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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表明，抑郁症（Depression）的发病率在

进入青春期后陡增，未达到抑郁症诊断标准的抑郁

症状（depressive symptom）或称“抑郁情绪”在青春期

也有大幅增长。青少年晚期到成年早期阶段出现的

抑郁症状是未来发生抑郁症的高危因素[1]。大学生

一般处于青少年末期向成人早期过渡的阶段，心理

发展具有边缘性，情绪易出现波动，是抑郁的高发人

群 [2]。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

29.3%[3]。而大量研究也已经证明，抑郁情绪与自杀

意念高度相关，由抑郁导致的自杀与自伤率升高的

问题也日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2016 年，国家22个
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

见》，着重强调“要重视提升大学生的心理调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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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动态发展轨迹及其性别效应，为大学生抑郁情绪的早期干预提供科学依

据。方法：随机抽取湖北省3所本科院校926名在校大学生，在入校时进行抑郁量表的测评，每年追踪测评1次，共

完成3次追踪测评，采用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根据相关指标可将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发展趋势

划分为3个类型，分别是C1抑郁缓解组（82.8%）、C2抑郁风险组（15.8%）和C3抑郁恶化组（1.4%）；大学生的抑郁情

绪随着时间推移呈整体下降趋势，但后两次测试中个体间的抑郁水平差异高于首测；3个组别的抑郁情绪发展轨迹

均有显著的时间效应，C3抑郁恶化组的抑郁情绪水平随时间显著迅速升高，C2抑郁风险组的抑郁情绪水平随时间

显著缓慢升高，C1抑郁缓解组的抑郁情绪随时间显著缓慢下降；同时，大学生抑郁情绪发展轨迹不存在显著的性别

效应。结论：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发展轨迹具有显著的群体异质性和个体差异性，存在不同类别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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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depression, especially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ef⁃
fects in college students, thereby setting up a scientific basis for early interv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depression. Meth⁃
ods: A total of 926 undergraduate college students from 3 universities in HubeiProvince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evalu⁃
ated with their consent by 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 Within 3 years, the evaluation was conducted once a year in
the same month. All data from the evaluation were analyzed with the Latent Growth Mixture Model(LGMM). Results: The
development tendencies of depress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3 categories: Group Relief(C1, 82.8%), Group Risk(C2, 15.8%)
and Group Deterioration(C3, 1.4%). In general, depression went in remission with time, but the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be⁃
tween individuals in the last two tests became bigger than that in the first test. All three groups’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showed significant time effects——C1’s depression level declined notably with time, C2’s went up slowly, while C3’s as⁃
cended quickly. No significant gender effect was discove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on. Conclusion: Significant
group heterogene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do ex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depression, leading to di⁃
verse development tendencie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Development tendency; the Latent Growth Mixture Model(LG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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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的适应能力，重视自杀预防，开展心理危机

干预”。因此，加强大学生抑郁问题研究，既是因应

社会关切，也为响应党和政府对提升大学生的心理

素质、保护大学生心理与生命安全、建设和谐校园的

政治要求，有助于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开展，减

少自杀等危机事件发生。

现阶段，我国高校针对学生抑郁的评估与干预

体系，其实际效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其中较为突

出的问题是对抑郁的评估与诊断大多通过抑郁情绪

相关量表的临界值评估抑郁严重程度，由此确定个

体的抑郁水平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固然重要[4，5]，但相

关实证研究表明，抑郁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有”或

者“无”[6]，即使是抑郁症确诊个体也有可能存在质

的差异 [7]。因此，对于抑郁评估与预警的探讨应该

探究个体或群体抑郁的类别特征与模式转变。以类

别来考察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同质性特征，为识别大

学生抑郁情绪的特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从而

实现对大学生抑郁情绪转变趋势的动态把握，同时，

为及时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提高大学生危机事件

预防和干预的质量效能提供理论支撑。

近年来，在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诸多社会

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开始广泛重视和应用潜变量模

型（Latent Variable Model，LVM），潜变量模型（LVM）
是由美籍奥地利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
zarsfeld）提出的一种从多元分类数据中确定同质分

