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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我国积极心理学视域下的团体辅导对在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干预效果ꎬ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提供循证依据ꎮ 方法　 以“幸福感”为检索词ꎬ在常用字段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ＣＮＫＩ)、万方数据库( ＷＡＮＦＡＮＧ
ＤＡＴＡ)、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ＶＩＰ)、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ＣＢＭ)、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
(ＲＤ)与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ＳＣＩ)ꎬ以“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ｏｒ“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ｏｒ“ ｂｌｅｓｓｅｄｎｅｓｓ”在常用字段(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ｉｔｌｅ ａ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检索了英文数据库 ＩＳＩ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ꎬ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ｌｉｎｋ ａｎｄ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ꎬ并且限定研究地区为

“Ｃｈｉｎａ”ꎮ 从建库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的我国团体辅导对在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干预的随机对照试验ꎮ 根据既定的纳入

和排除标准筛选文献、提取资料、质量评价后ꎬ采用 Ｒｅｖｍａｎ ５.３ 软件与 Ｓｔａｔａ 软件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ꎮ 结果　 共纳入 １２ 篇文

献ꎬ７０８ 例被试ꎬ其中干预组 ３３６ 例ꎬ对照组 ３７２ 例ꎮ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干预组主观幸福感即刻评分高于对照组(ＳＭＤ ＝
０.８６ꎬ９５％ＣＩ＝ ０.７１~ １.０２ꎬＰ<０.０１)ꎻ干预组主观幸福感随访与即刻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ＳＭＤ ＝ －０.１６ꎬ９５％ＣＩ ＝ －０.３５ ~
０.０３ꎬＰ＝ ０.０９)ꎮ 敏感性分析显示ꎬ无单一研究对分析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ꎮ 结论　 积极的团体辅导可以提高在校大学生

主观幸福感ꎬ可为针对大学生群体开展积极团体辅导提供循证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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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庆(１９８９－　 )ꎬ女ꎬ重庆永川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从事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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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感是人类认识到自身需要或者理想得到满

足与实现时产生的一种正性情绪状态[１] ꎬ是主观幸福

感、心理幸福感与社会幸福感的有机结合[２] ꎮ 主观幸

福感[３]是指人们根据内在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

体性评估ꎬ 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及其各个方面的全

面评价ꎮ 主观幸福感主要包括生活满意、积极情感和

消极情感 ３ 个维度ꎬ对生活整体满意程度越高ꎬ体验到

的积极情感越多、消极情感愈少ꎬ则个体的幸福感越

强[４] ꎮ
现今ꎬ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主要体现在学

习、人际关系处理以及自我认知偏差等方面[５] ꎬ其中

情况颇为严峻的包括护生[６－８] 、医学生[９－１２] 、贫困大学

生[１３－１８]等群体ꎬ因此能够为在校大学生推行一套切实

可行、有效的群体干预方案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以往文献表明ꎬ积极的心理干预能改善大学生的抑郁

情绪[１９] 、社交能力[２０] 、自我效能[２１] 以及寻求专业心

理帮助的能力[２２] ꎮ 其中ꎬ团体辅导[２３] 是以积极心理

学为基础的干预方式ꎮ 它是在团体氛围下ꎬ通过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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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人际交互作用ꎬ促使个体在交往中通过观察、体验ꎬ
认识、探讨与接纳自我ꎬ调整和改善与他人的关系ꎬ学
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ꎬ增强适应能力的助人过程ꎮ
本研究将团体辅导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干预的随机

对照试验(ＲＣＴ)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ꎬ以期为大学生心理卫

生保健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资料检索 　 为了检索全面ꎬ以“幸福感”为检索

词ꎬ在常用字段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ＣＮＫＩ)、万
方数据库( ＷＡＮＦＡＮＧ ＤＡＴＡ)、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

据库(ＶＩＰ)、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ＣＢＭ)、人民大

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ＲＤ)与中国社会科

学引文数据库( ＣＳＳＣＩ)ꎬ以“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ｒ“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ｏｒ“ ｂｌｅｓｓｅｄｎｅｓｓ” 在常用字段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ｉｔｌｅ ａ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检索了英文数据库 ＩＳＩ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ꎬ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ｌｉｎｋ ａｎｄ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ꎬ并
且限定研究地区为“ Ｃｈｉｎａ”ꎮ 检索时间均为建库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ꎮ 以上检索策略由多次讨论与检索

确定ꎮ 另外ꎬ研究人员也手工检索纳入文献的参考文

献ꎬ以全面收集有关团体辅导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

响的相关临床研究ꎮ 检索由 ２ 位研究人员同时独立进

行ꎬ若遇分歧则共同讨论或请第三方进行协商解决ꎮ
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１.２.１　 纳入标准　 (１)公开发表的我国团体辅导对在

