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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流行期间陕西高校学生心理反应及其影响因素ꎬ为疫情流行期

间制定干预措施提供参考ꎮ 方法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７—９ 日ꎬ采用问卷星的调查方式ꎬ选取 １８~ ２８ 岁陕西省高校在校生共１ ６６７
名在线填写一般资料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ＰＱＥＥＰＨ)ꎮ 对抑郁、神经衰弱、恐惧、强迫－焦虑和疑病评分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结果　 ＰＱＥＥＰＨ 量表

５ 个因子得分分别为:抑郁(０.２９±０.４８)分、神经衰弱(０.２７±０.４６)分、恐惧(０.９２±０.６０)分、强迫－焦虑(０.１５±０.３４)分和疑病

(０.２６±０.４４)分ꎬ以恐惧因子得分最高ꎮ 有 １５.４％存在抑郁性情绪偏离ꎬ在情绪偏离中占比最高ꎻ情绪障碍中以强迫－焦虑

性情绪障碍比例最高ꎬ占 ６.４％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ꎬ高年级与抑郁(ＯＲ ＝ １.６１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５ ~ ２.４７)、强迫－
焦虑(ＯＲ＝ １.５６ꎬ９５％ＣＩ＝ １.０５~ ２.３１)和疑病(ＯＲ ＝ ２.０１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６ ~ ３.４７)情绪障碍呈正相关ꎬ非医学专业与恐惧情绪障

碍呈正相关(ＯＲ＝ ２.１６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８ ~ ３.９５)ꎬ面对疫情不认为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与 ５ 种情绪障碍呈负相关(ＯＲ ＝ ０.１７ ~
０.５１)ꎬ居住地在乡镇和农村与神经衰弱障碍呈负相关(ＯＲ＝ ０.５８ꎬ９５％ＣＩ＝ ０.３８~ ０.８７)ꎬ性别为女生与疑病情绪障碍呈负相

关(ＯＲ＝ ０.３４ꎬ９５％ＣＩ＝ ０.１９~ ０.６２)(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ꎬ应重视对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ꎬ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干预ꎬ减少学生的恐慌以及其他不良心理反应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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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从湖北武汉首发ꎬ进而在全国暴发

新型冠状病毒(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ꎬ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感染引

起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

ｍｏｎｉａꎬＮＣＰꎬ简称新冠肺炎) 疫情[１] ꎮ 此次 ＮＣＰ 疫情

的全球死亡人数已超过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暴发的严重急

性呼吸综合征 (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ꎬ
ＳＡＲＳꎬ简称“非典”)疫情ꎮ 我国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将 ＮＣＰ 纳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甲类进行管理[２] ꎬＮＣＰ
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公共卫生事件[３] ꎮ 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因突发、不可预测等特征必然会引发个体继而产

生相应的群体心理应激反应ꎬ如恐惧、焦虑、疑病、强

４６６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第 ４１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５



迫等[４] ꎮ
高校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栋梁ꎬ其心理状况受到

社会各界和国家的关注ꎬ作为网络平台中最活跃的群

体之一ꎬ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理解和反应也较为迅

速ꎬ面对疫情时ꎬ高校学生的不同心理行为反应不仅

影响其身体健康而且影响生活和学习[５] ꎮ 本研究旨

在了解高校学生面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的心理反

应和相关影响因素ꎬ以期为疫情期高校学生提供科学

指导和心理干预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陕西省高校 １８ ~ ２８ 岁在校大学生和

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ꎬ共回收问卷 １ ７３２ 份ꎬ剔除不合

格问卷后ꎬ有效问卷 １ ６６７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３.２５％ꎮ 其

中男生 ８０３ 名ꎬ女生 ８６４ 名ꎻ大一学生 ６６４ 名ꎬ大二 ４１２
名ꎬ大三 ２１４ 名ꎬ大四 １９９ 名ꎬ大五 ５７ 名ꎬ研究生 １２１
名ꎻ医学生 ５５２ 名ꎬ非医学生 １ １１５ 名ꎻ居住地在城市

