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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灾后居民安置点焦虑状况
及影响因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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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汶川地震１个月后灾民安置点居民的焦虑状况以及影响因素。方法

随机抽取四ＪＩｌ省江油市４个乡镇１３个安置点居住于帐篷１８岁及以上居民４０２名，使用焦虑自评量
表（ＳＡＳ）和相关因素调查表调查。结果地震灾后约１个月安置点居民的焦虑现患率为２２．１％（８９／
４０２，９５％ＣＩ：１８．２％～２６．６％）。单因素分析发现，女性、４０岁以上、家庭人均月收入＜６００元、初中以
下文化、生活不便、慢性病史、帐篷人均居住面积较小、政府提供物资不够以及性行为受影响均可增加
焦虑状况。多因素分析发现。女性（ＯＲ＝２．９２１）、生活不便（ＯＲ＝２．４７５）、慢性病史（０Ｒ＝３．９９７）和
人均居住面积较小（ＯＲ＝２．９８２）为影响因素。结论安置点居民焦虑率高于一般人群。建议今后在
设安置点时，除了保障安置点居民水、电、厕所、沐浴、物质供应、居住面积外，还应考虑提供一定的私
人空间；针对高危人群及早进行灾后心理干预，减轻焦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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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汶川“５·１２”地震后致使大量受灾居民

去亲人或受伤家人的思念，这些因素都对帐篷居住

只能居住在简易临时帐篷中。简易帐篷内环境艰

人群产生心理上的负担。尽管各级政府和全国人民

苦，通风、采光条件缺乏，时值盛夏，帐篷内温度高，

都在全力支持抗震救灾，灾后重建工作也在迅速开

居民生活起居极不方便；很多帐篷内居住着来自不

展，但客观上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改善帐篷居住的

同家庭或不同单位的居民，人数从数人到数十人不

条件和地震灾害给灾区人们带来的困难。为了解居

等，缺乏个人隐私；更加上对财产损失的忧虑、对失

民安置点帐篷居住者地震发生１个月时创伤后应激
障碍中焦虑状态情况，为开展心理干预工作提供依

作者单位：５１００８０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鸣、袁俊、李铁
钢、王德东、胡志刚、刘建平、粱永坚、吴大维）；四川省江油市彰明镇
卫生院（张敏）

据，在开展救灾防疫的同时对部分简易帐篷居住点
的人群进行焦虑状况的流行病学调查。

·８８８·

对象与方法

（１）人口学特征对焦虑状态的影响：分析发现，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人对居民焦虑

１．调查对象：随机调查四川省江油市４个乡镇

状态均有影响，女性比男性容易出现焦虑状态（ｘ２＝

共１３个灾民安置点，调查对象为１８岁及以上居住

１３．２５５，Ｐ＜Ｏ．０１）；４０岁及以上者比４０岁以下更易

于安置点帐篷的受灾人员。抽样原则：同一顶帐篷

患焦虑状态（ｘ２＝５．６６８，Ｐ＜０．０５）；初中文化程度

内最多只选择１人，同一家庭内最多只选择１人。

以下比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更易患焦虑状态（．）［２＝

２．调查表：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４．７７０，Ｐ＜０．０５）；家庭人均月收入＜６００元水平的

ｓｃａｌｅ，ＳＡＳ）和居民一般情况调查表进行测

居民焦虑程度较家庭人均月收入≥６００元水平的居

ａｎｘｉｅｔｙ

评。ＳＡＳ共有２０个项目，用以评定被测者的焦虑状
况。适用于具有焦虑症状的成年人，同时也具有广

民高（Ｙ２＝５．７６５，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汶川地震灾区江油市灾民安置点居民焦虑状况

泛的适用性。询问调查对象最近一周的自我体验。

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

ＳＡＳ采用４级评分，主要评定症状出现的频度，其标
准为：“１”没有或很少时间；“２”小部分时间；“３”相当
多时间；“４”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总分超过４０分
说明有焦虑状况，分值越大，焦虑越严重。居民一般
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态、家
庭人均月收入、安置点特征、居住帐篷时间、家庭地
震财产损失、安置点生活便利程度（水、电、厕所、沐
浴等）、家人受伤情况、慢性病史、获取公共信息的可
及性、震后继续工作情况、帐篷人均居住面积、政府
提供物资足够和及时情况、６０岁以下已婚者性生活
状况等。
３．调查方法：使用ｓＡＳ统一对选择的调查对象
进行面访调查，以被调查者自填自评量表为主，对文
化程度低不能理解或看不懂ＳＡＳ中的问题者，由调
查人员逐条念，让被调查者独立回答。统一培训调
查员，于６月１０—１２日开展调查。