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干预的随机对照试验ꎬ干预组干

预措施为团体辅导ꎬ对照组为空白对照ꎻ(２)研究对象

为在校大学生ꎬ不受地区、性别和民族等的限制ꎻ(３)
研究组织者与实施者为我国研究人员ꎻ(４)文献中有

明确的主观幸福感评分ꎮ
１.２.２　 排除标准　 (１)文摘、综述、述评、横断面研究、
非 ＲＣＴ 类的干预试验以及重复发表的文献ꎬ与研究主

题无关的文献ꎬ数据资料有误或数据不完整导致无法

提取相关数据的文献ꎻ(２)研究对象不是在校大学生

的研究ꎻ(３)干预措施不是团体辅导的研究ꎻ(４)没有

或者不能有效提取主观幸福感得分的研究ꎻ(５)研究

人员不是中国人的研究ꎮ
１.３　 数据提取　 由 ２ 位研究者分别独立提取文献信

息ꎬ其中包括(１)一般资料:第一作者姓名、发表年限、
发表期刊ꎻ(２) 研究资料: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

征、研究地点、时间、入选方式、基线的可比性、研究目

的、干预措施与方式、采用的量表等ꎻ(３)结局资料:干
预前后不同组别的幸福感评分、作者结论等ꎮ 数据提

取若存在不一致ꎬ双方共同讨论修正ꎮ 主要数据结果

见表 １ꎮ
１.４　 风险评估　 纳入的文献皆为采用团体辅导的方

式对大学生进行干预的 ＲＣＴ 试验ꎮ 本研究采用 Ｃｏ￣
ｃｈｒａｎｅ 手册 ５.１.０[２４] 推荐的标准评价纳入文献的偏倚

风险ꎬ包括:(１)随机序列产生ꎻ(２)分配隐藏ꎻ(３)对

研究对象、方案实施者、研究结果测量者采用盲法ꎻ
(４)结果数据的完整性ꎬ包括干预前基线水平测量值

和干预后效应参数值、失访 / 退出(通常认为失访率<
１０％)、排除分析的数据ꎬ以及是否说明失访原因ꎬ是
否对失访进行了意向性(ＩＴＴ)分析ꎻ(５)选择性报告研

究结果ꎬ对安全性问题、阴性结果是否进行报道ꎻ(６)
其他偏倚来源ꎬ包括试验早停、基线不平衡等ꎮ 针对

每篇纳入的文献ꎬ对上述 ６ 项作出“是” (低度偏倚)、
“否”(高度偏倚)和“不清楚” (缺乏相关信息或偏倚

情况不确定)的判断ꎮ ２ 位研究者分别独立评价文献

质量后ꎬ再依据该标准对每篇文献的质量进行讨论ꎬ
达成共识形成最终判断ꎮ
１.５　 统计分析　 采用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ａｎａｇｅ ５.３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ꎮ 效应值采用标准化均数差(ＳＭＤ)及其 ９５％
可信区间(９５％ＣＩ) [２５] ꎮ 各研究间的异质性采用 Ｑ 检

验和 Ｉ２ 检验评价[２６] ꎮ 如果异质性分析结果为 Ｐ >
０.１０ꎬＩ２ <５０％时ꎬ认为多个同类研究具有同质性ꎬ用固

定效应模型计算合并统计量ꎻＰ<０.１０ꎬＩ２ ≥５０％ꎬ认为

研究之间异质性较大ꎬ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计算合并

统计量[２７] ꎬ并通过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进一步探讨

异质性原因ꎮ 最后ꎬ采用漏斗图[２８] 、Ｅｇｇｅｒ ' ｓ 线性回

归[２９]与 Ｂｅｇｇ ' ｓ 秩相关检验[３０] 分析是否存在发表

偏倚ꎮ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结果 　 根据检索策略共检索出文献

３７ ８５７篇ꎬ通过计算机查重ꎬ排除重复性文献 １３ ９５０
篇ꎬ阅读题目和摘要ꎬ再次排除 ２３ ３６６ 篇ꎬ得干预性试

验文献 ５４１ 篇ꎻ阅读全文ꎬ排除 ５２９ 篇ꎬ最终纳入相关

文献 １２ 篇[３１－４２] ꎬ被试 ７０８ 例ꎬ包括干预组 ３３６ 例ꎬ对
照组 ３７２ 例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纳入文献筛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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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纳入文献的基本情况