者 ７７１ 名ꎬ乡镇或农村 ８９６ 名ꎮ 平均年龄 ( ２０. ５７ ±
２.００)岁ꎮ 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运用微信ꎬ采用滚雪球抽样法邀请

研究对象ꎬ被邀请者在线填写调查问卷(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ｗｊｘ.ｃｎ)ꎮ 首先在考虑城乡、性别等因素的基础上ꎬ选
取一部分研究对象ꎬ以区分更多异质性的研究对象ꎬ
使样本抽样更具可信度ꎮ 然后这些研究对象将问卷

转发给其认为适合接受调查的同伴ꎬ将问卷发布于自

己的微信好友圈ꎮ 问卷填写时间设定为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７—９ 日ꎮ
１.２.２　 调查工具

１.２.２.１　 一般资料　 包括性别、年级、专业类别、居住

地、使用手机娱乐事件、父母职业和亲朋好友感染情

况等ꎮ
１.２.２.２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　 采用杨玉凤

等[６]编制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ＰＱＥＥＰＨ)评价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人群

心理状态ꎬ 共 ２５ 个项目ꎬ分为抑郁 、神经衰弱 、恐惧

、强迫－焦虑和疑病 ５ 个因子ꎮ 按情绪反应发生的程

度 (没有、轻度、中度、重度 )和频度 (偶尔 、有时 、经
常、总是 )ꎬ 对应评 ０ꎬ１ꎬ２ꎬ３ 分ꎬ 评分愈高ꎬ 情绪反应

愈严重ꎮ 心理反应中某一因子评分>( ｘ＋ ｓ)ꎬ认为是

“情绪偏离”ꎬ>( ｘ± ２ｓ) 为“情绪障碍” [７] ꎮ 此次调查

中ꎬ问卷总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９３ꎬ分半信度为

０.８９ꎬ信度较好ꎮ
１.３　 质量控制　 收集问卷时ꎬ在问卷前言说明此次调

查的目的及调研单位ꎬ完整填写问卷每个条目后才能

提交ꎮ 相同 ＩＰ 地址只能作答 １ 次ꎬ问卷中不涉及姓名

等隐私信息ꎬ避免敏感性语言ꎮ 问卷提交后ꎬ由研究

者对明显填写错误的问卷进行删除ꎬ确保数据的可

靠性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计
数资料采用例(％)表示ꎮ 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ꎬ
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多组间比较采用方

差分析ꎮ 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法分析影响情绪

障碍的因素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ＰＱＥＥＰＨ 量表各因子得分　 ＰＱＥＥＰＨ 量表 ５ 个

因子得分分别为:抑郁(０.２９±０.４８)分、神经衰弱(０.２７
±０.４６) 分、恐惧( ０. ９２ ± ０. ６０) 分、强迫 －焦虑( ０. １５ ±
０.３４)分和疑病(０.２６±０.４４)分ꎮ 恐惧得分高于其他 ４
个因子ꎮ
２.２　 高校学生情绪偏离和情绪障碍比例分布　 学生

存在抑郁性情绪偏离的比例最高ꎬ达 １５.４％(２５７ 名)ꎬ
然后依次为神经衰弱(１４.２％ꎬ２３７ 名)、恐惧(１３.２％ꎬ
２２０ 名)、疑病(１２.５％ꎬ２０８ 名)ꎬ强迫－焦虑性情绪偏

离比例最低(１１.６％ꎬ１９３ 名)ꎻ情绪障碍中ꎬ强迫－焦虑

最高(６.４％)ꎬ然后依次为神经衰弱(６.１％ꎬ１０２ 名)、抑
郁(５.３％ꎬ８９ 名)、恐惧(４.０％ꎬ６７ 名)ꎬ疑病性情绪障

碍比例最低(３.３％ꎬ５５ 名)ꎮ
２.３　 ＰＱＥＥＰＨ 量表各因子得分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

