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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定性对民众心理的影响，为有效的心理疏导提供科学
依据。

chinaXiv:202002.00008v1

[方法] 利用微博用户的数据计算出微博用户在 20 日前一周和 20 日后一周的词频特征， 负
向（焦虑，抑郁和强迫）
，正向（生活满意度和牛津幸福感）和社会态度（社会风险判断和
愤怒情绪）指标，比较 20 日前后的这些指标的差异。
[结果] 20 日后的负向情绪词（t=-18.533，p＜0.05）和焦虑词词频升高（t=-17.433，p＜
0.05）
，家庭词（t=7.907，p＜0.05）和朋友词（t=6.897，p＜0.05）词频降低；焦虑（t=35.962，p＜0.05），抑郁（t=-10.717，p＜0.05）和强迫（t=-24.755，p＜0.05）水平提高；
牛津幸福感（t=3.120，p＜0.05）和生活满意度（t=5.500，p＜0.05）降低；社会风险判断
（t=-8.832，p＜0.05）和愤怒情绪（t=-11.415，p＜0.05）水平提高。
[局限] 数据以周为测量单位颗粒度较大，对于及时反映社会心态的变化趋势有一定影响。
[结论] 20 日新冠肺炎官方定性后，社会整体心态呈现出焦虑，愤怒等负性情绪提高，同时
幸福感下降，对社会风险的敏感度提高。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词频分析；焦虑；抑郁；幸福感；社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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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public, and understand its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Methods] We acquire active Weibo users from 2020/1/13 to 2020/2/26 at first, and extract
features from these users’ data, including word frequency, negative (anxiety, depression and
force), positive (life satisfaction and oxford happiness) and social attitudes (social risk judgment

and anger) index. We then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2020/1/13-2020/1/19 and 2020/1/20-2020/1/26.
[Result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frequency of negative emotional words (t=-18.533, p < 0.05)
and anxious words were increased (t=-17.433, p < 0.05), family words (t=7.907, p < 0.05) and friend
words decreased (t=6.897, p < 0.05) after 20-th. Meanwhile, anxiety (t=-35.962, p < 0.05),
depression (t=-10.717, p < 0.05) and obsessiveness (t=-24.755, p < 0.05) were increased. Oxford
happiness (t=3.120, p < 0.05) and life satisfaction (t=5.500, p < 0.05) were decreased. The level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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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isk judgment (t=-8.832, p < 0.05) and anger (t=-11.415, p < 0.05) were increased.
[Limitations] The weekly measurement of the data is considered as a relatively large scale,
which has a certain influence on reflecting the trend of social mentality timely.
[Conclusions] After the official confirmation and attention to the incident, the overall state of
mind of the society showed an increase in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anxiety and anger, as well as
a decrease in well-being and an increase in sensitivity to social risks.
Keywords：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anxiety, depression, Wellbeing, social attitudes

