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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学生对新冠病毒感染性肺炎的认知程度与情绪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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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我国 18 岁以上的学生群体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认知与其情绪状况的相关性，为有关机构采取相关健康干预措施提供参考资料。方法 在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攀升期，针对因疫情影响而延迟开学的在校学生采取线上发放问卷的方法进行调查。结果 在校

大学生 COVID-19 知识问卷总分（74.82±4.76）分，水平较高，DASS-21 情绪自评量表总分（20.23±16.07）分，

学生新冠肺炎预防知识与 DASS-21 的压力维度具有显著性（P<0.05）。结论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不断攀升的背

景下，学生对新冠肺炎关注度较高，对新冠肺炎知识了解较深入，负面情绪较小，对疫情当前局势较为乐观。 
【关键词】COVID-19；大学生；情绪；DASS-21 量表 
【基金项目】2019 年度郑州市心脏结构研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2019KFKT003）；河南省高等学校

重点科研项目计划（17A320027） 
 

Cor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status and emotion of adult students with COVID-19 

Nannan Wang1, Anna Ma1*, Shanshan Zhu1, Yanjie Wang2, Fengmin Yang1 
1School of Nursing, Xinxiang Medical College, Xinxiang, Henan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xiang Medical College Xinxiang, Henan 

【Abstract】 Objective: The research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gnition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and the mental status about adult students in china,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institutions to take relevant health intervention measures. Methods in the period of the new coronavirus outbreak, 
the students who had delayed back to school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epidemic and were investigated by sending 
questionnaires online. Results students COVID - 19 knowledge questionnaire scores (74.82-4.76), higher levels, 
DASS - 21 emotional self rating scale total score (20.23±16.07) points, students prevention knowledge of 
COVID-19 and DASS - 21 pressure dimensions have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ing number of cases of the new champions league pneumonia, student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VID-9 
and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prevention of COVID-9，more in-depth knowledge of the 
new champions league pneumonia, negative emotions is small,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pidemic diseases is more 
optim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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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是指 2019 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1]，因国际人员流动，全

球爆发大范围的疫情，呈现出多国学者激烈讨论新

冠肺炎的景象[2-6]，现全球确诊人数在不断攀升中。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疫情监控消息，截止到 2020
年 2 月 16 日 24 时，现有确诊病例 57934 例，重症

10644 例，累计出院病例 10844 例，死亡病例 1770
例。中国国家卫健委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

入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全国许多地区随即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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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隔离措施，为了解疫情期间学生群体对疫情相关

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情绪状况，本研究对学生群体

新冠肺炎的认知情况及其情绪开展调查，并逐步分

析新冠肺炎的认知程度对学生情绪变化的影响，为

在疫情期间相关部门及学校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状

况提供参考资料。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 2020 年 2 月 2 日-2020 年 2 月 10 日，

以我国 18岁以上的不同学历层次的 377名学生为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为自愿参加本调查的学生，无心

理和精神疾病及严重的器质性疾病。排除标准为不

愿意接受调查或者中途退出作答的学生。调查前向

学生说明调查内容和目的，获得知情同意，共发放

问卷 377 分，收回有效问卷 36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大量参考相关文献制定新冠肺炎知

识和预防问卷[7]，并小范围的在社区进行随机发放

30 份调查电子问卷，根据预实验对问卷内容进行再

次调整和修订。另外，采用了情绪自评量表 DASS-21
作为学生心理情绪状况的测评。本研究采用随机抽

样方法进行调查，所有问卷通过网络发放（问卷星

https://www.wjx.cn）的方法进行网上填写和提交，

伴随问卷发放的有统一指导语及匿名和保密承诺。 
1.1.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民族、

所在地、获得肺炎知识相关渠道等。 
1.1.2 新冠状病毒肺炎知识调查问卷 
本问卷参考大量文献重新制定，采用 Delphi 专

家咨询法测量，问卷编写好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呼

吸科和心理学专家进行咨询，再修订。问卷共两个

维度，23 个条目，包括新冠病毒性肺炎的知识维度

和预防维度。采用百分制评分法，得分越高则对于

新冠病毒性肺炎的了解越深，问卷的 Cronbach′s α
为 0.867。 

1.1.3 中 文 版 抑 郁 - 焦 虑 - 压 力 量 表 （ The 
Depression－Anxiety－Stress Scale.DASS-21）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The Depression－
Anxiety－Stress Scale，DASS-21）是由 Lovibond 等
[8]于 1995 年编制的焦虑、抑郁和压力自我评估量表。

