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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安徽省大学生自伤行为与抑郁、焦虑症状现况及其相关性ꎬ为减少大学生自伤行为发生提供理论依

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对安徽省 ５ 所高校的 ９ ６３８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

特征、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焦虑自评量表( ＳＡＳ)和自伤行为问卷等ꎮ 结果　 ９ ６３８ 名大学生自伤行为检出率为 ２２.９４％
(２ ２１１名)ꎬ男生(２４.５１％)高于女生(２１.７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０.４６ꎬＰ<０.０５)ꎻ抑郁检出率为 ２８.５７％(２ ７５４ 名)ꎬ
焦虑检出率为 １１.１１％(１ ０７１ 名)ꎮ 抑郁组自伤行为的检出率为 ３３.４８％ꎬ高于非抑郁组(１８.７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４２.２２ꎬＰ<０.０１)ꎻ焦虑组自伤行为的检出率为 ４８.７４％ꎬ高于非焦虑组(１９.７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５３.６６ꎬＰ<０.０１)ꎮ
抑郁、焦虑均与自伤行为存在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４ꎬ０.２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表明ꎬ在控制其他相

关的影响因素后ꎬ抑郁(ＯＲ＝ １.４８)及焦虑(ＯＲ＝ ２.８４)与大学生自伤行为发生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安徽省大学

生自伤行为、抑郁和焦虑检出率不容乐观ꎬ且自伤行为与抑郁、焦虑之间呈正相关ꎮ 应重视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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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伤行为(ｓｅｌｆ￣ｈａｒｍ)是一种故意的无自杀意图的

破坏自己身体组织的行为[１] ꎮ 自伤行为在大学生群

体中较为普遍ꎬ在流行病学和临床中的发生率均呈上

升趋势ꎬ已成为危害大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

问题ꎮ 据报道ꎬ全球范围内青少年自伤行为的终生患

病率为 １７. ２％ꎬ 不同地区之间的报告率在 １. ５％ ~
５４.８％之间[２] ꎮ 最近的一篇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中国

大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大学生自伤行为检出率

分别为 ２１.９％ꎬ２３.０％和 ２.１％ꎬ合并自伤行为检出率为

１６.６％[３] ꎬ高于英国(６.９％) [４] 、德国(１４.９％) [５] 、日本

(１０.０％) [６]等国家的报道ꎮ
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是大学生最主要的心理问

题ꎮ 据统计ꎬ 我国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 １３. ２％ ~
４２.１％[７－８] ꎮ 同时ꎬ抑郁、焦虑等是大学生发生自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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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重要原因ꎬ且基线心理症状越多ꎬ自伤行为的发

生风险越高[９] ꎮ 本研究对安徽省 ５ 所高校(２ 所医学

院校和 ３ 所非医学院校)的 ９ ６３８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

调查ꎬ旨在进一步了解安徽省大学生自伤行为与抑

郁、焦虑症状的现况ꎬ并分析自伤行为与抑郁、焦虑的

相关性ꎬ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随机选取安徽省皖南和皖北 ５ 所大

学(皖南医学院、蚌埠医学院、安徽工程大学、安徽师

范大学、淮北师范大学)ꎬ再根据年级分层ꎬ在每个年

级中随机整群抽取班级进行问卷调查ꎬ共发放问卷

１０ ５００份ꎬ剔除不合格问卷后ꎬ共收回有效问卷 ９ ６３８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１.７９％ꎮ 其中男生 ４ ２１０ 名(４３.６８％)ꎬ
女生 ５ ４２８ 名(５６.３２％)ꎬ年龄 １５ ~ ２９ 岁ꎬ平均(１９.１１±
１.１９) 岁ꎮ 本研究经过皖南医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批准号:ＬＬ－２０１８ＢＨ０８)ꎮ
１.２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
龄、年级、院校类型、是否独生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等)、自伤行为调查问卷、抑郁自评量表和焦虑自评量

