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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河南省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现状及影响因素ꎬ为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

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ꎬ在河南省 ４５ 所高校中选取 ８４０ 名文史、理工、农林、医学类在校大学生ꎬ采用自编问卷进行精

神卫生相关知识调查ꎮ 结果　 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为 ７５.８６％(３２ ８０６ / ４３ ２４８)ꎮ 单因素分析发现ꎬ不同性别、地区、
年级、专业、父亲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精神卫生知识获得途径的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多重线性回归结果显示ꎬ女生精神卫生知识得分是男生的 １.０３ 倍ꎻ农林、文史、理工类大学生的精神卫生知

识得分分别是医学类大学生的 ５.１９ꎬ３.６５ꎬ２.６５ 倍ꎻ通过机构宣传教育途径获得精神卫生知识的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得分

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精神卫生知识的 １.４２ 倍(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河南省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仍需进一步提

高ꎬ同时加强对男性、高年级大学生、非医学专业大学生的宣传教育以及对宣传形式多元化的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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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ꎬ大学生所面临的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日益增多ꎬ相关的心理问题也日渐
突出[１] ꎮ 一项 Ｍｅｔａ 分析显示ꎬ中国医学生的抑郁患病
率为 ２９％ꎬ焦虑患病率为 ２１％[２] ꎻ大学生的自杀计划
检出率为 ４.４％[３] ꎬ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为 １６.６％[４] ꎮ
提高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程度ꎬ有助于对心理问
题进行早期识别和选择合理的应对方式ꎮ 为此ꎬ本文
对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知晓情况进行调查ꎬ以便针对
不同学生开展相应的干预措施ꎬ为相关部门制定精神
卫生政策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ꎬ先将河南
省的 ４５ 所高校ꎬ按照文史、理工、农林、医学分为 ４ 类ꎬ
在每个类别中随机各抽取 １ 所大学ꎬ从各大学中随机
抽取 １ 个专业ꎬ再从该专业的每个年级中随机抽取 １
个班级ꎮ 最终抽取河南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河
南牧业经济学院、新乡医学院 ４ 所高校的 １７ 个班级
８４０ 名在校大学生ꎮ 回收有效问卷 ８１６ 份ꎬ有效回收
率为 ９７.１％ꎮ 其中男生 ３８８ 名(４７.５％)ꎬ女生 ４２８ 名
(５２.５％)ꎻ理工类学生 １９９ 名(２４. ４％)ꎬ农林类学生
２０６ 名(２５.２％)ꎬ医学类学生 ２１５ 名(２６.３％)ꎬ文史类
学生 １９６ 名(２４.０％)ꎻ大一学生 １９５ 名(２３.９％)ꎬ大二
学生 １９２ 名(２３.５％)ꎬ大三学生 １９７ 名(２４.１％)ꎬ大四
学生 １９１ 名(２３.４％)ꎬ大五学生 ４１ 名(５.０％)ꎻ城市学
生 ３２２ 名(３９.５％)ꎬ农村学生 ４９４ 名(６０.５％)ꎮ
１.２　 方法　 于 ２０１７ 年 ５—７ 月ꎬ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
方法ꎮ 问卷包括 ２ 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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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获取精神卫生知识的渠道ꎻ第二部分由«心理
健康知识问卷» [５]和«精神疾病及相关知识问卷» [５] 组
成ꎮ «心理健康知识问卷»来自我国«精神卫生宣传教
育核心信息和知识要点»ꎬ并为我国卫生部办公厅
２０１０ 年颁布的精神卫生工作指标调查评估方案的问
卷之一[５] ꎮ «精神疾病及相关知识问卷» (自行设计)
包括常见心理 / 精神问题、精神疾病病因及其他认知 ３
个方面 ３３ 道题目ꎬ每题有“是”和“否”２ 个备选答案ꎬ
分别计 １ꎬ０ 分ꎬ评分越高ꎬ说明对精神卫生知识的知晓
程度越高ꎮ 条目的答题正确率即知晓率ꎮ 经信、效度
分析后ꎬ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６ꎬ效度检验 ＫＭＯ
值为 ０.８１ꎬ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型检验度为 ７ ５４２.７６(Ｐ<０.０１)ꎮ
«心理健康知识问卷»２０ 道题目中ꎬ肯定或正确回答条
目≥１５ 项为基本知晓ꎻ１０ ~ １４ 项为部分知晓ꎻ≤９ 项
为较少知晓ꎮ 相对应的率(基本知晓率、部分知晓率、
较少知晓率) 为正确回答规定条目的样本数 / 总样
本数ꎮ
１.３　 质量控制　 正式调查前进行预调查ꎬ了解调查内
容的适用情况及调查流程的可操作性ꎻ强化调查员培
训工作ꎬ并做好调查前宣讲ꎻ调查结束后ꎬ调查员核对
调查表ꎬ确保没有空项、漏项、填写失误ꎮ 该项目实施
前已经通过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ꎬ调查前征得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ꎮ
１.４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０ 进行录入ꎬ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单因素分析采用独立
样本 ｔ 检验或者单因素方差分析ꎬ多因素分析采用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精神卫生知识总体知晓情况　 大学生对精神卫
生知识的总体知晓率为 ７５.８６％ (３２ ８０６ / ４３ ２４８)ꎬ其
中对«心理健康知识问卷» 的总体知晓率为 ７９. ２％
(１２ ９２１ / １６ ３２０)ꎬ基本知晓率为 ７４.６％(６０９ / ８１６)ꎬ部
分知晓率为 ２２. ９％ ( １８７ / ８１６)ꎬ较少知晓率为 ２. ５％
(２０ / ８１６)ꎻ对«精神疾病及相关知识问卷»的总体知晓
率为 ７３.８％(１９ ８８５ / ２６ ９２８)ꎮ
２.２　 精神卫生知识相关因素分析　 由表 １ 可见ꎬ不同
性别、地区、年级、专业、父亲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
入、精神卫生知识获得途径的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得
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以精神卫生