1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Nove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 NCIP）[1]，本文简称新冠肺炎，最
早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发现，其临床表现与病毒性肺炎极为相似，但具有更长
的潜伏期和更强的传染性。由于正值农历春节的返乡高峰期，人员大量流动，新
冠肺炎病例呈井喷式增长。
2020 年 1 月 20 日，国家卫健委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乙类传染
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与此同时，武汉市成立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并于 23 号封城。1 月 20 日对新冠肺炎的定性，标志着疫情防控的
全面升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疫情发生后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较低的可预测性不仅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
了威胁，还对民众的心理产生影响。当察觉到环境中与疾病相关的线索时，个体
将会产生负面认知评估和消极情绪[2]，并产生回避行为[3]。具有高传染性的新冠
肺炎对民众而言是极具影响力的应激源，随着感染病例的骤升，大众的情绪出现
不稳，盲目从众行为出现（如哄抢日常用品）。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疏导，不仅
对个体心理健康会带来严重后果，还会影响社会秩序。因此，及时有效地了解新
冠肺炎对民众心理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传统的问卷方式具有耗时长、追踪流失
率高以及需要被试配合等不足，难以提供时效性高的心理指标数据。
社会媒体（如微博,Twitter）的出现和流行为实时监测群体心理特征提供了
新的机遇。作为目前领先的社交平台，用户在微博上既可以发表图文内容，还可
以转载、评论他人的信息，即该平台包含了丰富的用户行为数据。利用这些数据，
，
[4]
通过生态化识别 ，还能够进一步自动获取用户的相关心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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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如情绪词频（焦虑、悲伤、生气等）和认知词频（家庭、金钱等）的比
例能够直观反映出用户的心理体验，同时焦虑、抑郁等指标对于有效反映特殊时
期的心理状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5]。除此以外，幸福感[6]和社会态度[7]作为重要
的群体心理特征对政策的提出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生态化识别[4]，对活跃微博用户发表的微博内容进行
词频特征分析，并利用已经训练得到的预测模型，自动计算出负向（焦虑，抑郁
和强迫），正向（生活满意度和牛津幸福感）和社会态度（社会风险判断和愤怒
情绪）等心理指标。本文以 2020 年 1 月 20 日作为节点，比较 20 日前一周
（2020.1.13.-2020.1.19）和 20 日后一周（2020.1.20.-2020.1.26.）的心理特
征差异，从而科学分析新冠肺炎对民众心理的影响，希望为心理疏导提供科学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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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数据获取
本研究利用新浪微博平台作为数据来源，筛选出 2019.12.31-2020.1.26 这
段时间内的活跃微博用户。活跃微博用户是指在上述时间短内发表过至少 50 条
原创微博，认证类型为非机构（如，黄 V，普通用户等）
，且地域认证不是海外或
者其他的用户。从 116 万微博用户中最终得到 17865 名活跃微博用户（25.2％男
性，74.8％女性）
，然后下载这些用户在两周期间(2020.1.13-2020.1.26)全部的
原创微博数据作为本文分析的样本，以 20 日作为分界点，2020.1.13-2020.1.19
为 20 日前，2020.1.20-2020.1.26 为 20 日后将其分成两部分数据。
2.2 心理特征预测
本研究采用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计算网络心理实验室研发的“文心”中
文心理分析系统(Text Mind)进行内容特征的提取 [8]，该系统包括中文分词工具[4]
和心理分析词典[9]。
“文心”系统利用中文分词工具将用户的原创微博内容分割为
独立的、有语言学标注（例如：动词、名词、状语、宾语等）的词语[11]，然后通
过简体中文 LIWC 词典[9]进行特征提取。
在提取内容特征之后，我们利用前期训练得到的心理预测模型对这些活跃微
博用户的心理指标进行预测。这些预测模型是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为进行
网络心理的研究而研发的工具，包括负向（焦虑，抑郁和强迫）
，正向[10]（生活
满意度和牛津幸福感）和社会态度（社会风险判断和愤怒情绪）等心理指标的预
测模型。
3

结果

3.1 词频分析
本研究利用文心系统中的简体中文 LIWC 词典计算出微博用户在 20 日前
（2020.1.13-2020.1.19）和 20 日后（2020.1.20-2020.1.26）一周的各项词频
3

比例（％）。具体计算两大类指标，分别是情绪词和认知关注词，情绪词包括正
向情绪词，负向情绪词，焦虑词，生气词和悲伤词 5 项指标，认知关注词包括健
康词，工作词，家庭词，朋友词，金钱词，死亡词和宗教词 7 项指标。
利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 20 日前后一周在情绪词和认知关注词比例上的差
异情况，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20 日前后一周的词频分析结果
日期

