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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究儿童青春早期心理应激对焦虑及抑郁症状水平的预测作用ꎬ为改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提供参

考ꎮ 方法　 对象来自重庆市区 ４ 所小学 ９９８ 名男女童组成的青春发育队列ꎬ青春早期测量其心理应激水平ꎬ并在 ４ 年后随

访其焦虑及抑郁水平ꎬ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青春早期心理应激对焦虑和抑郁水平的影响ꎮ 结果　 被试者青春早期心理

应激平均得分为(３４.７９± ２４.７８) 分ꎬ４ 年后焦虑和抑郁平均得分分别为(１１.２０± １０.８９) ( １２.０６ ± ６.６９) 分ꎬ检出率分别为

１４.０３％和 １５.６３％ꎮ 女童焦虑和抑郁得分均高于男童( ｔ 值分别为 ５１.５８ꎬ５.４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父母文化程度和自觉父母关

系状况不同的儿童抑郁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６.７４ꎬ７.３８ꎬ１０.４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多重线性回归结果显示ꎬ女
童(β＝ ４.３８)、青春早期应激水平越高(β＝ ０.１３)、年龄越大(β＝ ０.８９)ꎬ其 ４ 年后焦虑水平越高ꎻ儿童青春早期应激水平越高

(β＝ ０.０５)、年龄越大(β＝ ０.５７)、自觉父母关系越差(β ＝ １.１９)、母亲文化程度越低(β ＝ －１.００)ꎬ其抑郁水平越高(Ｐ 值均<
０.０５)ꎮ 结论　 青春早期心理应激水平和年龄对随后的焦虑和抑郁状况具有正向预测作用ꎻ女童更容易焦虑ꎬ父母关系不

好和母亲文化程度低与儿童抑郁呈正相关ꎮ
【关键词】 　 应激ꎬ心理学ꎻ青春期ꎻ焦虑ꎻ抑郁ꎻ精神卫生ꎻ回归分析ꎻ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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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期是儿童青少年从童年期逐步过渡至成年

期的一段特殊时期ꎬ期间除生理上的成熟ꎬ也是社会

认知和心理认知形成的关键时期[１－２] ꎮ 根据世界卫生

组织对青春期的最新定义ꎬ青春期一般指儿童青少年

１０ ~ １９ 岁的时期ꎬ学者一般认为年龄在 １０ ~ １３ 岁左右

为青春早期[３] ꎮ 有研究发现个体在青春早期对独立

和自主的需求开始显现[４] ꎬ心理应激是个体察觉需求

与满足需求能力不平衡时倾向于通过整体的心理和

生理反应表现出来的多因素作用的适应过程[５] ꎮ 通

常情况下ꎬ个体可以通过调节生活事件对自身带来的

紧张感达到应激适应ꎬ青春早期高应激的生活事件会

产生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ꎬ如产生焦虑和抑郁反应、

０３８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加重精神和躯体疾病等[６－８] ꎮ 本研究旨在探讨儿童青

春早期心理应激对焦虑和抑郁水平的预测作用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研究对象来源于 １ 个重庆市区青春发育

队列研究[９] ꎬ包括 ４ 所小学中知情同意的儿童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对队列中 １ ４２０ 名儿童进行心理应激调

查ꎬ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对保留在队列中的 ９９８ 人随访其焦虑

和抑郁水平ꎬ失访率为 ２９.７２％ꎬ失访原因是小升初部

分学生去了未纳入调查的中学ꎮ 调查对象中男童 ４８７
名ꎬ女童 ５１１ 名ꎬ平均年龄(９.５３±１.１６)岁ꎬ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为(１６.８３±３.０３) ｋｇ / ｍ２ꎬ失访儿童的年龄、ＢＭＩ、
父(母)文化程度及留守比例均高于非失访儿童( ｔ /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０.０８ꎬ２.９７ꎬ６.８４ꎬ７.６２ꎬ６.２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女童的 ＢＭＩ 低于男童( ｔ ＝ ３.１３ꎬＰ ＝ ０.００)ꎬ其余人口学