知识得分为因变量ꎬ以性别(１ ＝ 男ꎬ２ ＝ 女)、地区(１ ＝
农村ꎬ２ ＝ 城市)、年级( １ ＝ 大一、大二ꎬ２ ＝ 大三及以
上)、专业(１ ＝医学ꎬ２ ＝理工ꎬ３ ＝ 农林ꎬ４ ＝ 文史)、是否
为独生子女(１ ＝是ꎬ２ ＝否)、父亲文化程度(１ ＝初中及
以下ꎬ２ ＝高中或中专ꎬ３ ＝大专及以上)、母亲文化程度
(１ ＝初中及以下ꎬ２ ＝高中或中专ꎬ３ ＝ 大专及以上)、家
庭人均月收入(１ ＝ <２ ０００ 元ꎬ２ ＝ ２ ０００ ~ ４ ０００ 元ꎬ３ ＝ >
４ ０００ 元)、获得精神卫生知识的途径种类( １ ＝ １ ~ ３
种ꎬ２ ＝ ≥４ 种)和途径类型(１ ＝机构宣传教育途径ꎬ２ ＝
其他途径)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ꎬ运
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女生精神卫生知
识得分是男生的 １.０３ 倍ꎬ农林、文史、理工类大学生的
精神卫生知识得分分别是医学类大学生的 ３.６５ꎬ２.６５ꎬ
５.１９ 倍ꎬ通过机构宣传教育途径获得精神卫生知识的
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得分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精神
卫生知识的 １.４２ 倍(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精神卫生知识获得途径　 ７７.３％的学生通过网络
获得精神卫生知识ꎬ其次是电视电影(６４.５％)、报刊书
籍(４２.２％)ꎮ 就“觉得什么样的宣传形式对学生比较
合适”的选择ꎬ位于前 ３ 位的依次是网络(７１.７％)、标
语手册(６１.１％)和展板 / 海报 / 板报(４４.２％)ꎮ 见表 ３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得分 ｔ / Ｆ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３８８ ３９.２２±６.２３ －４.７６ <０.０１

