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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天津市在校大学生自杀和心理控制源现况并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ꎬ为预防大学生自杀提供依

据ꎮ 方法　 分层随机整群抽取天津市 １ １６２ 名大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ꎬ采用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ＳＢＱ－Ｒ)调查大学生自

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尝试的流行状况ꎬ采用 Ｌｅｖｅｎｓｏｎ'ｓ 多维度心理控制源量表(ＩＰＣ 量表)评估大学生心理控制源的分

布状况ꎮ 结果　 大学生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尝试的发生率分别为 ２９.５％ꎬ６.４％和 ２.１％ꎻ多维度心理控制源 ３ 个维度

的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内控性、机遇、有势力的他人(Ｐ<０.０１)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多因素回归结果显示ꎬ在控制心理健康状况及学习

成绩的基础上ꎬ心理控制源是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的独立影响因素ꎬ内控性得分高是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的保护因素ꎬ而
机遇、有势力他人得分高是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ꎬ有势力他人得分高是自杀计划的危险因素ꎻ心理健康状况差是自杀尝试

的唯一重要危险因素(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大学生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尝试的发生率较高ꎮ 预防大学生自杀要着

重考虑加强心理健康水平、增强内控性心理控制源ꎬ尤其对于学习成绩较差的大学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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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研究表明ꎬ自杀是 １５ ~ ３４ 岁人

群的首位死亡原因ꎬ 占到该年龄段总死亡人数的

１９％[１] ꎮ 大学生自杀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

和社会问题ꎮ 自杀意念是自杀尝试和自杀死亡早期

的心理活动ꎬ是自杀行为敏感的预测因素[２－３] ꎮ 而自

杀尝试与自杀死亡又密切相关ꎬ大约 ２０％自杀死亡的

人曾有过自杀尝试[４] ꎮ
临床心理学的研究己经发现ꎬ心理控制源与个体

的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５] ꎬ心理控制源也是躯体健

康[６]和人的健康行为[７] 的重要影响因素ꎮ 本研究在

调查大学生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尝试发生状况

的基础上ꎬ探讨其与心理控制源的关系ꎬ为高校预防

大学生自杀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将天津市在

校大学生首先按照学校发展状况分层ꎬ随机抽取 ９８５
院校(南开大学)、２１１ 院校(天津医科大学)及普通院

校(天津工业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城建大学)ꎬ再
在此基础上随机抽取大一到大五不同专业ꎬ以班级为

单位整群抽样ꎮ 其调查大学生 １ ３０２ 名ꎬ回收有效调

查问卷 １ １６２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４.２％ꎮ 其中男生 ５８６ 名

(５０.２％)ꎬ女生 ５７６ 名(４９.８％)ꎻ低年级学生(大一、大
二)６０９ 名(５２.４％)ꎬ高年级学生(大三、大四、大五)
５５３ 名(４７.６％)ꎮ
１.２　 方法　 (１)自编社会人口学调查表ꎬ内容包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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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年级、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否是单亲、是否独生子

女、身体素质、学习成绩等ꎮ (２) Ｏｓｍａｎ 自杀行为问卷

修订版(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Ｒｅｖｉｓｅｄꎬ ＳＢＱ
－Ｒ)中文版[８] ꎮ 该问卷共 ４ 个条目ꎬ分别评估既往自

