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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上海市初中生抑郁情绪与生活事件之间的关系ꎬ为学校加强心理卫生工作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 Ｋｕｔｃｈｅｒ 青少年抑郁量表中文版、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对上海市普通初级中学 ３ ６４８ 名初中生进行现场问卷调查ꎬ分
别测量其抑郁情绪及生活事件情况ꎮ 采用 χ２ 检验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法分析研究对象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ꎮ 结果

上海市初中生抑郁情绪检出人数 ８４６ 人ꎬ检出率为 ２３.２％ꎮ 不同年级的初中生抑郁情绪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４３.２４ꎬＰ<０.０１)ꎻ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其他、健康适应、受惩罚、丧失 ６ 个因子均与抑郁情绪呈正相

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５４ꎬ０.５４ꎬ０.５１ꎬ０.４１ꎬ０.４０ꎬ０.２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发现ꎬ受惩罚、丧失得分对抑郁得分

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 值分别为－０.１０ꎬ－０.０８)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健康适应、其他得分对抑郁得分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值分别为 ０.２９ꎬ０.２６ꎬ０.０４ꎬ０.２２)(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上海市初中生抑郁与生活事件存在正相关关系ꎬ生活事件的部分

因子对中学生抑郁情绪有一定预测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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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时期是一生中的重要时期ꎬ由于身体、心
理上的不成熟ꎬ遇到挫折时会出现无所适从的情况ꎬ
特别是初中阶段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越来越受

到社会各界的关注ꎮ 相关研究结果表明ꎬ我国初中生

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ꎬ５.２％的中学生存在各种明

显的心理健康问题[１] ꎮ 金霞芳等[２] 研究表明青少年

中抑郁障碍普遍存在ꎬ初中生的抑郁检出率较高ꎮ 抑

郁已经成为初中生群体中常见的心理问题ꎬ其发生发

展与生活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３] ꎮ 本研究通过

对上海市初中生进行现况调查ꎬ深入探讨初中生生活

事件综合因子对抑郁情绪的影响ꎬ为初中生负性情绪

问题的理论研究、实践干预和学校心理建设工作提供

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２０１８ 年 ３ 月通过二阶段

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对上海市普通初级中学学生进行

整群抽样ꎮ 将上海市的 １６ 个行政区域划分成城区和

郊区ꎮ 将城区、郊区所有区县分别列出ꎬ并用计算机

随机编号ꎬ号码最小者入选ꎬ选取黄埔、长宁和徐汇 ３

２８８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第 ４０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６



个城区和奉贤、闵行、崇明 ３ 个郊区ꎮ 将 ６ 个区中所有

普通初级中学随机编号ꎬ号码最小的学校入选ꎬ共选

出 ６ 所学校ꎬ选中学校当日在校学生全部参与调查ꎮ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３ ７１２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３ ６４８ 份ꎬ
有效回收率 ９８.３％ꎬ其中男生１ ８４１名ꎬ女生 １ ８０７ 名ꎻ
预初、初一、初二和初三学生分别为 ９８３ꎬ８８５ꎬ９０８ꎬ８７２
名ꎮ 平均年龄(１３.２４±１.３０)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程序　 在调查前进行预实验ꎬ预实验后进

行相关注意事项培训ꎬ正式调查前发放知情同意书ꎬ
要求由学生本人自填问卷ꎬ老师回避ꎮ 每个班级配有

２ 名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负责现场答疑和问卷的回收工

作ꎬ回收后对问卷的填写情况进行现场质控ꎬ对有未

填写情况现场补齐ꎮ
１.２.２　 基本人口学资料　 包括年龄、性别、年级、所在

学校类型、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及成员关系、
学校情况等ꎮ
１.２.３ 　 Ｋｕｔｃｈｅｒ 青少年抑郁量表(Ｋｕｔｃｈｅ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１１ꎬ ＫＡＤＳ－１１) [４] 　 采用由上海市精

