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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考察芦山地区地震 ３ 年后青少年焦虑相关障碍患病率及其相关因素ꎬ为后续心理干预提供科学依

据ꎮ 方法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整群抽样调查芦山县 ３ ７４１ 名初中生和高中生ꎬ使用自编的地震暴露基本情况问卷和青少年焦

虑情绪障碍筛查量表(Ｓｃｒｅｅ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ꎬＳＣＡＲＥＤ)筛查地震 ３ 年后总体焦虑症状和 ５ 种

焦虑亚型的患病率及其相关因素ꎮ 结果　 芦山地区青少年焦虑障碍患病率为 ４２.３％ꎬ其中惊恐障碍为 ３６.３％ꎬ广泛性焦虑

为 ２９.５％ꎬ分离焦虑为 ４０.３％ꎬ社交焦虑为 ２６.１％ꎬ学校恐惧为 ３２.４％ꎮ 初中生比高中生报告了更多的分离焦虑症状( χ２ ＝
３３.０９ꎬＰ<０.０１)ꎮ 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表明ꎬ女生(ＯＲ ＝ ２.３４ꎬ９５％ＣＩ ＝ ２.００ ~ ２.７４ꎬＰ<０.０１)、高负面生活事件(ＯＲ ＝ ２.８７ꎬ
９５％ＣＩ＝ ２.６０~ ３.１７ꎬＰ<０.０１)、在地震中被困住(ＯＲ＝ １.７７ꎬ９５％ＣＩ＝ １.１８~ ２.６７ꎬＰ<０.０１)、父母受伤 (ＯＲ ＝ １.２２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３
~ １.４３ꎬＰ＝ ０.０２)、经历极度恐惧(ＯＲ＝ １.７８ꎬ９５％ＣＩ＝ １.５２~ ２.０８ꎬＰ<０.０１)等是焦虑障碍的风险因素ꎮ 结论　 地震 ３ 年后青

少年焦虑症状比例仍然比较高ꎬ针对焦虑症状的心理干预迫在眉睫ꎮ 应有重点地关注女性以及经历高暴露和高负面生活

事件的青少年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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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虑障碍既有过分担忧、恐惧、紧张等痛苦的情

绪体验ꎬ也有心悸、出汗、胸闷和运动性不安等躯体症

状ꎬ给人们带来持久的痛苦和社会功能的损害[１] ꎮ 焦

虑障碍的发病除了个体易感素质外ꎬ往往与外界环境

有密切关系ꎮ 地震作为突发的自然灾害ꎬ往往会给灾

区的人们带来长久地情绪紧张、惊恐、担忧和威胁感

等负面感受ꎬ进而产生焦虑障碍ꎮ 因此ꎬ评估地震受

灾人群的焦虑障碍的发生状况和风险因素ꎬ对开展和

指导灾后心理救援有一定的社会意义ꎮ
震后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灾后创伤后应激障

碍和抑郁两种更为常见的心理障碍上[２] ꎮ 范方等[３]

发现ꎬ震后 ６ 个月和 １８ 个月都江堰地区青少年总体焦

虑的患病率均为 ４０％左右ꎮ 也有国内学者针对北川

地震灾区的 ３３０ 名左右的三至五年级的学生调查发

现ꎬ震后 ６ 个月和 １ 年后焦虑障碍的发病率均在 ２０％
左右[４] ꎮ 此外ꎬ其他国内学者对 ３７３ 名汶川地震灾区
的青少年的研究发现ꎬ１ 年后青少年焦虑障碍的发病

率为 ３７.６％[５] ꎮ 王睿等[６]调查汶川地震灾区 ２ ７２９ 名
初高中生发现ꎬ震后 １８ 个月后焦虑障碍的发病率在

４４.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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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芦山县 ４ 所初中和高中开展调研ꎬ对
５ 种焦虑亚型包括广泛性焦虑、惊恐障碍、社交恐怖、
学校恐怖、分离焦虑的发病率进行调查ꎬ并分析焦虑

的风险关联因素ꎬ为青少年受灾人群的心理干预提供

科学依据和后续研究提供基础和方向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经雅安市教育局和芦山县教育局同意ꎬ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即芦山地震 ３ 年后ꎬ采用整群抽样方法ꎬ
对芦山县 ２ 所初中和 ２ 所高中的 ３ ７４１ 名初中生和高

中生进行问卷调查ꎬ发放问卷 ３ ７４１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３ ５１８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４. ０％ꎮ 其中初中生 ２ １７６
名ꎬ高中生 １ ３４２ 名ꎻ男生 １ ５７１ 名ꎬ女生 １ ９４７ 名ꎮ 平

