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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自我伤害行为是应对负性情绪的常用策略ꎬ普遍存在于冲动型、情绪管理薄弱的青少年群体中ꎬ严重影响其

身心健康和发展ꎬ是重要的疾病负担之一ꎬ应引起广大学者和学校卫生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ꎮ 作者对自我伤害行为的概念

和界定、流行病学和危害、影响因素进行了文献研究和分析ꎬ并提出以培养青少年情绪管理能力为重点的预防和干预策略ꎮ
【关键词】 　 情绪ꎻ自我伤害行为ꎻ精神卫生ꎻ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 　 Ｂ ８４４.２　 Ｇ ４４４　 Ｇ ４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７￣０９６４￣０５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ＴＡＮＧ Ｊｉ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
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１４３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ｄｙ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ｂｕｒｄｅ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ｓｅｒｖｅｓ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ｐｒｏ￣
ｖｉｄ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ｉｏｕ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自我伤害行为( ｓｅｌｆ￣ｈａｒ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ＳＢ)是一个宽

泛的概念ꎬ其核心内涵指个体故意伤害自己的身体组

织ꎮ 近年国内外学者常用非自杀性自我伤害行为

(ｎｏｎ￣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ꎬ ＮＳＳＩ)指代自我伤害行为ꎬ以
与自杀行为、自残行为等进行区分[１] ꎮ ＮＳＳＩ 不仅与边

缘性人格障碍、多动症、孤独症等多种心理障碍共患ꎬ
也是一种负性情绪释放手段ꎬ常出现在冲动型、情绪

管理能力薄弱的青少年群体中ꎬ已成为青少年群体的

重要疾病负担[２] ꎮ 人群队列研究证据还表明ꎬ经历过

ＮＳＳＩ 的青少年ꎬ成年后发生各种心理行为障碍乃至自

杀的风险大大增加[３] ꎮ 鉴于此ꎬＷＨＯ 已将 ＮＳＳＩ 作为

反映青少年不良心理行为的重要指标之一ꎬ并将监测

ＮＳＳＩ 作为预防自杀的一项重要策略[４] ꎮ

１　 ＮＳＳＩ 的概念及界定

ＮＳＳＩ 较为统一的概念是“直接地、反复地、不被社

会文化所接受地伤害自身组织ꎬ但不以自杀死亡为目

的的一种行为” [５] ꎬ其常见的表现形式有切割伤、抓
伤、烫伤、撞击物体等ꎬ一般造成低致命性损伤ꎮ ＮＳＳＩ
的界定十分困难ꎬ目前并未达成共识ꎮ 在美国精神疾

病诊断与统计手册－５( ＤＳＭ－Ｖ)中ꎬ首次提出以症状

发生的频率标准来界定 ＮＳＳＩ(过去 １２ 个月内至少发

生过 ５ 次 ＮＳＳＩ)ꎬ并提出“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障碍(ＮＳ￣
ＳＩＤ)”一词ꎻ德国也参考此标准来界定 ＮＳＳＩꎻ但在国际

疾病和健康问题的统计分类中( ＩＣＤ－１０)ꎬＮＳＳＩ 仅存

在症状水平ꎬ并未定义为独立的症状实体ꎻ在英国、澳
大利亚等地区则常使用“故意自伤行为”ꎬ但其涵盖的

范围更广[６] ꎮ

２　 青少年 ＮＳＳＩ 流行的广泛性与危害严重性

由于样本人群、评价方法和界定时间的不同ꎬ青
少年 ＮＳＳＩ 报道的发生率有较大差异ꎮ 最近一项 Ｍｅｔａ
分析在调整测量方法的影响后ꎬ 报道全球 １７. ２％
(８.０％ ~ ２６. ３％) 的在校青少年至少经历过 １ 次 ＮＳ￣
ＳＩ[７] ꎻ新西兰一项对在校学生的监测研究显示ꎬ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年中学生 ＮＳＳＩ 的发生率为 ２０.３％ ~ ２４.０％[８] ꎻ美
国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系统 ２０１５ 年数据表明男性青

