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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重点高中学生抑郁症状流行状况及其与学习成绩和归因方式的关系ꎬ为开展高中生抑郁症状的

预防研究提供基础数据ꎮ 方法　 根据安徽省的地理特点ꎬ从皖北、皖中和皖南选取 ８ 所重点高中学校的高中一年级和二年

级２ ７６８名学生为调查对象ꎬ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学习成绩、抑郁症状和归因方式等ꎮ 结果　 有抑郁症状学生占

４８.４％ꎬ重度抑郁症状的学生比例达到 ２９.７％ꎻ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女性、农村户籍、皖南地区、学习成绩差的高中生有抑

郁症状的危险性更高ꎻ归因方式中ꎬ有抑郁症状的危险性随着持久性和普遍性维度得分增加而增加ꎮ 归因方式在学习成绩

和抑郁症状之间存在中介效应(间接效应值为－０.０２５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抑郁症状已经广泛影响重点高中学生的心理健

康ꎬ培养学生乐观的归因方式可减少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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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症状是青少年常见的情绪问题之一ꎬ如果不

及时有效控制ꎬ不仅直接危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ꎬ还
可进一步发展成为抑郁情绪障碍ꎬ进而会不同程度地

影响人际交往、兴趣爱好及学习能力ꎬ严重者可增加

自杀等伤害行为的危险ꎬ从而威胁青少年的生命安

全[１－２] ꎮ Ａｎｉｔａ 等[１] 对既往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认

为ꎬ抑郁家族史和社会心理应激是导致青少年抑郁的

重要因素ꎮ 青少年面对心理应激时ꎬ会对应激事件的

原因进行分析、评价和判断ꎬ即对应激事件进行归

因[３－４] ꎮ Ｋａｓｌｏｗ 等[５]认为ꎬ悲观的归因方式是个体发

生抑郁的认知基础ꎮ 在我国现阶段ꎬ高考是高中生的

主要压力来源ꎬ尤其重点高中学生成为家庭、学校寄

予厚望的人群ꎬ因而他们可能承受较高的心理压力ꎮ
本研究旨在调查了解重点高中学生抑郁状况ꎬ分析归

因方式在学习成绩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作用ꎬ为在重

点高中学生中进行抑郁预防和心理健康促进提供

５５６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第 ３７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１１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根据安徽省地理特点ꎬ在安徽省北部、中
部和南部共选取 ８ 所重点高中为调查学校ꎬ在每所调

查学校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高一和高二年

级各选取 ３ ~ ４ 个班级的全体学生为调查对象ꎬ共调查

在校学生 ３ ０４１ 名ꎬ获得有效问卷 ２ ７６８ 份ꎬ有效应答

率为 ９１. ０％ꎮ 其中男生和女生分别占 ５４. ２％ 和

４５ ８％ꎻ城市户籍学生占 ２６.９％ꎬ县、乡镇户籍学生占

１８ １％ꎬ农村户籍学生占 ５５.０％ꎻ皖南、皖中和皖北地

区学生分别占 ２７.２％ꎬ３７.９％和 ３４.９％ꎮ
１.２　 方法　 调查采用无记名方式ꎬ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期间ꎬ由经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现场调查ꎬ 学生以

班级为单位ꎬ在教室集中接受问卷调查ꎬ每位学生独

立完成问卷填写ꎬ调查员当场收回ꎮ
１.３　 调查内容

１.３.１　 一般人口学特征 　 包括性别、年级、户籍、地
区、自评学习成绩等级(前 ５ 名、中上等、中等、中下

等、后 ５ 名)以及父母的文化程度等ꎮ
１.３.２ 　 抑郁症状评定 　 采用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ＣＥＳ
－Ｄ) [６]对学生的抑郁症状进行评定ꎬ该量表由 ２０ 个条

目组成ꎬ４ 个反向计分题ꎬ采用 ０ ~ ３ 级评分ꎬ总分范围

为 ０ ~ ６０ 分ꎬ得分越高ꎬ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ꎮ 本研究

以 ＣＥＳ－Ｄ>２０ 分界定为有抑郁症状ꎬ>２５ 分界定为有

重度抑郁症状ꎮ 既往研究表明ꎬ该量表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７－８] ꎮ
１.３.３　 归因方式 　 归因方式评定采用儿童归因方式

