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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贵州省中学生死亡焦虑与抑郁的相关性ꎬ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心理危机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在贵州省抽取 ３ 个地区共 ５ ０９２ 名中学生ꎬ应用中文版死亡焦虑量表( Ｔｅｍｐｌｅｒ￣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Ｔ－ＤＡＳ)、中学生抑郁量表进行调查ꎬ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与典型相关分析ꎮ 结

果　 贵州省中学生死亡焦虑与抑郁总均分分别为(７.２８±３.０２)(２.００±０.７７)分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显示ꎬ死亡焦虑情感、压力

与痛苦、时间意识、认知 ４ 个维度和与学业有关的抑郁情绪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０２９ꎬ０.０６７ꎬ０.０９１ꎬ０.１４２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典型相关分析中得到 ３ 组有统计学意义的典型变量ꎬ典型相关系数分别是 ０.２１２ꎬ０.１０１ꎬ０.０４７ꎮ 典型变量主要反映

认知与一般抑郁情绪呈正相关ꎻ压力与痛苦和一般抑郁情绪、与人际关系有关的抑郁情绪、与学业有关的抑郁情绪均呈正

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死亡焦虑与抑郁具有相关性ꎬ可通过提出有效的死亡焦虑干预策略ꎬ改善抑郁情绪ꎬ从而提高

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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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焦虑指个体思考自己或他人死亡时产生的

恐惧、担忧等负性情绪反应[１] ꎬ被认为是抑郁症、强迫

症和恐惧症等多种精神疾病的核心[２－３] ꎮ 抑郁是心理

障碍的主要类型ꎬ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

床特征ꎬ是社会心理因素与生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ꎮ 青春期中学生容易出现吸烟、饮酒、吸毒、逃学等

不良行为表现ꎬ从而导致学习成绩下降ꎬ严重时可导

致抑郁症的产生甚至自杀行为[４] ꎮ 近年来ꎬ关于中学

生死亡焦虑与抑郁关系的研究主要采用简单相关或

回归分析等方法ꎮ 死亡焦虑与抑郁均为多维变量ꎬ其
变量内部可能也存在相关关系ꎬ这使得阐明 ２ 组变量

间的关系变得较为困难ꎬ典型相关分析则克服了二元

和多元分析的限制ꎬ可充分揭示 ２ 组变量的相关关

系[５] ꎮ 为此ꎬ本研究使用典型相关分析的方法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对贵州省 ５ ０９２ 名在校中学生死亡焦虑

和抑郁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分析ꎬ为制定有针对

性的心理危机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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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经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后ꎬ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选取贵州

省贵阳市、凯里市和毕节市ꎬ按城乡分层ꎬ分别从农村

地区和城区各随机抽 ２ 所中学(初中、高中各 １ 所)ꎻ
每所样本学校按年级分层ꎬ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２ 个班ꎮ
班级全体在校学生知情同意后即为调查对象ꎮ 共发

放问卷 ５ ２００ 份ꎬ有效回收 ５ ０９２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７.９２％ꎮ 其中男生 ２ ４４１ 名ꎬ女生 ２ ６５１ 名ꎻ初中生

２ ４７９名ꎬ高中生 ２ ６１３ 名ꎻ年龄 １１ ~ ２３ 岁ꎬ平均(１６.４５
±１.９９)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１)中文版死亡焦虑量表(Ｔｅｍｐｌｅｒ￣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Ｔ － ＤＡＳ)ꎮ 原量表由美国 Ｔｅｍｐ￣
ｌｅｒ[６]研制ꎬ杨红等[７] 进行跨文化调适后形成中文版

是 / 非版本ꎬ分为情感(主要描述情绪过程中的主观体

验和感受ꎬ与死亡相关的情感)、压力与痛苦(表达对

于由疾病带来的死亡压力与痛苦)、时间意识(调查对

象意识到生命的短暂性、有限性)、认知(对死亡的情

绪记忆)４ 个维度ꎬ共 １５ 个条目ꎬ总分 ０ ~ １５ 分ꎬ分值

越高表示死亡焦虑越严重ꎬ７ 分作为高死亡焦虑标准ꎮ
该版本信效度良好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１３ꎬ重测信