特征在男女童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研究获得重

庆医科大学医学研究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批准ꎬ并在儿

童及其父母的知情同意后开展调查ꎮ
１.２　 方法　 基线调查包括儿童身高、体重的测量及家

长和学生问卷调查ꎮ 其中ꎬ家长问卷内容包括儿童出

生日期、留守情况、家庭收入、父母文化程度及离异情

况ꎻ儿童问卷内容包括性别、自觉父母关系、看电视玩

手机等屏幕使用时间ꎮ 采用自编的«小学生应激性生

活事件量表»评价儿童的心理应激水平ꎬ共 ４５ 个生活

事件ꎬ每个生活事件未发生过计 ０ 分ꎬ发生过根据对自

己心情影响的程度分别计 １ ~ ５ 分ꎬ总分越高应激程度

越高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信效度良好ꎬ结构效度 ＫＭＯ
值为 ０.８５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８[１０] ꎮ

随访调查主要通过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量

表( Ｓｃｒｅｅ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ｓꎬ ＳＣＡＲＥＤ) [１１] 和儿童抑郁量表(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ꎬ ＣＤＩ) [１２]评价儿童的焦虑和抑郁水

平ꎮ ＳＣＡＲＥＤ 量表由 Ｂｉｒｍａｈｅｒ 于 １９９７ 年制定ꎬ并于

１９９９ 年修订ꎬ共 ４１ 个条目ꎻＣＤＩ 量表由 Ｋｏｖａｃｓ 等于

１９８５ 年编制并于 １９９２ 年再次修订ꎬ共 ２７ 个条目ꎮ ２
个量表的条目分别按 ０ ~ ２ 计分ꎬ总分越高表示焦虑或

抑郁程度越严重ꎮ 以 ＳＣＡＲＥＤ 量表总分> ２３ 分计为

焦虑ꎬ ＣＤＩ 量表总分 > １９ 分计为抑郁ꎮ 本研究中ꎬ
ＳＣＡＲＥＤ 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３ꎬ结构效度 ＫＭＯ
值为 ０.９５ꎻＣＤＩ 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ꎬＫＭＯ 值

为 ０.９０ꎬ信效度良好ꎮ
１.３　 质量控制　 学生问卷由调查员在学校当场发放

和验收ꎬ验收不合格由儿童当场核对修改ꎮ 家长问卷

由儿童带回家家长填写后再带回学校ꎬ调查员检查合

格后回收问卷ꎬ不合格者带回由家长核对修改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进行数据双录入并

核查ꎬＳＰＳＳ ２２.１ 进行数据分析ꎮ 采用 ｔ 检验和 χ２ 检验

比较男女童人口学特征ꎬ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特征组儿

童的焦虑和抑郁得分ꎻ采用简单线性回归和多重线性

回归分析青春早期心理应激对焦虑和抑郁总分的作

用ꎬ变量筛选为逐步法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特征组儿童焦虑和抑郁水平比较　 儿童青

春早期心理应激平均得分为(３４.７９±２４.７８)分ꎬ焦虑和

抑郁平均得分分别为(１１.２０±１０.８９)(１２.０６±６.６９)分ꎬ
焦虑、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 １４. ０３％ ( １４０ 名)ꎬ
１５.６３％(１５６ 名)ꎮ 女童焦虑和抑郁得分均高于男童ꎻ
父母文化程度和自觉父母关系状况不同的儿童抑郁

