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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抑郁症患者色彩偏好研究

冉曼利 、 谭小林 、 蒋国庆 、 程　雪 、 杨　辉 、 袁　刚

【摘要】目的　探讨住院抑郁症患者的色彩偏好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对 195 例住院抑郁症

患者及 1005 例健康自愿者先后进行抽象颜色和室内环境色偏好测试，并评估患者抑郁和焦虑水平。

结果　（1）抑郁症患者的抽象色最偏好蓝色，对紫色偏好程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23）、对灰色

偏好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00）；患者治疗前后偏好顺序倾向一致，各颜色偏好程度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0.05）。（2）抑郁症患者的室内环境色中最偏好蓝色，对紫色偏好程度显著高于对照

组（P= 0.014）、对橙色偏好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05）；治疗前后偏好顺序倾向一致，单对红

色、灰色的偏好程度较治疗前下降（P= 0.003、0.040），对黄色的偏好程度较治疗前上升（P= 0.02）。

结论　抑郁症患者偏好冷色调色彩，这些偏好与患者对色彩的认识及其情绪状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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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lor perference for depression inpatients　　RAN Manli，TAN Xiaolin，JIANG Guoqing，et 
al. Psychiatry Department of Chongqing Mental Health Center，Chongqing 401147，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lor perference for depression inpatients and its influenced facteors. 

Methods　By using HAMD chart and HAMA chart to assess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level for 195 depression inpa-

tients and 1005 healthy volunteers successively being tested with abstract colors and indoor environment color prefer-

ence. Results　1. The most preference abstract colour of depression patients is blue，and purples preference i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23），grey preference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00）.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preference sequenc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here is no statistics meaning for color preference degree 

differences（P>0.05）. 2. The most preference indoor environment colour for depression patients is blue，and purples 

preference i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14），orange preference i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05）.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preference sequenc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he color preference degree to red and grey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P=0.003、0.040）. And yellow increased after treatment（P=0.02）. Conclusion　The 

depression patients prefer cold color. These preferences are related to patients’knowledge of color and their emotional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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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常常用来描述情感，例如“抑郁和蓝色”，

“红色和愤怒”等。有研究表明，Beck 抑郁得分高于

10 的被试倾向于选择黑色或者棕色来代表他们的情

绪，焦虑得分高的被试首选柔和颜色来缓解焦虑［1］。

carruthers 等［2］的一项调查发现，焦虑、抑郁人群会

选择灰色代表当时心情。认知因素特别是认知偏向

（对负性信息的过度关注）是抑郁症状产生、持续和

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3］。因此，研讨抑郁症患者的

色彩偏好趋势及其心理学意义对于了解抑郁症的发

病机制也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旨在探索抑郁症患

者对不同呈现方式的色彩有何偏好及其治疗前后的

色彩偏好差异。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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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研究组：选择 2015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在重庆

市精神卫生中心确诊符合“精神与行为障碍的国际

疾病诊断与分类（ICD-10）”诊断标准的住院抑郁症

患者 195 名，其中男 94 名，女 101 名；均为汉族；年

龄 18~60 岁，平均年龄（42.27±11.70）岁；平均受教

年限（11.66±3.66）年。排除标准：（1）色盲、色弱

者。（2）器质性精神障碍、急性期精神障碍不能完成

调查者。本实验经作者所在当地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所有被试在实验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对照组：来源于同一时期通过社区康复讲座等途径

招募的健康志愿者，按照 ICD-10 明确未患精神障碍，

与研究组患者性别、年龄、文化相匹配。共计 1005 名，

其中男 530 名，女 475 名，平均年龄（37.97±10.47）岁，

平均受教年限（11.78±3.74）年。排除色盲、色弱者，

知情同意，愿意配合检查。两组在性别、年龄、文化

程度等一般资料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 .2 .1　研究流程　自制一般调查问卷，首先

对所有被试进行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等人

口学特征进行调查，然后由经过专业培训的精神科

医生对被试完成抽象色及环境色偏好测试，再使用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对患者进行症状评定，并在患者予以抗抑