女 ４２８ ４１.１０±４.９１
地区 农村 ４９４ ３９.７２±５.６７ －３.０５ <０.０１

城市 ３２２ ４０.９５±５.５６
年级 大一和大二 １９５ ４０.７６±５.０２ ２.７２ <０.０１

大三及以上 １９２ ３９.７０±６.１３
专业 理工 １９９ ３７.４４±５.８９ ５１.６９ <０.０１

农林 ２０６ ３９.０７±５.５２
医学 ２１５ ４３.５２±４.６５
文史 １９６ ４０.５６±４.５９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２１２ ４０.１８±５.５７ －０.０８ ０.９４
否 ６０４ ４０.２１±５.６９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５１２ ３９.８９±５.８６ ２.６７ ０.０７
高中或中专 １８２ ４０.４６±５.３０
大专及以上 １２２ ４１.１４±５.１６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４２８ ３９.８８±６.００ ５.３８ <０.０１
高中或中专 ２２９ ３９.９０±５.２６
大专及以上 １５９ ４１.５２±５.０５

家庭人均月 <２０００ ４１４ ４０.３６±５.４７ ６.３８ <０.０１
　 收入 / 元 ２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３０８ ３９.４８±５.９９

>４ ０００ ９４ ４１.８６±４.９３
精神卫生知识 １~ ３ 种 ５５０ ３９.３４±５.７３ －２１.６６ <０.０１
　 获得途径 ≥４ 种 ２６６ ４２.００±５.０４
精神卫生知识获 机构宣传教育 ４４３ ４１.３６±５.２４ ６.４８ <０.０１
　 得途径类型 其他 ３７３ ３８.８３±５.８２

表 ２　 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得分相关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８１６)

常数与自变量 标准误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ｔ 值 Ｐ 值 β 值(β 值 ９５％ＣＩ)
常数项 ２.２１ １９.２４ <０.０１ ４２.５４
性别 女 ０.３７ ０.０９ ２.８１ ０.０１ １.０３(０.３１ ~ １.７５)
地区 城市 ０.４４ ０.０７ １.７８ ０.０８ ０.７９( －０.０８ ~ １.６６)
专业 理工 ０.５２ －０.３９ －９.９５ <０.０１ －５.１９( －６.２１ ~ －４.１７)

农林 ０.５２ －０.２８ －７.０６ <０.０１ －３.６５( －４.６７ ~ －２.３７)
文史 ０.５５ －０.２０ －４.８３ <０.０１ －２.６５( －３.３７ ~ －１.５８)

父亲文化程度 高中或中专 ０.４８ －０.０４ －１.０７ ０.２８ －０.５１( －１.４５~ ０.４３)
大专及以上 ０.６９ ０.０５ １.０６ ０.２９ ０.７３( －０.６２ ~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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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常数与自变量 标准误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ｔ 值 Ｐ 值 β 值(β 值 ９５％ＣＩ)
母亲文化程度 高中或中专 ０.５３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９７ ０.０２( －１.０３ ~ １.０６)

大专及以上 ０.７４ －０.０２ －０.４８ ０.６３ －０.３６( －１.８１~ １.０９)
人均月收入 / 元 ２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５ －１.５０ ０.１４ －０.５９( －１.３７~ ０.１９)

>４ ０００ ０.６４ ０.０３ ０.８０ ０.４２ ０.５１( －０.７４ ~ １.７６)
精神卫生知识获得途径 ≥４ 种 ０.４９ ０.０６ １.３７ ０.１７ ０.６７( －０.２９ ~ １.６２)
精神卫生知识获得途径类型 其他途径 ０.４５ －０.１３ －３.１４ ０.００ －１.４２( －２.３０ ~ －０.５３)