裹２

汶川地震灾区江油市灾民安置点居民焦虑状况
与人口学特征的关系

４．统计学分析：使用Ｅｘｃｅｌ录入资料，使用Ｅｐｉ
Ｉｎｆｏ ３．３．２、ＳＰＳＳ １３．０＊ｔ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

人口学特征

人数童寡产

９５％ｃＩ

ｆ值

Ｐ值

果

１．调查对象情况：共调查灾民安置点居民４０８
人，拒绝调查５人，有效问卷４０２份，无效问卷１份，
调查有效率９８．５％。其中男女性比例为１：１．４８；最
小年龄１８岁，最大年龄为８５岁；文化程度以初中为
多，占４１．８％；婚姻状态已婚者占８８．１％；家庭人均
月收入＜４００元者占６３．７％（表１）。
２．居民焦虑状况：调查４０２人中，ＳＡＳ总分达到
４０分以上者８９人，焦虑率为２２．１％（９５％ＣＩ：
１８．２％～２６．６％）。２０～２９分为４０．０％（９５％ＣＩ：
３５．３％～４５．０％），３０～３９分为３７．８％（９５％ＣＩ：
３３．１％－４２．８％）。

３．单因素分析：

（２）焦虑状态影响因素：调查发现，灾民安置点
生活便利情况、有慢性病者、帐篷人均居住面积、政
府提供物资数量以及能否正常性行为等因素均对居

·褐９·

民焦虑状态有显著影响。安置点生活越不便利，焦

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进行多因素分析（进入概率

虑情况越严重（趋势检验Ｙ２＝８．４４２，Ｐ＜０．０１）；有

０．０５，剔除概率０．１０），结果有女性（ＯＲ＝２．９２１）、

慢性病者较无慢性病者严重（ｘ２＝１２．６２９，Ｐ＜

生活不便（ＯＲ＝２．４７５）、慢性病史（ＯＲ＝３．９９７）和

０．０１）；帐篷人均居住面积越小，焦虑发生率越大（趋

人均居住面积较小（ＯＲ＝２．９８２）进入回归方程

势检验ｘ２＝２２．３６８，Ｐ＜０．０１）；政府提供物资越充

（表４）。

足，居民焦虑率越小（趋势检验Ｙ２＝４．５４０，Ｐ＜

讨

论

０．０５）。统计６０岁以下已婚者发现，因住帐篷影响
性生活者，焦虑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５．１９９，

程度不同的不良情绪表达…。焦虑和抑郁是应激状

Ｐ＜０．０５），见表３。
裹３

人类在面临严重自然灾害时绝大多数人会引发

态下最常见的负性情绪反应幢１。针对地震后灾民较

汶川地震灾区江油市灾民安置点居民

长时间居住于简易帐篷易引起焦虑，及时了解灾民

焦虑状况的影响因紊

焦虑发生情况及对可能的危险因素进行调查，旨在
影响因素

人数专尝尹９５％ＣＩ

ｆ值

Ｐ值

通过焦虑状况调查快速评估大量帐篷居住者的精神
状态和针对相应的危险因素及时开展干预措施，保
障居住于帐篷的安置点居民身心健康和利于灾区生
产、生活的恢复以及灾后重建。
本次调查使用的ＳＡＳ，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
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地应用ｂ１。本次调查发现，地震
灾区居民安置点人群焦虑率较一般人群高Ｈ１。本次
调查的因素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等与
文献［５．７］报道一致。有研究表明主要应激源发生
后的生活事件和继发性不利处境可以增加创伤后应
激障碍的危险哺一］，社会支持能够起到缓冲保护作
用Ｈ叫，与本研究报告的灾民安置点生活不便、帐篷
人均居住面积较小、政府提供物资数量不够的社会
物质支持，以及性生活受影响等危险因素可增加焦
虑状态发生的观点较为一致。
本次调查发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
月收入、灾民安置点生活便利情况、有慢性病者、帐
篷人均居住面积、政府提供物资数量以及能否正常
性行为等因素均对居民焦虑状态有显著影响。但经
过多因素分析发现，只有女性、安置点生活不便、慢
性病史和人均居住面积较小等因素最终进入回归方
程，其他因素虽未进入回归方程，但笔者认为也不应
该忽视这些因素对焦虑状况的影响，在优先解决多
因素分析中发现的影响因素外，其他因素也需关注
和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措施。本次调查中，并未发
现家人受伤与焦虑程度有关，据现场调查发现可能
原因是调查地区为本次地震中伤亡较轻的地区，被
调查者受伤的家人多数不是在地震中直接被压或被
埋等伤害，而是在地震后迁移、搜寻或搬运财产时受

