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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业及非医疗专业大学生的死亡焦虑水平的对照研究

饶　嘉 1 、 仇　琦 2# 、 张盛宇 3 、 林　翔 2 、 班春霞 2 、 李　霞 2

【摘要】目的　探讨中国护理专业大学生及非医疗专业大学生的死亡焦虑水平及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阿拉伯死亡焦虑量表中文版（ASDA-C）与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对

江西及上海两地共 108 名护理专业大学生及 184 名非医疗专业大学生的死亡焦虑水平与人格特质

进行测量。结果　死亡焦虑与专业及神经质评分有关（β=-0.346，P< 0.001；β=0.349，P< 0.001）。

护理系学生 ASDA-C 总分及“害怕死人和坟墓”因子分明显低于非医疗专业大学生（42.11vs48.86，

P< 0.001；15.43vs20.50，P< 0.001）。在所有大学生中，死亡焦虑与神经质评分有关。结论　中国护

理专业大学生的死亡焦虑水平较非医疗专业大学生低，且受人格特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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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eath anxiety between nursing students and non-medical students 
　　RAO Jia，QIU  Qi，ZHANG Shenyu，et al. 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School of 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0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Death anxiety is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affecting people's emotions，

motivations and behaviors. Nursing students will contact with patients in clinical. Their attitude toward death might af-

fect the clinical work. This study mainly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 of death anxiety between nursing students and non-

medical students in China. Methods　A total of 108 nursing students and 184 non-medical students from Shanghai 

and Jiangxi complete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rabic scale of death anxiety（ASDA-C）and the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Revised Short Scale（EPQ-RSC）. Results　Death anxiety was associated with major and the score 

of neuroticism scale（β=-0.346，P<0.001；β=0.349，P<0.001）. The score of ASDA-C and the “fear of dead and 

the grave” in nursing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non-medical students（42.11vs 48.86，P<0.001；

15.43vs20.50，P<0.001）. In all students，death anxiety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score of neuroticism scale. 

Conclusion　The death anxiety level of nursing students was lower，and it was influenced by personality.

【Key words】Death anxiety；Nursing students；Scale；Personality

死亡焦虑是个体针对死亡或者临终相关事件所

产生的不安、恐惧、害怕等状态。护理人员及医务

工作者相较于社会上大部分群体有更多的机会与死

亡密切的接触。这些接触可能会引起死亡焦虑［1］。

他们对死亡的态度可能会影响在临床工作中对患者

的护理及对临终患者的照顾。

护理专业的学生属于医学院学生范畴，在进入

临床上遇见即将死亡的患者之前，他们在学习解剖

学专业知识时便接触到尸体。国外研究显示医学生

的死亡焦虑水平远低于一般人群［2］。提示接受过医

学教育的人死亡焦虑水平降低。近年来有研究显示

护理系学生经过三年的专业培训之后，死亡焦虑水

平较刚入学时显著降低［3］。护士的临床工作上要频

繁接触患者，其死亡焦虑水平对护理工作也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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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4］，而优质的护理干预有助于患者缓解焦虑、

抑郁情绪［5，6］。故了解护理专业的学生的死亡焦虑水

平及其影响因素十分重要，可进一步优化医学教育，

改善死亡焦虑水平。对大学生的死亡焦虑研究在国

外及我国港台地区较多，但国内对大学生，特别是

医疗相关专业学生的死亡焦虑水平的研究甚少，本

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1. 护理专业大学生的死亡焦虑

水平与其他非医疗相关专业大学生是否一致；2. 护理

专业大学生的死亡焦虑是否与人格特质及宗教信仰

有关。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收录均为大二至大四的女性大学生，其

中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护理专业的大学生 108
人、上海海洋大学 55 人、华东师范大学 20 人、江