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ꎬ女生恐惧得分高于男生ꎬ不同

年级的学生 ５ 个因子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居住

地在城市的学生抑郁、神经衰弱及恐惧得分均高于其

他地方的学生ꎬ使用手机娱乐时间>２ ｈ / ｄ 的学生恐惧

得分高于使用手机时间<２ ｈ / ｄ 的学生ꎬ面对疫情认为

疫情离自己很近和认为自己处于危险中的学生 ５ 个因

子得分均高于不认为疫情离自己很近和不认为自己

处于危险中的学生(Ｐ 值均<０.０５)ꎬ而是否为医学生、
父母职业对 ５ 个情绪得分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４　 高校学生情绪障碍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是否出现情绪障碍为因变量(是 ＝ １ꎬ 否 ＝ ０)ꎬ以单

因素分析有意义的结果(性别:男 ＝ １ꎬ女 ＝ ２ꎻ年级:大
一、大二为低年级组ꎬ赋值为 １ꎬ大三、大四、大五及研

究生为高年级组ꎬ赋值为 ２ꎻ居住地:城市 ＝ １ꎬ乡镇及

农村＝ ２ꎻ面对疫情是否认为自己处于危险中:是 ＝ １ꎬ
否＝ ２ꎻ专业:医学＝ １ꎬ非医学 ＝ ２)为自变量ꎬ采用逐步

向前法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发现ꎬ高年级

与抑郁、强迫－焦虑和疑病情绪障碍呈正相关ꎬ非医学

专业与恐惧情绪障碍呈正相关ꎬ面对疫情不认为自己

处于危险之中与 ５ 种情绪障碍负相关ꎬ居住地在乡镇

和农村与神经衰弱障碍呈负相关ꎬ性别为女生与疑病

情绪障碍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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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陕西高校学生 ＰＱＥＥＰＨ 量表各因子得分单因素分析(ｘ±ｓ)

变量 分组 人数 统计值 抑郁 神经衰弱 恐惧 强迫－焦虑 疑病
性别 男 ８０３ ０.３０±０.５０ ０.２７±０.４７ ０.８３±０.６１ ０.１５±０.３７ ０.２８±０.５０

女 ８６４ ０.２７±０.４６ ０.２７±０.４４ ０.９９±０.５８ ０.１４±０.３１ ０.２４±０.３７
ｔ 值 １.５０ ０.２０ －５.６０∗∗ ０.９９ １.６５

年级 大一 ６６４ ０.２５±０.４４ ０.２３±０.４０ ０.８２±０.５７ ０.１０±０.２７ ０.２２±０.３８
大二 ４１２ ０.２５±０.４８ ０.２７±０.４７ ０.９２±０.６１ ０.１４±０.３７ ０.２４±０.４３
大三 ２１４ ０.３６±０.５２ ０.３４±０.５２ １.０８±０.６２ ０.２２±０.４３ ０.３５±０.５１
大四 １９９ ０.３１±０.５２ ０.２８±０.４５ ０.９３±０.５７ ０.１６±０.３５ ０.２７±０.４３
大五 ５７ ０.４９±０.６３ ０.４２±０.６０ １.０２±０.５６ ０.２１±０.３６ ０.２９±０.４７
硕士 １２１ ０.３１±０.４９ ０.３１±０.４８ １.０８±０.６４ ０.２１±０.３８ ０.３７±０.５４

Ｆ 值 ４.４９∗∗ ３.６１∗∗ ９.５４∗∗ ５.２９∗∗ ５.０８∗∗

专业类别 医学 ５５２ ０.２６±０.４３ ０.２６±０.４０ ０.９３±０.５３ ０.１３±０.２８ ０.２６±０.４０
非医学 １ １１５ ０.３０±０.５１ ０.２８±０.４８ ０.９１±０.６３ ０.１６±０.３７ ０.２６±０.４６

ｔ 值 －１.３１ －１.０７ ０.５９ －１.８１ －０.１７
居住地 城市 ７７１ ０.３３±０.５１ ０.３１±０５０ ０.９７±０.６１ ０.１７±０.３８ ０.２８±０.４６