注：４趋势ｆ检验；６＜６０岁已婚者

４．多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因素代

伤，多数为轻伤，所以该因素未能体现与焦虑程度有
明显的关系。

表４

汶川地震灾区江油市灾民安置点居民焦虑状况多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Ｂ

如

ＯＲ值（９５％ａ）

．１２值Ｐ值

１．０７２

０．３６５

８．６２３

０．００３

２．９２１（１．４２８～５．９７３）

４０岁以上０．５６４

０．３３８

２．７８４

０．０９５

１．７５７（０．９０６～３．４０８）

初中以下文化０．００５

０．３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９８９

１．００５（０．５０５～１．９９７）

一０．６０９

０．５０３

１．４７０

０．２２５

０．５４４（０．２０３～１．４５６）

生活不便０．９０６

０．３４４

６．９４８

０．００８

２．４７５（１．２６２－－４．８５５）

慢性病史

１．３８６

０．４６０

９．０５４

０．００３

３．９９７（１．６２１～９．８５５）

人均居住面积较小

１．０９３

０．３３５

１０．６３１

０．００１

２．９８２（１．５４６～５．７５２）

性生活受影响０．３７８

０．３６７

１．０６１

０．３０３

１．４５９（０．７１１～２．９９５）

常数

０．６１２

３８．７８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２

女性

家庭人均月收人＜６００元

一３．８１２

本次调查于地震后约１个月进行，安置点居民
还需较长时间居住于帐篷，亟需采取相应措施减轻
灾后焦虑状态的发生。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提示政
府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居民的心理应激情况，尽可
能在安置点提供各方面的便利，改善生活条件，如尽
快恢复供水、供电，确保足够和清洁的厕所，保证沐
浴等需要。提供尽可能足够的物质保障，改善私人
生活空间，避免拥挤等均可缓解居民的焦虑情绪。
对重点人群，如慢性病者、女性、低收入者、文化程度
低者、年龄大者适当进行心理辅导，减轻焦虑情况。
调查中还发现，部分调查对象由于得到政府、社
会等各方面的关怀，或已接受心理辅导，或随着时间
的进展，相对刚发生地震时焦虑程度有所缓解。因
此，调查开展的时间对焦虑程度有较大的影响。如
果在更早期时间开展调查，焦虑程度可能会更高。

抽样调查研究．中华精神科杂志，１９９９，３２（２）：１０６．１０８．

［２］刘素珍，龚殿祥，赵华，等．军人焦虑、抑郁情绪研究：环境、文
化、军龄及其它．心理科学，１９９９，２２（１）：３０．３３．
［３］陶明，高静芳．修订焦虑自评表（ＳＡＳ－ＣＲ）的信度和效度．中国
神经精神疾病杂志。１９９４，２０（５）：３０１—３０３．

［４］吴文源．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上海精神医学，１９９０，２（增刊）：
１４４．

［５］胡明。郑磊，夏强，等．湖南省中学生焦虑情绪现况调查及其相
关因素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７，１５（６）：５９２．５９７．
［６］朱志珍。吴华，郭宏伟，等．洪水受灾人群心身健康状况调查．中
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００，１４（６）：３６６—３７３．
［７］王志阳，汤月芬，施慎逊．创伤后应激障碍国内研究现状．上海
精神医学．２００６，１８（６）：３７２．３７９．
【８］Ｃａｒｒ ｖＪ，Ｌｅｗｉｎ ＴＪ，Ｗｅｂｓｔｅｒ ＲＡ，ｅｔ ａ１．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Ｓｏｃ Ｐｓｙ Ｐｓｙｃｈ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地震严重程度有关。因此本次调查结果仅能反映调

Ｐｓｙｃｈ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ｂｕｓｈｆｌｒｅ．Ｓｏｅ Ｐｓ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１９９７．３２（５）：２６１—２６８．

［１０］Ｐａｓｎａｕ ＲＯ，Ｆａｗｚｙ ＦＩ．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Ｋａｐｌａｎ ＨＩ，Ｓａｄｏｃｋ
ＢＪ．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ｏｆ

状态。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１９９７，３２（３）：１２３—１３６．

【９］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ｅ ＡＣ，Ｃｌａｙｅｒ ＪＲ，Ｂｏｏｌｄｅｓｓ ＣＬ．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另外，地震灾后焦虑状况严重程度还应与当地发生

查所在地安置点居民地震后近１个月时的焦虑

ｔｈｅ Ｑｕａｋ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ｔｕｄｙ：ａ ｔｗｏ－ｙｅａ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Ｍ ｓｅｑｕｅｌａ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８９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Ｗｉｌｌ【ｉ船，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１９８９：１２３１—１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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