西省井冈山大学 109 人。平均年龄 20.73±1.40 岁。

无宗教信仰 275 人（94.2％），287 名（98.3％）为汉

族人群。

1.2　研究流程

调查员对大学生进行以班级为单位的方便抽样

调查，通过各大学的班主任或辅导员对整个班级的

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对受试者介绍本研究的目的

及内容，根据自愿原则回收问卷。本研究受试者为

女性。在受试者签订知情同意书后，采用阿拉伯死

亡焦虑量表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of Arabic Scale of 

Death Anxiety，ASDA-C）及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

表中国版（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Revised 

Short Scale，EPQ-RSC）对受试者施测，施测过程采

用统一的指导语，统一的答卷纸发放回收。受试者

在完成问卷之前需填写完成一般资料，包括年龄，

性别，民族、专业，受教育年限，是否信教等。本

研究共发放问卷 326 份，有效回收 292 份（上海 183
份，江西 109 份）。

1.3　研究工具

ASDA-C 包含 20 个条目，5 个强度，从 1 分到

5 分，1 分表示一点儿也不，5 分表示非常对。总分

从 20 分至 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死亡焦虑水平越

高。其在医务人员中的信效度研究初步发表在中华

医学会第十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会议［7］。ASDA-C

对中国大陆人群做信效度研究，其 Cronbach’s α系

数为 0.91，一周重测信度为 0.96，具有较好信度。

ASDA-C 可以提取出三个公因子，具有良好的结构

效度。因子 1 为害怕死人和坟墓，包括 8 个条目（2、

3、8、9、11、12、16、17）。因子 2 为害怕致死性

疾病，包括 7 个条目（1、4、5、6、10、19、20）。

因子 3 为害怕死后事件，包括 5 个条目（7、13、14、

15、18）。该量表的原版及英文版均有良好的信效度

研究［8］。EPQ-RSC 包括四个分量表：内外倾向量表

（E），神经质（又称情绪性）量表（N），精神质量表

（P），掩饰量表（L），各 12 个条目，共 48 个条目。

EPQ-RSC 也有良好的信效度研究。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以（x±s）表示，判断样本方差整齐采用 Levene’s 方

差齐性检验，若方差齐性组间采用 t 检验，若方差

不齐组间采用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 U 检验）。

对于 ASDA-C 总分及两组的 ASDA-C 的影响因素的

回归采用逐步回归。ASDA-C 与 EPQ-RSC 各分量表

的相关性用 Pearson 系数表示。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护理专业大学生全部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护理专业，共有女性 108 人。来自其他院校非医疗

专业大学生 184 人。护理专业大学生及非医疗专业

大学生之间信教（3.1％vs2.7％，P =0.197）、民族（汉

族：99.9％vs99.8％，P =0.751）及年龄（20.78（1.36）
vs20.70（1.43），P =0.654）等一般情况无明显差异。

2.2　不同专业之间的 ASDA-C 总分及各因子得

分差异

护理专业的大学生死亡焦虑水平较非医疗专业

大学生低，包括 ASDA-C 总分及“害怕死人和坟墓”

这一因子（表 1），“害怕死后事件”同样较非医疗专

业大学生低，但未达到显著性差异。
表1　护理专业与非医疗专业大学生之间的ASDA-C总分及

各因子得分

护理大学生
（n=108）

非医疗大学生
（n=184） t 或Z P

ASDA-C总分 42.11（12.25） 48.86（15.14） 4.157 ＜0.001
害怕死人和坟墓 15.43（6.00） 20.50（7.70） 6.266 ＜0.001
害怕致死性疾病 18.28（5.59） 19.13（5.93） 1.211 0.227

害怕死后事件 8.40（3.20） 9.23（3.95） 1.958 0.051

2.3　不同专业之间的 EPQ-RSC 各分量表之间

的得分差异

护理专业大学生的内外倾向性量表得分较非医

疗专业大学生低，表示护理专业大学生相比之下更内

向，其他三个分量表两组之间未见明显差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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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护理专业与非医疗专业大学生之间的ASDA-C总分及
各因子得分

护理大学生
（n=108）

非医疗大学生
（n=184） t 或Z P

精神质 49.67（7.84） 51.17（11.78） 1.288 0.199
内外倾向 55.89（9.44） 59.53（8.53） 3.358 0.001

神经质 51.17（11.53） 49.53（12.08） -1.131 0.259
掩饰性 42.85（8.80） 43.44（8.85） 0.551 0.582