神卫生中心杜亚松老师团队修订的中文版ꎮ 该量表

效度为 ０.７４ꎬ信度为 ０.７７ꎬ具有良好的效度、信度ꎬ且
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筛查的准确性较高ꎬ可以用于对我

国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筛查ꎮ ＫＡＤＳ － １１ 共有 １１ 个条

目ꎬ分别是“动力不足” “焦躁不安”２ 个因子ꎮ 按照 ０
~ ３ 分 ４ 级评分ꎬ０ 分表示几乎没有ꎬ１ 分表示很多时

候ꎬ２ 分表示大部分时候ꎬ３ 分表示所有时候ꎮ 总分为

各条目得分总和ꎬ划界值为 ９ 分ꎮ
１.２.４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５] 　 该量表由杨德森教

授等于 １９８７ 年编制ꎬ经证明该量表信度为 ０.５０ꎬ效度

为 ０.６９ꎬ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ꎬ适用于中学生和大

学生生活事件发生频度和应激强度的评定ꎮ 量表为

自评问卷ꎬ由 ２７ 项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

生活事件构成ꎮ 该量表共 ６ 个因子ꎬ分别是人际关系、
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其他ꎮ 事件未发

生按照无影响统计为 １ 分ꎬ事件发生按照 ５ 级评定:１
分为无影响ꎬ２ 分为轻度ꎬ３ 分为中度ꎬ４ 分为重度ꎬ５ 分

为极重度ꎮ 累计各事件评分为总应激量ꎮ
１.３　 统计分析　 调查资料经质控核对后ꎬ经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双录入数据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 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ꎬ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

(％)描述ꎬ各组间数据的检出率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多
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ꎬ以决定系数 Ｒ２

最大选择最优拟合模型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抑郁检出情况　 ３ ６４８ 名调查对象中ꎬ抑郁检出

率为 ２３.２％(８４６ 名)ꎮ 男生抑郁检出率为 ２２.８％ꎬ女
生为 ２３.６％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不同年级

学生抑郁检出率随年级升高而增长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ꎮ 是否独生子女及学校类型学生抑郁检

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上海市不同组别初中生抑郁情绪检出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检出人数
性别 男 １ ８４１ ４１９(２２.８)

女 １ ８０７ ４２７(２３.６)
χ２ 值 ０.３９
Ｐ 值 ０.５３

年级 预初 ９８３ １３７(１３.９)
初一 ８８５ １６０(１８.１)
初二 ９０８ ２３６(２６.０)
初三 ８７２ ３１３(３５.９)

χ２ 值 １４３.２４
Ｐ 值 <０.０１

是否独生子女 否 ７３６ １６６(２２.６)
是 ２ ９１２ ６８０(２３.４)

χ２ 值 ０.２１
Ｐ 值 ０.６５

学校类型 城区 １ １８５ ２５０(２１.１)
郊区 ２ ４６３ ５９６(２４.２)

χ２ 值 ４.３２
Ｐ 值 <０.０５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生活事件与抑郁的相关分析　 生活事件量表中

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和其他 ６
个因子均与抑郁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ꎬ按相关程

度从大到小排列ꎬ依次为学习压力( ｒ ＝ ０.５４)、人际关

系( ｒ ＝ ０.５４)、其他( ｒ ＝ ０.５１)、健康适应( ｒ ＝ ０.４１)、受
惩罚( ｒ ＝ ０.４０)、丧失( ｒ ＝ ０.２６)ꎮ

以抑郁总分为因变量ꎬ以性别、年级、人际关系、
学习压力、受惩罚、健康适应、丧失和其他 ８ 个因素为

自变量ꎬ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ꎬ结果发现 ８ 个因素均

进入回归方程(调整后 Ｒ２ ＝ ０.３８ꎬＦ ＝ ２８３.５４ꎬＰ<０.０１)ꎬ
可解释抑郁总分总变异量的 ３８.３％ꎮ 表明学习压力、
性别、年级、人际关系和其他对抑郁总分具有正向预