第一作者 发表年限
样本量

干预组 对照组
干预方式 测量量表 随访

何瑾[３１] ２０１０ ４０ ４０ ５ ｄꎬ１ 次 / ｄꎬ共 １８ ｈ ＩＷＢ 幸福感量表[４６] 结束后第 ２ꎬ６ 个月
刘灿[３２] ２０１２ １３ １３ ２ 周ꎬ５ 次 / 周ꎬ共 ２５ ｈ Ｒｙｆｆ 幸福感量表 结束后第 １ꎬ２ 个月
王喆[３３] ２０１２ ３３ ３５ ６ 周ꎬ１ 次 / 周ꎬ共 １５ ｈ ＧＷＢ 幸福感量表[４７] 结束后第 ３ 个月
张瑞[３４] ２０１２ １４ １４ ８ 周ꎬ１ 次 / 周ꎬ共 １２ ｈ 自编幸福感量表 未提及
浦昆华[３５] ２０１２ １０ １０ ６ 周ꎬ１ 次 / 周ꎬ共 １２ ｈ ＩＷＢ 幸福感量表 未提及
熊珍明[３６] ２０１２ １７ １７ ６ 周ꎬ１ 次 / 周ꎬ共 １２ ｈ ＭＨＱ－５０ 幸福感量表[４８] 结束后第 ３ 个月
余亭蓉[３７] ２０１３ １５ １５ ６ 周ꎬ１ 次 / 周ꎬ共 １２ ｈ ＧＷＢ 幸福感量表 未提及
单颖[３８] ２０１４ ５７ ６３ ６ 周ꎬ１ 次 / 周ꎬ共 １２ ｈ ＧＷＢ 幸福感量表 未提及
梁挺[３９] ２０１４ １７ １７ ８ 周ꎬ１ 次 / 周ꎬ共 １６ ｈ ＩＷＢ 幸福感量表 未提及
汤雅婷[４０] ２０１４ ２４ ４６ ８ 周ꎬ１ 次 / 周ꎬ共 １６ ｈ ＧＷＢ 幸福感量表 未提及
郭玉芳[４１] ２０１４ ３６ ４２ ８ 周ꎬ１ 次 / 周ꎬ共 １２ ｈ ＩＷＢ 幸福感量表 结束后第 ３ꎬ６ 个月
王露蓉[４２] ２０１５ ６０ ６０ ５ 周ꎬ１ 次 / 周ꎬ共 ７.５ ｈ ＧＷＢ 幸福感量表 未提及

２.２　 纳入文献风险评估结果 　 纳入的 １２ 个 ＲＣＴ 均

对大学生被试的基线情况进行了报道ꎬ均在文中提及

了“随机”ꎬ其中 ３ 个 ＲＣＴ[４０－４２] 采用了随机数字表ꎻ不
清楚各研究是否采用盲法、分配隐藏等ꎻ１２ 个 ＲＣＴ 数

据报告完整ꎬ干预的即刻效果评价均无失访情况ꎬ追
踪效果评价中共存在 ８ 个失访人次[３１ꎬ３５ꎬ３９] ꎬ失访率为

２.４％ꎬ文中明确解释了失访的原因ꎻ研究未出现选择

性报告研究结果的情况ꎻ其他偏倚不清楚ꎮ 各个研究

的 ２ 组被试人员基线信息一致ꎬ即均不存在影响研究

结果的特征ꎬ具有良好的可比性ꎮ 各个研究中采用的

量表信效度皆良好ꎬ能较为准确地测定出被试的主观

幸福感程度[４３－４４] ꎮ
２.３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

２.３.１　 主观幸福感即刻效果　 １２ 篇研究均评价了团

体辅导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干预后即刻效果(均提

供均值和标准差)ꎬ各研究间异质性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 ＝ ０.４８ꎬＩ２ ＝ ０％)ꎬ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合并效应量 ＳＭＤ ＝ ０. ８６ꎬ９５％ ＣＩ ＝ ０. ７１ ~
１.０２ꎬＰ<０.０１ꎮ ９５％可信区间不包含 ０ꎬ表明效应合并

值与 ０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见图 ２ꎮ

图 ２　 团体辅导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即刻效果

２.３.２　 干预后随访效果　 纳入文献中有 ８ 篇文献在

团体辅导结束后ꎬ对干预组的幸福感得分进行跟踪监

测ꎮ 结果显示ꎬ纳入的各研究间异质性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１２ꎬＩ２ ＝ ３８％)ꎬ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间隔数月后ꎬ干预组主观幸福感随访评分