表等ꎮ
１.２.１　 自伤行为调查问卷 　 根据已有调查问卷及相

关文献[１０] ꎬ编制大学生自伤行为调查问卷ꎮ 共 ３１ 条

项目ꎬ包括高致命性自伤行为、造成组织损伤自伤行

为、无肉眼可见损伤自伤行为、具有潜在危害自伤行

为、造成心理伤害自伤行为 ５ 个方面内容ꎬ每种具体行

为有 ０ꎬ１ ~ ２ꎬ≥３ 次 ３ 个维度ꎬ每个维度分别赋分为 ０ꎬ
１ 和 ２ 分ꎬ总自伤行为得分为各类型自伤行为得分之

和ꎮ 发生自伤行为频次为 ０ 作为判断有无自伤行为的

标准ꎮ 该问卷的重测信度为 ０.８６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ꎮ
１.２. ２ 　 抑郁自评量表 (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ＤＳ) [１１] 　 由 Ｚｕｎｇ 编制ꎬ由 ２０ 个条目构成ꎮ 每个条

目按 １ ~ ４ 计分ꎬ累计各条目得分即为总粗分ꎬ总粗分

乘以 １.２５ 后的整数部分记为标准总分ꎬ标准总分越

高ꎬ表示抑郁程度越高ꎮ 以 ５３ 分为分界值ꎬ标准总分

<５３ 分为无抑郁症状ꎬ５３ ~ ６２ 分为轻度抑郁ꎬ６３ ~ ７２ 分

为轻度抑郁ꎬ≥７３ 分为重度抑郁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９ꎮ
１. ２. ３ 　 焦 虑 自 评 量 表 (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ＡＳ) [１２] 　 由 Ｚｕｎｇ 编制ꎬ采用 ４ 级评分ꎬ共 ２０ 个条目ꎮ
累计各条目得分即为总粗分ꎬ标准总分＝总粗分×１.２５
后的整数部分ꎬ标准总分越高ꎬ表示焦虑程度越高ꎮ
５０ 分为分界值ꎬ其中 ５０ ~ ５９ 分为轻度焦虑ꎬ６０ ~ ６９ 分

为中度焦虑ꎬ≥７０ 分为重度焦虑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３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员通过统一规范化培训ꎬ熟练掌

握指导语、问卷内容和注意事项ꎻ采取知情同意的原

则ꎬ受试者自愿匿名填写问卷ꎻ调查员现场审核问卷ꎬ
如发现漏填 / 错填ꎬ及时让受试者进行补填 / 纠错ꎻ问
卷采用单轨录入法ꎬ录入完成后随机抽取 ５％的问卷

重复录入ꎬ录入一致率≥９５％为录入质量合格ꎬ否则须

全部重新录入ꎮ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进行数据的录入ꎬ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进行数据的整理与分析ꎮ 自伤行为、
抑郁、焦虑症状统计描述采用构成比 / 百分率表示ꎬ组
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ꎮ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法分析自伤行

为及其各类型得分与抑郁得分、焦虑得分之间的相关

性ꎮ 采用多因素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抑郁及焦虑

对自伤行为的影响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自伤行为检出率　 大学生自伤行为检出

率为 ２２.９４％(２ ２１１ / ９ ６３８)ꎬ其中男生为 ２４.５１％高于

女生 ２１. ７２％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０. ４６ꎬ Ｐ <
０.０１)ꎮ 不同院校类型、自评性格类型和与父母关系之

间自伤行为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大学生抑郁、焦虑检出率　 ９ ６３８ 名大学生中抑

郁症状检出率为 ２８.５７％(２ ７５４ 名)ꎬ女生抑郁症状检

出率为 ２７.９８％ꎬ男生为 ２９.３３％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１２ꎬＰ>０.０５)ꎮ 不同年级、院校类型、自评性格

类型和与父母关系之间抑郁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Ｐ 值均 < ０. ０５)ꎮ 大学生焦虑症状检出率为

１１.１１％ ( １ ０７１ 名)ꎬ 其中女生 ( １１. ３５％) 高于男生

(１０.８１％)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不同年级、
院校类型、自评性格类型和与父母关系之间焦虑检出

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不同组别大学生自伤行为检出率比较　 抑郁组

自伤行为检出率为 ３３.４８％(９２２ / ２ ７５４)ꎬ高于非抑郁

组 １８.７２％ ( １ ２８９ / ６ ８８４)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４２.２２ꎬＰ<０.０１)ꎻ焦虑组自伤行为的检出率为 ４８.７４％
(５２２ / １ ０７１)ꎬ高于非焦虑组 １９.７２％(１ ６８９ / ８ ５６７)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４５３.６６ꎬＰ<０.０１)ꎮ
２.４　 大学生自伤行为及其各类型与抑郁、焦虑相关性