少年过去 １ 年内 ＮＳＳＩ 的发生率为 ６.４％ ~ １４.８％ꎬ女性

为 １７.７％ ~ ３０.８％[９] ꎮ 我国大部分流行病学调查报道

的 ＮＳＳＩ 发生率高于西方国家ꎮ 陶芳标教授课题组于

２０１１ 年对我国 ８ 省市 １７ ６２２ 名大中学生进行调查ꎬ报
道 １７％的青少年在过去 １ 年发生过 ＮＳＳＩꎬ其中发生 ２
次以上的占 １２.８％ꎻ本课题组采用 ＤＳＭ－Ｖ 建议的诊

断标准于 ２０１５ 年对我国黑龙江、安徽、武汉、广东、云
南 ５ 省份 １５ ６３２ 名青少年开展 ＮＳＳＩ 发生率的评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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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发生率为 １２.２％[１０] ꎮ
青少年是 ＮＳＳＩ 的高发人群ꎮ 首次发生 ＮＳＳＩ 的年

龄一般在 １３ ~ １４ 岁ꎬ但也有学者认为实际年龄与 ＮＳＳＩ
的关联有限ꎬ个体青春期的发动阶段与 ＮＳＳＩ 的首发年

龄关联更密切ꎮ ＮＳＳＩ 的高发年龄一般在 １５ ~ １６ 岁ꎬ１７
岁后开始下降[１１] ꎮ 最近一项研究表明ꎬ虽然在青春后

期 ＮＳＳＩ 发生减少ꎬ但物质滥用行为增加ꎬ说明在青春

后期其他功能失调的行为可能接替了 ＮＳＳＩ[１２] ꎮ ＮＳＳＩ
的发生率性别差异并没有统一的研究结论ꎮ 国外有

研究表明青春早期女性 ＮＳＳＩ 发生率高于男性[１３] ꎻ而
大多数国内研究显示ꎬＮＳＳＩ 总体的发生率无差异ꎮ 在

ＮＳＳＩ 表现形式上ꎬ女性更常使用割伤、咬伤和抓伤ꎻ而
男性更常烫伤、撞伤等[８] ꎮ

ＮＳＳＩ 对于青少年近期和远期健康均有较严重的

影响ꎮ 在美国ꎬ每年因青少年 ＮＳＳＩ 所导致的直接医疗

资源消耗高达 ４６０ 亿美元[１４] ꎻ在德国ꎬ２５％ ~ ３５％的青

少年学生发生过 ＮＳＳＩꎬ其中 ５０％ 需要紧急医疗救

治[１５] ꎻ我国没有相关研究报道青少年 ＮＳＳＩ 直接导致

的医疗资源消耗ꎬ但因 ＮＳＳＩ 就诊的案例时有报道ꎮ
ＮＳＳＩ 还是成年期多种精神 / 心理障碍的危险因素ꎮ 人

群队列研究表明 ＮＳＳＩ 青少年成年后发生抑郁或焦虑、
攻击行为或反社会行为、酒精滥用、烟草成瘾的风险

分别是一般人群的 ３.７ꎬ１.９ꎬ２.１ 和 ２.４ 倍[３] ꎻ有证据表

明 ＮＳＳＩ 是自杀行为和自杀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ꎬ牛津

大学自杀研究中心报道ꎬＮＳＳＩ 人群在第 １ 年内的自杀

风险为 ０.７％ꎬ是一般人群的 ６６ 倍ꎻ５ꎬ１０ꎬ１５ 年内的自

杀风险分别增至 １.７％ꎬ２.４％和 ３％[１６] ꎮ 因此ꎬＮＳＳＩ 不

仅是青少年重要的健康问题ꎬ也是其他多种健康问题

的危险因素ꎮ

３　 青少年 ＮＳＳＩ 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３.１　 个人层面

３.１.１　 心理行为　 ＮＳＳＩ 与多种心理行为共病ꎮ 既往

研究表明ꎬ抑郁、情绪调节障碍、不良体重控制行为、
烟酒使用、攻击行为等与 ＮＳＳＩ 共患ꎬ且已有几项队列

研究结果表明焦虑、抑郁和抑郁症、无助感、攻击性行

为、内化和外化行为异常、进食障碍、物质滥用等均可

预测 ＮＳＳＩ 的发生[１５] ꎮ 少数研究还发现抑郁症状、攻
击行为与 ＮＳＳＩ 有双向预测作用[１７] ꎮ 最近的研究还提

出创伤相关症状ꎬ如愧疚、自我批评、述情障碍及愤怒

等也是 ＮＳＳＩ 的重要影响因素ꎬ但这些因素仍需要进行

队列研究来验证[１８] ꎮ 此外ꎬ早期的 ＮＳＳＩ 种类和频率

是后期 ＮＳＳＩ 的独立预测因素ꎬ在控制早期 ＮＳＳＩ 后ꎬ抑
郁、焦虑、酒精滥用、饮食问题及冲动性都无法预测