M±SD

20 日前

2.56±1.42

20 日后

2.92±1.47

20 日前

0.72±0.62

20 日后

0.80±0.60

20 日前

0.10±0.17

20 日后

0.12±0.17

20 日前

0.19±0.25

20 日后

0.19±0.22

20 日前

0.13±0.23

20 日后

0.12±0.18

20 日前

0.37±0.43

20 日后

0.72±0.63

20 日前

1.49±1.19

20 日后

1.50±1.07

20 日前

0.36±0.43

20 日后

0.33±0.39

20 日前

0.11±0.20

20 日后

0.10±0.16

20 日前

0.68±0.75

20 日后

0.68±0.72

20 日前

0.14±0.27

20 日后

0.16±0.24

20 日前

0.28±0.43

20 日后

0.31±0.43

正向情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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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情绪词

焦虑词

生气词

悲伤词

健康词

工作词

家庭词

朋友词

金钱词

死亡词

宗教词

4

t

df

P

-26.096

21575

0.000***

-18.553

21575

0.000***

-17.433

21575

0.000***

-0.532

21575

0.595

4.666

21575

0.000***

-80.668

21575

0.000***

-4.920

21575

0.000***

7.907

21575

0.000***

6.897

21575

0.000***

1.305

21575

0.192

-8.269

21575

0.000***

-15.296

21575

0.000***

20 日前后一周在情绪词词频上，除生气词外，正向情绪词（t=-26.096，p＜
0.05）
，负向情绪词（t=-18.533，p＜0.05）和焦虑词（t=-17.433，p＜0.05）存
在显著差异，且 20 日后一周这些词汇词频比例更高；悲伤词（t=4.66，p＜0.05）
存在差异且 20 日后一周词频比例更低。
20 日前后一周在认知关注词上，除金钱词外，健康词（t=-80.668，p＜0.05）
，
工作词（t=-4.920，p＜0.05），死亡词（t=-8.269，p＜0.05）和宗教词（t=-15.296，
p＜0.05）存在显著差异，且 20 日后一周这些词汇词频比例更高；家庭词（t=7.907，
p＜0.05）和朋友词（t=6.897，p＜0.05）存在显著差异，且 20 日后一周这些词
汇词频比例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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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负向心理指标
本研究利用文心系统计算出微博用户在 20 日前（2020.1.13-2020.1.19）和
20 日后（2020.1.20-2020.1.26）一周的焦虑、抑郁和强迫等负向心理指标的预
测分数，该分数为标准化的分数，每个维度的分数范围为 1-21，越趋近于两极说
明某种维度特征越弱或者越强。
利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 20 日前后一周的焦虑，抑郁和强迫得分情况，结
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20 前后一周的焦虑，抑郁和强迫分析结果
日期

M±SD

20 日前

11.69±4.61

20 日后

12.79±4.66

20 日前

14.87±4.81

20 日后

15.27±5.08

20 日前

13.43±3.41

20 日后

14.10±3.51

焦虑

抑郁

强迫

t

df

p

-35.962

17747

0.000***

-10.717

17747

0.000***

-24.755

17747

0.000***

注：*** p＜0.001
20 日前后一周的焦虑（t=-35.962，p＜0.05），抑郁（t=-10.717，p＜0.05）
和强迫（t=-24.755，p＜0.05）均存在显著差异，20 日后一周的焦虑（M=12.79，
SD=4.66），抑郁（M=15.27，SD=5.08）和强迫（M=14.10，SD=3.51）水平均高于
20 日前一周的焦虑（M=11.69，SD=4.61），抑郁（M=14.87，SD=4.81）和强迫
（M=13.43，SD=3.41）水平。
3.3 正向心理指标
本研究利用文心系统计算出微博用户在 20 日前（2020.1.13-2020.1.19）和
20 日后（2020.1.20-2020.1.26）一周的牛津幸福感（Oxford Happiness）和生
活满意度预测分数，该分数为标准化的分数，牛津幸福感的维度分从 1-100，生
活满意度的维度分从 1 到 21，越趋近于两极说明某种维度特征越弱或者越强。
5

