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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 ２０１９ 年辽宁省中学生抑郁情况ꎬ并分析其影响因素ꎬ为防控中学生抑郁情况发生提供相应策略

措施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辽宁省 １４ 个市范围内抽取初中、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一至三年级

３２ ９０９ 名学生ꎬ使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ＣＥＳ－Ｄ)对其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

果　 辽宁省中学生抑郁得分为(１２.６６±９.５３)分ꎬ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１９.５％ꎮ 方差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ꎬ影响抑郁

发生的主要因素有年级、校园欺凌、网络成瘾倾向、被家长打骂、饮酒、性别、请假或休学、吸烟、严重伤害、经济水平分类(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辽宁省中学生抑郁情况不容乐观ꎬ应加强有效的防控措施ꎬ降低其不良影响因素的发生ꎬ从而减少抑

郁症状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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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ꎬ到 ２０２０ 年抑郁将会成为世
界引起死亡和残疾的第 ２ 位因素[１] ꎮ 国内外文献报
道[２－４] ꎬ抑郁已成为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ꎮ 抑郁不仅
会给学生学习带来困扰ꎬ也会影响其生活ꎬ因此ꎬ了解
引起中学生抑郁发生的因素ꎬ并对其进行有效防控十
分重要ꎮ 本研究依托辽宁省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
因素监测项目数据ꎬ针对中学生抑郁情况进行评估ꎬ
并分析其影响因素ꎬ为进一步有效防控中学生抑郁的
发生提供相关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９ 年 ９—１０ 月ꎮ 按照“２０１９ 年全国

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及干预工作手册” [５]

的要求ꎬ分层整群随机抽取辽宁省 １４ 个市初中、普通

高中和职业高中的一至三年级学生ꎬ每个市各抽取一
区一县ꎮ 每个区抽取 ２ 所初中、２ 所普通高中和 １ 所
职业高中ꎬ每个县抽取 ２ 所初中和 ２ 所普通高中ꎮ 每
所学校抽取不少于 ２５０ 名学生ꎮ 本次调查共抽取
３３ ６０２名ꎬ有效问卷 ３２ ９０９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７.９４％ꎮ 其

中男 生 １６ ３８６ 名 ( ４９. ７９％)ꎬ 女 生 １６ ５２３ 名
(５０.２１％)ꎻ初中生 １６ ３８９ 名(４９.８０％)ꎬ普通高中生
１２ ０５５ 名(３６.６３％)ꎬ职业高中生 ４ ４６５ 名(１３.５７％)ꎻ
城市生源 ２０ ９２７ 名( ６３. ５９％)ꎬ农村生源 １１ ９８２ 名

(３６.４１％)ꎮ
１.２　 调查方法　 问卷由国家项目组统一设计[５] ꎬ由中

学生自愿且自己填写ꎮ 所有调查者均经过统一培训ꎬ
质量控制情况均符合要求ꎮ 心理抑郁症状评价采用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ＣＥＳ－Ｄ)进行ꎬ该量表用于评价中学

生心理抑郁症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６－８] ꎮ 量表共

２６３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第 ４１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９



２０ 道题ꎬ其中 ４ 项为反向计分ꎬ其余各题 ０ ~ ３ 分赋值ꎬ
总分范围 ０ ~ ６０ 分ꎮ 本次评分标准为≥２０ 分为存在
抑郁症状[９] ꎮ 经济水平分类依据 ２０１９ 年各市 ＧＤＰ 水
平进行划分[５] ꎮ 受到严重伤害是指由于伤害而需要
到医院治疗ꎬ或不能上学或影响日常活动一天及以
上[５] ꎮ 曾受到校园欺凌指被调查者受到他人言语或
行为上恶意的、不礼貌的取笑和攻击ꎬ使他感到讨厌
或不愉快ꎬ心灵或肉体受到创伤ꎻ不包括善意的玩笑
或动作ꎬ其包括被别人恶意取笑ꎬ被索要财物ꎬ被有意
排斥在集体活动之外或被孤立ꎬ被威胁和恐吓(言语
和行动)ꎬ被打、踢、推、挤或关在屋里ꎬ因为身体缺陷
或长相而被取笑[５] ꎮ

