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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背景 

1981年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全球范围内已有7800万人感染
艾滋病病毒，超过3500万人因患艾滋病失去了生命[1]。1985
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2011-2017，中国艾滋病患者
增长36744例，增长率将近180%[2]。 

艾滋病感染者一起生活的中学生，承受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和
困扰。 
 



概念界定 

 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定义（符合以下情况之一） 

（1）父母双方或有一方患艾滋病死亡 

（2）与艾滋病患者共同生活 

（3）自身患艾滋病的中学生 

 

艾滋病患者持续增长，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也
逐年增多，全球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从2010年
的170万人增长到2015年210万人。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存在的问题 

全球受艾滋病
影响儿童从
2010年的170万
人增长到2015
年的210万人  

（1）家庭经济困难、社会歧视、
失学、社会孤立等社会问题。 

（2）孤独，抑郁，焦虑、缺乏安
全感、交往退缩、创伤后应激障
碍等心理情绪问题。 

（3）厌学、仇恨、反社会、攻击
性行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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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心理健康和素质

教育关乎社会稳定和民

族未来。 

研究受艾滋病影响中学

生社交焦虑和心理安全

感，利于扩大对受艾影

响中学生的关注和重视。 

中学生身心快速发展，

心智不成熟，自我意

识尚未形成，易受到

消极事件影响。 

研究受艾滋病影响中学

生心理安全感和社交焦

虑影响机制和群体，利

于丰富弱势学生研究。 

研究意义 



01 安全感是心理健康重要因素之一，指 “脱离恐惧和焦虑情境后获

得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能让个体感受到现在和以后的各种需

要得到满足的感觉”。 

02 社交焦虑是危害心理健康的三大因素之一，社交焦虑指在社会情

境中产生逃避、独处和害怕批评的不适情绪。社交焦虑易恶化成严重

的社交焦虑障碍，并持续影响以后的工作和生活。 

03中学生受到艾滋病影响，往往表现出人际交往退缩、人际敏感度高

和基本生活需求缺乏保障，甚至出现孤独感、社会适应、交往障碍、

回避等心理和行为问题。 

主要的相关研究概述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遵义市四所中学 

娄山关中学、南白中学、播州区职业中专、遵
义市第五十四中学 

共发问卷1900份，回收1880份，剔除填写呈现
规律性作答或填写缺失的量表，有效问卷1872
份，有效率98.5%。 

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232人 

普通中学生1640人 



研究工具 

中学生基本情况问卷 

自编基本情况问卷，内容包括：民族、性别、年级、户
籍、家庭收入、同学关系、是否住校、是否独生子女等。 

心理安全感量表(SQ) 
采用丛中、安莉娟修订编制的安全感量表，共16个条目，
由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感两个因子构成。 

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ASC) 
拉格瑞卡等人编制，共10个条目，涉及社交焦虑伴发的情
感、认知及行为，由害怕否定评价、社交回避及苦恼两个
因子构成。 



          文献分析法 

运用Cite space知识图谱软件，对

受艾影响中学生（儿童）进行可视

化分析，以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

（儿童）为主题词，截止2019年2月

1日，文献193篇。 

     统计法分析 

SPSS处理，采用(x±s)进行
数据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

检验、方差分析、多因素
Logistic回归、Pearson积差
相关和多元线性回归。 

                    问卷调查法 

采用自编基本情况量表，心理

安全感量表(SQ)、儿童社交焦

虑量表（SASC）对遵义市中学

生（四所学校）进行问卷调查。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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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控制 

前期控制 

后期控制 

复核问卷，如填写遗漏或填写格式

错误，及时补充更正，再审核无误，

填写日期后封装。 

调查问卷进行五阶段：审核、

编号、建立数据库、录入数据

和保存数据库。 

查阅文献，确定调查对象，分析调查所使用
量表的可行性，准确、合理的设计问卷。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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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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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工作地点 年龄 学习成绩 家庭收入 

据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纳入标准，受艾滋病影响
中学生232人，其中男生116人，女生116人，平
均年龄（15.93±1.54）岁。 

汉族213人，少数民族19人，独生子女185人，非
独生子女47人。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基本情况 



中学生社交焦虑检出情况 

中学生社交焦虑得分大于 19分有 355人，检出率为
18.96% ，男、女生社交焦虑检出率分别 15.29% 和
22.69% ， 女 生 社 交 焦 虑检 出 率 显 著 高 于 男 生 ，
（χ2=18.35，P<0.05）； 