分析　 结果显示ꎬ自伤行为及其各类型与抑郁、焦虑

两两之间均呈正相关ꎬ其中抑郁与焦虑的相关系数( ｒ
值)为 ０.４４(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２.５　 大学生抑郁、焦虑对自伤行为影响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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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自伤行为抑郁焦虑检出率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ｉｎ ｓｅｌｆ￣ｈａｒｍ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自伤行为 抑郁 焦虑
性别
　 男 ４ ２１０ １ ０３２(２４.５１) １ ２３５(２９.３３) ４５５(１０.８１)
　 女 ５ ４２８ １ １７９(２１.７２) １ ５１９(２７.９８) ６１６(１１.３５)

χ２ 值 １０.４６ ２.１２ ０.７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４０

年级
　 大一 ６ ３３１ １ ４７５(２３.３０) １ ６５４(２６.１３) ６３３(１０.００)
　 大二 ２ ２５７ ５１０(２２.６０) ７２３(３２.０３) ２８７(１２.７２)
　 大三 ９１６ １９３(２１.０７) ３１８(３４.７２) １２２(１３.３２)
　 大四 １３４ ３３(２４.６３) ５９(４４.０３) ２９(２１.６４)

χ２ 值 ２.６４ ６４.４５ ３３.３９
Ｐ 值 ０.４５ <０.０１ <０.０１

独生子女
　 是 ３ ５０７ ８１７(２３.３０) ９７４(２７.７７) ３７５(１０.６９)
　 否 ６ １３１ １ ３９４(２２.７４) １ ７８０(２９.０３) ６９６(１１.３５)

χ２ 值 ０.４０ １.７４ ０.９８
Ｐ 值 ０.５３ ０.１９ ０.３３

院校类型
　 医学院校 ５ １９５ ９７１(１８.６９) １ ３０３(２５.０８) ４１９(８.０７)
　 非医学院校 ４ ４４３ １ ２４０(２７.９１) １ ４５１(３２.６６) ６５２(１４.６７)

χ２ 值 １１５.１１ ６７.３５ １０５.９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自评性格类型
　 偏内向 ２ ７９４ ７９４(２８.４２) １ ００５(３５.９７) ４２１(１５.０７)
　 偏中性 ３ ８１３ ８１６(２１.４０) １ ０５５(２７.６７) ３９５(１０.３６)
　 偏外向 ３ ０３１ ６０１(１９.８３) ６９４(２２.９０) ２５５(８.４１)

χ２ 值 ６９.１４ １２４.２８ ６８.８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与父母关系
　 不和睦 １２４ ４０(３２.２６) ６９(５５.６５) ２９(２３.３９)
　 一般 １ ０４９ ３３４(３１.８４) ４４２(４２.１４) １８８(１７.９２)
　 和睦 ８ ４６５ １ ８３７(２１.７０) ２ ２４３(２６.５０) ８５４(１０.０９)

χ２ 值 ６０.４４ １５６.９４ ７７.１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表 ２　 大学生自伤行为及其各类型与抑郁焦虑
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９ ６３８)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ｌｆ￣ｈａｒｍ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ｒꎬ ｎ＝ ９ ６３８)

自伤行为 焦虑总分 抑郁总分
高致命性自伤行为得分 ０.１０ ０.１１
造成组织损伤自伤行为得分 ０.１５ ０.１５
无肉眼可见组织损伤自伤行为得分 ０.２２ ０.１８
具有潜在危害自伤行为得分 ０.２３ ０.１８
造成心理伤害自伤行为得分 ０.２６ ０.２５
自伤行为总得分 ０.２７ ０.２４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表 ３　 大学生抑郁、焦虑对自伤行为影响的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９ ６３８)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ｅｌｆ￣ｈａｒｍ (ｎ＝ ９ ６３８)
自变量与常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男 　 １.００