表 ３　 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获得途径及对宣传形式的选择率 / ％

途径

精神卫生知识获得途径

医学生

(ｎ ＝ ２１５)
非医学生

(ｎ ＝ ６０１)
合计

(ｎ ＝ ８１６)

觉得合适的宣传形式

医学生

(ｎ ＝ ２１５)
非医学生

(ｎ ＝ ６０１)
合计

(ｎ ＝ ８１６)
网络 ８６.０ ７４.２ ７７.３ ５３.２ ７８.４ ７１.７
电视电影 ７８.１ ５９.６ ６４.５ ２３.７ ４２.１ ３７.３
报刊书籍 ６０.５ ３５.６ ４２.２ ３０.８ １７.６ ２１.１
他人讲述、道听途说 ４９.３ ３５.３ ３９.０ — — —
标语手册 ５２.６ ３１.７ ３７.３ ５７.０ ６２.６ ６１.１
讲座、选修课 ３７.７ １６.３ ２１.９ ５６.５ ３１.３ ３７.９
展板、海报、板报 ２０.３ １２.５ １４.６ ４５.６ ４３.７ ４４.２
校园广播 ９.８ １０.８ １０.５ ３８.７ ３２.９ ３４.４
机构咨询 ９.３ ８.８ ８.９ ２３.６ １７.８ １９.３
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社团活动 ５.９ １.７ ２.８ ３２.３ １５.６ ２０.０
展览 — — — ３６.７ ３５.８ ３６.０
其他途径 ４.７ ４.８ ４.８ ３.５ ２.２ ２.５

３　 讨论
调查发现ꎬ河南省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为

７５.８６％ꎬ高于北京市[６] 、兰州市[７] 和宁波市[８] 的大学
生ꎬ和赣州市[９]大学生的知晓率基本相同ꎮ 可能是因
为本次调查日期晚于北京市等地区ꎬ而与赣州市较为
接近ꎮ 从各条目来看ꎬ大学生对心理健康知识的知晓
情况较好ꎻ对常见精神障碍、精神疾病病因、精神卫生
相关节日的知晓情况一般ꎬ知晓率多在 ５０％ ~ ８０％之
间ꎬ与武汉市大学生的知晓率基本一致[１０] ꎮ 可能与精
神卫生专业知识难度的增加有关ꎬ另一方面也反映出
河南省借助精神卫生相关节日进行宣传的力度和精
神疾病防治方面的健康教育仍存在不足ꎬ提示各级相
关部门应引起重视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女生的精神卫生知
识知晓率高于男生ꎬ与王变云等[８ꎬ１１－１２] 的研究结果一
致ꎮ 可能与男女性格差异有关ꎬ女生专注认真敏感ꎬ
注重情感体验ꎬ而所能承受的心理压力极限又较男生
低ꎬ促使她们更多的去关注精神卫生知识ꎮ 医学生的
精神卫生知识得分高于农林、文史、理工类的大学生ꎬ
与 Ｓｈｒｕｔｉ[１３] 的研究相符ꎮ 说明医学生因专业原因ꎬ更
易于以科学的角度看待精神问题ꎻ同时从获取精神卫
生知识的途径来看ꎬ医学生较其他专业学生获得相关
知识的途径更为广泛和多样ꎬ尤其是通过报刊书籍、
标语手册、讲座和选修课方式的比例远高于非医学
生ꎮ 提示在关注医学生精神问题的同时ꎬ也应重点加
强对非医学生的宣传教育ꎮ 通过机构宣传教育途径
获得精神卫生知识的大学生得分高于其他途径ꎬ可能
与媒体报道的多为精神障碍患者恶性伤人、自伤自杀
等负面信息有关ꎮ 媒体报道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主
观色彩ꎬ容易对人们的认知产生误导ꎬ而通过机构宣

