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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污染导致的天气变化对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本研究以心理学的视角探讨雾霾天气是否会使人
产生抑郁情绪，降低工作效率，进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方法：收集 2013~2015 年中国大陆 27 个省会城市及 4 个直辖市的 PM2.5 浓度、
抑郁指数及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采用百度统计平台基于关键词“抑郁”搜索量合成的抑郁指数作为抑郁情绪指标。结果表明：（1）
2013~2015 年各地区的 PM2.5 浓度与抑郁指数正相关显著（r = .33，p < .01），抑郁指数与地区 GDP 增长率的负相关显著 (r = -.37，

p < .01)；（2）抑郁指数在 PM2.5 浓度和地区 GDP 增长率间起完全中介作用。（3）当 lag = -6 时，上海市 2013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 PM2.5 浓度和抑郁指数的互相关系数最大 (r R = .38，p < .05)。结论：雾霾天气可能会使人产生抑郁情绪，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
面影响。
关键词 雾霾 抑郁 GDP 增长率 中介效应

１ 问题提出
早在 20 世纪，英美等发达国家就饱受环境污染
之痛，工业革命给伦敦地区带来了海量的粉尘和有

题有关 (Norgaard, 2009)。空气污染尤其是对那些
易感人群和先前存在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影响更大
(Costello et al., 2009; Fritze, Blashki, Burke, & Wiseman,

毒气体，使其一年中有四分之一的日子大雾笼罩，

2008; Page & Howard, 2010)。研究表明，长期暴露

从而被称为“雾都”。21 世纪环境污染造成的天气

在污染的空气中会引起小白鼠大脑的物理性变化，

变化已经成为对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之一，对于国

其海马区神经元树突棘长度缩短、密度下降、树突

人最切身的体会就是日趋严重的雾霾污染。特别是

分支减少，这使得小白鼠的空间学习能力与记忆

进入到 2013 年，华北、黄淮、江淮、江南等中东

力降低，甚至在强迫游泳实验中出现了抑郁样行

部大部分地区相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范围的雾霾

为 (Fonken et al., 2011)。另有一些研究表明，空气

天气。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已证实细颗粒物污染与

中污染物增加会造成人们的幸福感下降，甚至与自

居民死亡率和发病率之间存在正相关 ( 阚海东，陈
秉衡，2002；钱孝琳，阚海东，宋伟民，陈秉衡，

杀率的提高相关 (Welsch, 2006; Yang, Tsai, & Huang,
2011)。

2005)，加之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一方面人们视雾霾天为风险因素，长期暴露在

已正式将受污染的空气确认为“一类致癌物”，这

雾霾天气中，人们对患病的担心会增加，这种风

才使得广大民众猛然意识到雾霾对身体健康的危害。

险感知情绪造成幸福感的下降 ( 杨继东，章逸然，

人们开始习惯于佩戴口罩并安装空气净化器来抵挡

2014)；另一方面较差的空气环境可能促使民众减少

雾霾对生理健康的侵害。然而，相对于生理健康，

户外活动，减少人们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互动，使得

雾霾对人心理上造成的负面影响却被忽视了。
空气污染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国外已有研究。研
究发现许多亚临床的抑郁情绪和全球环境污染问

个体负面情绪上升 ( 郑思齐，张晓楠，宋志达，孙聪，
2016)。古语有云：“天昏昏兮人郁郁”，2014 年 2
月 25 日，由新浪微博发起的“天气影响心情”话题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4YJC190028）、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20160302）和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6ZDA232）的资助。
** 通讯作者：朱旭。E-mail: xzhu@mail.ccnu.edu.cn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8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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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有 90% 的民众表示雾霾天令自己情绪低落

工作效率，进一步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此外，本研

(http://weibo.com/p/1008081aaacceab5643d98e07e091b

究还采用互相关 (cross-correlation) 的方法对雾霾天

4d6e455e)。但到目前为止，国内还缺乏空气污染对

气和抑郁情绪的关系进行了纵向研究。

人的心理和行为影响的研究。
抑郁情绪会降低人的工作效率。由于抑郁情绪
个体执行功能转换成分缺失，当个体经历的负性情
绪水平越高越容易沉浸于消极的工作状态，也更倾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中国大陆 31 个地区，包括 22 个省及 5 个自治