利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 20 日前后一周的牛津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得分情
况，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20 前后一周的牛津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分析结果
日期

M±SD

20 日前

89.91±9.48

20 日后

89.71±8.84

20 日前

14.33±2.47

20 日后

14.24±2.28

牛津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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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满意度

t

df

p

3.120

17747

0.002**

5.500

17747

0.000***

注：*** p＜0.001,** p＜0.005
20 日前后一周的牛津幸福感（t=3.120，p＜0.05）和生活满意度（t=5.500，
p＜0.05）均存在显著差异，20 日后一周的牛津幸福感（M=89.71，SD=8.84）和
生活满意度（M=14.24，SD=2.28）水平均低于 20 日前一周的牛津幸福感（M=89.91，
SD=9.48）和生活满意度（M=14.33，SD=2.47）水平。
3.4 社会态度
本研究利用文心系统计算出微博用户在 20 日前（2020.1.13-2020.1.19）和
20 日后（2020.1.20-2020.1.26）一周的社会风险判断和愤怒情绪预测分数，该
分数为标准化的分数，社会风险判断和愤怒情绪的维度分从 1-5，越趋近于两极
说明某种维度特征越弱或者越强。
利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 20 日前后一周的社会风险判断和愤怒情绪得分情
况，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20 前后一周的牛津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分析结果
日期

M±SD

20 日前

4.10±0.27

20 日后

4.12±0.25

20 日前

1.83 ±0.43

20 日后

1.86 ±0.45

社会风险判断
愤怒情绪

t

df

p

-8.832

17747

0.000***

-11.415

17747

0.000***

注：*** p＜0.001
20 日前后一周的社会风险判断（t=-8.832，p＜0.05）和愤怒情绪（t=-11.415，
p＜0.05）均存在显著差异，20 日后一周的社会风险判断（M=4.12，SD=0.25）和
愤怒情绪（M=1.86，SD=0.45）水平均高于 20 日前一周的社会风险判断（M=4.10，
SD=0.27）和愤怒情绪（M=1.83，SD=0.43）水平。