ＮＳＳＩꎬ这一结论至少已在 ２ 个队列研究中得到验

证[１９－２０] ꎮ

３.１.２　 个性和应对方式　 冲动性会增加个体 ＮＳＳＩ 发

生的风险ꎬ与以往研究不一致ꎬ特别是来自实验研究

的结果显示ꎬ不论是成人样本还是青少年样本ꎬ两组

在冲动－控制实验范式中的任务表现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２１] ꎮ 有学者提出 ＮＳＳＩ 者的冲动－控制能力可能只

有在负性情绪下比较差ꎬ而在一般情况下与正常人并

无差异ꎬ这一观点在 Ｍａｘｆｉｅｌｄ 等[２２] 最近开展的研究中

得到验证ꎮ
负性应对方式也与 ＮＳＳＩ 密切相关ꎮ Ｇｕｅｒｒｅｉｒｏ

等[２３]综述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文献发现ꎬＮＳＳＩ 与情绪指

向型应对方法(如回避、疏离他人等)呈正相关ꎻ而与

问题指向型应对方式(问题解决、寻求帮助等)呈负相

关ꎮ Ｃａｓｔｒｏ 等[２４]研究发现 ＮＳＳＩ 与非 ＮＳＳＩ 青少年表现

出不同的应对策略ꎬＮＳＳＩ 青少年常采用逃避、寻求友

谊、发泄情感的应对策略ꎬ而非 ＮＳＳＩ 则更多向家庭寻

求支持ꎻ采用逃避应对策略的青少年发生 ＮＳＳＩ 的风险

是采用积极应对策略者的 ３ 倍ꎮ
３.１.３　 遗传因素　 由美国、荷兰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展

的一项研究对 １０ ６７８ 对双生子的 ＮＳＳＩ 的危险因素进

行了分析ꎬ结果显示遗传因素能够解释 ４９％ ~ ６１％的

ＮＳＳＩ 发生风险ꎬ且 ＮＳＳＩ 与自杀意念有 ６２％ ~ ７６％的易

感基因一致ꎬ相关基因富集于血清素系统、脑神经营

养因子、谷氨酸兴奋性神经递质和下丘脑－垂体－肾上

腺(ＨＰＡ)轴系统[２５] ꎮ 已有多个研究报道了与青少年

ＮＳＳＩ 有关的遗传变异位点及易感基因ꎮ 如 Ｂｒｅｓｉｎ
等[２６]报道了脑源性神经营养因(ＢＤＮＦ)Ｖａｑ１６６Ｍｅｔ 基
因多个单核苷酸多态性( ＳＮＰ)与青少年 ＮＳＳＩＤ 存在

关联ꎬＳｕｃｈａｎｅｋ 等[２７] 报道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１ 基因

(ＴＮＦＲ１)的 ２ 个 ＳＮＰ 位点与精神障碍患者的自伤症

状有关ꎻＯｔｔｅｎｈｏｆ 等[２８]和本课题组前期报道了 ＴＰＨ－２
基因上多个 ＳＮＰ 位点与青少年 ＮＳＳＩ 显著相关ꎮ 需要

注意的是ꎬ基因往往与环境交互作用共同影响 ＮＳＳＩ 的
发生ꎬ因此ꎬ在考察基因与 ＮＳＳＩ 的关系时ꎬ必须要重视

环境的影响ꎮ
３.２　 家庭层面

３.２.１　 家庭功能　 包括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和家庭支

持ꎮ 来自单亲家庭或重组家庭的青少年发生 ＮＳＳＩ 的

风险比核心家庭青少年高ꎬ而独生子女是 ＮＳＳＩ 的保护

因素[８] ꎮ 家庭结构在 ＮＳＳＩ 发生中起作用的关键因素

是家庭关系和家庭支持ꎮ 家庭成员关系不良会增加

女性青少年 ＮＳＳＩ 的发生风险ꎬ并与 ＮＳＳＩ 的频率和严

重程度密切相关ꎻ亲子交流少及有离家出走经历的青

少年更容易发生 ＮＳＳＩꎮ 在亲子关系中ꎬ父子和母子与

青少年 ＮＳＳＩ 的关联性不同ꎬ较差的母子关系对青少年

ＮＳＳＩ 发生有预测作用ꎻ而较差的父子关系与 ＮＳＳＩ 发

生频率有关[２９] ꎮ 青少年感知不到来自家庭成员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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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母的支持ꎬ更容易导致情绪管理问题ꎬ从而增加