均年龄(１４.８６±１.５８)岁ꎮ 本研究得到成都师范学院学

术伦理委员会及四川大学学术伦理委员会审查并批

准(批号:Ｋ２０１８０６３)ꎮ 在施测前ꎬ得到老师及学生家

长的知情同意ꎬ学生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一般人口学调查资料问卷和地震暴露调查问

卷(自编) 　 一般人口学调查包括学校、性别、年龄、是
否独生子女等资料ꎮ 地震暴露情况调查包括 ８ 项条

目ꎬ均要求被试回答“是”或“否”ꎬ即是否经历极度恐

惧、自己是否被困住、自己是否受伤、父母或亲人是否

受伤、是否看到有人被困住、是否看到有人严重受伤、
亲人是否在地震中去世、是否目睹有人在地震中死

去等ꎮ
１.２. ２ 　 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量表 ( Ｓｃｒｅｅ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ꎬＳＣＡＲＥＤ) 　
由 Ｂｉｒｍａｈｅｒ 等[７]编制ꎬ适用于 ９ ~ １８ 岁儿童ꎬ中文版由

王凯等[８]修订ꎬ含 ４１ 个条目ꎬ每条目按 ０ ~ ２ 分 ３ 级计

分ꎬ包括惊恐障碍、广泛性焦虑、分离焦虑、社交焦虑、
和学校恐怖等 ５ 个分量表ꎮ 量表总分≥２５ 分为检出

焦虑性情绪障碍ꎬ此外惊恐障碍分量表≥７ 分ꎬ广泛性

焦虑≥９ 分ꎬ分离焦虑≥５ 分ꎬ社交焦虑≥８ 分ꎬ学校恐

怖≥３ 分为检出疑似相关障碍ꎮ 该量表对中国儿童有

较好的信效度[９] ꎮ 本研究中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好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４ꎮ
１.２.３　 青少年负面生活事件问卷　 由刘贤臣等[１１] 编

制ꎬ量表共 ２７ 项ꎬ每条项目按 ０ ~ ５ 分 ６ 级计分ꎬ施测

时通过指导语让被试回顾各项事件最近 １ 年是否发

生ꎬ如果发生过则根据事件发生时的心理感受分级评

定[１０－１１] ꎮ 该问卷对中国青少年有很好的信效度ꎮ 该

问卷没有临界分值ꎬ本研究采用总分数的 ３ 分位点划

分低、中、高 ３ 个负面生活事件压力等级ꎮ
１.３　 质量控制　 在问卷回收过程中ꎬ由专人对无效问

卷做剔除处理ꎬ包括未完成的问卷、明显乱填问卷等ꎮ
对有效问卷中每个条目的缺失进行检查ꎬ条目缺失在

没有大于 ０.５％的情况下ꎬ其缺失值按该条目的平均值

处理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对数据资料进

行统计分析ꎬ年龄和性别因素对焦虑障碍的影响分析

通过 χ２ 检验进行分析ꎻ对男、女生在主观报告地震后

极度恐惧体验比较进行 χ２ 检验ꎻ焦虑障碍的风险关联

因素采用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进行分析ꎬ将负面

生活事件作为控制变量探索各种地震暴露因素对焦

虑障碍的影响程度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３ ５１８ 名被试中ꎬ有 ３８.５％(１ ３５４ 名)
的学生地震中经历极度恐惧ꎬ３.６％(１２８ 名)地震中曾

被困住ꎬ１４. ４％ ( ５０８ 名) 报告自己曾在地震中受伤ꎬ
４１.８％ ( １ ４６９ 名) 报告地震中有亲人受伤ꎬ ２９. ６％
(１ ０４２名)地震中看到有人被困住ꎬ５３.２％(１ ８７２ 名)
目击到有人受伤ꎬ４. ５％ (１５９ 名) 有亲人在地震中去

世ꎬ３２.８％(１ １５４ 名)目睹有人在地震中死去ꎮ 在报告

自己在地震中体验到极度恐惧的 １ ３５４ 名学生中ꎬ女
生 ８６９ 名ꎬ男生 ４８５ 名ꎬ女生(４４.６％) 比例高于男生

(３０.９％)(χ２ ＝ ６９.５４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焦虑症状的检出率和性别、学段差异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青少年焦虑检出率比较

性别与学段 人数 统计值 惊恐障碍 广泛性焦虑 分离焦虑 社交焦虑 学校恐怖 总体焦虑
性别 男 １ ５７１ ４４４(２８.３) ３４８(２２.２) ４４３(２８.２) ３３４(２１.３) ４４７(２８.４) ５０２(３２.０)

