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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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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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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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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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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０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第 ３７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７



大学生抑郁水平的研究结果表明ꎬ大学生平均抑郁水

平为 ３０.６％ꎬ且远高于美国一般人群(６％ ~ １２％) [６] ꎮ
有学者对多项研究进行横断历史元分析ꎬ考察大学生

焦虑和抑郁的历史变化趋势ꎬ结果表明ꎬ大学生的焦

虑和抑郁水平在逐年上升[７－９] ꎮ 多名学者对大学生焦

虑和抑郁的影响因素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ꎬ性别、城
乡户口、父母婚姻状况、睡眠质量、生活质量、家庭收

入、专业满意度、母亲受教育水平等社会环境因素与

大学生焦虑和抑郁水平相关[１０－１５] ꎮ
本研究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和抑郁自评量表

(ＳＤＳ) [１６]对某高校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调查ꎬ同时记

录高校附近环境监测站的污染物浓度和空气质量ꎬ初
步探讨室外空气污染与大学生焦虑和抑郁之间的关

系ꎬ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ꎬ在北京官园附近某高

校食堂门口ꎬ向大三和大四学生发放 ＳＤＳ 和 ＳＡＳ 量

表ꎬ现场填写并收回ꎮ 每周发放约 ６０ 份ꎬ发放 ５ 次共

３００ 份ꎬ收回 ２８７ 份ꎬ总回收率为 ９５.７％ꎬ年龄在 ２０ ~
２１ 岁之间ꎮ 其中男生 １５０ 名ꎬ女生 １３７ 名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空气污染评价 　 记录高校附近环境监测站自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５ 月 ２７ 日 ６ 项污染物(ＳＯ２ꎬＮＯ２ꎬ
ＣＯꎬＯ３ꎬＰＭ１０ꎬＰＭ２.５)质量－体积浓度以及空气质量

指数(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ＡＱＩ)ꎬ同时记录室外温度ꎮ
１.２.２　 焦虑和抑郁评定　 记录空气污染参数 １ 周后ꎬ
进行 ＳＤＳ 和 ＳＡＳ 问卷调查ꎮ 两问卷均为 ２０ 道题目ꎬ１
~ ４ 级评分ꎮ ２０ 道题目得分相加即为粗分ꎬ粗分乘以

１.２５ 后取整数部分ꎬ获得标准分ꎮ 根据中国的调查结

果[１７] ꎬ以 ＳＤＳ 得分<５３ 分为正常ꎬ５３ ~ ６２ 分为轻度抑

郁ꎬ６３ ~ ７２ 分为中度抑郁ꎬ>７２ 分为重度抑郁ꎻＳＡＳ 得

分得分低于<５０ 分为正常ꎬ５０ ~ ５９ 分为轻度焦虑ꎬ６０ ~
６９ 分为中度焦虑ꎬ>６９ 分为重度焦虑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将空气污染物质量－体积浓度值、
ＡＱＩ、室外温度以及大学生的量表评分录入计算机ꎬ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通过计算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

数确定上述因素与大学生焦虑和抑郁情绪的相关性ꎬ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ＳＡＳ 与 ＳＤＳ 评分　 ２８７ 名大学生 ＳＡＳ 的平均得

分为( ５０. ９８ ± ７. ４０) 分ꎬ ＳＤＳ 的平均得分为 ( ４８. ８７ ±
５.５４)分ꎮ所调查 ２８７ 名学生中ꎬ轻度焦虑检出率最高ꎬ
占 ４９. ５％ꎻ其次是正常状态和中度焦虑者ꎬ分别占