向于实施反生产行为，导致企业的绩效降低 ( 黄赛，

区的省会城市、4 个直辖市。

冯 正 直，2010； 林 玲， 唐 汉 瑛， 马 红 宇，2010)。

２.２ 测量指标

Beck 等 (2011) 研究显示抑郁症状越严重，劳动损失

２.２.１ 雾霾天气指标

就越大，因为抑郁患者无法正常思考以及执行工作

雾霾天气是一种大气污染状态，主要是由人为

任务，故其工作能力明显受损，工作产出显著减少。

排放的大气气溶胶显著增加所致。其中空气动力学

相反，许多研究都显示积极情绪对工作效率提高有

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即 PM2.5 被认

重要作用，能使员工收到较高的评价和报酬 (Staw,

为是造成雾霾天气的“元凶”。

Sutton, & Pelled, 1994)。

研究者从绿色和平组织网站收集其发布的

个体在网络上的行为汇集成网络大数据，网络

2013~2015 年 31 个 地 区 的 PM2.5 浓 度 年 均 值 ( 微

大数据包含着丰富的信息，也成为一种新的研究

克 / 立 方 米 )(https://www.greenpeace.org.cn/category/

手 段。 医 学 领 域 里，Polgreen，Chen，Pennock 和

releases)；从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收集上海市 2013

Nelson (2008) 研究发现，以流行性感冒相关的关键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 PM2.5 浓度的月均值 ( 微克 /

词合成的搜索指数能够预测流感活动强度，开拓了

立方米 )(http://www.semc.com.cn/home/index.aspx)。

搜索数据的应用前景，使得搜索数据在肠胃炎、肾

２.２.２ 抑郁情绪指标

结石、登革热、乳腺癌、肺癌等疾病的监测上发挥

大众对某一关键词的搜索行为代表着他们对特

着独特的作用。经济学领域里，Da，Engelberg 和

定内容的需求和兴趣，也反映出其情绪状态 ( 赖凯

Gao (2011) 提出关键词搜索量是一个有价值的指标，

声，陈浩，乐国安，董颖红，2014)。本研究采用

可以用来测量投资者的关注度。他们收集谷歌趋势

百度统计平台提供的抑郁指数作为抑郁情绪的代理

上网民对各股票的搜索量，并将其定义为投资者关

变量。百度搜索指数是以网民在百度的搜索量为数

注度的直接代理变量 SVI(search volume index)，结果

据基础，以关键词为对象统计出各个关键词在百度

发现 SVI 不仅与交易量、超额收益、新闻媒体报道

网页搜索中搜索频次的加权和。百度指数的数值反

等间接代理变量存在一定相关性，且更具代表性。

映某个关键词在百度的搜索规模，体现该关键词在

在心理健康研究中，Song，Song，An，Hayman 和

特定时间段中被用户关注的强度 (http://index.baidu.

Woo 等 (2014) 利用谷歌趋势中“自杀”、“压力”、

com)。

“锻炼”等关键字搜索量来预测韩国的自杀率，研

研究者从百度指数网站输入关键词“抑郁”，

究结果表明“压力”等与自杀相关的关键字搜索量

添加相应的地区、时间条件，获取 2013~2015 年 31

同韩国的自杀率有显著的正相关。Yang，Huang，

个地区的抑郁指数的年均值、上海市 2013 年 1 月

Peng 和 Tsai(2010) 则利用谷歌趋势中关键词“抑郁”

~2015 年 12 月抑郁指数的月均值。

的搜索量作为情感指标来调查全球大范围人群抑郁

２.２.３ 经济指标

情绪的季节性变化，结果发现，处于高纬度地区个
体的抑郁情绪更容易受季节变化的影响。
研究者一直关注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污染问题，

国民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 是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
和劳务的价值。GDP 增长率通常作为一个地区的经

却少有人研究环境污染对人情绪和心理上造成的负

济发展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劳动生产率

面影响，进而反作用于经济。本研究拟构建一个中

的高低。在中国统计信息网上收集中国大陆 31 个地

介模型，以心理学的视角看环境对生产力的影响，

区 2013~2015 年的地区 GDP 年增长率 (http://www.

