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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科学生童年期虐待经历
近期生活事件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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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ꎻ３.人口健康与优生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摘要】 　 目的　 了解医学专科大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ｎｏｎ￣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ꎬＮＳＳＩ)现状ꎬ分析童年期虐待和近期

生活事件对大学生 ＮＳＳＩ 的影响ꎬ为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安徽省某医学专

科学校大一、大二年级 １ ８７５ 名学生ꎬ调查其童年期虐待、近期生活事件和 ＮＳＳＩ 等信息ꎬ建立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

童年期虐待和生活事件对 ＮＳＳＩ 的影响ꎮ 结果　 大学生 ＮＳＳＩ 的检出率为 １４.７％ꎬ男生(１６.１％)高于女生(１４.１％)ꎬ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有童年期虐待经历者 ＮＳＳＩ 的检出率(１７.３％)高于无虐待经历者(１１.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１.９９２ꎬＰ<０.０１)ꎻ随近期生活事件水平的升高ꎬ大学生 ＮＳＳＩ 检出率呈增高趋势(χ２ ＝ ６１.７９８ꎬＰ<０.０１)ꎮ 有童年期虐待经历

学生中ꎬ高水平的生活事件会增加 ＮＳＳＩ 的发生风险[ＯＲ(９５％ＣＩ) ＝ ３.３２(１.９９~ ５.５３)]ꎻ无童年期虐待经历学生中ꎬ其发生

风险亦增加[ＯＲ(９５％ＣＩ)＝ ５.６６(２.７５ ~ １１.６８)]ꎮ 低水平近期生活事件学生中ꎬ童年期虐待会增加 ＮＳＳＩ 风险[(ＯＲ(９５％
ＣＩ) ＝ ２.５２ (１.１９~ ５.３２)]ꎻ而在中高水平生活事件学生中ꎬ童年期虐待对 ＮＳＳＩ 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ꎮ 结论　 童年期虐待

和近期生活事件是大学生 ＮＳＳＩ 的重要影响因素ꎬ减少童年期虐待特别是近期生活事件的发生有益于大学生 ＮＳＳＩ 的防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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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ｇｘｙｑＺＤ２０１６４９５)ꎻ安徽医科大

学校博士资助项目(ＸＪ２０１５２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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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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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期是多种心理行为问题的高发时期ꎬ其中非 自杀性自伤行为( ｎｏｎ￣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ꎬ ＮＳＳＩ) 为影

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常见公共卫生问题[１－２] ꎮ 国内外

多项研究提示ꎬ童年期不良生活经历ꎬ特别是童年期

虐待(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ｂｕｓｅꎬ ＣＡ)是青少年自伤行为发生的

独立危险因素[３] ꎮ 另有研究显示ꎬ多数大学生长期在

外生活ꎬ经常会遇到各种应激性生活事件ꎬ如学习、生
活、人际、恋爱、就业等方面的压力与困惑ꎬ这些应激

性生活事件易诱发心理病理问题ꎬ同时又是自伤行为

９８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第 ３９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２



较强的危险因素[４－５] ꎮ 本研究通过调查医学专科大学

生自伤行为、童年期虐待及生活事件的发生情况ꎬ探
讨三者之间的关系ꎬ 为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提供

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选取安徽省某医学专科

学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采用整群抽样的

方法ꎬ选取大一、大二 ６３ 个班级ꎮ 将抽取班级的全部

在校学生纳入调查ꎬ剔除不愿意完成问卷者ꎬ并去除

有明显逻辑错误或漏填率>１５％的问卷ꎮ 共发放问卷

１ ９５８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８７５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５. ８％ꎮ
其中男生 ５１７ 名(２７.６％)ꎬ女生 １ ３５８ 名(７２.４％)ꎻ一
年级学生 １ ３１５ 名 ( ７０. １％)ꎬ 二年级学生 ５６０ 名

(２９ ９％)ꎻ农村学生 １ ４５７ 名(７７.７％)ꎬ城镇学生 ４１８
名(２２.３％)ꎮ 平均年龄为(１７.６±１.０)岁ꎮ 研究内容获

得学校和学生家长的知情同意ꎬ并通过安徽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伦理委员会的审查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一般情况　 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户口所在地

(农村、城镇)等内容ꎮ
１.２.２　 童年期虐待　 采用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等[６] 编制的童年

期创伤问卷简化版ꎬ赵幸福等[７] 利用我国人群样本对

该量表进行了评价和修订ꎮ 本研究选取汉化简版儿

童期虐待问卷( ＳＦ) 中童年期虐待分量表ꎬ量表共 １５
个条目ꎬ每个条目对应的均是“从来没有这种现象”
“偶尔”“有时” “经常” “总是”５ 个选项ꎮ 本次调查以