测作用ꎬ受惩罚和丧失对抑郁总分具有负向预测作

用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上海市初中生抑郁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３ ６４８)

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 标准系数
性别 ０.３４ ０.１７ １.９９ ０.０５ ０.０３
年级 ０.４７ ０.０８ ６.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８
人际关系 ０.３７ ０.０３ １４.５９ <０.０１ ０.２９
学习压力 ０.３７ ０.０３ １１.７８ <０.０１ ０.２６
受惩罚 －０.１１ ０.０３ －４.２９ <０.０１ －０.１０
丧失 －０.１８ ０.０４ －４.８６ <０.０１ －０.０８
健康适应 ０.１０ ０.０５ ２.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其他 ０.４３ ０.０４ １０.２８ <０.０１ ０.２２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 上海初中生抑郁检出率为

２３ ２％ꎬ与李学美等[６] 对云南省初中生抑郁症状的研

究结果(２３.７％)相近ꎬ低于张志华等[７] 和金霞芳等[２]

的研究结果(３８.４％ꎬ３８.３％)ꎬ高于 Ｃｈｅｎ[８]的研究结果

(２０.１％)ꎻ其中男生的抑郁检出率为 ２２.８％ꎬ女生为

３８８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第 ４０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６



２３.６％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和国内大多数学者研究结

果一致[２ꎬ６ꎬ９] ꎮ 造成抑郁检出率差异的原因可能与问

卷调查的时间、筛查工具和研究对象的差异以及地域

不同有关ꎮ
进一步分析表明ꎬ抑郁的检出率随着年级的增高

而增长ꎬ从预初的 １３.９％增长到初三年级的 ３５.９％ꎬ与
屠春雨等[１０]在绍兴市的调查一致ꎮ 可能与随着年级

的增长ꎬ越来越接近中考有关ꎮ 城区学校学生的抑郁

检出率为 ２１.１％ꎬ郊区学校为 ２４.２％ꎬ与 Ｗｅｉ[１１]学者的

研究结果一致ꎬ与郊区面临的升学压力更大有关ꎮ 综

上所述ꎬ上海市初中生抑郁状况不容乐观ꎬ特别是现

行的中考升学压力大的情况下ꎬ初中生的抑郁水平随

着中考的来临越来越大ꎬ和生活事件多个因子密切相

关ꎬ特别是学习压力和人际关系两大类事件的影响ꎮ
有研究表明ꎬ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有效减轻学习压

力[１２] ꎬ一方面初中生进入青春期后自我意识慢慢开始

发展[１３] ꎬ和家长很难去沟通学习中压力问题ꎻ另一方

面初中生重视他人对自己的看法ꎬ对外界敏感ꎬ容易

因为生活事件引起抑郁情绪出现ꎻ校方对学生成绩过

度看重和家长较高的期望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初中生

的压力水平ꎬ这些都需要学校和家长方面的沟通ꎮ 校

方应加大对心理教育的投入ꎬ坚持心理健康工作ꎬ提
高心理健康教育设备使用率ꎻ家长应针对各自孩子提

出相应的学习目标ꎬ关注心理健康ꎬ对有心理问题的

孩子及时介入干预ꎮ 本研究样本量限于上海部分学

校ꎬ之后的研究将与其他兄弟省市联合研究增加样本

量ꎬ为初中生的抑郁情绪提供更多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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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ꎬ１２１(１４):２６０７－２６１７.

[１７] ＭＩＬＬＥＲ ＧꎬＬＵＯ ＲꎬＺＨＡＮＧ Ｌꎬ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ｉｎｃｅｎ￣
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ａｎａｅｍｉ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 .ＢＭＪꎬ２０１２ꎬ３４５:ｅ４８０９.ｄｏｉ:１０.１１３６ / ｂｍｊ.ｅ４８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０４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０１

４８８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第 ４０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