该量表共三个维度 21 个条目，包括压力维度、焦虑

维度、抑郁维度。每个条目采用李克特评分法：不

符合自身情况计 0 分，在某种程度上或者是某些时

候与自身的实际情况相符计１分，在很大程度上或

是大部分情况下与实际情况相符计 2 分，与自身的

实际情况非常相符计 3 分，量表总分为 63 分。基于

百分比分数，0～14 分为正常，14～20 分为轻度，

20～29 分为中度，29～38 分为严重，>41 分为极度

严重，量表的 Cronbach′sα 为 0.89[9,10]，在得出各量

表分值后将得分总和乘以 2 得到最终得分，分级标

准[11](见表 1),得分越高，负面情绪越大。 
1.3 统计分析方法 
问卷双人核对、录入，采用 SPSS20.0 进行数据

录入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按频率和百分率（%）

进行描述，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和标准差（ ±s）进

行描述，新冠肺炎知识问卷和 DASS-21 量表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影响情绪的因素采用多元逐步回

归分析进行推断，检验水准 α=0.05。 

表 1 DASS-21 各分量表分级标准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Normal 0-9 0-7 0-14 

Mild 10-13 8-9 15-18 

Moderate 14-20 10-14 19-25 

Severe 21-27 15-19 26-33 

Extremely severe 28+ 20+ 34+ 

Because the DASS 一 21isashon from version of the DASS (the 
Long Form has 42 items)，the final score of each item groups 
needs to be multiplied by two． 

2 结果 
2.1 在校学生的一般资料（见表 2） 
2.2 在校学生新冠肺炎知识问卷的得分较高

（见表 3） 
2.3 在校学生 DASS-21 量表压力得分较高（见

表 4）及各分级分布情况（见表 5） 
2.4 在校学生新冠肺炎知识得分与 DASS-21 情

绪的相关性分析 
新冠肺炎知识问卷与DASS-21情绪量表的压力

维度成正相关（r=0.129，P<0.05)，压力维度与新冠

肺炎量表的预防认知维度呈正相关（ r=0.130，
P<0.05)。详细结果见表 6。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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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在校学生一般资料（n=364) 

项目 人（%） 

性别 男 69（19.0） 

 女 295（81.0） 

年龄 18-22 305(84.0) 

 >22 59(16.0) 

目前所在地 城市 148（40.7） 

 农村 216（59.3） 

受教育程度 高中 13（3.6） 

 中专 4（1.1） 

 大专 38（10.4） 

 本科 305（83.8） 

 硕士 4（1.1） 

获得新冠知识的

主要渠道 手机媒体 338（92.9） 

 电视 17（4.7） 

 广播 1（0.3） 

 宣传标语 5（1..4） 

 其它途径 3（0.8） 

目前最关心的是 新冠肺炎最新消息 251（69.0） 

 工作 1（0.3） 

 自己的身体 6（1.6） 

 家人的身体 44（12.1） 

 朋友的身体 2（0.5） 

 学业 32（8.8） 

 科研 1（0.3） 

 返程 24（6.6） 

 其它 3（0.8） 

表 3 在校学生新冠肺炎知识问卷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 ±s,n=364) 

项目 得分（分） 得分率（%） 排序 

预防认知

维度 
42.92±3.70 81% 1 

知识认知

维度 
31.90±2.60 80% 2 

总分 74.82±4.65 81%  

表 4 在校学生 DASS-21 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 ±s,n=364) 

项目 得分（分） 得分率（%) 排序 

压力维度 7.81±5.96 14% 1 

抑郁维度 7.09±5.46 13% 2 

焦虑维度 6.42±4.65 11% 3 

总分 20.23±16.07 13%  

表 5 364 例在校学生 DASS-21 量表各分级人数分布情况 
[例（%）] 

 压力 抑郁 焦虑 

正常 322（88.5） 281（77.2） 276（75.8） 

轻微 15（4.1） 31（8.5） 23（6.3） 

中度 9（2.5） 35（9.6） 43（11.8） 

重度 16（4.4） 9（2.5） 8（2.2） 

极度 2（0.5） 8（2.2） 14（3.8） 

表 6 在校学生 NCP 相关知识问卷与 DASS-21 量表的相关性

分析（r 值，n=364） 

项目 压力维度 抑郁维度 焦虑维度 
DASS-21 
总分 

预防认知

维度 
0.130* 0.047 0.048 0.098 

知识认知

维度 
0.045 -0.043 0.002 -0.010 

NCP知识

问卷总分 
0.129* 0.013 0.039 0.072 

*P<0.05 

3 讨论 
3.1 在校学生对新冠肺炎的认知程度较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校学生的 DCP 问卷总分为