问 卷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ｙ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ＣＡＳＱ) [５]中消极事件归因部分ꎬ共有 ２４ 个条目ꎬ分别

从持久性、普遍性和人格化 ３ 个维度评定调查对象对

消极事件的归因方式ꎬ每个维度评分在 ０ ~ ８ 分之间ꎬ
得分越高ꎬ表明越倾向于将消极事件做持久性、普遍

性和内在化的归因ꎮ 本研究中消极事件归因方式问

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９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

进行数据录入ꎮ 使用 χ２ 检验比较不同社会人口学特

征学生间抑郁症状检出率ꎬ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抑

郁症状的影响因素(α ＝ ０.０５)ꎬ运用 Ａｍｏｓ ７.０ 构建结

构方程模型并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９－１１] 进行中介效应检

验ꎮ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学生抑郁症状检出情况　
在调查学生中ꎬＣＥＳ－Ｄ 评分>２０ 分者占 ４８.４％ꎻ评分

为 ２１ ~ ２５ 分的学生占 １８.６％(５１６ / ２ ７６８)ꎻ≥２６ 分的

学生占 ２９.７％(８２３ / ２ ７６８)ꎮ 女生和男生的重度抑郁

症状检出率分别为 ３１.８％和 ２８.０％ꎻ户籍在农村、县城

或乡镇和城市的学生检出率分别为 ３２.５％ꎬ３４.７％和

２０.７％ꎻ皖南地区学生检出率最高(３６.３％)ꎬ皖中地区

最低(２０.５％)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影响抑郁症状的多因素广义线性模型分析　 以

抑郁总评分为因变量ꎬ社会人口学特征和消极事件归

因方式 ３ 个维度评分为自变量ꎬ进行广义线性模型分

析ꎬ结果显示ꎬ在社会人口学特征中ꎬ性别为女性ꎬ户
籍地为农村ꎬ地区位于皖南是重点高中学生抑郁症状

的危险因素ꎮ 另外ꎬ学习成绩较差ꎬ倾向于将消极事

件进行持久性、普遍性和外在化的归因ꎬ也是重点高

中学生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归因方式在学习成绩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作用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ꎬ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学习成绩

与归因方式及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ꎬ根据分

析结果对模型进行拟合调整ꎬ获得最终关系模型ꎮ 运

用 ＡＭＯＳ 内建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ꎬ进行直接与间接效应检

验ꎬ结果显示ꎬ学习成绩通过归因方式对抑郁症状的

间接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ꎬ平均效应值为－
０ ０２５ꎻ同时学习成绩对抑郁症状的直接效应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平均效应值为－０.１９６ꎮ 见图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高中生抑郁症状检出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抑郁症状

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重度抑郁症状

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５００ ２７９(１８.６) ５.３１ ０.０７ ４２０(２８.０) ４.７１ ０.０３

女 １ ２６８ ２３７(１８.７) ４０３(３１.８)
年级 高一 １ ３６６ ２５９(１９.０) ０.１８ ０.９１ ４０４(２９.６) ０.０３ ０.８６

高二 １ ４０２ ２５７(１８.３) ４１９(２９.９)
户籍 农村 １ ５２３ ２８２(１８.５) ４９.４４ <０.０１ ４９５(３２.５) ４０.６４ <０.０１

县 / 乡镇 ５０１ １０１(２０.２) １７４(３４.７)
城市 ７４４ １３３(１７.９) １５４(２０.７)

地区 皖南 ７５４ １５５(２０.６) ８５.４９ <０.０１ ２７４(３６.３) ６９.５９ <０.０１
皖中 １ ０４９ １８７(１７.８) ２１５(２０.５)
皖北 ９６５ １７４(１８.０) ３３４(３４.６)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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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重点高中学生抑郁症状的多因素广义线性模型分析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ｔ 值 Ｐ 值
性别 女 ０.７３７ ０.３６８ ２.００４ ０.０４５
户籍 县 / 乡镇 ０.９７８ ０.５３６ １.８２６ ０.０６８