传教育途径的大学生对精神卫生的认知易做到全面
和客观ꎮ

在大学生认为合适的宣传形式中ꎬ通过校园活
动、展览和课程学习的选择人数远高于实际通过类似
途径获得精神卫生知识的人数ꎬ反映出对大学生的宣
传教育存在不足ꎮ 此外ꎬ网络宣传仍然被认为是最合
适的宣传途径ꎬ且非医学生选择网络的比例高于医学
生ꎮ 说明微博、微信等社会化网络媒体已备受大学生
推崇并日益融入到学习、交往和生活的诸多方面ꎮ 政
府和学校应加强通过标语手册、知识竞赛和专业讲座
等方式进行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ꎬ同时规范社会化网
络媒体的知识传播形式[１４] ꎬ并根据不同人群提供差异
化内容ꎬ以促进大学生获取精神卫生知识渠道的多元
化和正规化[１５] ꎮ

本次调查存在一些局限性:研究中每类大学生仅
抽取 １ 个专业进行调查ꎬ所以尚不能代表每类大学生
的精神卫生知识现状ꎻ另外ꎬ精神卫生知识知晓情况
随时间变化的趋势研究对评价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效果意义重大ꎬ需要今后做进一步的修改和深入研
究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吴越ꎬ马福ꎬ刘娟娟.陕西某大学新生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心理健康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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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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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福霞ꎬ黄秀萍ꎬ詹文韵ꎬ等.中国大陆大学生自杀计划检出率 Ｍｅｔａ
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９ꎬ４０(１):４２－４５ꎬ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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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造成学生出行危险行为中“不注意信号灯”“不注

意路况”比例高的原因之一ꎮ (２) “听音乐”和“使用

社交软件”已经成为学生使用手机的主要用途ꎬ而当

前对分心步行的研究还主要局限于打电话ꎬ以后的研

究可以扩大研究方向ꎮ 结果还显示ꎬ学生打电话方式

上ꎬ使用戴耳机打电话频率高于手持式ꎮ 有研究表

明ꎬ相比手持式ꎬ戴耳机的方式并不能减少伤害的发

生ꎻ相反ꎬ听音乐、戴耳机打电话等行为都会影响情绪

思维外的听觉ꎬ造成行人对外界警示信息的感知下降

而增大出行危险[９] ꎮ 针对以上ꎬ学校可以通过宣传

报、班会等形式展示更多相关案例、研究数据结果ꎬ不
仅停留于口头警示ꎬ使学生清楚了解到步行时听音

乐、等待红绿灯时使用手机的危险性ꎬ纠正学生安全

意识中存在的误区ꎬ对学生的震撼性、教育性可能会

更大ꎮ (３)职业高中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接受度较低ꎬ
缺乏主动识别危险行为的态度和意识ꎮ 社会宣传对

每个学生的传递量可以认为近似相同ꎬ甚至职业高中

学生由于使用手机频率高可能更容易接受到相关新

闻ꎬ但结果显示职业高中学生所接收到的新闻媒体在

相关方面的教育明显少于普通高中学生ꎬ可能是由于

职业高中学生对相关教育接受程度较低ꎬ不关注或者

视而不见ꎮ (４) 职业高中学校学生对手机依赖性更

高ꎬ安全氛围营造及引导效果较差ꎮ 结果显示ꎬ职业

高中学校学生使用手机的主要不同在于用途上玩游

戏和使用社交软件频率较大ꎬ促进因素上被家人朋友

影响和无聊打发时间影响程度较大ꎮ 因此ꎬ培养学生

多种多样的兴趣爱好ꎬ加强面对面的交流能力尤为重

要ꎮ 此外ꎬ有研究表明ꎬ与经常得到父母提醒过马路

时注意交通安全的儿童相比ꎬ父母不提醒或偶尔提醒

的儿童伤害相关行为发生率较高[１０] ꎮ 提示家庭教育

的重要性ꎬ家长需要持续对孩子进行交通安全教育ꎬ
并起到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ꎬ从小养成儿童的良好习

惯ꎮ 学校要促进发展同伴教育ꎬ形成良好的安全出行

氛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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