（74.82±4.65）分，得分率 81%，处于中高等水平，

预 防 维 度 得 分 （ 42.92±3.70 ） 相 比 知 识 维 度

（31.90±2.60）高。其中肺炎知识中：89%的学生认

为手卫生非常重要、69%的学生认为拥有新冠临床

症状应该去看医生、97.3%的学生认为新冠肺炎可被

治愈等问题，这些问题得分相加将会作为新冠肺炎

知识了解得分；预防知识中，87.9%的学生认为自己

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94.5%的学生每日监测体温、

97.5%的学生认为不适合到国外旅游、98.7%的学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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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应该戴口罩、98.1%的学生认为清洁的环境有利

于预防疾病、83.5%的学生认为不应该在做好防护措

施后去人流量大的地方等问题。这些问题得分相加

看作为预防知识总得分。针对新冠肺炎相关知识的

情况掌握和预防行动，81.3%学生和 80.5%的学生分

别认为自己和家人不会感染。学生们是一个年轻的

群体，对新鲜事物比较敏感，而且学习能力强，对

现代化信息计算掌握比较好，通过本研究显示大部

分学生（92.9%）都是通过手机终端来获取信息的，

这可能是因为新冠肺炎是突发事件、学生的警惕性

较高、手机等信息工具能快速的披露有关新冠肺炎

的信息，学生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因此，对新

冠肺炎相关知识比较了解，同时，这也于政府及时

公开并宣传相关信息和信息的有效传递有关。有研

究表明在传染病早期进行有效风险沟通，及时了解

公众的相关知识认知、态度和行为，对降低公众因

疫情引起的消极、恐慌心态，采取有针对性的健康

教育策略和措施，对有效预防控制疾病传播非常重

要[12]。Soe HHK 等人[13]对医学生做的传染病通报监

测调查认为疾病监测是防治传染病的重要内容之

一，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对传染病通报的知识和态度

对及时和有效地向监测系统报告起着重要作用，大

多数学生认为传染病通报在他们的医学专业中是非

常重要的。这进一步证实了及时、公开的向公众传

达传染病的相关知识是至关重要的。 
3.2 在校学生感受新冠肺炎压力大 
DASS 最初是由两个子量表组成，分别测量焦

虑和抑郁，每个子量表都是由其独特的特色条目组

成，焦虑子量表更多地强调个体的应激症状，抑郁

子量表更多地强调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情绪。

随着量表的编制，增加了第３个子量表——压力子

量表，其特征是非典型的惊觉反应[14].本研究的维度

三者相比压力维度得分最高，得分率为 14%。这次

疫情爆发比较突然，对学生来说还是造成一定的困

扰的。Tine Van Bortel[15]等人在埃博拉病毒爆发期

间，由于该病的高感染风险、缺乏信息和错误信息

而造成个人的普遍恐惧；社区服务、市场和学校的

关闭也对社区居民造成心理影响。对比该学者的研

究，我国学生的情绪受新冠病毒影响较大，受疫情

的影响不严重，可能是跟学生掌握冠状病毒知识比

较多，以及对政府采用的居家隔离措施以及目前的

医疗条件比较有信心有关。对于压力大的学生可以

寻求亲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来缓解压力。 
3.3 在校学生新冠肺炎的认知程度与自评情绪

呈正相关 
新冠肺炎知识和预防问卷与DASS-21情绪量表

的压力维度成正相关（r=0.129，P<0.05)，压力维度

与 NCP 量表的预防认知维度呈正相关（r=0.130，
P<0.05)。结合一般资料，研究表明在疫情上升期的

背景下，学生使用手机媒体（92.9%）对疫情相关情

况（69.0%）最为关注，对新冠肺炎的相关知识有着

较为充足的了解。其次较为担心家人的身体（12.1%）

的自己的学业（8.8%），可能与新冠病毒传染能力

较强和疫情上升期，全国学校延迟开学，入学难以

继续有关。学生因此感到有压力，但是国家和各级

政府积极应对通过采用网上授课和各种线上形式的

交流核对沟通，减少和缓解了学生这方法的忧虑有

关。学生对于战胜疫情较为乐观，所以没有出现焦

虑和抑郁的程度。 
4 小结 
通过调研可发现，在疫情扩散的情况下，在校

学生对新冠肺炎知识较高，对疫情的发展形势较为

关心，对疫情形势持乐观态度，这与政府公开透明

的展示新冠肺炎疫情有关。当前,全球同胞众志成城

抗击新冠肺炎,这不仅仅是一场抗击病毒的恶战,同
时也是向考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意志的时刻，学生

作为社会的新生代，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期间并

没有畏惧，密切关注国家疫情大事，在巩固自己学

业的同时，积极做疫情防控的志愿者，为宣传疫情

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疫

情期间不断发挥着自己现存的力量。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基于网络邀请的抽样调

查，导致全体学生代表性不足，调查对象多为本科

在校学生，本科以上高学历人群和较低学历人群样

本不足，可能结果存在一定局限性。建议进一步扩

大学生人群范围，及在长时间隔离的情况进行调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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