杀意念、自杀计划与尝试自杀行为流行状况ꎬ近 １ 年内

自杀意念流行情况ꎬ自杀威胁性和未来自杀可能性的

流行状况ꎮ 其中文版已在中国大学生中应用ꎬ具有可

靠的信效度[８] ꎮ (３)Ｌｅｖｅｎｓｏｎ' ｓ 研制的多维度心理控

制源量表—内控性、有势力他人、机遇量表 ( ＩＰＣ 量

表) [９] ꎮ 内控性、有势力他人、机遇得分越高ꎬ代表人

们更大程度上相信该因素在驾驭自己的生活ꎮ 每个

维度包含 ８ 个条目ꎬ整个量表共 ２４ 个条目ꎬ以 ７ 分制

评定ꎮ 评分从－３(极不赞成)到 ３(强烈赞成)分ꎬ计算

总分时加 ２４ 分以抵消负分ꎬ因此每个维度的分值范围

为 ０ ~ ４８ 分ꎬ分数越高ꎬ代表被测者越相信该维度在驾

驭自己的生活ꎮ 该问卷 ３ 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０.６５５ ~ ０.８３７ꎮ (４) Ｋ１０ 量表( Ｋｅｓｓｌ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 [１０] ꎮ 用于评估心理健康状况ꎬ包括 １０
道题目ꎬ根据反向计分结果对调查对象的心理健康做

出评价ꎮ 总分 １０ ~ ５０ 分ꎬ本研究将 Ｋ１０ 总分值分为 ４
个等级[１０] :１０ ~ １５ 分(心理健康差)ꎬ１６ ~ ２１ 分(心理

健康偏差)ꎬ２２ ~ ２９ 分(心理健康偏好)ꎬ３０ ~ ５０ 分(心

理健康好)ꎮ 本次研究中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２４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２ 建立数据库ꎬＦｏｘＰｒｏ
６.０ 进行数据的唯一性及双份核对ꎬ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大学生一般人口学特征、自杀流行

状况采用频数描述及 χ２ 检验ꎮ 心理控制源得分符合

正态性分布ꎬ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ꎬｔ 检验或方差分

析进行统计学检验ꎮ 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多因素回归方法探

讨自杀与心理控制源的关系ꎮ 对自杀意念进行分析

时ꎬ发现有势力的他人、机遇 ２ 个因素间存在交互作

用ꎬ将 ２ 个因素乘积作为一个变量引入多因素方程中ꎮ
３ 个回归方程中有势力的他人、机遇间存在一定程度

的共线性ꎬ采用前进法进行变量的筛选ꎮ α 值取 ０.０５ꎬ
Ｐ 值为双侧概率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自杀行为状况及特点　 大学生自杀意念、
自杀计划和自杀尝试的发生率分别为 ２９.５％ꎬ６.４％和

２.１％ꎮ 其中 ９８５ 院校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３６.５％)
高于 ２１１ 院校(２９.２％)和普通院校(２６.８％)ꎮ 自杀计

划的发生状况:低年级学生(１０.４％)高于高年级学生

(６. ６％)ꎻ单亲家庭学生 ( １６. ４％) 高于非单亲家庭

(８.１％)ꎻ身体素质差的学生(１３.７％)高于身体素质中

等(８.７％) 或好(５.９％) 的学生ꎮ 自杀尝试的发生状

况:父母学历低的学生 ( ３. ８％) 高于父母学历中等

(１.２％)或高(２.７％)的学生ꎻ单亲家庭的学生(６.６％)
高于非单亲家庭的学生(１.８％)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ꎮ 另外ꎬ心理状况以及学习成绩对于自杀意念、自
杀计划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心理状况对自杀尝

试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自杀行为报告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自杀意念 自杀计划 自杀尝试
性别 男 ５６１ １６０(２８.５) ４３(７.７) １３(２.３)

女 ５６７ １７３(３０.５) ５３(９.３) １１(１.９)
χ２ 值 ０.５０８ １.０４２ ０.１６７
Ｐ 值 ０.４７６ ０.３０７ ０.６８３

年级 低年级 ６０９ １７９(３０.７) ６１(１０.４) １５(２.６)
高年级 ５５３ １５５(２８.２) ３６(６.６) ９(１.６)

χ２ 值 １.７２５ ６.４４３ １.５００
Ｐ 值 ０.１８９ ０.０１１ ０.２２１

学校类型 ９８５ 校 ２１１ ７６(３６.５) ２３(１１.１) ５(２.４)
２１１ 校 ４１４ １２０(２９.２) ３３(８.０) ６(１.５)
普通高校 ５３６ １３８(２６.８) ４１(８.０) １３(２.５)

