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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利用微博大数据探索熬夜和焦虑、抑郁情绪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根据微博用户在夜间的活动状态, 把 100 万活跃用户分为熬夜组和非熬夜
组，比较两组用户在所发微博中出现的体现焦虑和抑郁情绪的相关词词频。

chinaXiv:201803.00242v1

[结果]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熬夜组的焦虑相关词词频显著高于非熬夜组，t=36.86，

p<0.001；熬夜组的抑郁相关词词频显著高于非熬夜组，t=49.71，p<0.001。
[局限] 词频分析与用心理测量量表测量抑郁和焦虑的情感无法完全等同，基于大数据的词
频分析虽然提供了一种高效的分析方法，但不能完全替代严格的心理测量。
[结论] 入睡时间过晚会影响睡眠质量；熬夜人群更容易受到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困扰。
关键词：睡眠问题；熬夜；微博；焦虑；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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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layed sleep and emotion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y analyzing big data from Weibo.
[Methods] The current study divided 1 million Weibo active users into delayed sleepers group
and non-delayed sleep group and compared the frequency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related words
in the two groups’ Weibo content.
[Results] Independent t-test revealed that the frequency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expression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delayed sleep group, t=36.86，p<0.001, t=49.71，p<0.001 respectively.
[Limitations] While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based on big data provides an efficiency research
apporach,it is not equal to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emotion obtained from psychological
scales,and can not replace the rigi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Conclusions] Delayed spleep impairs sleep quality; delayed sleepers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anxiety and depression.
Keywords： sleep problems, delayed sleep, Weibo, anxiety,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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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往往在上午的时候精神状态最好，午后则出现一段
疲惫期，到了夜晚身体进一步疲惫，就需要进入睡眠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这是对我们几千年来生产生活规律的总结。工业革命的到来使这个规律在
一定程度上被打破，电灯的发明使得人们在夜晚也可以继续工作或娱乐，现代手
机和电脑更是使我们的入睡时间大大延后，但绝大部分人仍然大致遵循着白天工
作，晚上睡觉的规律。德国 Wilhelm Fliess 医生等人在十九世纪末提出了生物
节律的概念，他们认为人类为了适应大自然周期性的规律从而更好地生存，我们
的机体产生了一种适应循环。比如为了适应太阳的朝升夕落，下丘脑会分泌腺苷
和褪黑激素，以促进我们的睡眠。睡眠对人类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充足的睡眠不
仅在大脑神经细胞的生长发育时期至关重要，在日常生活中也必不可缺，可以起
到缓解疲劳、恢复身体各项机能的作用。有研究发现，睡眠时人脑可以高效地清
除脑内代谢的废弃物，从而在分子水平上证明了睡眠的重要性[1]。
睡眠障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据统计至少有 10%的人遇到过睡眠问题。
随着移动电子设备和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生活节奏加快，手机娱乐、聊天、加班等
因素使得我们的入睡时间越来越晚，熬夜现象日益严重。焦虑是指内心感受压力、
冲突与矛盾而紧张，致使心情不能放松、不能平衡的一种非健康心理状态，通常
表现为压抑、烦躁、不满、易怒、冲动、非理性等情绪或言行[2]。抑郁是一种情
感障碍，以心情低落、失望无助为主要症状。抑郁患者常常感到悲伤、情绪低落，
对外界的活动或事物、甚至对之前喜欢的事物也缺乏兴趣，无法从生活中体验到
乐趣，自信心下降、疲劳、自责、心理活动迟钝[3]。
睡眠障碍在抑郁症中非常常见，有研究表明超过 90%的重性抑郁症患者存在
失眠或白天睡眠情况，因而睡眠障碍被列为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之一。杨本付等人
以医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
为评价工具，探讨了睡眠质量与焦虑抑郁情绪的关系，结果发现睡眠质量与焦虑
和抑郁情绪均呈显著正相关[4]。孟昭瑛等人的研究也发现睡眠质量与焦虑抑郁情
绪存在显著正相关，并对影响睡眠质量的有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影响睡眠
质量的因素依次为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入睡时间、日间功能、催眠药物、失眠
[5]
时间 。黄秀芳等人以失眠为主诉就诊、做过心理检查的 93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
采用明尼苏达多项测验量表(MMPI)进行心理检查，根据睡眠障碍因子得分将患者
分为无睡眠障碍组和睡眠障碍组，对有无睡眠障碍两组进行了年龄、焦虑因子、
压抑因子、外显性焦虑、自我强度、主观性抑郁、显性抑郁、隐性抑郁等方面的
比较。结果发现，睡眠障碍组的焦虑因子、外显性焦虑、主观性抑郁、显性抑郁
4 项因子评分均显著高于无睡眠障碍组[6]。同时研究了睡眠障碍与焦虑因子、压
抑因子、外显性焦虑、自我强度、主观性抑郁、显性抑郁、隐性抑郁等之间的关
系，结果发现睡眠障碍与焦虑因子、外显性焦虑、主观性抑郁、显性抑郁存在一
定的正性相关。由此可见，睡眠障碍非常可能是抑郁或焦虑患者躯体化的表现之
一，具有睡眠障碍的人往往伴随着焦虑和抑郁情绪。入睡时间作为影响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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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呢？
McIver 等人（2015）通过大数据技术收集并分析了部分推特用户的所有数
据，发现对于有睡眠障碍的用户而言，虽然总体上推特活跃程度、互粉数量、粉
丝数量都显著小于无睡眠障碍组，但他们在传统睡眠时间却更加活跃，而且通过
对其推特内容的分析发现其情感也更加消极[7]。大数据技术为我们了解国人的心
理状况和睡眠状况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渠道。
微博是一个由新浪网推出，提供微型博客服务类的社交网站。用户可以通过
网页、WAP 页面、手机客户端发布消息或上传图片。用户可以将一段话，或一张
图片、一段视频，通过电脑或者手机随时随地分享给朋友，一起分享、讨论；也
可以转载、评论别人的微博，还可以关注朋友，即时看到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此
外还有热搜榜等时事热点榜可以了解最新的新闻事件。根据新浪微博 Q2 财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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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截止 2017 年 6 月，月活跃用户数为 3.61 亿，较上年同期增长 28%，
其中 92%为移动端用户；日均活跃用户数为 1.59 亿，较上年同期增长 26%。微博
已经超越 Twitter 成为全球用户规模最大的社交网站。
以往对于睡眠质量和抑郁、焦虑的相关研究大都是基于问卷，这种自我报告
法主观性较强，被试应答可能会受到社会赞许性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从而无法反应
真实情况。我们的研究拟在微博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的方法验证此前研究中所发
现的睡眠质量差会导致焦虑和抑郁水平升高的结论，以期找到一种更具有时效性
和客观性的方法去了解和监控人们的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为基于大数据的心
理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基于此，本研究假设熬夜组所发微博中抑郁、焦虑相关
词汇的词频均显著高于非熬夜组所发微博中的词频，即熬夜会导致更高的抑郁和
焦虑水平。