网络成瘾倾向的判定标准为平均每天用于非工
作学习时的上网时间≥４ ｈꎬ且同时出现以下症状 ４ 项
及以上者:(１)经常上网ꎬ即使不上网ꎬ脑中也一直浮
现与网络有关的事情ꎻ(２)一旦不能上网ꎬ就感到不舒
服或不愿意干别的事ꎬ而上网则缓解ꎻ(３)为得到满足
感增加上网时间ꎻ(４)因为上网而对其他娱乐活动(爱
好ꎬ会见朋友)失去国兴趣ꎻ(５)多次想停止上网ꎬ但总
不能控制自己ꎻ(６)因为上网而不能完成作业或逃学ꎻ
(７)向家长或老师、同学隐瞒自己上网的事实ꎻ(８)明
知负面后果(睡眠不足、上课迟到、与父母争执)而继
续上网ꎻ(９)为了逃避现实ꎬ摆脱自己的困境或郁闷ꎬ
无助ꎬ焦虑情绪才上网[５] 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对数据进行
双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ꎮ
分别采用方差分析、ｔ 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ꎬ对
数据进行比较和分析ꎬ变量赋值:经济水平分类(好 ＝
１ꎬ中＝ ２ꎬ差 ＝ ３)ꎻ城乡分类(城市 ＝ １ꎬ农村 ＝ ２)ꎻ学校
分类(初中＝ １ꎬ普通高中 ＝ ２ꎬ职业高中 ＝ ３)ꎻ性别(男
＝ １ꎬ女＝ ２)ꎻ是否请假或休学、是否曾受过严重伤害、
是否受到过校园欺凌、是否曾被家长打骂、饮酒、吸
烟、是否有网络成瘾倾向(均为否＝ １ꎬ是＝ ２)ꎮ 检验水
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学生抑郁检出率的单因素分析　 ３２ ９０９ 名中
学生中ꎬ抑郁检出 ６ ４１９ 名ꎬ检出率为 １９.５％ꎮ 其中ꎬ
男生检出率为 １７.９％ꎬ女生为 ２１.１％ꎻ初中生为１７.２％ꎬ
普通高中生为 ２１.６％ꎬ职业高中生为 ２２.２％ꎮ 抑郁得
分为(１２.６６±９.５３)分ꎮ 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ꎬ经济水
平分类、学校类别、性别、是否请假或休学、是否曾受
过严重伤害、是否受到过校园欺凌、是否曾被家长打
骂、饮酒、吸烟、是否有网络成瘾倾向中学生抑郁得分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中学生抑郁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抑郁得分
作为因变量ꎬ将方差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
自变量ꎮ 同时ꎬ针对多分类无序变量进行哑变量设置
后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ꎬ经过模型检验发现模型
良好(Ｐ<０.０１)ꎮ 对于抑郁而言ꎬ经济水平分类、学校

类别、性别、是否请假或休学、是否曾受过严重伤害、
是否受到过校园欺凌、是否曾被家长打骂、饮酒、吸
烟、是否有网络成瘾倾向等变量最终进入方程ꎮ 通过
标准化回归系数比较发现ꎬ影响中学生抑郁最高的前
３ 位因素是校园欺凌、网络成瘾倾向和是否曾被家长
打骂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辽宁省不同组别中学生抑郁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抑郁得分 Ｆ 值 Ｐ 值
经济水平分类 好 ４ ９７１ １１.７２±９.２０ ２９.９９ <０.０１

中 １１ ７９６ １２.６９±９.３１
差 １６ １４２ １２.９２±９.７７

城乡 城市 ２０ ９２７ １２.６９±９.６７ ０.７９ ０.３７
农村 １１ ９８２ １２.５９±９.２７

学校类别 初中 １６ ３８９ １１.９７±９.４９ ９５.９９ <０.０１
普通高中 １２ ０５５ １３.１２±９.６２
职业高中 ４ ４６５ １３.９１±９.２２