χ２ 值 １８.７２５ ５.０３１ ４.７５０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３

家庭人均月收入 低 ２４４ ７４(３０.３) １９(７.８) ６(２.５)
中 ５５９ １６２(２９.０) ４５(８.１) ８(１.４)
高 ２７３ ８４(３０.８) ３０(１１.０) ９(３.３)

χ２ 值 ５３.５２５ １０.８７２ ０.６０９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７３８

父母学历 低 ２４６ ７４(３１.４) ２２(９.３) ９(３.８)
中 ６０８ １５９(２６.８) ４３(７.３) ７(１.２)
高 ２９５ ９８(３３.７) ３２(１１.０) ８(２.７)

χ２ 值 ３４.８１０ ６.８２５ ０.２５０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３ ０.８８２

是否单亲家庭 是 ６１ ２２(３６.１) １０(１６.４) ４(６.６)
否 １ ０６６ ３１０(２９.１) ８６(８.１) １９(１.８)

χ２ 值 ２４９.８３１ ６０.１６７ ９.７８３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５９４ １８２(３０.６) ５７(９.６) １４(２.４)
否 ５２８ １４８(２８.０) ３８(７.２) ９(１.７)

χ２ 值 ３.５０３ ３.８００ １.０８７
Ｐ 值 ０.０６１ ０.５１０ ０.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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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自杀意念 自杀计划 自杀尝试
身体素质 差 １７９ ６３(３６.０) ２４(１３.７) ５(２.９)

中 ５１７ １４６(２９.０) ４４(８.７) １１(２.２)
好 ４３４ １１６(２７.５) ２５(５.９) ６(１.４)

χ２ 值 ３２.６０９ ８.１９４ ２.８１８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 ０.２４４

心理状况 好 ３００ ５３(１７.８) １４(４.７) ４(１.３)
偏好 ４２４ １１１(２６.５) １９(４.５) ３(０.７)
偏差 ２６５ １０５(４０.２) ３６(１３.８) ８(３.１)
差 １１９ ５２(４４.１) ２６(２２.０) ９(７.６)

χ２ 值 ３８.６１４ １１.４８４ ４.３３３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２２８

学习成绩 差 ６８ ２９(４２.６) １５(２２.１) ４(５.９)
中 ４２５ １４２(３３.４) ３７(８.７) ６(１.４)
好 ５０１ １２７(２５.３) ３５(７.０) １０(２.０)

χ２ 值 ７５.８３２ １０.２０７ ２.８００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４７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问卷存在部分数据缺失ꎮ

２.２　 大学生心理控制源各维度得分　 内控性、机遇、
有势力的他人 ３ 个维度的平均分分别为(２９.５ ± ６.１)
(２０.３ ± ７.２) (１８.９ ± ８.２) 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６９５.６１ꎬＰ<０.０１)ꎮ
２.３　 大学生自杀行为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分别以是否有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尝试为因变

量ꎬ以 ＩＰＣ 量表中的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机遇 ３ 个

因子、心理健康状况以及一般情况中所调查的因素为

自变量ꎬ进行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心
理健康状况差、学习成绩差是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的

危险因素ꎮ 在控制心理健康状况和学习成绩的基础

上ꎬ心理控制源是自杀的重要影响因素ꎬ内控性是自

杀意念和自杀计划的重要保护因素ꎬ有势力他人和机

遇则是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ꎬ有势力他人也是自杀计

划的危险因素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大学生自杀行为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多因素回归分析(ｎ ＝ １ １６２)

因变量 预测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自杀意念 心理健康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９４３(０.９１９ ~ ０.９６７)

内控性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３ ０.９６４(０.９２９ ~ ０.９９９)
重要他人 ０.０９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１ １.１０１(１.０２９ ~ １.１７８)
机遇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９ １.０８６(１.０１４ ~ １.１６３)
学习成绩 －０.３０８ ０.１２７ ０.０１５ ０.７３５(０.５７３ ~ ０.９４２)