类或组别的统计分析方法，该模型可以为心理与行

为问题的诊断和分类提供更加科学的技术支持。

潜变量模型（LVM）的分析方法主要包括：（1）
进行模式分类的潜在类别分析（LCA）；（2）探讨模式

发展趋势的潜在转变分析（LTA）[8]。潜在类别分析

（LCA）处理的是横断面数据，用于确定群体异质性，

例如Carragher等人（2009）在一个包含12180人的全

美代表性样本中将抑郁症状划分为严重抑郁症状

组、躯体症状组、认知情感组和健康组 4个类别 [9]。

研究者们使用潜在类别分析（LCA）方法分析青少年

抑郁症状特征，发现青少年抑郁症状分为3至5个类

别[10-12]。这些研究对抑郁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有益探

索，受到了学界的一定关注，但关于抑郁情绪的追踪

研究更多地聚焦在某一群体的抑郁症状或抑郁情绪

随时间变化的总体发展轨迹，较少关注个体抑郁情

绪在发展趋势上的差异及差异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随着研究者更深入的研究，发现同一类别的抑郁有

着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发展轨迹，即同一潜类别内

部个体存在变异，抑郁情绪的发展存在群体异质性

和个体差异性。

传统的增长模型并没有考虑群体异质性，即假

设研究样本中的所有个体有着相同的增长轨迹，而

实际上，群体在很多情况下存在异质性。潜变量混

合增长模型（Latent Growth Mixture Model，LGMM）假

设一个类别有着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增长轨迹，即

允许同一潜类别群体内部的个体存在方差变异，这

一独特优势能够帮助我们较为准确地分辨不同个体

之间的异质性、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以及差异产生

的原因，为抑郁的识别与干预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

参考。因此，本研究使用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

（LGMM），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群体异质性及其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过程

本研究是一项时间跨度为 3年的纵向追踪研

究，被试来自湖北地区3所高校的学生（自愿参加），

数据采集频率为每学年1次，共获取3批次数据。首

次数据采集时间为被试入学后的第一个10月份，所

有参与者均需填写个人基本资料，并完成抑郁情绪

的测评。追踪测试安排在第二年和第三年的 10月
份进行。3次测验均采用团体施测法，利用计算机

网络，以班级为单位统一组织测评，主试为心理专业

工作者，所有被试均为自愿参加，且每次测评前均会

详尽告知学生测评目的。3次测验共获得无缺省值

样本926人进入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其中男生207人
（占22.4%）、女生719人（占77.6%），独生子女532人
（占57.5%）、非独生子女394人（占42.5%），城镇333
人（占 36.0%）、农村 593人（占 64.0%），首次测试年

龄为18-23岁（20.14±1.83岁）。

1.2 研究工具

首次测试采用Beck抑郁量表和一般人口学调

查资料，追踪测评仅使用Beck抑郁量表。

1.2.1 Beck 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 该量表共包含 21组条目，每组有 4句陈述，

每个条目代表一个“症状-态度”类型。量表为 0-3
分四级评分，按症状严重程度升序排列，从无到极

重。总分越高，说明抑郁水平越高。

1.2.2 一般人口学资料 一般人口学资料主要包

括性别、年龄、居住类型、是否独生子女等。

1.3 统计方法

采用Mplus7.0进行LGMM分析，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进行潜类别模型拟合性评估，分析大学生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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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情绪的发展轨迹是否存在异质性的潜类别差异。

LGMM模型的检验指标包括信息指数：艾凯克信息

准则（AIC）、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样本校正的BIC
（aBIC）、信息熵（Entropy）；检验统计量：似然比检验

指标（LMR）和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BLRT）
指标。根据“Entropy更高，AIC、BIC和 aBIC更低者，