郁药物系统治疗 6 周后再次测试和评估。

1.2.2　抽象色偏好测验　采用对偶比较法［4］对

受试者进行抽象色偏好的调查。自制色卡，采用红、

橙、黄、绿、蓝、紫、白、黑、灰等 9 种颜色。9 种

色块两两组合，共 36 种组合方式。分为甲乙 2 组图片

册，每组图片 36 张，每个被试共完成甲组或者乙组的

36 次判断。采用台阶法呈现安排颜色的呈现顺序。将

每张卡片的 2 种颜色标记为 1、0，假如某个被试选择

甲 1 卡片时，表明其更喜欢红色，则记为 1；而表明其

更喜欢橙色，则记为 0。将所有同一种颜色的分数相

加，为颜色偏好得分。得分越高，偏好程度越高。

1 .2 .3　室内环境色偏好测验　采用等级排序

法［5］，以数字图像作为视觉刺激进行研究。最终形

成九张同一场景不同背景墙面色的病房图片，分别

是红、橙、黄、绿、蓝、紫、白、黑、灰等 9 种颜色。

要求被试从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种颜色的图片，

当被试选出第一张图片后，要求其在剩下的 8 张图

片中再选出最喜欢的一张，以此类推，直至最后一

张，将所有图片按喜好程度进行等级排列，依次标

记 1、2、3…直至 9。排名为 1 的卡片代表最喜欢的

颜色，排名为 9 的卡片代表最不喜欢的颜色。对这

9 种颜色从 1~9 分对每种颜色进行赋值。得分越低，

偏好程度越高。

1.2.4　HAMD 和 HAMA 的评定　HAMD 采用

的是 24 项版本，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严重。

HAMA 量表包括 14 个反映焦虑症状的项目。得分越

高表示焦虑程度越严重。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分析。平均值 ± 标准差

（x±s）表示颜色偏好得分，组间比较采用 Mann—

Whitney U Test 或 t 检验；治疗前后偏好顺序比较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采用 Kendall 等级相关分析（r）分

析颜色偏好得分与量表评估得分的关系，P<0.05 表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抽象颜色偏好得分比较

研 究 组 对 紫 色 偏 好 程 度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P=0 .023）、对灰色偏好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00）；患者治疗前后各颜色偏好程度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抽象颜色偏好得分比较（x±s，分）

研究组
对照组 Z1 Z2

治疗前 治疗后

红 4.60±1.98 4.62±1.86 4.67±1.91 0.304 0.386

橙 4.46±1.67 4.39±1.69 4.54±1.72 0.497 0.513

黄 4.51±1.81 4.47±1.71 4.60±1.91 0.311 0.744

绿 4.65±1.75 4.65±1.58 4.62±1.69 0.080 0.435

蓝 4.74±1.68 4.71±1.53 4.67±1.76 0.531 0.458

紫 4.03±1.79 3.96±1.82 3.72±1.73 0.207 2.279*

白 3.39±2.01 3.45±1.97 3.62±1.94 0.529 1.688

黑 2.77±1.89 2.89±1.90 2.66±2.09 0.911 1.017

灰 2.85±1.83 2.86±1.76 3.80±1.88 0.050 6.289**

注：Z1：研究组治疗前后比较；Z2：治疗前与对照组比较。
*P<0.05，**P<0.01。

2.2　两组抽象颜色偏好顺序比较

研究组的抽象色偏好顺序由高到低依次为蓝、

绿、红、黄、橙、紫、白、灰、黑，与对照组比较，

等级相关系数 r=0.833，统计意义检验 u=3.023>2.58，

故 P<0.01，提示研究组与对照组偏好顺序等级相关

有统计学意义，在颜色选择上是一致的。治疗后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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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顺序由高到低依次为：蓝、绿、红、黄、橙、紫、

白、黑、灰，与治疗前比较，经等级相关处理，等

级相关系数 r=0.944，统计意义检验 u=3.440>2.58，

故 P<0.01，提示治疗前后偏好顺序倾向一致，均最

偏好蓝色。

2.3　两组室内环境色偏好比较

对紫色偏好程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4）、

对橙色偏好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P=0.005）；治疗后

对红色、灰色的偏好程度较治疗前下降（P=0.003、

0 .040），治疗后对黄色的偏好程度较治疗前上升

（P=0.002）。见表 2。

表2　两组室内环境色偏好得分比较x±s，分）
研究组

对照组 Z1 Z2
治疗前 治疗后

红 5.03±2.32 5.41±2.13 5.10±2.30 2.934* 0.468

橙 4.93±2.00 4.69±2.04 4.46±2.11 1.584 2.835**

黄 4.62±2.07 4.10±1.78 4.51±2.16 3.055* 0.747

绿 4.14±2.08 4.11±2.01 4.38±2.23 0.381 1.291

蓝 3.97±2.34 3.79±2.19 4.15±2.33 0.937 1.018

紫 4.22±2.51 4.32±2.49 4.69±2.49 0.753 2.457**

白 4.82±2.81 4.66±2.89 4.42±2.75 0.763 1.836

黑 6.63±2.91 6.81±2.97 6.62±2.81 0.899 0.098

灰 6.72±2.46 7.08±2.14 6.70±2.44 2.059* 0.264

注：Z1：研究组治疗前后比较；Z2：治疗前与对照组比较。

*P<0.05，**P<0.01。

2.4　两组室内环境色偏好顺序比较

研究组的室内环境色偏好顺序由高到低依次为：

蓝、绿、紫、黄、白、橙、红、黑、灰，与对照组比较，

等级相关系数 r=0.722，统计意义检验 u=2.606>2.58，

故 P<0.01，提示研究组与对照组偏好顺序等级相关

有统计学意义，在颜色选择上倾向一致。治疗后偏

好顺序由高到低依次为：蓝、黄、绿、紫、白、橙、

红、黑、灰，与治疗前比较，等级相关系数 r=0.861，

统计意义检验 u=3.128>2.58，故 P<0.01，提示治疗

前后各颜色偏好顺序倾向一致，均最偏好蓝色。

2.5　患者色彩偏好得分与 HAMD、HAMA 评分

的相关性分析

（1）治疗前后量表评分：研究治疗前后 HAMD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5.42±8.28）vs. （10.18
±9.19），t =23.272，P<0.001］；研究组治疗前后