与干预后即刻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ＳＭＤ ＝
－０.１６ꎬ９５％ＣＩ ＝ －０.３５ ~ ０.０３ꎬＰ ＝ ０.０９)ꎻ根据时间间隔

进行亚组分析ꎬ结果显示ꎬ间隔 １ꎬ３ 和 ６ 个月时ꎬ干预

组前后主观幸福感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但间隔 ２ 个月(Ｐ ＝ ０.４９ꎬＩ２ ＝ ０％)时ꎬ干预组

自身前后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 ２.３６ꎬＰ ＝ ０.０２)ꎮ
见图 ３ꎮ
２.３.３　 敏感性分析 　 通过逐一排除各研究的方法进

行敏感性分析发现ꎬ无单一研究对分析结果产生实质

性影响ꎮ
２.３.４　 发表偏倚　 对纳入的 １２ 个研究以幸福感得分

的 ＳＭＤ 值为横坐标ꎬＳＥ 为纵坐标绘制漏斗图ꎬ并进行

偏倚性分析ꎮ 主观认为图形对称性一般ꎬ提示可能存

在发表偏倚ꎮ 同时ꎬ经过 Ｅｇｇｅｒ ' ｓ 回归法检验ꎬ ｔ ＝
－１.９６ꎬＰ ＝ ０.０８２ꎻＢｅｇｇ'ｓ 秩相关检验结果:Ｚ ＝ １.１７ꎬ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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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４４ꎮ虽然提示无发表偏倚ꎬ但由于纳入研究的数量 较少ꎬ不能排除发表偏倚的存在ꎮ 见图 ４ꎮ

图 ３　 团体辅导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长期效果的影响

图 ４　 纳入研究发表偏倚评价

３　 讨论

个体对于自己是否幸福的主观感受称之为主观

幸福感(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ꎬ 简称 ＳＷＢ) [４５－４６] ꎮ 主观

幸福感依据个体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作出整体

评价ꎬ 反映特定群体对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ꎮ 大学生

的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４７] 、人格[４８] 、家庭经济收

入[４９] 、人文素质[５０] 、情绪等相关ꎮ 团体辅导已被证实

是一种有效可行的适应教育模式[５１] ꎬ领导者营造一种

轻松、信任、和谐的气氛ꎬ并根据每个团体成员的自身

特色充分挖掘潜能ꎬ不断引导成员通过体验、讨论、分
享、头脑风暴等互动方式ꎬ使自身潜能和价值得以实

现ꎬ并逐渐形成亲社会倾向和行为ꎬ在提高大学生心

理素质、自我效能、发挥个人潜能、改善人际关系等方

面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ꎮ 本文汇总分析了国内团体

辅导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ꎬ目的

是为通过团体辅导提高在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提

供循证证据ꎮ
本研究最终纳入 １２ 篇随机对照试验ꎬＭｅｔａ 分析

结果表明:(１)在团体辅导结束后ꎬ干预组主观幸福感

评分高于对照组ꎬ说明团体辅导是提高大学生主观幸

福感的有效手段ꎬ与绝大多数研究成果一致ꎻ(２)对于

团体辅导的长期效果ꎬ在随访评价时ꎬ间隔 １ꎬ３ꎬ６ 个月

后均显示ꎬ干预组主观幸福感评分没有显著性变化ꎬ
说明团体辅导对提高大学生主观幸福的长期效果明

显ꎬ具有一定的稳定性ꎮ 但在间隔 ２ 个月时ꎬ出现了干

预组幸福感追踪得分小于即刻幸福感得分的情况ꎮ
造成这个变化的原因可能由于研究被试在这段时间

生活上遇到了困难ꎬ也可能与研究人员数据收集水平

与数据质量相关ꎬ故结论还需要后续纳入高质量的研

究进一步修正ꎮ 纳入的多个研究[３１ꎬ３５－３７] 中绝大多数

干预组被试都表明ꎬ自己在团体辅导活动中学到了如

何摆脱心理困惑的技巧、增强了感恩意识、共情能力

与感受幸福的能力ꎬ形成了更好的心理弹性ꎬ并且主

动希望延长干预的时间、增加干预次数ꎮ 部分被试也

在干预结束一段时间后仍表示自己感受幸福感的能

力高于干预前ꎮ
综上所述ꎬ团体辅导能有效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

感ꎬ且提升效果有一定的稳定性ꎮ 该结论验证了以往

多个实验研究关于团体辅导干预的众多正面效果ꎮ
后续可持续纳入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来验证该结论的