自杀计划 心理健康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９４５(０.９１４ ~ ０.９７６)
学习成绩 －０.４３７ ０.１８９ ０.０２０ ０.６４６(０.４４６ ~ ０.９３５)
内控性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７ ０.９４５(０.８９５ ~ ０.９９９)
有势力他人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３ １.０５３(１.０１１ ~ １.０９７)
年级 －０.５９３ ０.２５９ ０.０２２ ０.５５３(０.３３３ ~ ０.９１９)

自杀尝试 心理健康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１ ０.９３０(０.８８１ ~ ０.９８０)

　 注:学习成绩:１ ＝差ꎬ２ ＝中ꎬ３ ＝好ꎻ年级:１ ＝低年级ꎬ２ ＝高年级ꎻ心理健康、内控性、有势力他人、机遇均为连续变量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ꎬ大学生中自杀意念、自杀计划

和自杀尝试的发生率较高ꎮ 与应用相同测量工具在

中国大陆新入学大学一年级学生中做的自杀流行状

况的调查具有可比性(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４５.１％ꎬ自
杀计划发生率为 ６.８％ꎬ自杀尝试发生率为 １.９％) [８] ꎬ
高于陈燕芬等[１１]调查结果(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

杀尝试的发生率分别 ５.３％ꎬ０.５％和 ０.４％)ꎮ 考虑原

因可能为人群特征和时间段不同等ꎮ 既往研究显示ꎬ
自杀意念是自杀行为敏感的预测因素ꎬ而自杀尝试与

自杀死亡又密切相关[１２] ꎮ 因此ꎬ矫正大学生的自杀意

念ꎬ预防自杀行为的发生是十分必要的ꎮ
本研究中大学生心理控制源量表中内控性得分

高于机遇得分ꎬ机遇得分高于有势力的他人得分ꎮ 与

肖丽等[１３]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大学

生内控性得分低于常模均值(３５ 分) [９] ꎬ提示大学生

内控性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ꎬ可以对其实施心理

健康教育和训练ꎬ加强自我意识ꎬ培养对外来事件可

控的信念ꎮ
影响大学生自杀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心理

健康水平、心理控制源和学习成绩ꎮ 既往研究曾发

现ꎬ因精神疾病而自杀死亡的流行率高达 ９０％[１２] ꎮ 对

心理控制源而言ꎬ本研究提示内控性得分高是自杀行

为的保护性因素ꎬ而机遇和有势力的他人得分高则是

危险因素ꎮ 与之前的研究[１４－１５] 结果类似ꎮ 近来有研

究表明ꎬ内控性有利于缓冲个体的心理应激ꎬ缓解或

减少由此引发的抑郁情绪及自杀意念ꎬ降低自杀的风

险[１６] ꎮ 大学生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责任意识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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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对未来有较为明确的目标和规划ꎬ遇到困难也会努

力想办法解决ꎬ不会轻易产生悲观的想法ꎻ相反ꎬ若大

学生过于相信外界ꎬ如医生、教师、朋友或者命运、运
气等ꎬ则产生自杀意念、 自杀计划的可能性就越

多[１４－１５] ꎮ 另外ꎬ本调查发现ꎬ学习成绩差的学生ꎬ自杀

意念和自杀计划的发生率显著高于成绩好的学生ꎮ
学习成绩可通过影响抑郁状况而间接影响自杀意

念[１７] ꎮ
总之ꎬ大学生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尝试的

发生率较高ꎬ与身心健康、心理控制源及学习成绩等

因素关系密切ꎮ 因此ꎬ鉴于心理控制源各维度对自杀

意念及计划亦有预测作用ꎬ可针对此开展健康干预ꎬ
对外控维度(有势力的他人、机遇维度)分数较高者进

行单独的心理健康咨询ꎬ由专业人员进行疏导和教

育ꎬ实现早期预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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