乡镇 ３３２ ０.２６±０.４７ ０.２４±０.４１ ０.９０±０.５７ ０.１３±０.３２ ０.２４±０.４０
农村 ５６４ ０.２４±０.４４ ０.２３±０.４２ ０.８５±０.５９ ０.１３±０.３０ ０.２４±０.４２

Ｆ 值 ５.９０∗∗ ５.７９∗∗ ７.２６∗∗ ２.９１ １.０９
使用手机娱乐 <１ ８６ ０.２９±０.６２ ０.３４±０.６１ ０.７６±０.６８ ０.１７±０.４８ ０.２６±０.５６
　 时间 / (ｈｄ－１ ) １~ ２ ２１９ ０.２７±０.４９ ０.２４±０.４６ ０.９１±０.６０ ０.１６±０.３６ ０.２５±０.４３

>２ １ ３６２ ０.２９±０.４７ ０.２７±０.４４ ０.９３±０.５９ ０.１４±０.３３ ０.２６±０.４３
Ｆ 值 ０.１１ １.４４ ３.４０∗ ０.５３ ０.０６

父母职业 医务工作者 １０２ ０.３３±０.４４ ０.３１±０.４０ １.００±０.５８ ０.１９±０.３２ ０.３２±０.４４
非医务工作者 １ ５６５ ０.２８±０.４９ ０.２７±０.４６ ０.９１±０.６０ ０.１４±０.３４ ０.２５±０.４４

ｔ 值 １.１２ ０.８８ １.５２ １.４５ １.５６
认为疫情离自己近 是 １ ２８８ ０.３０±０.４９ ０.２９±０.４７ ０.９９±０.５７ ０.１６±０.３５ ０.２８±０.４４

否 ３７９ ０.２３±０.４２ ０.２１±０.４２ ０.６５±０.５６ ０.１０±０.３２ ０.１８±０.４１
ｔ 值 ２.７５∗∗ ３.２８∗∗ ９.９９∗∗ ２.８２∗∗ ４.４０∗∗

认为自己处于危险中 是 １ ０１８ ０.３３±０.５２ ０.３２±０.５０ １.０６±０.６０ ０.１９±０.３９ ０.３２±０.４７
否 ６４９ ０.２１±０.４１ ０.１９±０.３６ ０.６９±０.５１ ０.０８±０.２５ ０.１５±０.３５

ｔ 值 ５.４７∗∗ ６.１７∗∗ １３.７０∗∗ ６.６９∗∗ ８.３７∗∗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２　 陕西高校学生情绪障碍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６６７)

因变量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抑郁 年级 ０.４８ ０.２２ ４.６８ ０.０３ １.６１(１.０５ ~ ２.４７)

自己处于危险中 －０.６７ ０.２５ ６.９７ ０.０１ ０.５１(０.３１ ~ ０.８４)
神经衰弱 自己处于危险中 －１.０２ ０.２６ １５.９９ <０.０１ ０.３６(０.２２ ~ ０.６０)

居住地 －０.５５ ０.２１ ６.９４ ０.０１ ０.５８(０.３８ ~ ０.８７)
恐惧 专业 ０.７７ ０.３１ ６.２２ ０.０１ ２.１６(１.１８ ~ ３.９５)

自己处于危险中 －１.７６ ０.４０ １９.０２ <０.０１ ０.１７(０.０８ ~ ０.３８)
强迫－焦虑 年级 ０.４４ ０.２０ ４.７６ ０.０３ １.５６(１.０５ ~ ２.３１)

自己处于危险中 －１.１１ ０.２６ １８.５６ <０.０１ ０.３３(０.２０ ~ ０.５５)
疑病 性别 －１.０７ ０.３０ １２.６４ <０.０１ ０.３４(０.１９ ~ ０.６２)

年级 ０.７０ ０.２８ ６.２２ ０.０１ ２.０１(１.１６ ~ ３.４７)
自己处于危险中 －１.３９ ０.３９ １２.７９ <０.０１ ０.２５(０.１２ ~ ０.５３)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ＮＣＰ 流行期间ꎬ在校大学生有