LMR和BLRT两个指标 P值达到显著水平，模型拟

合效果更好”的原理，确定最优类别模型[13]。

第二步，进一步了解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

大学生抑郁情绪发展轨迹潜在类别的影响。在第一

步获得抑郁情绪发展轨迹的潜在类别后，以潜在类

别的分类结果作为因变量，性别作为预测协变量，建

立无序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该步骤是对第一步

的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分析进行补充，目的是进一

步提高对抑郁情绪识别与区分的精准度。同时，进

一步验证性别作为大学生抑郁发展轨迹的潜在预测

因子的有效性。

本研究使用SPSS 18.0进行数据录入与管理，采

用Mplus 7.0和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表1为抑郁情绪在3个时间点的均值、标准差和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3次测评的抑郁均值逐年

降低，T2和T3的标准差高于T1。也就是说，整体平

均趋势上，大学生抑郁情绪的水平随着时间推移呈

现出下降趋势，但 T2和 T3的大学生个体间的抑郁

水平差异高于T1。

表1 各时段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注：n=926，**P<0.01，下同。T1：首次测量，T2：第二次测量，

T3：第三次测量。

2.2 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LGMM）分析结果

2.2.1 大学生抑郁情绪的潜在类别结果 研究分

别选取 1-5 种潜在类别的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

（LGMM）进行模型拟合度分析，依次为单类别模型、

双类别模型、三类别模型、四类别模型、五类别模型，

各项拟合指数见表2。
在模型比较中，随着模型类别的增加，各拟合信

息指数逐步下降，至三类别模型时下降速度显著变

缓。原则上只有当LMR显著才考虑接受该模型，本

研究中，双类别模型与三类别模型的LMR值均达到

显著水平，四类别模型的LMR值不显著。且本研究

中的潜在类别模型不应超过外显变量的个数。因

此，综合考虑模型的简约性、准确性和实际意义，最

终选择三类别分类模型（C1，C2，C3）最为合理，其中

3个潜在类别（C1，C2，C3）的归属概率见表3。
由表3可知，三类别模型（C1，C2，C3）的平均归

属概率，（即各类别中的大学生（行）归属到各潜在类

别（列）的平均概率）从94.4%到100%，这说明3个潜

在类别的分类结果是可信的。

类别

C1
C2
C3
C4
C5

K
8
11
14
17
20

Log(L)
-8784.505
-8629.697
-8489.167
-8428.3
-8373.958

AIC
17585.009
17281.395
17006.335
16890.6
16787.916

BIC
17623.656
17334.534
17073.967
16972.725
16884.534

aBIC
17598.249
17299.6
17029.504
16918.735
16821.016

Entropy
——

0.922
0.947
0.917
0.920

LMR
——

0.0000
0.0000
0.2555
0.4659

BLRT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条件概率

——

0.09/0.91
0.01/0.15/0.84

0.18/0.08/0.73/0.01
0.19/0.01/0.03/0.66/0.10

表2 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LGMM）模型拟合信息

注：K为模型中自由估计的参数数目，Log(L)是对数似然值(Loglikelihood)的缩写，aBIC是样本校正的BIC（Sample-Size Adjusted
BIC）的缩写，LMR是似然比检验指标（Lo-Mendell-Rubin）的缩写，BLRT是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下同。

变量

T1
T2
T3
M
SD

T1
1

0.388**
0.345**
5.717
5.442

T2

1
0.512**
5.447
6.744

T3

1
4.778
6.546

表3 3个潜在类别被试（行）的平均归属概率（列）

2.2.2 大学生抑郁情绪在各潜在类别的发展轨迹

综合考虑LGMM模型的拟合信息指数分析，大学生

抑郁情绪发展轨迹的3类别模型为最佳分类。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考察 3个潜在类别的发展轨迹特

征。在LGMM模型分析中，截距（α）和斜率（β）各存

在均值和方差两个参数。截距（α）因子的均值，用

于描述个体的平均初始状态。截距（α）因子的方

差，表示个体在特定时间点之间的差异程度或离散

程度，方差值越大，说明个体间的初始差异越明显；

C1
C2
C3

C1(%)
100

0.1
0

C2(%)
0

94.4
1.8

C3(%)
0
5.5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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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率（β）因子的均值，反映的是时间点间的平均增