正确性ꎻ同时ꎬ还需要加入实施更长时间的持续性随

访研究ꎬ进行长期动态与系统的监测ꎬ方能更好评估

团体辅导的效果ꎮ
当今大学生更加容易在特定的个人、家庭、学校

和社会环境中形成心理危机的严峻形式ꎬ因此不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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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与治疗仅限于那些已经出现严重心理问题

的学生ꎬ而应该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以保障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ꎮ 团体辅导与个体心理咨询相比的优势为ꎬ
研究对象为潜藏不良心理危机的大学生ꎬ受众更加广

泛ꎬ干预更加简便易行ꎮ 团体辅导与传统心理健康教

育相比ꎬ一方面更关注学生的积极体验ꎬ注重创造和

谐、融洽、真诚的氛围ꎬ这种形式下所收获的积极思维

模式与技巧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和内化ꎻ另一方面克服

了传统教育以单向知识传授为主的模式ꎬ增强了成员

之间的交流与互动ꎮ 在实践中应广泛结合个体心理

咨询、团体辅导与传统心理健康教育 ３ 种形式ꎬ扬长避

短ꎬ以期更好地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ꎮ 另外ꎬ在
实施团体辅导时还应该注意合理安排辅导的针对性

内容、时间、地点以方便学生参与ꎬ多种措施尽量保证

每一名被干预的在校大学生都能完整参与整个过程ꎮ
同时ꎬ干预的实施者应当累积个人经验、增强自己带

团的能力ꎬ实施者最好是一个团队ꎬ大家分工协作、提
高效率、解决带团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阻力ꎮ

尽管本 Ｍｅｔａ 分析尽量采用适当方法来减少可能

存在的偏倚ꎬ但仍存一定的不足:(１)样本量有限ꎬ在
亚组分析时个别亚组所包含的样本量更少ꎬ解释结果

需慎重ꎻ(２)纳入的研究团体辅导时间与随访时间长

度不同ꎬ可能存在混杂偏移ꎻ(３)虽然发表偏倚在本研

究中无统计学意义ꎬ但并不能排除发表偏倚的存在ꎻ
(４)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研究仅为中文文献ꎬ可能导

致语言偏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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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高校大学生焦虑抑郁与空气污染的关系

王立鑫ꎬ姚旭辉ꎬ贾海燕ꎬ谭腾ꎬ陈亚飞

北京建筑大学供热、供燃气、通风和空调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摘要】 　 目的　 探讨空气污染与大学生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关系ꎬ为开展高校学生心理健康干预工作提供基础数据ꎮ
方法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和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ꎬ对北京市某高校大学生进行焦虑和抑郁情绪的问卷调查ꎬ并记录

测试期间大气污染物的浓度及空气质量指数( ＡＱＩ) 以及室外温度ꎮ 结果 　 大学生焦虑和抑郁检出率分别为 ６１.３％和

２３.３％ꎻ污染物周质量－体积浓度的平均值、中值和最大值对焦虑和抑郁检出率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而调

查当日 ＰＭ１０ 浓度与焦虑检出率呈正相关( ｒ＝ ０.９ꎬＰ<０.０５)ꎬＰＭ２.５ꎬＯ３ 浓度与抑郁检出率均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９００ꎬ
－０.９５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结论　 大学生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较为严重ꎬ空气污染与大学生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关联性需要进一

步研究ꎮ
【关键词】 　 焦虑ꎻ抑郁ꎻ空气污染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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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基金项目】 　 北京市教委面上项目(ＫＭ２０１４１００１６０１４)ꎻ北京建筑大学

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３３１６１３０１７)ꎮ
【作者简介】 　 王立鑫(１９７８－　 )ꎬ男ꎬ辽宁辽阳人ꎬ博士ꎬ讲师ꎬ主要研

究方向为空气污染与健康ꎮ
【通讯作者】 　 贾海燕ꎬＥ￣ｍａｉｌ: ｊｉａｈａｉｙａｎ＠ ｂｕｃｅａ.ｅｄｕ.ｃｎ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６.０７.０２３

　 　 近年来ꎬ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引起了全社会广 泛关注[１－３] ꎬ而焦虑和抑郁是大学生最普遍的心理疾

病ꎮ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中国大学生抑郁情绪检出率元分

析研究表明ꎬ２８ ２１８ 名被试的抑郁情绪检出人数为

８ １６７例ꎬ合并抑郁情绪检出率为 ２９.３％ꎬ其中男女生

的抑郁情绪检出率分别为 ２７.４％和 ２１.６％ꎬ中西部和

东部地区大学生抑郁情绪检出率分别为 ３７. ６％ 和

２４.５％[４] ꎮ Ｉｂｒａｈｉｍ 等[５] 对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发表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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