发生 ＮＳＳＩ 的风险[３０] ꎮ
３.２.２ 　 早期不良经历 　 早期不良经历或不良暴露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ꎬ ＡＣＥｓ) 主要指童年期

经历过虐待、忽视、见证家庭暴力事件、家庭成员烟酒

或药物成瘾、分离或离婚、犯罪、与精神心理疾病患者

居住等 １１ 类逆环境因素[３１] ꎮ Ｇｉａｎｌｕｃａ 等[３２]综述了从

１９９６—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６ 项探讨 ＡＣＥｓ 与 ＮＳＳＩ 关系的研

究ꎬ表明所有类型的 ＡＣＥｓ 均增加 ＮＳＳＩ 发生的风险ꎬ
其中童年期经历性虐待是最强的预测因素ꎮ 本课题

组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童年期虐待及忽视的各类型均

为青少年 ＮＳＳＩ 的风险因素ꎬ并且虐待和忽视的种类数

与青少年 ＮＳＳＩ 之间存在潜在的剂量反应关系ꎬ与最近

在瑞典开展的一项超大型的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类

似[３３] ꎮ ＡＣＥｓ 影响情绪调节相关的脑神经回路结构和

功能发育ꎬ可能是其影响青少年 ＮＳＳＩ 发生的机制之

一[３４] ꎮ
３.３　 学校和社会层面

３.３.１　 学校适应和同伴关系　 进入青春期后ꎬ青少年

在校时间增加ꎬ学业成绩、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身

心健康的影响逐渐增加ꎮ 学业压力与 ＮＳＳＩ 关系的研

究少有开展ꎬ但既往研究认为学习压力可能影响青少

年自尊ꎬ进而产生焦虑、抑郁、自卑、无助感等负面情

绪ꎬ因而可认为是 ＮＳＳＩ 的风险因素[３５] ꎮ 自决理论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ＳＤＴ)认为教师对学生基本