不同程度心理应激反应ꎬ其中 １５.４％存在抑郁性情绪

偏离ꎬ６.４％存在强迫－焦虑性情绪障碍ꎬ与高延等[７] 调

查大学生在 ＳＡＲＳ 流行期间情绪反应状况结果基本一

致ꎮ 考虑由于学生正处于心身发展转化过渡的重要

阶段ꎬ 从家庭到学校再到更复杂的社会角色改变的过

程ꎬ 要面临生理、心理的变化发展[５] ꎬ 且 ＮＣＰ 以突发、
快速传播和可致死的特点ꎬ给高校学生带来一系列的

心理反应ꎮ ＮＣＰ 广泛的流行ꎬ持续增加的感染人数ꎬ
特别是真实而残酷的死亡ꎬ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不可避

免的影响ꎬ进而产生各种情绪问题[５] ꎮ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女生恐惧得分高于男生ꎬ与大

多数研究一致[７－８] ꎮ 女性本身更为感性和情绪化ꎬ更
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ꎬ面对 ＮＣＰ 疫情时更多产生

恐惧心理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男生发生疑病性情绪障

碍的风险更高ꎬ考虑由于男生社交范围更为广泛ꎬ接

触的人群更多ꎬ对于个人防护没有女生重视ꎬ使得他

们觉得自己是更容易受感染的人群ꎮ
高年级学生发生抑郁、强迫－焦虑和疑病情绪障

碍的风险是低年级的 １.６１ꎬ１.５６ 和 ２.０１ 倍ꎬ与宋桂荣

等[９]研究结果一致ꎮ 可能随着年级和年龄的增长ꎬ了
解疫情相关信息的途径更为广泛ꎬ接受到的负面信息

也更多ꎬ更容易产生各种联想和担忧ꎬ从而出现情绪

波动ꎮ 同时ꎬ年级高的学生可能会由于实习、就业等

受到影响ꎬ容易产生不良的情绪ꎮ
非医学专业的学生发生恐惧障碍的风险是医学

专业学生的 ２.１６ 倍ꎬ考虑由于医学生有医学专业背

景ꎬ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识更为客观和理性ꎬ也
更懂得如何科学应对ꎬ因此较少发生恐慌[１０] ꎮ

居住地在乡镇和农村的学生发生神经衰弱的风

险更低ꎬ与王会贞等[１１]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ꎮ 可能由

于城市学生信息源更为广泛ꎬ了解疫情的途径更多ꎬ
也更容易了解到一些负面信息ꎬ同时由于从小生活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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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相对更为优越ꎬ对逆境的承受能力较弱ꎬ所以更容

易受到影响而产生情绪障碍ꎮ
面对疫情ꎬ认为自己处于危险中的学生发生抑

郁、神经衰弱、恐惧、强迫－焦虑和疑病情绪障碍的风

险更高ꎮ 时刻认为自己处于危险中ꎬ会让自己神经紧

绷ꎬ担心会被染病ꎬ 而且由于 ＮＣＰ 的传染性强ꎬ势必

会导致学生心理状况受到影响ꎬ进而产生情绪偏离或

情绪障碍[１２] ꎮ
ＮＣＰ 疫情期间ꎬ应针对高校学生群体进行基于科

学证据的健康教育ꎬ及时将准确的关键信息进行传

达ꎬ使学生及时了解疫情动态和防治方法ꎬ增加信心ꎬ
减少负面联想ꎬ科学防护ꎬ积极应对[１３] ꎮ 同时应及时

对学生进行评估和指导ꎬ及时发现问题ꎬ对于情绪反

应严重的高校学生ꎬ应充分发挥高校心理辅导员或专

业心理咨询指导人员的作用ꎬ及时进行心理疏导与干

预ꎬ消除学生的焦虑、抑郁、恐慌等心理不良情绪状

况ꎬ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１４] ꎮ
此外ꎬ高校学生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心理

状况与人格、社会支持等也相关[１５] ꎬ由于时间原因ꎬ本
次调查未进行上述相关调查ꎬ后续研究应该结合上述

因素进行全面的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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