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儿童焦虑和抑郁得分比较

人口学特征 人数
焦虑

ｘ±ｓ ｔ / Ｆ 值 Ｐ 值

抑郁

ｘ±ｓ ｔ / Ｆ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４８６ ８.７２±９.０４ －５１.５８ ０.００ １１.５５±６.３５ －５.４８ ０.０２
　 女 ５１２ １３.５６±１１.９４ １２.５４±６.９７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４６２ １１.１５±１０.５９ ０.２４ ０.７９ １２.８２±６.５１ ６.７４ ０.００
　 高中及中专 ３４１ １１.４９±１１.１９ １１.７０±６.６８
　 大专及以上 １９５ １０.８３±１１.１２ １０.８５±６.９５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４９２ １１.５４±１１.６０ ０.５０ ０.６１ １２.７９±６.５８ ７.３８ ０.００
　 高中及中专 ３３６ １１.０５±１０.１９ １１.７４±６.９１
　 大专及以上 １７０ １０.６３±１０.１７ １０.５９±６.２９
家庭人均月收入 / 元
　 <２ ０００ ３０５ １１.０３±１０.７６ ０.３７ ０.６９ １２.４９±６.５２ １.３４ ０.２６
　 ２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４６１ １１.００±１０.６０ １２.０３±６.８３
　 >４ ０００ ２３２ １１.７１±１１.５３ １１.５３±６.６３
父母离异
　 是 １０４ １０.８５±１０.３８ －０.１２ ０.７３ １２.９９±７.１６ ２.２５ ０.１３
　 否 ８９４ １１.２４±１０.９６ １１.９５±６.６３
留守情况
　 是 ６７ １１.１０±１０.９７ ０.０１ ０.９３ １２.１３±６.６０ １.５２ ０.２２
　 否 ９３１ １０.８４±１０.４０ １０.０２±６.２４
自觉父母关系
　 好 ８４１ １０.８４±１０.７８ ２.９７ ０.０５ １１.６５±６.５０ １０.４９ ０.００
　 一般 １０３ １２.８９±１１.２７ １４.６５±７.１１
　 不好 ５４ １３.５８±１１.６０ １３.３８±７.６２

２.２　 青春早期心理应激与焦虑和抑郁得分的关系

２.２.１　 心理应激与焦虑得分的关系 　 以焦虑得分作

为因变量ꎬ青春早期心理应激得分为自变量ꎬ进行简

单线性回归(模型 １)ꎬ构建的模型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１１１.６８ꎬＰ<０.０１)ꎬ焦虑得分变异的 １０.１％可由心理应

激解释(Ｒ２ ＝ ０.１０)ꎻ将年龄、ＢＭＩ、屏幕时间、性别作为

协变量纳入多重线性回归ꎬ最终青春早期心理应激、
年龄、性别进入模型(模型 ２)ꎬ构建的模型有统计学意

义(Ｆ ＝ ５９.２６ꎬＰ<０.０１)ꎬ焦虑得分变异的 ３９.０％可由心

理应激、年龄及性别解释(Ｒ２ ＝ ０.３９)ꎻ女童、青春早期

应激水平越高、年龄越大ꎬ其焦虑水平越高(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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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心理应激与抑郁得分的关系 　 以抑郁得分作

为因变量ꎬ青春早期心理应激得分作为自变量ꎬ进行

简单线性回归(模型 １)ꎬ构建的模型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４８.５０ꎬＰ<０.０１)ꎬ抑郁得分变异的 ４.６％可由心理应

激解释(Ｒ２ ＝ ０.０５)ꎻ将年龄、ＢＭＩ、屏幕时间、性别、父
母文化程度及父母关系作为协变量纳入多重线性回

归ꎬ最终青春早期心理应激、年龄、性别、母亲文化程

度、父母关系进入模型(模型 ２)ꎬ构建的模型有统计学

意义(Ｆ ＝ ２１.０７ꎬＰ<０.０１)ꎬ焦虑得分变异的 ７.９％可由

心理应激、年龄、母亲文化水平及父母关系解释(Ｒ２ ＝
０.０８)ꎻ儿童青春早期应激水平越高、年龄越大、自觉父

母关系越差、母亲文化程度越低ꎬ其抑郁水平越高(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青春早期儿童心理应激与焦虑和

抑郁水平线性回归分析[β 值(β 值 ９５％ＣＩ)ꎬｎ ＝ ９９８]

模型 自变量 焦虑 抑郁
模型 １ 青春早期心理应激 ０.１４(０.１１~ ０.１７) ０.０６(０.０４~ ０.０８)
模型 ２ 青春早期心理应激 ０.１３(０.１１~ ０.１６) ０.０５(０.０４~ ０.０７)