“有时”“经常”“总是”为阳性条目ꎬ累计各条目总分ꎬ
“０ 分”计为“无童年期虐待”ꎬ≥１ 分计为“有童年期虐

待”ꎮ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良好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６８ꎮ
１.２.３　 青少年生活事件 　 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多维

评定问卷 (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Ｒａｔｉｎｇ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ＭＬＥＲＱ) [８] ꎮ 该问

卷有 ５ 个维度(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同伴关系、健康

成长、恋爱与性)４３ 个条目ꎬ为自评式问卷ꎬ调查被试

最近 ０.５ 年内是否经历过以上条目对应的事件ꎬ再根

据实际经历或感受描述对自己的影响程度ꎮ 若问卷

中所列情境或生活事件没有经历过ꎬ计为 ０ 分ꎻ若发生

过ꎬ按“没有影响” “轻度影响” “中度影响” “重度影

响”“极重度影响”分别计为 ０ ~ ４ 分ꎮ 根据问卷总分ꎬ
将受试对象分为低水平组(≤Ｐ２５ )、中等水平组( >Ｐ２５

~ Ｐ７５)和高水平组( >Ｐ７５)组进行分析ꎮ 本研究中问卷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０ꎮ
１.２.４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调查受试者在过去 １ 年

内是否存在不以自杀为目的的自我伤害行为以及各

种自伤行为的发生频率ꎮ 自伤行为包括故意打自己ꎬ
故意拽头发ꎬ故意撞头或拳头击打其他物体ꎬ故意掐

自己或抓伤自己ꎬ故意咬伤自己ꎬ故意割伤或刺伤自

己ꎬ故意服用药物、饮酒或吸烟等ꎬ故意吞食异物 ８ 种

情况[９] ꎬ合计各种自我伤害行为的发生频率为总体自

伤频率ꎮ 总分越高ꎬ说明自伤的程度越严重ꎮ 将总体

自伤发生频率≥１ 次者界定为有自伤行为ꎮ 本研究

中ꎬ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１４ꎮ
１.３　 质量控制　 根据知情同意的原则ꎬ以匿名的方式

要求学生在 ２０ ｍｉｎ 内完成问卷调查ꎮ 调查使用统一

的指导语ꎬ以班级为单位进行ꎮ 质控人员现场解答学

生的疑问ꎬ并负责收集、审核调查表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进行问卷录

入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通过 χ２ 检

验比较不同性别、年级和户口所在地大学生童年期虐

待、ＮＳＳＩ 和生活事件检出率ꎬ并建立二分类非条件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童年期虐待和生活事件对大学生

自伤行为的影响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自伤行为、童年期虐

待和生活事件检出率比较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自伤行为童年期虐待和生活事件检出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自伤行为 童年期虐待
生活事件水平

低 中 高
性别 男 ５１７ ８３(１６.１) ２８６(５５.３) １５２(２９.４) ２４２(４６.８) １２３(２３.８)

女 １ ３５８ １９２(１４.１) ７２０(５３.０) ３３５(２４.７) ６７９(５０.０) ３４４(２５.３)
χ２ 值 １.０９８ ０.７９７ ４.３６１
Ｐ 值 ０.２９５ ０.３７２ ０.１１３

年级 大一 １ ３１５ １９６(１４.９) ７２６(５５.２) ３４４(２６.２) ６４７(４９.２) ３２４(２３.８)
大二 ５６０ ７９(１４.１) ２８０(５０.０) １４３(２５.５) ２７４(４８.９) １４３(２５.５)

χ２ 值 ０.２００ ４.２８６ ０.１９２
Ｐ 值 ０.６５５ ０.０３８ ０.９０９

户口 农村 １ ４５７ ２２７(１５.６) ７７４(５３.１) ３４４(２３.６) ７２２(４９.６) ３９１(２６.８)
城镇 ４１８ ４８(１１.５) ２３２(５５.５) １４３(３４.２) １９９(４７.６) ７６(１８.２)

χ２ 值 ４.３５６ ０.７４０ ２４.０７０
Ｐ 值 ０.０３７ ０.３９０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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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伤行为和童年期虐待经历的检出率分别为

１４ ７％和 ５３.７％ꎮ 男女生自伤行为、童年期虐待经历

检出率和生活事件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大一学生童年期虐待的检出率高于大二

学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４.２８６ꎬＰ<０.０５)ꎮ
２.２　 不同童年期虐待和生活事件水平组间青少年自

伤行为检出率比较 　 有童年期虐待经历的大学生自

伤行为检出率(１７.３％) 高于无童年期虐待的大学生

(１１.６％)ꎬ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ꎻ随生活事

件水平的升高ꎬ大学生发生自伤行为的风险呈增加趋

势(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童年期虐待和生活事件组间大学生自伤行为检出率比较

变量 人数 自伤行为 χ２ 值 Ｐ 值
童年期虐待 无 ８６９ １０１(１１.６) １１.９９２ <０.０１

有 １ ００６ １７４(１７.３)
生活事件水平 低 ４８７ ３３(６.８) ６１.７９８ <０.０１

中 ９２１ １２７(１３.８)
高 ４６７ １１５(２４.６)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３　 童年期虐待和生活事件水平影响大学生自伤行