2.4　对 ASDA-C 的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回归

将年龄、专业、受教育年限、地区、民族、宗

教信仰、人格特质等作为自变量纳入 ASDA-C 得分

作为应变量的逐步回归方程中。表 3 显示了仅有专

业及神经质量表对 ASDA-C 得分有影响。进而对不

同专业的 ASDA-C 进行逐步回归，护理专业与非医

疗专业大学生的神经质量表及宗教信仰对 ASDA-C

有影响（表 4）。不同的是，在护理专业大学生中，

宗教信仰对 ASDA-C 的回归系数为 -0.235，而在非

医疗专业中，宗教信仰对 ASDA-C 的回归系数为

0.262。表示在护理专业中，有宗教信仰的大学生死

亡焦虑水平高，而在非医疗专业中，有宗教信仰的

大学生死亡焦虑水平低。
表3　对ASDA-C总分进行逐步回归模型

β（95％CI） P
神经质 0.349（0.229，0.496） ＜0.001

是否护理专业 -0.346（-0.474，-0.217） ＜0.001

表4　对不同专业的ASDA-C总分进行逐步回归模型

护理大学生 非医疗大学生

β（95％CI） P Β（95％CI） P
神经质 0.287（0.090，0.411） 0.003 0.412（0.230，0.671） ＜0.001

宗教信仰 -0.235（-0.296，-0.036） 0.013 0.262（0.081，0.623） 0.011

2.5　EPQ-RSC 各分量表与 ASDA-C 总分之间的

相关性

表 5 显示了 EPQ-RSC 各分量表与 ASDA-C 总

分之间的相关性。ASDA-C 得分与神经质量表显著

相关。
表5　EPQ-RSC各分量表与ASDA-C总分之间的相关性（r）

内外向倾向 精神质 神经质 掩饰性

ASDA-C
r 0.022 0.008 0.345 -0.074
P 0.715 0.886 ＜0.001 0.212

3　讨论

医疗专业大学生的死亡焦虑水平在国外及台湾

地区有较多研究，但在中国大陆却缺乏相关的研究。

护理人员作为将来在医疗工作中接触患者的一线人

员，其死亡焦虑水平也许会对临床工作产生一定影

响。本研究采用 ASDA-C 对医学院护理专业学生进

行调查，以了解护理专业大学生的死亡焦虑的特点。

本研究结果显示，死亡焦虑与专业有关，护理

专业大学生的死亡焦虑水平明显低于非医疗专业大

学生，包括总分及“害怕死人和坟墓”。本研究的结

论与大部分国外研究趋势一致，接受过医学专业知

识的大学生的死亡焦虑水平明显减低，如接受过解

剖课程后的大学生焦虑水平会逐步降低［9］。而本研

究纳入的样本为大二及以上的大学生。在国内的课

程设置中，受试者已经学习过解剖课程，这种暴露

可能已经使其对死人或坟墓等脱敏，因此对“害怕死

人和坟墓”因子得分较低。本结果同时提示暴露疗法

可能减轻死亡焦虑。死亡焦虑与多种恐怖症等精神

障碍有关，将来考虑增加死亡教育课程，帮助解决

相关精神障碍。

护理专业大学生的内外向倾向量表得分显著低

于非医疗专业大学生。表明护理专业大学生更为内

向。台湾的研究也显示护理大学生是内向的［10］。不

同于美国大部分（58％）的护理学生是外向倾向，这

可能受文化的影响。并且在国内，可能护理等医学

课程更吸引内向的人学习。

死亡焦虑水平与神经质分量表评分显著相关。

神经质分量表得分高可能代表焦虑、担忧、情绪反应

强烈等。而死亡焦虑与广义的焦虑也是密切相关的。

社交能力和情感能力会影响人是否积极应对死亡［11］。

在护理系大学生临床常见的压力包括看到病人痛苦，

病人即将来临的死亡和病人死亡，并有些被患者家

属的情感所影响。临终关怀是护理工作中最具压力

的因素。但在护理操作中，提高临终护理的质量，

也帮助护士和护理系学生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宗教信仰也对死亡焦虑水平产生影响。在护理

专业中，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死亡焦虑水平偏高，这

一结果与国外结果一致［12］。而在非医疗专业大学生

中，有宗教信仰的人死亡焦虑水平偏低。但本研究

中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数极少，临床意义不大。

本研究存在一定缺陷，本研究仅收录了上海地

区的护理专业学生，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大陆地区的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6 年第 43 卷第 4 期 - 587 -

◎

论
著◎

 Treatise

护理大学生群体。本研究仅仅纳入了女性大学生，

未对探讨性别之间的差异，国内外研究均表示女性

死亡焦虑水平较男性高。然而在医学生中这一性别

差异并不明显。将来的研究方向可以考虑对医务工

作者从学生时长程随访，或对大学生进行死亡教育，

探讨动态的死亡焦虑水平，死亡教育对死亡焦虑水

平的影响，以及不同死亡焦虑水平对医务工作者的

执业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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