长率。而斜率（β）因子的方差，反映个体间增长率

差异的大小，方差越大，说明个体间发展轨迹的差异

越明显；截距（α）因子均值和斜率（β）因子均值的显

著性分别代表在初始水平及增长速度上的差异[14]。

研究结果表明，3个潜在类别的截距（α）均值分

别为 C1：8.415（SE=1.674，t=5.026，P<0.001）；C2：
9.202（SE=0.632，t=14.554，P<0.001）；C3：5.054（SE=
0.2，t=25.227，P<0.001）。各潜在类别的截距（α）均

值与其他类别均存在显著差异。C1组和C2组的抑

郁初始值（即截距（α）均值）较高，而C3组的初始值

得分相对较低。

通过潜在类别斜率（β）的均值考察每个类别的

平均增长率。本研究中，3个潜在类别的斜率（β）均

值分别为C1：13.288（SE=1.236，t=10.755，P<0.001）；

C2：2.709（SE=0.424，t=6.394，P<0.001）；C3：-1.324
（SE=0.097，t=- 13.715，P<0.001）。结果显示，C1、
C2、C3三组的抑郁水平随时间的变化均发生了显著

的变化，且C1、C2组的抑郁水平随时间显著升高，

C3组的抑郁水平随时间显著下降。但C1组的抑郁

增长率（斜率均值）较高，而C2组的抑郁增长率相对

较低。

结合截距（α）均值和斜率（β）均值的分析结果，

归纳总结出大学生抑郁情绪3个潜在类别的发展轨

迹特征。C1组和C2组均呈现出高水平抑郁从低到

高的显著变化，C1组相较C2组在3个时间点间的初

始水平差异和平均增长速度更明显；C3组呈现出低

水平抑郁的从高到低的变化，初始水平差异相对较

低。由此，我们分别将3个潜在类别命名为：C1抑郁

恶化组，样本占比 1.4%；C2抑郁风险组，样本占比

15.8%；C3抑郁缓解组，样本占比82.8%。

2.2.3 大学生抑郁情绪发展轨迹的性别效应 国

内外有关抑郁情绪的研究均证实，抑郁情绪的发展

轨迹存在显著的性别效应。青少年抑郁情绪发展轨

迹的研究表明，男女抑郁情绪发展存在不同的亚群

组。随着时间的发展，青春期女性的抑郁情绪呈现

倒U型发展曲线，而青春期男性的抑郁情绪则呈现

稳中有降的趋势[12，15，16]。虽然目前已有不少对中国

青少年抑郁情绪发展轨迹的研究，但专门针对中国

大学生抑郁情绪发展轨迹的个体差异及其性别效应

的研究仍然较少，对此进行进一步探讨十分必要。

为了考察大学生抑郁情绪发展的性别效应，本

研究在LGMM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性别

对潜在类别发展轨迹的影响。以潜在类别的3个分

类结果（3C）作为因变量，性别（男生=1，女生=0）作

为预测协变量进行无序多元 logistic回归，并把“C2
抑郁风险组”作为比较参照组，得出 Odd-Ration
（OR）系数，OR值反映性别在不同潜在类别中的效

应如何。结果显示，抑郁恶化组（C1）的 OR 值为

0.779，抑郁缓解组（C3）的OR值为 1.256，P值均未

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大学生抑郁发展轨迹的群

体异质性不存在显著的性别效应（表4）。
表4 不同性别对潜在类别的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 论