2 方法
本研究是基于新浪微博大数据进行的，我们爬取了全中国 100 万活跃新浪微
博用户 2017 年共 8 周（每个季度有两周）的原创微博数据。我们通过用户发微
博的时间将其分为熬夜组和非熬夜组，并对微博内容进行了文本分析，根据微博
中抑郁和焦虑相关词的词频来判断微博用户的情绪状况。具体而言，我们定义在
凌晨 0 点至凌晨 4 点间发的微博为用户熬夜状态下发的微博，表明该用户入睡时
间较晚。我们通过统计这 8 周所有熬夜所发的微博数将用户分为熬夜组和非熬夜
组，并且为了验证这样定义熬夜组和非熬夜组的合理性，我们引入了睡眠质量这
个概念，通过分析两组用户所发微博中体现睡眠质量的相关词（“睡不着”和“失
眠”）的词频来是否有显著差异来判断两组人群的睡眠质量是否真的存在不同。
我们进而分析两组人所发微博中抑郁、焦虑相关类别词的词频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从而判断熬夜是否会影响到此类负性情绪的产生。
2.1 微博用户数据
我 们 的 样 本 是 全 国 100 万 活 跃 微 博 用 户 在 2016/03/06-2016/0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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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12-2016/06/25、2016/09/11-2016/09/24、2016/12/11-2016/12/24 这
八周内发的所有原创微博。
2.2 情感词汇选定
我们根据大连理工大学信息检索研究室编制的中文情感词汇本体库（徐琳宏
等，2008）来选定体现抑郁和焦虑情绪的情感词汇，该词库情感分类体系是在国
外比较有影响的 Ekman 的 6 大类情感分类体系的基础上构建的。本研究中抑郁与
焦虑对应的分别用的是中文情感词汇本体库中悲伤和烦闷类别的词，悲伤类别的
词有“忧伤”、“悲苦”等共计 1665 个，烦闷类别的词有“烦躁”、“心烦意乱”
等共计 127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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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分析
我们统计了凌晨 0 点到 4 点内用户发微博的数量，把在该时段发布微博总次
数超过 1 次的用户群体定义为熬夜人群，把在该时段发布 1 次或没有发过微博的
用户群体定义为不熬夜人群。为了进一步确认这个分组的准确性，我们首先将睡
眠质量作为因变量，把“失眠”和“睡不着”作为关键词，用 python3.6 语句获
取用户的原创微博内容中这两个关键词的词频，并对此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然
后，我们根据大连理工大学信息检索研究室编制的中文情感词汇本体库，确定了
分别表达抑郁和焦虑情绪的 1665 个和 1279 个类别词，用 python3.6 语句爬取两
组被试在 0 点到 4 点内所有原创微博中包含相应类别词，并对词频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3

