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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中国农村地区青少年忽视及躯体虐待经历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系ꎬ为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

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在安徽、广东、云南、黑龙江、湖北 ５ 个省份

抽取 １４ １６２ 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分析忽视及躯体虐待与自伤行为的相关性ꎮ 结果　 农村地区中学生在调查前 １ 年ꎬ
自伤行为的自我报告率为 １３.５％ꎬ偶有自伤行为的自我报告率为 １５.４％ꎮ 单因素分析显示ꎬ忽视、躯体虐待种类与反复自

伤行为、偶有自伤行为均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ꎻ控制性别、民族、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学历因素后ꎬ
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忽视、躯体虐待种类数均与反复自伤行为和偶有自伤行为呈正相关(ＯＲ＝ １.４３ ~ ３.２３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ꎬ且随着躯体虐待种类的增加ꎬ自伤行为发生的风险呈上升趋势ꎮ 结论　 忽视及躯体虐待经历是中国农村地区青少

年自伤行为的重要危险因素ꎬ应加强对青少年忽视及虐待干预ꎬ减少自伤行为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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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ｎｏｎ￣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ꎬ ＮＳ￣
ＳＩ)指直接、重复、非社会接受、无自杀意图的身体组织

损伤[１] ꎮ 国内外近年报道 ＮＳＳＩ 的检出率为 １７.２％ ~
２９.２％[２－４] ꎬ已成为严重影响青少年身体发育和心理发

展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ꎮ 以往研究指出ꎬＮＳＳＩ 是青少

年应对负性情绪的常用策略ꎬ无助感、孤独感、学业问

题、与父母和同伴的冲突等不良生活事件均可增加发

生 ＮＳＳＩ 的风险[５] ꎮ 忽视和虐待是常见的不良生活事

件ꎬ国外已有多个研究结果证实其 ＮＳＳＩ、自杀及多个

精神疾病发生有关[１ꎬ６－７] ꎮ 本课题组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在我国 ５ 个省份农村地区开展 ＮＳＳＩ 的流行病学调查ꎬ
以期为农村地区青少年 ＮＳＳＩ 的预防和干预提供科学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农村地区初中生和高中生为调查对象ꎬ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进行抽样ꎮ 首先ꎬ
按照地理位置分别选取安徽(东部)、广东(南部)、云
南(西部)、黑龙江(北部)、湖北(中部)５ 个省份ꎬ每个

省份随机选取经济水平好、中、差的 ３ 个地区ꎻ然后在

每个地区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别选取 ２ ~ ３ 所初中和

高中ꎻ在每所学校的每个年级随机选取 ２ ~ ３ 个班ꎬ所

４８９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第 ４０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７



选班级的所有学生均参与调查ꎬ在班主任的配合下排

除有严重精神障碍者ꎮ 每名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ꎮ 共发放问卷 １５ ６２３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４ １６２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０. ６％ꎮ 其中初中生 ７ ５２６ 名

(５３.１％)ꎬ高中生 ６ ６３６ 名 ( ４６. ９％)ꎻ男生 ７ ２５０ 名

(５１.２％)ꎬ女生 ６ ９１２ 名 ( ４８. ８％)ꎬ年龄为 ( １５. １３ ±
１.８２)岁ꎮ 本研究获得广州医科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

的批准ꎮ
１.２　 方法　 采用集中问卷调查收集数据ꎮ 调查员主

要由研究生和老师组成ꎬ调查前进行统一培训ꎬ整个

调查内容在 ３０ ｍｉｎ 内完成ꎮ (１)自伤行为问卷:采用

８ 条目自伤行为评定问卷调查研究对象在过去 １ 年内

的自伤行为发生频率ꎮ 根据美国精神疾病与统计手

册－ ５ (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Ｖꎬ ＤＳＭ－Ｖ)对自伤行为频率的界定并结合

以往文献ꎬ本文将自伤行为频次≥５ 定义为“反复自伤

行为”ꎬ１ ~ ４ 次为“偶有自伤行为”ꎬ０ 次为“无自伤行

为” [８－９] ꎮ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８[９] ꎮ (２)忽视及虐待:采用 Ｓｔｒａｕｓ 编制的亲子冲突

解决策略量表 ( 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Ｓｃａｌｅｓꎬ
ＣＴＳＰＣ)中的忽视子量表、躯体虐待子量表调查中小学

生的忽视与躯体虐待情况ꎮ 根据评分标准ꎬ调查对象

在调查前 １ 年曾遭受父母或其他照料者 １ 种 ＣＴＳＰＣ
中所陈述的儿童忽视情况ꎬ即得分≥１ 被评定为忽视ꎮ
调查对象在调查前 １ 年内曾遭受父母或其他照料者≥
１ 种 ＣＴＳＰＣ 中所陈述的儿童躯体虐待情况ꎬ即可评定