度相关系数为 ０.８３１[７] ꎮ (２)中学生抑郁量表ꎮ 该量

表由王极盛等[８] 编制ꎬ用于评估中学生是否有抑郁情

绪及其程度ꎬ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８ꎮ 量表共

２０ 项ꎬ包括一般抑郁情绪、与学业有关的抑郁情绪、与
人际关系有关的抑郁情绪 ３ 个维度ꎮ 采用 ５ 级评分

法ꎬ<２ 分表示无抑郁情绪ꎬ２ ~ ２.９９ 分表示轻度抑郁ꎬ３
~ ３.９９ 分表示中度抑郁ꎬ４ ~ ４.９９ 分表示较严重程度抑

郁ꎬ５ 分表示非常严重抑郁ꎮ
１.２.２　 调查方法　 采用现场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ꎬ经
学校老师和学生知情同意后ꎬ在班主任的帮助下ꎬ由
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调查ꎬ学生

自行匿名填写ꎬ问卷中个别不理解的条目ꎬ调查员给

予适当解释ꎮ 问卷当场回收ꎬ 经核查后剔除无效

问卷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ꎬ所有

数据录入和核查完成后ꎬ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典型相关分析ꎮ 定性资料用率或构

成比表示ꎬ定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的用( ｘ ± ｓ) 表示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学生死亡焦虑、抑郁及其各维度得分　 贵州省

中学生死亡焦虑总分及情感、压力与痛苦、时间意识、

认知 ４ 个维度得分分别为(７.２８±３.０２) (２.７５ ± １.５５)
(２.２９±１.２０) (１.０８±０.８０) (１.１７±０.９７)分ꎮ 抑郁总分

及一般抑郁情绪、与学业有关的抑郁情绪、与人际关

系有关的抑郁情绪 ３ 个维度得分分别为(２.００±０.７７)
(１.９１±０.７７)(２.２７±０.９０)(１.８６±０.９２)分ꎮ
２.２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 　 抑郁量表中的一般抑郁情

绪、与学业有关的抑郁情绪、与人际关系有关的抑郁

情绪维度均与死亡焦虑量表中的时间意识、认知维度

呈正相关ꎻ与学业有关的抑郁情绪维度与情感、压力

与痛苦维度呈正相关ꎬ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中学生抑郁量表与死亡焦虑

量表各维度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５ ０９２)

抑郁 情感 压力与痛苦 时间意识 认知
一般抑郁情绪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９２∗∗ ０.１８２∗∗

与学业有关的抑郁情绪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７∗∗ ０.０９１∗∗ ０.１４２∗∗

与人际关系有关的抑郁情绪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０∗∗ ０.１４３∗∗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３　 抑郁与死亡焦虑 ２ 组变量的典型相关分析　 将

抑郁 ３ 个维度[一般抑郁情绪(Ｘ１ )、与学业有关的抑

郁情绪(Ｘ２)、与人际关系有关的抑郁情绪(Ｘ３ )]组成

的 Ｘ 变量集合与死亡焦虑 ４ 个维度[情感(Ｙ１ )、压力

与痛苦(Ｙ２ )、时间意识(Ｙ３ )、认知(Ｙ４ )]组成的 Ｙ 变

量集合ꎬ进行典型相关分析ꎮ Ｘ 变量集合与 Ｙ 变量集

合的典型相关分析共得到 ３ 组典型变量ꎬ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抑郁与死亡焦虑 ２ 组变量的典型相关分析(ｎ ＝ ５ ０９２)

典型变量 典型相关系数 Ｗｉｌｋ 值 χ２ 值 Ｐ 值
１ ０.２１２ ０.９４３ ２９７.７３ ０.０００
２ ０.１０１ ０.９８８ ６２.８０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４７ ０.９９８ １１.０７ ０.００４

　 　 由标准化典型系数可以得到 ３ 组典型变量组内线

性组合:
第 １ 组:Ｖ１ ＝ １.０２２Ｘ１ ＋０.０８９Ｘ２ －０.１２３Ｘ３

　 Ｗ１ ＝ －０.２２２Ｙ１ ＋０.０１６Ｙ２ ＋０.５４２Ｙ３ ＋０.９０６Ｙ４

第 ２ 组:Ｖ２ ＝ ０.４４４Ｘ１ －１.３６１Ｘ２ ＋０.９０３Ｘ３

　 Ｗ２ ＝ －０.０６４Ｙ１ －０.８８１Ｙ２ －０.１８８Ｙ３ ＋０.２３３Ｙ４

第 ３ 组:Ｖ３ ＝ １.６７０Ｘ１ ＋０.８４９Ｘ２ ＋１.３２７Ｘ３

　 Ｗ３ ＝ －０.９４６Ｙ１ ＋０.７６０Ｙ２ －０.４２４Ｙ３ ＋０.２３６Ｙ４

ＶꎬＷ 代表典型变量组ꎮ
　 　 由第 １ 组线性组合可以得知:Ｖ１ 主要由 Ｘ１ 决定ꎬ
Ｗ１ 主要由 Ｙ４ 决定ꎬ说明一般抑郁情绪与认知呈正相

关ꎮ 由第 ２ 组线性组合可以得知:Ｖ２ 主要由 Ｘ２ 决定ꎬ
Ｗ２ 主要由 Ｙ２ 决定ꎬ说明与学业有关的抑郁情绪与压

力与痛苦呈正相关ꎮ 由第 ３ 组线性组合可以得知: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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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 Ｘ１ꎬＸ３ 决定ꎬＷ３ 主要由 Ｙ２ 决定ꎬ一般抑郁情绪