受艾病影响中学生与普通中学生社交焦虑检出率分别
67.67%、12.07%， 

遵义市受艾影响中学生的社交焦虑检出率显著高于普通
中学生，（χ2=888.07，P<0.05）。 



受艾影响中学生与普通中学生社交焦虑得分比较 

受艾影响中学生社交焦虑及各维度均显著高于普
通中学生；受艾影响女生社交焦虑及各维度均显
著高于受艾影响男生；普通中学生社交焦虑在性别
上未出现差异。 



人口学特征与受艾影响中学生社交焦虑的比较 



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社交焦虑的影响因素分析 

性别、户籍、民族、年级、是否独生、是否住
校、是否当地人、父母是否在家等作为自变量，
社交焦虑倾向（是=1，否=0）为因变量。 
采用Backward LR法(剔除标准P=0.05) 进行多因

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女生、住校、父母不在家、同学关系
差的中学生社交焦虑水平较高。 



受艾影响中学生与普通中学生心理安全感得分比较 

受艾影响中学生在心理安全感、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
感上的得分显著低于普通中学生，（P<0.05）； 

受艾影响女生的心理安全感、确定控制感和人际安全感
得分显著低于男生，（P<0.05）； 

普通中学生的心理安全感、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在
性别上未出现差异。 
 



受艾影响中学生心理安全感与社交焦虑相关性 

社交焦虑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心理安全感总分及各维度

得分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的确定控制感、人际安

全感和心理安全感得分与其社交焦虑各维度得分均呈显

著负相关。 

（r=-0.637~-0.695，P<0.05）。 



受艾影响中学生社交焦虑与心理安全感影响因素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后，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enter）法，
受艾滋病影响女生和社交回避及苦恼状况负向预测心理安全
感及其各维度，同学关系差可以正向预测心理安全感及其各
维度，(R2=0.54~0.56,P<0.05）。 



受艾影响中学生社交焦虑对心理安全感回归分析 

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社交焦虑与心理安全感呈显著
负相关。 

社交回避及苦恼和害怕否定评价对心理安全感有显
著的预测作用，社交回避及苦恼和害怕否定评价分
别能解释心理安全感的44.8%和41.5%，社交焦虑

总体对心理安全感有显著预测作用（R2=0.48，P<0.001）。 

 



结论 



受艾影响中学生社交焦虑和心理安全感干预思考 

（1）整合不同层次、主体的资源，从受助者角度制定帮
扶策略，社会各界在科学、有效、规范的指导下开展咨
询、团辅等； 

（2）社会方面，重点关注双孤、单孤受艾影响中学生所
处的生活困境，尽力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他们物质需求； 

（3）学校方面，保护受艾影响中学生受教育权力，在保
护隐私的前提下帮助他们建立自信，恢复信心，缓解社交
焦虑； 

（4）家庭方面，亲友长辈可以给他们带来宽慰，使他们
获得爱和归属感，在人际交往中拥有自由感和控制感，改
善社交状态，促进身心健康。 



结 论 

遵义市受艾影响中学生社交焦虑和心理安全感不乐观。 

（1）受艾影响中学生社交焦虑偏高、心理安全感水平偏
低，女生社交焦虑和心理安全感较男生差； 

（2）受艾影响女生、住校、父母不在家以及同学关系差
是产生社交焦虑的危险因素； 

（3）受艾影响中学生心理安全感及各维度与社交焦虑各
维度呈显著负相关； 

（4）受艾影响女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状况负向预测心理安
全感及各维度，同学关系差可正向预测心理安全感及其
各维度； 

（5）社交回避及苦恼和害怕否定评价以及社交焦虑分别
能解释心理安全感的44.8%、41.5%和48%,降低社交焦虑
能有效改善受艾影响中学生心理安全感。 



不足与展望 



横断面、被试少，年龄范围小，仅遵义市几所中学调
查，遵义处西南，民族众多，经济与沿海和中部城市
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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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与展望 

仅用问卷调查法，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较特殊中学生
群体，他们在填答问卷时可能会有回避行为，影响信
息准确性。 

变量、方法单一，易忽略潜在影响因素。今后可加入
心理访谈、个案和追踪研究，对监护人、师生等做全
面调查。 

未对四种类型（单孤、双孤、自身患病、与患者共同生
活）做出分类，今后做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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