女 １ ９４７ ８３３(４２.８) ６９１(３５.５) ９７６(５０.１) ５８４(３０.０) ６９３(３５.６) ９８７(５０.７)
χ２ 值 ７９.２９ ７４.３４ １７３.７５ ３４.４０ ２０.２４ １２５.０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学段 初中 ２ １７６ ８１１(３７.３) ６３０(２９.０) ９５９(４４.１) ５４９(２５.２) ７２７(３３.４) ９３３(４２.９)
高中 １ ３４２ ４６６(３４.７) ４０９(３０.５) ４６０(３４.３) ３６９(２７.５) ４１３(３０.８) ５５６(４１.４)

χ２ 值 ２.３３ ０.９３ ３３.０９ ２.２１ ２.６３ ０.７１
Ｐ 值 ０.１３ 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４２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共有 １ ４８９ 人表现为焦虑症状ꎬ占被试总数的

４２.３％ꎮ 其中惊恐障碍 １ ２７７ 人ꎬ占 ３６.３％ꎻ广泛性焦

虑１ ０３９人ꎬ占 ２９.５％ꎻ分离焦虑 １ ４１９ 人ꎬ占 ４０.３％ꎻ社

交焦虑 ９１８ 人ꎬ 占 ２６. １％ꎻ 学校恐怖 １ １４０ 人ꎬ 占

３２.４％ꎮ 在焦虑症状人群中ꎬ女生 ９８７ 人ꎬ男生 ５０２
人ꎬ女生(５０.７％)高于男生(３２.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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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χ２ ＝ ９.３５ꎬＰ<０.０５)ꎮ 对焦虑症状的 ５ 种焦虑亚型

的性别差异分别进行检验表明ꎬ女生惊恐障碍、广泛

性焦虑、分离焦虑、社交焦虑、学校恐惧的检出率均高

于男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在学

段差异上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大部分焦虑症状上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ꎬ但在分离焦虑上ꎬ初中生(４４.１％)的检

出率高于高中生(３４.３％)(Ｐ<０.０１)ꎮ
２.３　 总体焦虑症状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

ＳＣＡＲＥＤ 总分为因变量ꎬ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ꎬ<２５ 分

为焦虑正常组(赋值为 ０)ꎬ≥２５ 分为焦虑障碍高危组

(赋值为 １)ꎬ纳入年龄、性别、独生子女、负面生活事件

等级以及地震暴露情况 ９ 项因素ꎬ先用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对自变量进行筛选ꎬ然后对单因素分析有统

计学意义的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并
将性别、负面生活事件作为控制变量ꎬ最终ꎬ进入回归

方程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有高负面生活事件、女性、
经历极度恐惧、自己被困住、父母或亲属受伤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芦山地区震后 ３ 年青少年

焦虑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３ ５１８)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高负面生活事件 １.０６ ０.０５ ２.８７(２.６０~ ３.１７) <０.０１
女性 ０.８５ ０.０８ ２.３４(２.００~ ２.７４) <０.０１
经历极度恐惧 ０.５７ ０.０８ １.７８(１.５２~ ２.０８) <０.０１
自己被困 ０.５７ ０.２１ １.７７(１.１８~ ２.６７) <０.０１
自己受伤 ０.１７ ０.１１ １.１９(０.９５~ １.４９) ０.１４
父母或亲属受伤 ０.２０ ０.０８ １.２２(１.０３~ １.４３) ０.０２
目睹亲人被困 ０.０８ ０.０９ １.０９(０.９０~ １.３１) ０.３８
目睹他人严重受伤 ０.０３ ０.０９ １.０３(０.８６~ １.２２) ０.７６
失去亲人 ０.３４ ０.１９ １.４０(０.９６~ ２.０４) ０.０８
目睹他人死亡 ０.１５ ０.０９ １.１７(０.９７~ １.３９) ０.１０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震后 ３ 年后芦山地区重灾区青