4 讨论
2020 年 1 月 20 日，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直播采访中，确认病毒存在人传
人现象，社会各界至此开始全面重视本次疫情的防护，并采取相应的措施，23 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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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正式发布“封城”通知，舆论持续发酵，相较于 20 日之前的一周，此时社
会各界对于疫情的重视程度有了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提升，其社会心态也在较大程
度上发生变化，因此对比 20 日前后两周的词频变化和心理指标数据能有效了解
新冠肺炎定性前后社会心态的变化情况。
本研究利用生态化识别[4]得到 17865 名活跃微博用户（25.2％男性，74.8％
女性）在 2019.12.31-2020.1.26 两周内的词频比例，以及负向、正向和社会态
度得分，以 20 号作为分界点，比较两周各项心理指标的差异情况，从而了解新
冠肺炎对民众心理的影响。
词频分析结果中焦虑词频升高，负向情绪词频升高，且焦虑、抑郁和强迫得
分升高。这些都反映出处于疫情下的人群在该事件不断发酵时产生了相对较多的
情绪问题，尤其焦虑升高更为显著，结合目前具体的新闻报道可知在 20 日确认
病毒可以“人传人”之后，之前原本沉浸在过年喜悦中的广大群众对自身安危产
生不确定感，时常出现“疑病”症状，对自己是否会感染 2019-nCoV 病毒感到焦
虑。与此同时，专家提出为保护自己安全，出门戴口罩，回家勤洗手等安全措施，
在焦虑心理的驱使下，由于担心自己潜在的患病可能性，所以也出现了反复洗手
等强迫行为。但 20 日后正向情绪词频有一定比例的提高，从具体的社会事件来
看，疫情发生后尤其是在 23 日武汉实行封城措施之后，社会舆论中关心武汉状
况，支援武汉的报道频增，疫情面前全社会也体现出很多正能量的支援，由此可
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引发公众对自身安全的焦虑[12]，但危
难同样也会激发社会中团结关爱等正向情绪。
除此以外，词频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全体的认知关注词汇中健康词词频有了
较高的提升，死亡词和宗教词的词频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工作词词频的提高幅度
较低；家庭词词频和朋友词词频降低。20 日之后健康词词频的提高，家庭词词频
和朋友词词频的降低吻合整体社会的关注点趋势，为了避免疫情的快速蔓延，人
们响应“不聚会”的号召，避免过多与人接触，因此关于人际团体类的词汇类似
家庭，朋友等出现下降的趋势。
生活满意度和牛津幸福感分析结果显示，20 日后一周的生活满意度和牛津
幸福感得分显著低于 20 日前一周的指标得分，疫情出现后造成的生活不便，心
理负面情绪增加等各项不良因素对社会群体的幸福感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春
节的临近原本应该是团聚欢乐的日子，但由于“人传人”疫情的出现导致集会的
减少，人们大多开始居家隔离，鲜少出门，很多原本春节期间的户外活动不得不
取消，如庙会等，商户营业受到严重影响，人们生活质量也因此有不同程度的下
降，从而造成幸福感降低的广泛心理状态。
社会态度中的社会风险判断和愤怒情绪分析结果显示，20 日后一周的社会
风险判断和愤怒情绪显著高于 20 日前一周的指标得分。20 日后疫情官方的确认
使得社会不确定因素增加[13]，主要体现在具体病因的未知，传播途径的不明确，
感染潜伏期长无法及时确定病情等因素，从而导致人们广泛知道疫情发生后对风
险的敏感度增加，即社会风险判断提高，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表现出更加谨慎的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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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举止以此来规避心中所判断的高风险，处于紧绷状态。与此同时，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第一次通报该病的发现之后，官方宣称“并未发现人传人”的情况，
而 20 日后确认出现“人传人”的流行病性特征导致相当一部分原本不重视该疫
情的人开始感到恐慌，还有对官方鉴定不准确以及监管采取措施不及时的愤怒，
因此愤怒情绪呈现出较高的提升。
面对民众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存在的焦虑增加，幸福感降低，社会风险判断提
高和愤怒情绪等心理状态，应当及时监控并重视。社会风险判断的提高多来源于
信息获取的不确定性，权威机构及时做好信息的公开和确认能够减少公众对于疫
情的不确定感，从而减低其感知到的风险。建议采取必要的社会心理引导措施，
重视心理服务的必要性，如增设相关热线咨询，组建心理援助团体等，对负面情
绪反应比较强烈的群体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减轻其焦虑感等负面情绪。同时，
在防控疫情的同时，也应该出台相应政策解决民生问题。
综上所述，通过对活跃微博用户在新冠肺炎定性前后的心理变化的分析，能
够及时有效了解到民众的心理状态，相较于问卷调查等形式，生态化数据的获取
更加快速直接，且特征丰富，能够有效监控社会心态，从而采取对应的政策措施
助力于特殊时期的社会稳定。

5 结论
本研究利用生态化识别的方法分析了活跃微博用户在 2019-nCoV 疫情下关
键时期的词频特征变化，SCL-90（焦虑，抑郁和强迫），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
牛津幸福感）和社会态度（社会风险判断和愤怒情绪）的心理指标变化。结果发
现，在新冠肺炎官方定性后，社会整体心态呈现出焦虑，愤怒等负性情绪提高，
同时幸福感下降，对社会风险的敏感度提高。
本文利用微博数据进行分析，而由于微博用户多以年轻人为主，结果可能会
存在一定的偏向。目前的分析以周为单位，颗粒度较大，对于及时反映社会心态
的变化趋势有一定影响。
利用社会媒体数据研究公共卫生事件对民众心理的影响，为了解和监控疫情
时期社会群体心态提供有效的方法，从而更好地采取相应措施来促进社会和谐，
共同抵御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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