交流ꎬ５ ＝从不交流ꎮ 经过修正后的模型拟合

指标符合相应的标准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学生抑郁情绪得分比较(ｘ±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死亡焦虑 Ｚ / Ｆ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２ ４４１ ２.０２±０.８１ １.９１ ０.０６

女 ２ ６５１ １.９８±０.７２
民族 汉族 ３ ０７７ １.９８±０.７６ －１.７４ ０.０８

少数民族 ２ ０１５ ２.０２±０.７７
是否住校 是 ２ ５４９ ２.０７±０.７７ ７.０７ <０.０１

否 ２ ５４３ １.９２±０.７５
宗教信仰 有 ２５７ ２.１４±０.８５ ２.７５ ０.０１

无 ４ ８３５ １.９９±０.７６
独生子女 是 ５５５ １.９５±０.８２ －１.６３ ０.１０

否 ４ ５３７ ２.００±０.７６
学校所在地 城市 ２ ６６４ １.９６±０.７８ －３.９５ <０.０１

农村 ２ ４２８ ２.０４±０.７６
年级 初中 ２ ４７９ １.８９±０.７５ －９.３３ <０.０１

高中 ２ ６１３ ２.０９±０.７７
学校生命教育 有 ４ ２０７ １.９８±０.７５ －２.８７ ０.００

无 ８８５ ２.０７±０.８２
威胁生命事件 有 １５９ ２.３８±０.９２ ５.３７ <０.０１

无 ４ ９３３ １.９８±０.７６
生死经历 有 ７１７ ２.０９±０.８３ ３.３４ ０.００

无 ４ ３７５ １.９８±０.７５
地区 贵阳市 １ ７７９ １.９６±０.７５ ４.００ ０.０２

凯里市 １ ６０５ ２.０３±０.７８
毕节市 １ ７０８ ２.００±０.７６

图 １　 中学生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表 ２　 修正后的模型整体拟合指数

参数　 　
规范适

配指数

相对拟

合指数

增值适

配指数

非规准

适配指标

比较适

配指数

渐进残差均

方和平方根
参考标准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０５
模型结果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９７ ０.９６ ０.９７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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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结果显示ꎬ抑郁情绪与社会欺辱呈负相关ꎬ
产生直接效应大小为 ０.３０ꎬ同时通过影响家庭氛围对

抑郁情绪产生间接效应ꎬ大小为 ０.０４ꎬ总效应为 ０.３４ꎻ
家庭氛围对抑郁情绪产生直接效应大小为 ０.３０ꎬ亲密

的家庭氛围抑郁情绪呈正相关ꎻ生死经历对抑郁情绪

产生直接效应大小为 ０.１５ꎬ还可通过家庭氛围对抑郁

情绪产生间接效应ꎬ大小为 ０.０５ꎬ总效应为 ０.２０ꎬ为负

相关ꎻ学校生命教育可对抑郁情绪产生直接效应ꎬ作
用大小为 ０.１１ꎬ也可通过影响家庭氛围而作用于抑郁

情绪ꎬ间接效应为 ０.０５ꎬ总效应为 ０.１６ꎬ与抑郁情绪呈

正相关ꎬ各潜变量的标准化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近年来ꎬ关于中学生抑郁情绪的调查研究较多ꎬ

但由于调查工具和调查区域不同结果也有一定差别ꎮ
有研究指出ꎬ全国中学生抑郁检出率为 ２０％ ~ ４０％[７] ꎮ
本次研究中ꎬ 贵州省中学生的抑郁情绪检出率为

４３.８３％ꎬ高于全国情况ꎬ且抑郁情绪总平均得分也高

于其他研究[１ꎬ８－１０] ꎮ 提示贵州省地区中学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不容乐观ꎬ应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预防与干

预ꎮ 贵州省中学生高抑郁焦虑检出率ꎬ一方面是中学

生的身心发育变化易引起情绪波动ꎬ更易发生抑郁等

情绪ꎻ另一方面是贵州省为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ꎬ经
济状况较为落后、教育水平跟不上等ꎬ导致学校及家

庭在识别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干预手段显得过

于单一ꎮ
本研究显示ꎬ住校生的抑郁情绪得分高于非住校

生ꎬ可能与住校生更缺乏社会支持及家庭父母的支持

有关ꎬ与段修云等[８] 研究一致ꎮ 农村中学生抑郁情绪

得分高于城市中学生ꎬ可能与家庭的经济状况及父母

文化水平的差异有关ꎮ 高中生的抑郁情绪得分水平

高于初中生ꎬ与国内外研究一致[９－１１] ꎬ原因可能在于

高中生随着年龄的增长ꎬ承当的学习压力更大ꎬ更易

出现抑郁等负性情绪ꎮ 学校开展有生命教育的中学

生抑郁情绪得分低于未开展生命教育的中学生ꎬ说明

可能是生命教育能让中学生更清晰地认识生命ꎬ认识

自己ꎬ从而降低抑郁情绪ꎮ 有威胁生命事件、生死经

历的中学生抑郁情绪得分均高于没有经历的中学生ꎬ
说明威胁生命的负性事件及生死经历均会增加中学

生抑郁情绪ꎬ应重视有该类经历的中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况ꎮ
结构方程模型显示ꎬ社会欺辱对抑郁情绪影响作

用最大ꎬ可产生直接效应ꎬ同时也能通过影响家庭氛

围对其产生间接效应ꎬ与抑郁情绪呈负相关ꎮ 现今中

学生打架斗殴等欺辱事件频发[１２] ꎬ应给予中学生更多

的保护ꎬ预防恶性事件出现ꎮ 生死经历对抑郁情绪产

生直接效应ꎬ还可通过家庭氛围对抑郁情绪产生间接

效应ꎬ也呈负相关ꎬ因此ꎬ应及时对发生社会欺辱事件

及生死经历后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ꎬ避免抑郁情绪的

加重ꎮ 家庭氛围和学校生命教育对中学生抑郁情绪

产生直接作用ꎬ亲密的家庭氛围及有学校生命教育与

抑郁情绪呈正相关ꎬ学校生命教育也可通过影响家庭

氛围而间接作用于抑郁情绪ꎮ 从本研究也可看出ꎬ家
庭氛围在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中的作用较为突出ꎬ不
仅能直接作用与抑郁情绪ꎬ还起到主要的中介作用ꎮ
家庭氛围在家庭教育中有着重要作用ꎬ在不同的家庭

氛围环境中生活会使中学生形成不同的心理状况和

生活习惯ꎬ不亲密的氛围可能会让中学生被孤立ꎬ并
持续在该种氛围影响下不断增强感受ꎬ从而导致性格

较为内向ꎬ不利于健康生长[１３] ꎮ 而亲密活跃的氛围能

够使中学生理解情感的重要性ꎬ变的乐观开朗[１３] ꎮ 提

示尽可能增加家庭氛围的亲密性ꎬ以降低中学生抑郁

情绪水平ꎮ 因此ꎬ对中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手段不能

单一ꎬ应从社会、学校及家庭等方面进行综合防治ꎬ全
面促进中学生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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