为发生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

果显示ꎬ控制户口所在地的作用后ꎬ在有无童年期虐

待组内ꎬ随近期生活事件水平的增加ꎬ自伤行为的发

生呈增加趋势ꎮ 低水平近期生活事件学生中ꎬ童年期

虐待经历会增加自伤行为风险ꎻ而在中高水平生活事

件学生中ꎬ 童年期虐待经历对自伤行为无影响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童年期虐待和生活事件水平影响

大学生自伤行为发生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８７５)

变量 人数
自伤行为

检出人数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童年期虐待－生活事件水平
　 无　 低 ２６６ １１ １.００
　 　 　 中 ４４４ ５７ ３.３６(１.７２~ ６.５６) <０.０１
　 　 　 高 １５９ ３３ ５.６６(２.７５~ １１.６８) <０.０１
　 有　 低 ２２１ ２２ １.００
　 　 　 中 ４７７ ７０ １.５６(０.９３~ ２.５９) ０.０８９
　 　 　 高 ３０８ ８２ ３.３２(２.００~ ５.５３) <０.０１
生活事件水平－童年期虐待
　 低　 无 ２６６ １１ １.０
　 　 　 有 ２２１ ２２ ２.５２(１.１９~ ５.３２) ０.０１６
　 中　 无 ４４４ ５７ １.００
　 　 　 有 ４７７ ７０ １.１６(０.７９~ １.６９) ０.４５５
　 高　 无 １５９ ３３ １.００
　 　 　 有 ３０８ ８２ １.４１(０.８９~ ２.２５) ０.１４５

３　 讨论

目前世界各国青少年 ＮＳＳＩ 的发生率有较大的差

异ꎬ但国内外青少年中均有较高的检出率[９－１０] ꎮ 本次

调查显示ꎬ 医学专科学生中自伤行为的检出率为

１４ ７％ꎬ与 Ｗａｎ 等[１１] 对中国 ８ 个城市大学一、二年级

学生调查的检出率相当ꎮ 不同性别学生自伤行为检

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与青少年群体的研究结果一

致[１２] ꎮ 本次调查发现ꎬ医学专科学生童年期虐待的检

出率 为 ５３. ７％ꎬ 与 国 外 相 关 调 查 结 果 有 一 定 差

异[１３－１４] ꎮ 原因与调查人群选择、社会文化背景及不良

经历的评价方法有关ꎮ 男生高水平生活事件的检出

率高于女生ꎬ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余益兵等[１５] 研究

也发现ꎬ男生日常生活事件发生率高于女生ꎬ但女生

报告有较大影响的应激性事件多于男生ꎬ提示男女生

可能都是生活事件的高发群体ꎬ但表现有严重程度的

差异ꎮ
许多调查发现ꎬ童年期虐待会对青少年的健康危

害行为和身心健康带来负面效应[１４ꎬ１６] ꎬ同时ꎬ生活事

件也会增加青少年自伤行为发生风险[１７－１８] ꎮ 本次调

查证实ꎬ童年期虐待经历和高生活事件水平是青少年

自伤行为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ꎬ但在中高水平近期生

活事件组中ꎬ童年期虐待对自伤行为的作用有限ꎮ 童

年期不良经历、近期生活事件和个体身心健康之间可

能存在较为复杂的关联ꎮ Ｍａｒｔｏｒｅｌｌ 等[１９] 研究表明ꎬ早
期创伤经历是生命后期精神问题发生的独立影响因

素ꎬ而在控制早期经历的影响后ꎬ近期生活事件与精

神问题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ꎮ Ｓｔｕｍｂｏ 等[２０] 认为ꎬ成
年阶段的不良经历对个人生活质量、身心健康和社会

功能的影响高于童年期不良经历ꎮ 杨林胜[２１] 发现ꎬ儿
童期虐待对青少年抑郁的作用部分是通过近期生活

事件介导的间接效应ꎬ中学女生儿童期虐待对间接效

应有正向调节作用ꎮ
本研究调查了医学专科学生童年期虐待和生活

事件与自伤行为的关联ꎬ但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首先ꎬ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ꎬ因此各变量之间的

因果关系无法确定ꎻ其次ꎬ回顾性偏倚难以避免ꎬ特别

是童年期虐待评定的部分条目较为敏感ꎬ可能会影响

调查对象的真实填写ꎮ 今后需要在队列研究中进一

步验证童年期虐待和生活事件对青少年健康危险行

为的影响以及其中潜在的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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