性别 ４.３８(３.１２~ ５.６３)
年龄 ０.８９(０.３５~ １.４３) ０.５７(０.２２~ ０.９２)
母亲文化程度 －１.００( －１.５４~ －０.４６)
父母关系 １.１９(０.４０~ １.９８)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３　 讨论

青春早期是儿童向成人的过渡初期ꎬ此期也是大

脑皮层和边缘系统成熟的时期ꎬ 对应激的反应性

高[１３] ꎬ因此关注青春早期的心理应激及其对后期心理

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研究利用纵向数据分

析儿童青春早期心理应激对焦虑及抑郁症状的预测

作用ꎬ结果发现儿童青春早期应激水平越高ꎬ其 ４ 年后

抑郁和焦虑水平越高ꎮ
应激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各种压力性

生活事件引起的一种心理紧张状态ꎮ 大规模流行病

学研究发现ꎬ个体在生命早期遭受环境应激ꎬ倾向出

现成年期精神健康问题ꎬ引起该现象的原因与应激事

件可能导致促炎性细胞因子升高相关[１４] ꎮ 研究发现

心理应激不仅会引起各种心理健康疾病ꎬ且会造成人

对许多疾病的脆弱易感倾向ꎬ并可能在其他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使人患病[６ꎬ１５] ꎮ
本研究发现青春早期较高的心理应激与后来较

高的焦虑和抑郁水平有关ꎮ 有人群研究和动物实

验[１６－１７]都发现早期生活压力( ＥＬＳ) 是青少年抑郁发

生的危险因素ꎮ Ｋｉｒｃａｎｓｋｉ 等[１７] 的研究提示其机制与

控制青春期相关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的大脑回路

功能区的生理作用相关ꎬＡｌｌｅｎ 等[１８] 研究提示这种关

联可能是由 ｍｉＲＮＡ 调控的ꎮ
此外ꎬ本研究还发现随着年龄增长ꎬ儿童焦虑和

抑郁症状的风险也随之增加ꎮ 闫梅[１９] 发现青少年抑

郁情绪在 １２ ~ １５ 岁间随年龄增长ꎬ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ｉ 等[２０]

发现年龄较大的青少年焦虑发生的概率明显增高ꎬ与
本研究结果一致ꎬ可能是随年龄的增长ꎬ对焦虑和抑

郁等情绪的认知和感受能力增加导致ꎮ
抑郁和焦虑是青春期 ２ 种常见的、发生率较高的

情绪障碍[２１] ꎬ焦虑普遍被认为是个体预感到将要发生

某种不利情况而难以应付的不愉快情绪ꎬ抑郁指以忧

郁为主的显著而持久的悲哀、不幸和烦躁的情绪、行
为和身心不适症状[２２] ꎮ 本研究儿童焦虑和抑郁检出

率分别为 １４.０３％和 １５.６３％ꎬ其得分及检出率均低于

用相同量表在国内开展的其他儿童研究[２３－２４] ꎬ提示儿

童焦虑和抑郁检出率存在地区或城乡差异ꎮ
本研究以局部地区儿童作为研究对象ꎬ研究结果

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还不能给予定论ꎮ 未来需要对不

同地区儿童开展前瞻性的队列研究ꎬ以进一步证实青

春早期心理应激对焦虑和抑郁等情绪障碍的预测作

用ꎮ 本研究采用自编应激性生活事件量表测量儿童

青春早期心理应激状况ꎬ但心理应激存在波动ꎬ一次

心理应激测量的结果主要反映的是儿童半年内经历

的生活事件及其影响ꎮ 另外ꎬ由于升学导致的失访也

是本研究的局限所在ꎬ失访是所有队列研究共同面临

的难题ꎬ同时本研究也分析了失访儿童与纳入分析儿

童的特征ꎬ失访儿童年龄、ＢＭＩ、留守比例及父母文化

程度均高于非失访儿童ꎬ且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对焦虑

和抑郁状况具有正向预测作用ꎻ同时ꎬ母亲文化程度

低是儿童抑郁的危险因素ꎬ因此ꎬ失访儿童可能造成

对焦虑和抑郁水平一定程度的低估ꎬ儿童焦虑和抑郁

水平及检出率可能高于目前的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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