假设雾霾天气可能诱发人的抑郁情绪，从而降低其

tjc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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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结果

２.３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0.0 进行数据库的建立、数据的处理
和统计分析。应用 Pearson correlation 分析 31 个地区
2013~2015 年 PM2.5 浓度、抑郁指数及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率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互相关 (crosscorrelation) 探索 PM2.5 浓度对抑郁指数的滞后效应，
检验水准 α = .05。
表１

３.１ 描述性统计
表 1 列出了 2013~2015 年 31 个地区 PM2.5 浓度、
抑郁指数及地区 GDP 增速三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
和相关矩阵。
表 1 显示，2013~2015 三年来 31 个地区的 PM2.5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的 ＰＭ２．５ 浓度、抑郁指数、地区 ＧＤＰ 增速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

注：**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5。

浓度与抑郁指数成正相关 (r = .33，p < .01)，抑郁

浓度与地区 GDP 增速的相关不显著，但抑郁指数与

指数与地区 GDP 增速成负相关 (r = -.37，p < .01)。

PM2.5 浓度、
地区 GDP 增速的相关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PM2.5 浓度与地区 GDP 增速相关不显著。

为了减少第Ⅱ类错误，使用非参数 Bootstrap 法进行

３.２ 抑郁情绪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 (Hayes, 2013)，得到间接效应 95% 的

以 PM2.5 浓度为自变量，地区 GDP 增速为因变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 [-.024，-.0045]，由于置信区间

量，抑郁指数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由

不包括 0，因此存在中介效应。回归方程的分析结

表 1 可知，在 2013 年 ~2015 年的数据分析中，PM2.5

果如下 ( 见表 2)：

表２

抑郁指数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注：**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5。

由表 2 可见，根据回归模型 1，PM2.5 浓度对中

系还是滞后关系 ( 张文彤，2002)。本研究使用互相

介变量抑郁指数预测效应显著，回归系数为 .54，t

关这种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探索 PM2.5 浓度对抑郁

值为 3.32，p < .01。回归模型 2 中，将自变量 PM2.5

情绪的影响是否存在滞后效应。

浓度与中介变量抑郁指数同时纳入模型，抑郁指数

对 上 海 市 2013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 每 月 的

对因变量的预测效应显著，回归系数为 -.022，t 值

PM2.5 浓度均值和抑郁指数进行互相关分析。结果

为 -3.78，p < .01，而 PM2.5 浓度对因变量地区 GDP

发现，当 lag = -6 时，相关系数最大 (rR = .38，p <

增速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回归系数为 -.006，t 值

.05)，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 图 2)。说明抑郁指数的变

为 -.66，p > .05。因此抑郁指数在这两个变量之间具

化滞后于 PM2.5 浓度的变化，且滞后 6 个月时两者

有完全中介效应。图 1 呈现了中介模型的路径系数。

相关性最大。

图１

抑郁指数的中介模型

３.３ PM２.５ 浓度与抑郁指数的互相关
互相关 (cross-correlation）是分析两个序列关系
的有力工具，属于信号分析的概念。它可以用于判
断原始序列是否平稳，序列间有无关系，是领先关

图２

ＰＭ２．５ 浓度与抑郁指数的互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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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天气能对中国经济直接造成负面影响。潘

小川、李国星和高婷 (2012) 采用价值评估法评估北
京、上海、广州、西安 4 个城市在 2010 年因 PM2.5
污染造成过早死亡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 18.6、
23.7、13.6、5.8 亿 元， 共 计 61.7 亿 元。 基 于 2013
年 1 月期间全国 20 个受到雾霾事件影响的省市的公
开报道数据，穆泉和张世秋 (2013) 对雾霾事件造成
的交通和健康直接经济损失保守评估约为 230亿元。
就北京市而言，2003~2013 年北京市因雾霾而带来
的健康总成本逐年增加，累计经济损失总额达 700
多亿元，这些经济损失占当年的 GDP 比例以 2013
年为最高，达到 0.72%( 曹彩虹，韩立岩，2015)。
本研究中雾霾浓度与地区 GDP 增长率之间的负
相关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多种
因素影响，例如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经济环境的变化
都可能会遮盖雾霾天气与 GDP 增速之间的关系。一
方面自从 2013 年全国受大范围雾霾影响之后，国家
环境保护部与 31 个省（区、市）签署了《大气污染
防治目标责任书》，明确了各地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和重点工作任务。许多城市都根据承诺的指标制定
相应的政策，改善本地区的空气质量。例如在 2014
年，石家庄、济南、西安等几个 2013 年雾霾重灾城
市经过政府治理，
雾霾浓度下降了一个标准差以上。
与此同时，这些城市的 GDP 增长率却没有明显的
变化。另一方面，一些城市的雾霾浓度在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并没有大幅度变化，一直维持在较低水
平，但其 GDP 增长速率受到国际、国内市场或者政
府宏观调控的影响明显降低。
本研究发现雾霾天气可能会让人变得抑郁，而
且以上海市为例，PM2.5 浓度和抑郁指数的互相关分
析表明抑郁指数的变化在时间上滞后于雾霾浓度的
变化。这种“天人合一”的现象被现代医学研究证
实为人体内的松果腺体在产生作用 ( 张昱，卢明鸥，
2003)。雾霾笼罩导致阳光不足，使得松果腺体的数
量明显增多，人体内容易激发振奋功能作用的甲状
腺素和肾上腺素的浓度相对减少，所以使人容易产
生情绪低落、意志减退的状态。之前的研究显示抑
郁患者本身对许多外部因素非常敏感 (Szyszkowicz,
2007)，故雾霾天气很可能成为导致患者抑郁发作的
又一因素。宋烨，张恒艳，岳喜同，林立和马善晶
(2015) 采用 SCL-90 对 211 例妊娠妇女在雾霾天气进