心理需求的支持是学生适应学校环境和生活的关键

因素ꎬ这些基本心理需求包括肯定、鼓励和支持ꎬ主观

感知来自老师和同伴的支持能降低 ＮＳＳＩ 的发生[３６] ꎮ
亲密伙伴个数越少者 ＮＳＳＩ 发生的风险增加ꎬ但亲密伙

伴数增加并不一定降低 ＮＳＳＩ 发生的风险ꎬ特别是亲密

伙伴中有 ＮＳＳＩ 发生者ꎬ青少年 ＮＳＳＩ 发生的风险将增

加 ３ 倍[３７] ꎮ 在学校受欺凌者也是发生 ＮＳＳＩ 的高危人

群[１５] ꎮ
３.３.２　 网络 / 视频的使用 　 网络 / 视频的使用与 ＮＳＳＩ
的关系是近年研究的热点ꎮ 我国有研究结果表明视

屏时间超过 ２ ｈ / ｄ 的中学生发生 ＮＳＳＩ 的风险增加ꎬ其
中周末视屏时间较长是中学生 ＮＳＳＩ 的独立风险因

素[３８] ꎮ 网络成瘾与 ＮＳＳＩ 可能同时是冲动－控制的一

种表现或是心理社会应激的一种不良方式ꎬ中重度网

络成瘾者发生 ＮＳＳＩ 的风险是正常网络使用者的 ２.４
倍[３９] ꎻＬｅｗｉｓ 等[４０]对 Ｇｏｏｇｌｅ 进行搜索显示全球青少年

每年搜索 ＮＳＳＩ 相关的词频很高ꎬ但网络上相关信息的

可信度并不高ꎬ这显然也会增加青少年对 ＮＳＳＩ 的误

解ꎬ该研究还对视频网站中自伤相关视频进行分析ꎬ
结果显示 ９０％非字符视频显示有自伤的图片ꎬ２８％的

字符视频中有 ＮＳＳＩ 的描述ꎬ而且通常传递忧郁、消极

和绝望的信息ꎮ

４　 预防和干预 ＮＳＳＩ 应着重提高青少年的情绪管理

能力

４.１　 情绪管理能力与青少年 ＮＳＳＩ　 来自循证医学和

循证心理治疗的证据表明ꎬ虽然 ＮＳＳＩ 的影响因素十分

复杂ꎬ但作为一种适应不良的应对机制ꎬ情绪问题是

青少年 ＮＳＳＩ 高发的关键因素ꎮ 青春期少年生理和心

理发育尚不成熟ꎬ对学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面临的

问题较敏感ꎬ情绪波动大ꎬ是消极情绪出现的高峰ꎬ且
在情绪反应上更为强烈和多变ꎮ 研究表明ꎬＮＳＳＩ 尤其

多发在情绪管理困难的青少年中[４１] ꎻＮＳＳＩ 在行为发

生时都伴随高唤醒程度的消极情绪ꎬ包括紧张、焦虑、
愤怒、受挫、压力感等ꎬ但在实施 ＮＳＳＩ 后ꎬ这类高唤醒

的消极情绪得到缓解[４２] ꎻ采用生态瞬时法评估自伤的

功能ꎬ发现 ＮＳＳＩ 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消极情绪立刻下降

而积极情绪有所上升ꎬ说明 ＮＳＳＩ 的自伤情绪管理效果

具有即时性[４３] ꎮ 当青少年陷入强烈的负性体验时ꎬ
ＮＳＳＩ 便成为他们摆脱消极情绪的首选手段ꎮ 因此ꎬ青
少年 ＮＳＳＩ 的预防应着重提高青少年的情绪管理能力ꎮ
４.２　 建立青少年 ＮＳＳＩ 预防三级网络体系 　 青少年

ＮＳＳＩ 的影响因素十分广泛ꎬ因此ꎬ应针对其相关影响

因素ꎬ建立三级预防体系进行综合防控ꎮ 一级预防应

以学校为基地ꎬ包括面向全体学生ꎬ以提高心理健康

水平为目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ꎬ并配合生活教育、压
力－情绪管理等措施ꎻ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氛围ꎬ并
向青少年提供必要的心理卫生服务ꎻ加强对家长和老

师的教育和联系ꎬ在提高其对 ＮＳＳＩ 认识的基础上ꎬ尽
量避免家庭和学校危险因素的暴露ꎬ或提供必要的心

理支持ꎮ 二级预防应以社区为核心ꎬ早期筛选心理－
行为障碍高危者ꎬ为其建立心理保健档案ꎬ提供心理

咨询与晤谈ꎬ缓解情绪困扰ꎬ提高调适技能ꎻ加强和完

善对青少年 ＮＳＳＩ 的监测ꎮ 三级预防应由精神科医生

指导ꎬ社会、学校配合ꎬ针对不同类型的 ＮＳＳＩ 者进行危

机干预ꎬ发现或怀疑 ＮＳＳＩ 青少年ꎬ首先要鉴别有无躯

体、精神疾病ꎬ再了解该行为的动机、时间、方式及发

生前后的情绪体验等ꎬ同时要评估患者是否有自杀风

险ꎮ 对于无严重精神症状者采取支持疗法、行为矫

正、动机访谈、自信心训练、改变应对机制等手段ꎬ从
改变其对引起 ＮＳＳＩ 事件的错误观念入手ꎻ对于有精神

障碍的个体采取有针对性的心理治疗干预ꎻ提供当地

危机干预中心、救难中心、电话和网络热线ꎬ提高青少

年自伤后的求治行为ꎮ
４.３　 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　 已有多个研究报道了一

些心理治疗方法ꎬ如青少年辩证行为疗法(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ꎬ ＤＢＴ － Ａ ) 和团体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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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ｂａｓｅｓ ｔｈｅｒａｐｙ) 在 ＮＳＳＩ 危机干预中的积极作

用ꎬ但最新的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表明ꎬ由于目前研究提供

的证据级别不高ꎬ其确切的效果需要进一步评估[６] ꎮ
在药物干预方面ꎬ有研究表明ꎬ盐酸纳曲酮阿片拮抗

剂对青少年 ＮＳＳＩ 有一定的效果ꎬ８０％的被试者在服用

期间 ＮＳＳＩ 有改善ꎻ４７％的被试者认为改善程度达到

５０％或以上[４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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