本研究对在校大学生抑郁情绪进行3年期追踪

调查，运用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从个体中心视角对

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发展轨迹进行分析，尝试从一定

程度上掌握大学生抑郁情绪随时间变化的发展趋势

规律。基于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的统计分析方法，

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加准确地判断大学生抑郁发展轨

迹的群体异质性。同时，为了更加精确地刻画大学

生抑郁情绪的发展轨迹，本研究将性别作为预测协

变量，进一步考察抑郁情绪发展轨迹的性别效应。

因此，本文主要从大学生抑郁情绪发展轨迹的群体

异质性及其性别预测效应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讨论。

3.1 大学生抑郁情绪发展的3个异质性亚群

根据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大学生抑郁

情绪具有明显的类别特征，呈现群体异质性。基于

此，本研究从群体差异的角度探析大学生抑郁情绪

的发展轨迹。LGMM模型分析发现，大学生抑郁情

绪的发展轨迹可以对应 3种不同质的类别模型，即

划分为3个异质性亚群。根据被试大学生抑郁情绪

初始水平和发展轨迹的特征，可将这 3个异质性亚

群分别命名为“抑郁恶化组”、“抑郁缓解组”和“抑郁

风险组”。

C1抑郁恶化组占总体被试的1.4%，其抑郁情绪

的初始化水平低于C2抑郁风险组，但在3年的追踪

期内，抑郁得分显著升高并在 T2和 T3阶段的得分

均高于C2抑郁风险组（达到显著差异），预示着C1
组学生的抑郁水平随时间变化迅速上升，潜在风险

最高。后续研究需要对这部分群体的人格特质、应

激生活事件等应激易感因素进行更深入研究 [17，18]。

这部分学生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工作重

点关注和持续跟踪的对象。对抑郁恶化组学生的心

类别

C1抑郁恶化组

C3抑郁缓解组

OR值

0.779
1.256

CI值（95%）

0.226-2.684
0.829-1.904

P值

0.692
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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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干预必须提前介入，综合运用心理疏导、朋辈支持

甚至家庭团体辅导等方式防范危机事件。

C2抑郁风险组占总体被试的 15.8%，其抑郁情

绪的初始化水平为3组中最高，在3年追踪的3个时

段均保持着稳定的较高水平，且呈显著缓慢上升趋

势。该组别学生的抑郁情绪保持在较高风险水平，

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需要持续关注和开展针对性干

预的重点群体。院系层面，应充分发挥班干部、班级

心理委员和寝室长的作用，协助辅导员观察、关注和

上报该群体的动态；学校层面，应采取多种形式（如

团体辅导、主题讲座等等），提早对该群体进行心理

教育和疏导，帮助他们提高心理调适能力，培养积极

的心理品质。

C3组抑郁缓解组占被试总体的 82.8%，其抑郁

情绪的初始化水平最低，随着时间的变化保持在较

低水平，呈显著缓慢下降趋势，这说明较大比例的大

学生抑郁情绪处于稳定的较低水平，与以往研究基

本一致，即本研究验证了“多数大学生的抑郁情绪或

抑郁症状处于中等偏低的低风险水平”的结论[19-21]。

3.2 性别对大学生抑郁情绪发展轨迹的预测效应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抑郁情绪发展轨迹的群体

异质性并无显著的性别效应。国内运用潜变量混合

增长模型分析大学生抑郁情绪发展轨迹的研究较

少，黎志华等人[22]的相关研究发现，女生较男生更多

处于抑郁的高风险水平，但在大学阶段男生抑郁情

绪的恶化率更高。本研究并不支持这一研究结论，

这需要引起我们关注和进一步的研究。笔者认为，

就样本数量与施测时间而言，本研究相对更优，研究

结论可靠性更高。

3.3 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研究虽然已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在数

据采集方面仍受限于一些因素，如取样范围仅限湖

北地区部分高校、取样间隔周期较长、追踪数据并未

涵盖毕业班学生等，可能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

未来研究首先要进一步优化数据采集，在扩大数据

取样范围的同时，适当缩短施测间隔，增加数据采集

频度，科学引导被试实事求是地填写相关量表，用优

质的数据来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同

时，应进一步探究各影响因素和预测因子在抑郁情

绪的动态变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未来还可探索抑

郁情绪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如运用大数据和数据挖

掘技术，进行大规模动态数据采集和同步分析预警，

提高心理危机干预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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