科

学

行心理健康状况测评，结果显示妊娠妇女在雾霾天
里最显著的症状为抑郁。
中介效应的分析显示，雾霾天气可能使人产生
抑郁情绪，进而影响经济。Zivin 和 Neidell (2012) 在
研究污染如何对工人生产力造成负向影响时，提到
了工人在受污染的环境下情绪降低导致生产力下降
的观点，这种负面的、消极的情绪便是反生产行为
的心理中介。Basch (1996) 的“认知资源理论”认为
人若处于消极情绪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以
抵御悲伤、焦虑等情绪可能造成的伤害，从而阻碍
了正常的工作进度，更不利于创造性活动。而且，
抑郁情绪个体存在负性认知加工偏向，导致其不能
及时调用更多的认知控制资源去完成认知任务 ( 蒋
娟，2012)。

５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第一，本研究以百度抑
郁指数作为民众的情绪指标是一个新的尝试，但仅
采用网络数据也有局限。今后的研究还可以考虑用
同期抑郁障碍的患病率、请求精神疾病急救的电话
数量等指标作为补充。第二，本研究仅以“抑郁”
一词的搜索指数作为情绪指标只是对雾霾天气给人
情绪造成影响的保守估计。今后的研究可以继续探
索如何更精确地衡量雾霾等环境污染对人情绪和心
理上造成的影响。第三，本研究的数据只是相关，
并不能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将来的研究可以利
用时间序列的方法构建更精确的环境 - 心理 - 经济
预测模型。

６ 结论
雾霾浓度与 GDP 增速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政府
宏观调控和经济大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没有显著的
负相关，
但雾霾对人情绪产生的负面影响稳定存在，
并具有一定的滞后期。抑郁情绪也能负向预测 GDP
增速。抑郁指数在 PM2.5 浓度与地区 GDP 增长率之
间的完全中介作用表明，雾霾天气可能使人产生抑
郁情绪，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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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mog has generated serious influence on Chinese people’s life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lthough scholars have
been focusing on the potential pollution with economic growth, only a few have studied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n people’s
emotion and behavior, which may react upon economy. Some studies indicate that air pollution results in depression and affects people’s mental
health.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mediating model revealing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on productivity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t is assumed that smog can lead to depression, reduce work efficiency and then influenc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means of the big data
method, it is possibl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behavior on macroscopic social phenomenon.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og and depression is analyzed longitudinally using cross-correlation.
Baidu Index is a statistic of the weighted sum of keyword searching frequency based on Baidu web search. The depression index provided
by Baidu using “depression” as the keyword is adopted as the proxy variable of depressed emotion. After collecting the annual average of PM2.5
densities, depression indices and GDP annual growth rates of 31 regions in mainland China during 2013 to 2015, the correlations among these three
variables are calculated. Then, the mediating effect is tested by taking PM2.5 densities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regional GDP growth rates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nd depression indices as the mediated variable. In addition, the monthly average of PM2.5 densities and depression indices in
Shanghai during 2013 to 2015 is analyzed to examine the lagging effect of PM2.5 densities on depression indices via cross-corre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2013 to 2015,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M2.5 densities and depression indices in these
regions(r = .33, p < .01), and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pression indices and the regional GDP growth rate is also significant (r = -.37, p
< .01); (2) Depression index plays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PM2.5 density and regional GDP growth rate; (3) When lag= -6, the PM2.5
densities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with depression indices (r = .38, p < .05),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variation of depression indices lagged behind the
change of PM2.5 densities and the correlation reaches its maximum with a 6-month la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M2.5 densities and GDP growth rates can be influenced by government’s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smog on people’s emotion exists consistently with certain period of lag. Moreover, depressed
emotion can negatively influence GDP growth rate. The complete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index between PM2.5 density and GDP growth rate
indicates that smog may contribute to people’s depression and then affect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to some extent, reveals the mental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macro social phenomena.
Key words smog, depression, GDP growth rate, mediating eff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