结果

3.1 分组的有效性检验
结果显示，熬夜组和非熬夜组在睡眠质量上有显著差异，熬夜群体中“睡不
着”和“失眠”的词频（M=0.09, SD=0.65）显著高于非熬夜者(M=0.05, SD=0.41)，
t=-38.23，p<0.001，这验证了分组的合理性，表明熬夜者的睡眠质量确实比不
熬夜者更差，分组有效。
3.2 熬夜组与非熬夜组的焦虑情绪差异
对熬夜组和非熬夜组的焦虑情绪词的词频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显
示熬夜组的焦虑词频显著高于非熬夜组，t=36.86，p<0.001，说明熬夜者比不熬
夜者更容器产生焦虑情绪（如图 1 所示）。
3.3 熬夜组与非熬夜组的抑郁情绪差异
对熬夜组和非熬夜组的抑郁情绪词的词频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显
示熬夜组的抑郁词频显著高于非熬夜组，t=49.71，p<0.001，说明熬夜者比不熬
夜者更容器产生抑郁情绪（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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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熬夜组与非熬夜组的情绪词频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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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文通过研究微博用户的熬夜行为对人们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结果发现，
熬夜组的焦虑和抑郁方面的情绪表达显著高于非熬夜组。同时与已有的问卷调查
的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已有结果的可信度。以往对大学生、医学生和失眠患者等
对象的睡眠与焦虑、抑郁关系状况展开的研究，均发现了睡眠障碍与焦虑、抑郁
的显著相关。本研究证明熬夜者比不熬夜者表现出更多的焦虑和抑郁情绪，且不
熬夜者的睡眠质量更佳。
睡眠是人类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处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个体
不但要迅速适应这些变化，还需要快速做出应对措施参与竞争，以保证自己不被
社会所淘汰，加班成了家常便饭。长期处于竞争状态意味着个体长期维持较高的
心理压力，这种情况不仅会引起个体的焦虑情绪，也会极大影响个体的睡眠质量，
使个体感到身心俱疲；同时，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普及，许多人养
成了睡前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而这些行为易造成生理或情绪唤醒，也会影响入
睡；还有其他一些生活中或人际交往方面的问题，也会或多或少的影响个体的情
绪，导致个体出现入睡困难、梦多易醒、睡眠质量差等问题。
对熬夜组与非熬夜组所发微博内容中与焦虑有关的关键词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熬夜者表现出更高程度的焦虑情绪。这可能是由于较大的生活
压力导致的焦虑情绪会不断压缩个体的睡眠时间和质量，而随着睡眠质量的下降，
会导致个体精神疲劳、白天注意力无法集中，降低学习和工作效率，长此以往，
必定会影响个体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这又会进一步恶化个体的焦虑状况。
对熬夜组与非熬夜组所发微博内容中与抑郁有关的关键词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熬夜者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抑郁情绪。实际工作中发现，焦虑、
抑郁患者常常表现为睡眠质量较差，睡眠质量较差者常常伴有焦虑、抑郁情绪，
睡眠质量与焦虑、抑郁互为因果。两者存在复杂的双向关系[8]。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大数据的方法分析了微博用户的熬夜行为对其焦虑和抑郁情绪
5

表达的影响，结果发现熬夜的人群更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与以往研
究结果相一致，即入睡时间过晚会影响睡眠质量，从而产生更多的焦虑和抑郁情
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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