少年焦虑症状检出率高达 ４２.３％ꎬ可以看出焦虑症状

在地震后数年仍然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ꎮ 另外分

离焦虑、惊恐障碍和学校恐惧的比例均超过 ３０％ꎬ广
泛性焦虑和社交焦虑也均超过 ２５％ꎬ初中生分离焦虑

检出率高于高中生ꎮ 因此ꎬ心理干预和教育的手段和

方法也应有所区别ꎮ
国内外青少年群体地震后焦虑症状的研究较多ꎬ

但研究结果之间很难进行比较ꎬ因为地震发生的震

级、离震中的位置、样本的特征、筛查时间以及筛查工

具的异同等都会影响研究结果ꎮ 如果限定同样的筛

查工具ꎬ对研究结果与国内其他运用同样的筛查工具

ＳＣＡＲＥＤ 问卷的研究进行比较发现ꎬ 本研究结果

(４２.３％)与张岚等[１２] 调查汶川地震后都江堰地区青

少年群体焦虑症状的 ６ 个月和 １８ 个月的检出率

(４０.８％和 ４１.４％)比较接近ꎬ比王凯等[８] 对普通青少

年人群的焦虑筛出率 ２４.８％要高出近 １ 倍ꎬ也比上海

普通初中生焦虑水平(１６.４％)要高[１３] ꎮ 有学者报道ꎬ
７１５ 名北川地震灾区小学生 １ 年后的焦虑筛出率为

１８.９％[１４] ꎮ 汪辉耀等[１５] 对 ７１９ 名青川地震灾区青少

年的 １３ 个月和 ３１ 个月的焦虑检出率为 ４３. １％ 和

２６.８％ꎮ 提示高烈度的自然灾难对青少年幸存者焦虑

有直接的作用ꎬ该推测也得到本研究结果的证实ꎬ显
示地震暴露程度的高水平是焦虑的预测因素ꎬ如经历

极度的恐惧、自己受困、自己受伤等ꎮ 本研究结果与

国内外其他研究也比较接近[１６] ꎬ说明自然灾难对不同

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群体的影响也存在一些共性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女生焦虑检出率高于男生ꎬ与国

内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后大多数关于青少年焦虑的

研究比较一致[３ꎬ６ꎬ１２ꎬ１６] ꎮ 但是国内有研究表明男生与

女生之间焦虑症状上无显著差异[１５] ꎬ甚至男生比女生

报告了更多的焦虑症状[１４] ꎮ 可能因为样本大小的不

同、筛查工具的差异和年龄差异造成ꎮ 本研究结果表

明ꎬ女生比男生报告了更多的恐惧感受ꎬ导致女生比

男生更容易焦虑ꎬ可能与女生天性的敏感有关ꎬ对情

感的感受更加强烈ꎬ经历同样的灾难却体验更多的恐

惧ꎮ 提示灾后心理重建不仅要干预最常见的创伤后

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状ꎬ焦虑症状也是未来心理干预工

作的重点ꎮ 在针对焦虑症状的心理干预中ꎬ也必须面

向不同的焦虑亚型有所侧重ꎬ干预效果才会更显著ꎮ
本研究发现ꎬ分离焦虑的年龄特征比较明显ꎬ初中生

比高中生更明显一些ꎬ而其他亚型的焦虑无此现象ꎮ
说明父母与孩子的分离也许会引起低年级学生的分

离焦虑的比例上升ꎬ因为低年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

可能要差一些ꎬ与父母间的亲子依恋性更强[１７] 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灾难后高负面生活事件是焦虑的

最大的预测因素ꎬ负面生活事件本身可以造成对青少

年心理健康的影响ꎬ让青少年的情绪更容易焦虑或抑

郁ꎬ如学习压力[１６] 、升学压力、同学关系、社会支持、经
济压力、父母指责等[１８] ꎬ所以本研究中青少年的焦虑

一部分是由地震灾难造成的ꎬ另外也是由于日常生活

中的负面生活事件造成的ꎮ 因此ꎬ心理干预也许应更

多偏向家庭教育、父母教育、人际关系训练ꎮ
除性别和高负面生活事件之外ꎬ地震暴露程度的

不同对焦虑障碍也有明显的影响ꎮ 在以上暴露因素

中ꎬ主观体验到极度恐惧和客观上经历地震中被困和

父母地震中受伤是最显著的因素ꎮ 主观恐惧体验是

焦虑的风险因素ꎬ与一项针对希腊青少年地震幸存者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１９] ꎬ提示恐惧情绪的感受对创伤

后应激障碍的贡献值最大ꎮ 可能是对于青少年来说ꎬ
这种主观上的负面恐惧情绪会持续影响继而对焦虑

障碍的产生发挥作用ꎬ还需要未来的纵向的综合性的

研究ꎬ从脑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角度交叉来发现

主观体验对焦虑障碍影响的内在病理机制ꎮ 在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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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经历方面ꎬ只有地震中被困和父母在地震中受伤

是焦虑障碍的风险相关因素ꎬ地震中被困也许会延长

并加剧青少年的恐慌恐惧情绪体验的时间ꎬ父母地震

中受伤可能会威胁到青少年的安全感－保护者有可能

会失去ꎬ以上方面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去证实和探

索产生的路径ꎬ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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