女 －０.１５ ０.０５ ８.４５ <０.０１ 　 ０.８６(０.７８~ ０.９５)
院校类型　 医学院校 　 １.００

非医学院校 ０.４１ ０.０５ ６５.７５ <０.０１ 　 １.５１(１.３６~ １.６６)
性格自评　 偏内向 　 １.００

偏中性 －０.２８ ０.０６ ２１.４７ <０.０１ 　 ０.７６(０.６７~ ０.８５)
偏外向 －０.２９ ０.０６ ２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７５(０.６６~ ０.８５)

与父母关系 不和睦 　 １.００
一般 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８５ 　 １.０４(０.６８~ １.５９)
和睦 －０.２７ ０.２１ １.７６ ０.１８ 　 ０.７６(０.５１~ １.１４)

抑郁　 　 　 无 　 １.００
有 ０.３９ ０.０６ ４６.８０ <０.０１ 　 １.４８(１.３２~ １.６６)

焦虑　 　 　 无 　 １.００
有 １.０４ ０.０７ １９９.０３ <０.０１ 　 ２.８４(２.４６~ ３.２８)

常量　 　 　 －１.１８ ０.２１ ３１.８５ <０.０１ 　 ０.３１

　 　 由表 ３ 可见ꎬ以有无自伤行为(０ ＝无ꎬ１ ＝有)为因

变量ꎬ将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纳入二

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纳入水准 ０.０５ꎬ排除水准 ０.１０)ꎬ
结果表明ꎬ在控制其他相关的影响因素后ꎬ抑郁(ＯＲ ＝
１.４８)、焦虑(ＯＲ ＝ ２.８４)与大学生自伤行为发生呈正

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安徽省大学生自伤行为的检出

率为 ２２. ９４％ꎬ高于毛绍菊等[１３－１４] 调查的水平ꎬ低于

Ｋｈａｒｓａｔｉ 等[１５－１６] 调查结果ꎮ 由于目前尚无统一的量

表ꎬ且自伤行为的界定标准不一致ꎬ导致各研究的检

出率出现较大差异ꎮ 很多研究显示女生自伤行为检

出率高于男生[１４ꎬ１７－１８] ꎮ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ꎬ男生自伤

行为检出率高于女生ꎬ与有关研究结果相似[１０] ꎮ 原因

可能是女生相对男生来说实施的自伤行为更为外显

化ꎬ而男生实施的自伤行为更加隐蔽、不容易被发现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 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２８.５７％ꎬ焦虑症状检出率为 １１.１１％ꎬ高于张凤梅等[１９]

对山东省 ８３７ 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结果ꎬ低于穆菁菁

等[２０]对合肥市大学生的调查结果ꎮ 可能与不同样本

群体有关ꎬ但仍可以说明抑郁、焦虑是困扰大学生的

主要心理问题ꎮ
相关性分析显示ꎬ大学生抑郁量表得分、焦虑量

表得分与总自伤行为得分之间均呈正相关ꎬ提示大学

生的自伤行为与抑郁、焦虑症状有着密切的关系ꎬ与
现有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２１－２２] ꎮ Ｋａｕｒ 等[２３] 对昆士兰大

学 ２６０ 名在校一年级医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ꎬ有自伤

行为学生的抑郁和焦虑均显著升高ꎮ Ｂｏｏｎｅ 等[２４] 对

１６７ 名学生的研究发现ꎬ自伤行为发生频率与抑郁症

状得分正相关ꎬ抑郁程度越高ꎬ发生自伤行为的频率

越高ꎮ 实际生活中发现ꎬ发生自伤行为的个体往往存

在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ꎬ有抑郁、焦虑者会增加发生

自伤行为的风险ꎬ说明自伤行为与抑郁、焦虑之间存

在复杂的双向关系ꎮ Ｍａｓｈａｌｌ 等[２５] 研究发现ꎬ抑郁会

促进自伤行为的发生ꎬ同时自伤行为的持续反过来会

增加抑郁情绪感受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在控制其他相关的影响因素

后ꎬ抑郁和焦虑与大学生自伤行为发生呈正相关ꎮ 大

学生抑郁组及焦虑组自伤行为检出率高于非抑郁组

及非焦虑组ꎬ并且抑郁量表得分、焦虑量表得分与总

自伤行为得分两两之间也存在正相关ꎬ进一步提示了

自伤行为与抑郁、焦虑等情绪之间具有共生性ꎮ 因

此ꎬ高校应多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ꎬ及时进行

针对性的心理疏导ꎬ减少自伤行为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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