３８.７％和１０.８％ꎻ重度焦虑检出率仅为 ０.３％ꎮ 大学生

抑郁评分统计结果表明正常状态者 ２２０ 人ꎬ占 ７６.７％ꎬ
轻度抑郁检出率为 ２２.６％ꎬ中度抑郁检出率为 １.０％ꎬ
无重度抑郁者ꎮ

由表 １ 可知ꎬＳＤＳ 评分中正常者比例为 ６５.５％ ~
８５.０％ꎬ轻度抑郁者占 １３.３％ ~ ３４.５％ꎬ中度抑郁者比

例<２.０％ꎬ重度抑郁者为 ０ꎮ ＳＡＳ 评分中正常者比例为

３２.１％ ~ ５０.０％ꎬ轻度焦虑者占比为 ３８.０％ ~ ６２.５％ꎬ中
度焦虑者比例为 ５.４％ ~ １３.０％ꎬ重度焦虑者<２.０％ꎮ

表 １　 大学生焦虑抑郁状态不同程度分布 / ％

周数 量表 正常 轻度 中度 重度
１(ｎ ＝ ５６) ＳＤＳ ８０.４ １７.９ １.８ ０

ＳＡＳ ３７.５ ５０.０ １０.７ １.８
２(ｎ ＝ ６１) ＳＤＳ ７７.０ ２３.０ ０ ０

ＳＡＳ ３９.３ ４７.６ １３.１ ０
３(ｎ ＝ ５８) ＳＤＳ ６５.５ ３４.５ ０ ０

ＳＡＳ ３２.１ ６２.５ ５.４ ０
４(ｎ ＝ ６０) ＳＤＳ ８５.０ １３.３ １.７ ０

ＳＡＳ ３６.７ ５０.０ １３.３ ０
５(ｎ ＝ ５２) ＳＤＳ ７５.０ ２５.０ ０ ０

ＳＡＳ ５０.０ ３８.５ １１.５ ０

２.２　 相关性分析　 焦虑和抑郁检出率与污染物质量－
体积浓度的周平均值、周最大值以及周中值的相关性

均无统计学意义ꎬ但是与量表调查当天污染物质量－
体积浓度有较强的相关性ꎮ ５ 月 １ꎬ８ꎬ１５ꎬ２２ꎬ２７ 日监

测 ＣＯ 质量－体积浓度分别为 ０.７０ꎬ１.０５ꎬ０.６６ꎬ１.７３ꎬ
０.５２ ｍｇ / ｍ３ꎬ其余污染物质量－体积浓度变化曲线见图

１ꎻ监测日大学生焦虑、抑郁检出率变化曲线见图 ２ꎮ
量表调查当天的 ＰＭ１０ 浓度与焦虑检出率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为 ０.９００(Ｐ<０.０５)ꎬＰＭ２.５浓度与抑郁检出率

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为－０.９００(Ｐ<０.０５)ꎬＯ３ 浓度与

抑郁检出率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为－０.９５３(Ｐ<０.０５)ꎮ

图 １　 调查期间污染物质量－体积浓度变化曲线

７３０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第 ３７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７



图 ２　 大学生焦虑抑郁检出率变化曲线

３　 讨论

本调查发现ꎬ大学生的焦虑情绪较严重ꎬ说明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不容乐观ꎬ应采取措施提高大学

生心理健康状况ꎬ做到多渠道、全方位地了解在校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动态ꎬ及时发现异常并进行疏导ꎮ
有研究表明ꎬ高温热浪会增加心理疾病的日就诊

人次[１８] ꎮ 本研究调查期间ꎬ室外温度均未超过文献

[１８]建议的热浪标准ꎬ故本研究的大学生焦虑和抑郁

情绪较严重与室外温度关系不大ꎮ 本研究对空气污

染与焦虑和抑郁情绪的相关性进行初步探讨ꎬ结果表

明ꎬ问卷调查当天 ＰＭ１０ 浓度与焦虑检出率呈正相关ꎬ
ＰＭ２.５ꎬＯ３ 浓度与抑郁检出率呈负相关ꎬ表明室外空

气污染与大学生焦虑和抑郁的相关有统计学意义ꎮ
由于颗粒物和臭氧对人体生理健康及死亡的影响均

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１９－２１] ꎬ因此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很

可能同样存在滞后效应ꎬ同时抑郁与焦虑情绪相比可

能存在累积效应ꎬ而且本研究测量时间较短ꎬ以上原

因均可能造成调查当天 ＰＭ２.５ 和 Ｏ３ 浓度与抑郁检出

率呈负相关ꎮ
空气污染与焦虑和抑郁的关系研究是多学科交

叉的前沿科学问题ꎬ本研究对此做了初步尝试ꎬ但由

于本研究测量时间只有 ５ 周ꎬ数据量较少ꎬ且未考虑混

杂因素影响ꎬ而且空气污染因素与气象因素之间的交

互作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ꎬ以上各个方面均

需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强ꎮ 由于空气污染对心理健康

影响的机制较复杂ꎬ涉及环境科学、流行病学、心理

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等方面ꎬ因此需要多领域的科研

人员积极开展相关研究ꎬ有机配合ꎬ协同攻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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