城市 －１.３７３ ０.５８０ －２.３６６ ０.０１８
地区 皖中 －２.９５７ ０.４６９ －６.３００ <０.０１

皖北 －０.９５５ ０.４９２ －１.９４１ ０.０５２
成绩 中下等 －１.９５２ ０.８５３ －２.２８９ ０.０２２

中等 －４.１７７ ０.８２５ －５.０６１ <０.０１
中上等 －６.００７ ０.８４０ －７.１４７ <０.０１
前五名 －５.６２８ １.００４ －５.６０５ <０.０１

归因方式 持久性 ０.２４８ ０.１２４ １.９９６ ０.０４６
普遍性 ０.８４３ ０.１２８ ６.５９９ <０.０１
人格化 －０.８３２ ０.１０９ －７.６４０ <０.０１

　 注:性别以男为参照ꎬ家庭户籍地以农村为参照ꎬ地区以皖南为参照ꎬ
成绩以后 ５ 名为参照ꎮ

图 １　 高中生归因方式在学习成绩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作用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４８.４％的重点高中学生有抑郁

症状ꎬ近 ３０％的学生有明显的抑郁症状ꎬ女生高于男
生ꎬ农村户籍学生高于城市ꎬ皖南地区学生抑郁症状
检出率最高ꎮ 施永斌等[１２]和刘军[１３] 分别在上海宝山
区和重庆市对普通中学学生进行抑郁症状评定ꎬ抑郁
症状检出率均超过 ４０％(分别为 ４６.８％和 ４１.５５％)ꎻ陈
祉妍等[８] 的研究同样显示ꎬ农村学生的抑郁症状检出
率高于城市学生ꎮ 张洪波等[１４] １９９９ 年调查显示ꎬ安
徽省普通高中学生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２５.８％ꎬ女生
高于男生ꎬ农村高于城市ꎬ皖北地区学生最高ꎮ 说明
高中学生抑郁症状广泛存在ꎬ重点高中学生有抑郁症
状的比例可能更高ꎬ在过去 １５ 年中ꎬ安徽省高中生的
抑郁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ꎮ

既往有研究认为ꎬ学习成绩差是抑郁症状的危险
因素[１３－１４] ꎮ 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探索学
习成绩、归因方式与抑郁症状关系发现ꎬ归因方式在
学习成绩与抑郁症状中可能发挥中介作用ꎬ学习成绩
可以通过悲观的归因方式(如持久性和普遍性)ꎬ增加
发生抑郁症状的危险性ꎮ 因此ꎬ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
需要父母和教师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ꎬ预防抑郁的发
生ꎬ同时学校和家庭在学生的教育和教养中ꎬ应注重
培养乐观的归因方式去应对生活中出现的应激ꎬ降低
学生出现抑郁状态的危险性ꎮ

归因方式包括 ３ 个维度ꎬ即持久性 (持久与暂
时)、普遍性(普遍与具体)、人格化(内在与外在) [５] ꎮ
国外关于归因方式的研究表明ꎬ将消极事件做持久

性、普遍性和内在化归因的个体容易产生抑郁情
绪[１５－１６] ꎮ 本研究结果同样呈现出普遍性和永久性维
度对抑郁症状产生具有中介作用ꎬ但在人格化维度ꎬ
外在化归因可增加抑郁症状的危险性ꎬ与国外的相关
研究结果相反[１５－１６] ꎮ 可能与东西方文化对自尊理解
上的差异有关ꎬ西方文化的背景下ꎬ高自尊的个体更
倾向于将不利的事件归因于外在ꎻ而东方文化的背景
下ꎬ高自尊的个体更倾向于内控归因[１７] ꎮ 由于横断面
研究的局限性ꎬ无法进行因果推断ꎬ因此ꎬ关于重点高
中学生抑郁症状与消极事件归因方式中人格化维度
的因果关系还需通过队列研究进一步探讨ꎮ

综上所述ꎬ重点高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亟待引
起家长和社会的重视ꎮ 农村学生、学习成绩差的学生
和女生应成为抑郁预防的重点ꎬ培养学生乐观的归因
方式可减少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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