与人际关系有关的抑郁情绪与压力与痛苦呈正相关ꎮ

３　 讨论

典型相关分析是利用综合变量对之间的相关关

系来反映 ２ 组指标之间的整体相关性ꎬ在多元分析方

法中ꎬ典型相关分析应用最灵活ꎬ其前提假设的限制

最少ꎬ也相对更宽松ꎬ能最大限度地描述 ２ 组变量之间

的相关[９－１０] ꎮ 死亡焦虑量表与中学生抑郁量表均包

含多个维度ꎬ分别反映对死亡的焦虑情况和个人抑郁

状况ꎬ若仅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可能导致信息的损失ꎬ
而典型相关分析可以弥补这一缺陷[１１] ꎬ其扩展方法在

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ꎬ越来越受到医学科研工作

者的关注ꎮ
总体来看ꎬ贵州省中学生死亡焦虑情况不太乐

观ꎬ总均分超过了高死亡焦虑的标准值ꎬ说明贵州省

许多中学生存在较高的死亡焦虑ꎮ 总体来看贵州省

中学生处于轻度抑郁范畴ꎬ但仍然不可忽视ꎬ中学生

抑郁发生率高于普通人群ꎬ已成为抑郁症的高危人

群[１２－１３] 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时间意识、认知维度

与一般抑郁情绪、学业有关的抑郁情绪、人际关系有

关的抑郁情绪维度均呈正相关ꎬ说明中学生越是意识

到生命的短暂性、有限性及对死亡的情绪记忆越严

重ꎬ就越容易产生一般抑郁情绪、与学业有关的抑郁

情绪及与人际关系有关的抑郁情绪ꎻ情感、压力与痛

苦维度和与学业有关的抑郁情绪维度呈正相关ꎬ说明

中学生对死亡相关情绪过程中的主观体验和感受越

深刻及对于由疾病带来的死亡压力与痛苦越严重ꎬ就
越容易产生与学业有关的抑郁情绪ꎮ 说明死亡焦虑

和与学业有关的抑郁情绪关系密切ꎬ若要降低与学业

有关的抑郁程度ꎬ需从死亡焦虑各维度进行干预ꎮ
典型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中学生死亡焦虑与抑郁

的相关性主要与 ３ 组典型变量有关ꎮ 第 １ 组典型变量

主要反映认知与一般抑郁情绪的正相关ꎬ表明对死亡

的情绪记忆与一般的抑郁情绪存在密切的关系ꎬ若要

控制一般抑郁情绪的发生ꎬ需重点对死亡的情绪记忆

进行干预ꎻ第 ２ 组和第 ３ 组典型变量主要反映压力与

痛苦和一般抑郁情绪、与人际关系有关的抑郁情绪、
学业有关的抑郁情绪的正相关ꎬ提示与若要对抑郁情

绪进行综合防制ꎬ需重点对中学生由疾病带来的死亡

压力与痛苦进行干预ꎮ 有研究指出ꎬ死亡焦虑与抑郁

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ꎬ恐惧死亡的个体往往会因为过

分的焦虑而无法完成一些事情ꎬ导致了抑郁情绪的增

加ꎬ相反ꎬ抑郁的个体因感到生活意义的缺失而想到

死亡ꎬ从而引发死亡焦虑[１４] ꎮ 因此ꎬ中学生死亡焦虑

与抑郁的防制需同时进行ꎮ
中学生作为一个在生理、心理方面都经历着巨大

变化的特殊群体ꎬ尤其随着在我国社会竞争的加剧、
学习压力的增大等都会使其产生更多的心理问题ꎮ
面对各种压力时比较容易产生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应

对方式及消极情绪[１２] ꎮ 中学生的焦虑及抑郁情绪问

题发生率较高[１５] ꎬ应该受到家长、老师及教育部门的

高度重视ꎬ尽早采取应针对性的措施ꎬ加强心理健康

教育ꎬ以促进中学生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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