性别 男 １６ ３８６ １２.３０±９.２４ ４６.９９ <０.０１
女 １６ ５２３ １３.０１±９.８０

是否曾请假或休学 否 ２８ ８９６ １２.２８±９.３０ ３８３.７４ <０.０１
是 ４ ０１３ １５.４０±１０.６５

是否曾受到严重伤害 否 ３０ ４５９ １２.４１±９.３８ ２７２.３９ <０.０１
是 ２ ４５０ １５.７０±１０.７１

是否曾受过校园欺凌 否 ２７ ０６３ １１.５２±８.７４ ２ ３３５.８６ <０.０１
是 ５ ８４６ １７.９３±１１.１１

是否曾被家长打骂 否 ２７ ８０８ １１.８６±８.９６ １ ２９５.４７ <０.０１
是 ５ １０１ １６.９９±１１.２１

是否吸烟 否 ２９ ８７６ １２.２３±９.２５ ６７４.５８ <０.０１
是 ３ ０３３ １６.８９±１１.０８

是否饮酒 否 ２２ ５８５ １１.５２±８.８９ １ ０６４.２９ <０.０１
是 １０ ３２４ １５.１５±１０.３７

是否有网络成瘾倾向 否 ３１ ３９２ １２.２２±９.１８ １ ５０５.９７ <０.０１
是 １ ５１７ ２１.７２±１１.７７

表 ２　 辽宁省中学生抑郁情况模型系数检验(ｎ ＝ ３２ ９０９)

常数与自变量
非标准

化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

系数
ｔ 值 Ｐ 值

常数 －１.０７ ０.３３ －３.２４ <０.０１
学校类别
　 普通高中 １.０８ ０.１１ ０.０５ ９.９１ <０.０１
　 职业高中 １.４８ ０.１５ ０.０５ ９.６６ <０.０１
校园欺凌 ４.９６ ０.１３ ０.２０ ３７.６６ <０.０１
网络成瘾倾向 ６.８９ ０.２３ ０.１５ ２９.３８ <０.０１
被家长打骂 ３.４６ ０.１４ ０.１３ ２４.７６ <０.０１
饮酒 １.９８ ０.１２ ０.１０ １７.２８ <０.０１
性别 １.６７ ０.１０ ０.０９ １６.９０ <０.０１
请假或休学 １.９４ ０.１５ ０.０７ １２.９３ <０.０１
吸烟 １.８６ ０.１８ ０.０６ １０.１８ <０.０１
严重伤害 １.３７ ０.１９ ０.０４ ７.３１ <０.０１
经济水平分类 ０.３７ ０.０７ ０.０３ ５.５７ <０.０１

３　 讨论
辽宁省中学生抑郁得分为(１２.６６±９.５３)分ꎬ与其

他地区相比[１０－１１] 较低ꎮ 抑郁检出率为 １９. ５％ꎬ与全

国[３] 和其他地区比[１２－１５] 属于较低水平ꎬ但与国外相

比[２ꎬ１６]处于高发水平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ꎬ经济水平相对较差、高

年级、女生、曾请假或休学、曾受过严重伤害、曾受到
过校园欺凌、曾被家长打骂、饮酒、吸烟、有网络成瘾
倾向容易导致抑郁发生ꎮ 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１７－２１] ꎮ
性别上ꎬ女生要比男生容易发生抑郁ꎬ可能与女性性
格及对外界敏感程度有关ꎮ 但也有研究表明男生比
女生更容易发生抑郁[２２] ꎬ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高年
级学生更容易发生抑郁ꎬ可能与其学习压力等因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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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ꎮ 而生活中发生负面事件和家庭关系不融洽对抑
郁发生是有促进作用的ꎮ 校园欺凌、网络成瘾倾向和
是否曾被家长打骂是影响抑郁发生的主要因素ꎬ其中
校园欺凌的发生会对学生心理产生不良影响ꎬ不良情
绪如不及时解决会促进抑郁的发生ꎮ 有网络成瘾倾
向的学生可能会借用网络虚拟世界来逃避真实世界ꎮ
长期发展下去ꎬ不仅会影响其身体健康ꎬ也会影响心
理健康ꎬ进而导致抑郁形成ꎮ 曾被家长打骂的学生ꎬ
可能由于被打骂而引起的不良情绪ꎬ加上不良亲子关
系ꎬ会促进其抑郁症状的形成ꎮ

综上所述ꎬ要防控中学生抑郁的发生ꎬ应从多方
面进行ꎮ 学校和家庭应共同应对ꎬ加强学生心理辅
导、改善不良的校园环境、减少生活中负面事件发生
及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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