HAMA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6.95±7.38）vs. 
（6.68±6.55），t =18.539，P<0.001］。

（2）抽象色偏好得分与 HAMDA、HAMA 评分

的相关性：黄色偏好顺序与 HAMD 评分、HAMA 评

分均呈显著负相关（P=0.047、0.014）。环境色偏好

得分与 HAMD、HAMA 评分的相关性：红色偏好顺

序与 HAMD 评分显著正相关（P=0.000），蓝色、白

色偏好顺序与 HAMD 评分呈显著负相关（P=0.012、

0.023），见表 3。

表3　患者色彩偏好得分与HAMDA、HAMA评分的相关性（r）

实验 影响因素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白 黑 灰

抽象色偏好 HAMD评分 0.054 -0.060 -0.133* 0.064 0.037 0.095 -0.035 0.076 -0.104

HAMA评分 0.100 0.081 -0.182* -0.027 -0.046 0.090 0.022 0.044 -0.091

环境色偏好 HAMD评分 0.248** 0.056 0.085 0.003 -0.167﹡ -0.096 -0.152* 0.073 0.044

HAMA评分 0.108 -0.033 0.028 0.008 -0.069 0.019 -0.137 0.079 0.048

注：*P<0.05，**P<0.01。

3　讨论

色彩会在人的心理上引出某种情绪，就是色彩

心理，即由客观色彩世界引起的主观心理反映。不

同色彩的象征意义有很大区别，色彩心理学很大程

度上与色彩象征意义息息相关，总是在影响我们的

情绪和行为。

本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在治疗前后对抽象颜

色的偏好顺序、偏好倾向一致，与健康人群的偏好

顺序无明显差异，但部分颜色（紫、灰）偏好程度有

所不同。抑郁症患者最喜欢蓝色，对紫色的偏好程

度比健康人群高。从消极意义上讲，蓝色常常带有

忧郁、悲观的象征意义，紫色的象征意义则为不安

和神经质［6］。心境一致性理论认为，抑郁个体能够

回忆或注意与其抑郁心境相一致的负面信息，且表

现为一种较为稳定的现象，并认为是抑郁得以保持

的重要认知机制［7］。虽然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情绪

明显不同，但其对抽象颜色的偏好顺序并未发生显

著变化，除了灰、黑交换了位置外，其他颜色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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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改变。说明抑郁症患者的抽象色偏好可能与其

心理和情绪状态关联不大，更可能与抑郁个体稳定

的气质特征有关。

其次，室内环境色偏好测验结果显示，抑郁症

患者依然最喜欢蓝色，最不喜欢灰色，治疗 6 周后

仅黄色偏好顺序发生变化，红、灰色偏好程度明显

下降，黄色偏好程度显著上升。分析认为，沮丧、

悲观的情绪符合灰色消极意义的心理效应，此时需

要红色使人心跳加速、血压升高，会给人带来兴奋、

热情或愤怒的感受。对红色接触过多会产生焦虑和

身心受压的情绪，使疲劳者感到筋疲力尽。故情绪

症状缓解后患者对红、灰两个颜色的偏好程度下降。

抑郁症患者对室内环境色的偏好与其情绪和心理状

态关系密切。另外，抑郁患者对紫色偏好程度显著

高于健康自愿者，而对橙色的偏好程度显著低于对

照，进一步说明了抑郁患者偏好冷色调、不偏好暖

色调的倾向。

再者，本研究发现，不管是抽象色还是室内环

境色，抑郁症患者更偏好蓝色，对紫色的偏好程度

明显高于健康人群，有可能是冷色调色彩能够让人

忐忑不安的心情稳定、镇静下来 ［8］。但是也有研究

指出，抑郁症患者不宜长期接触蓝色等冷色系，否

则会加重病情［9］。伊顿教授对紫色的描述给人以很

大的启示，它似乎是色环上最消极的色彩，容易在

心理上引起消极感［10］。而 Nolan 等的研究结果指出

黄色为柔和的暖色系，可使患者的焦虑水平降低［1］。

通过患者色彩偏好得分与症状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发现，在抽象色方面黄色偏好顺序与 HAMD 评分、

HAMA 评分均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对抽象色黄色的

偏好测试可能对抑郁症情绪的评估有一定的预测价

值。在环境色方面，红色偏好顺序与 HAMD 评分显

著正相关，而蓝色、白色偏好顺序呈显著负相关。

提示抑郁评分越高，对红色越不偏好，对蓝色、白

色等冷色调得偏好更强，此与戴红等［11］的研究结果

相一致。因此，建议把色彩应用到抑郁症患者病房

环境设计之中，可以对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起到辅

助治疗的作用。

总之，本研究还有一些不足，样本量偏小，对

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有一定影响，有待进一步的改进

和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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