为躯体虐待ꎬ为更好地分析躯体虐待与自伤行为的关

系ꎬ本研究将躯体虐待分为 ４ 组:无虐待行为ꎬ１ 种躯

体虐待ꎬ２ 种躯体虐待ꎬ３ 种及以上躯体虐待[１０] ꎮ 以上

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ꎬ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１[１１－１２] ꎮ (３)一般人口学特征:
包括性别、年级、民族、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父母

学历、教养方式、家庭收入等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录入数据ꎬ ＳＰＳＳ
２０.０进行统计分析ꎮ 分类资料采用频数和率进行描述

性分析ꎬ采用 χ２ 检验进行统计推断ꎻ数值资料采用均

数、标准差进行描述ꎬ采用 ｔ 检验进行统计推断ꎬ采用

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进行多因素分析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２８.９％的中学生在过去 １ 年至少有过

１ 次自伤行为ꎬ其中 １３.５％有 ５ 次及以上自伤行为ꎬ不
同性别、民族、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父母学历、管
教方式、家庭收入的中学生自伤行为发生率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忽视及虐待与自伤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忽视、躯
体虐待种类与自伤行为均有相关性(Ｐ 值均<０.０１)ꎬ
忽视对偶有自伤行为和反复自伤行为的 ＯＲ 值分别为

２.１８ 和 ２.５８ꎻ虐待种类数对偶有自伤行为和反复自伤

行为的 ＯＲ 值分别为 １. ５５ ~ ２. ４９ 和 １. ５９ ~ ３. ７４ꎮ 见

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学生自伤行为报告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偶有自伤行为 反复自伤行为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７ ２５０ １ ０３５(１４.３) ９７４(１３.４) １４.４２ ０.００

女 ６ ９１２ １ １４０(１６.５) ９４４(１３.７)
学段 初中 ７ ５２６ １ １８７(１５.８) １ ０１６(１３.５) ２.１３ ０.３５

高中 ６ ６３６ ９８８(１４.９) ９０２(１３.６)
民族 汉族 １２ ７５５ １ ９８２(１５.５) １ ６５８(１３.０) ３３.２３ <０.０１

少数民族 １ ４０７ １９３(１３.７) ２６０(１８.５)
是否独生 是 ４ ９２２ ７２４(１４.７) ５８８(１１.９) ２１.６２ <０.０１

否 ９ ２４０ １ ４５１(１５.７) １ ３３０(１４.４)
家庭结构 核心家庭 ９ １５４ １ ３８９(１５.２) １ １６７(１２.７) １６.１４ <０.０１

非核心家庭 ５ ００８ ７８６(１５.７) ７５１(１５.０)
父亲学历 高中及以下 １２ ９２８ １ ９８７(１５.４) １ ７１２(１３.２) １１.６６ <０.０１

大学及以上 １ ２３４ １８８(１５.２) ２０６(１６.７)
母亲学历 高中及以下 １３ ３０１ ２ ０６５(１５.５) １ ７７８(１３.４) ８.９８ ０.０１

大学及以上 ８６１ １１０(１２.８) １４０(１６.３)
管教方式 严格 ４ ４５４ ６７１(１５.１) ５８４(１３.１) １１０.２８ <０.０１

民主 ７ ６１３ １ １４４(１５.０) ９２２(１２.１)
溺爱 ５２６ ８０(１５.２) ８７(１６.５)
放任或漠不关心 ２２３ ３２(１４.３) ４５(２０.２)
粗暴 ８３ １７(２０.５) １６(１９.３)
变化无常 １ ２６３ ２３１(１８.３) ２６４(２０.９)

家庭收入 高 １ ９８６ ２９８(１５.０) ２７５(１３.８) １１.６８ ０.０２
中 ７ ７９４ １ ２０６(１５.５) ９９１(１２.７)
低 ４ ３８２ ６７１(１５.３) ６５２(１４.９)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２　 忽视及躯体虐待与中学生自伤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忽视与虐待
偶有自伤行为

报告人数 报告率 / ％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反复自伤行为

报告人数 报告率 / ％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忽视　 无 ４７８ ２２.０ 　 　 １.００ ３６８ １９.２ 　 　 １.００
　 　 　 有 １ ６９７ ７８.０ 　 　 ２.１８(１.９５ ~ ２.４３) １ ５５０ ８０.８ 　 　 ２.５８(２.２９ ~ ２.９１)
虐待　 无 ８８７ ４０.８ 　 　 １.００ ６９１ ３６.０ 　 　 １.００
　 　 　 １ 种 ３３４ １５.４ 　 　 １.５５(１.３５ ~ １.７８) ２６６ １３.９ 　 　 １.５９(１.３６ ~ １.８５)
　 　 　 ２ 种 ３２１ １４.８ 　 　 ２.２３(１.９３ ~ ２.５７) ２２２ １１.６ 　 　 １.９８(１.６７ ~ ２.３３)
　 　 　 ≥３ 种 ６３３ ２９.１ 　 　 ２.４９(２.２２ ~ ２.８０) ７３９ ３８.５ 　 　 ３.７４(３.３２ ~ ４.２０)

２.３　 忽视及虐待与自伤行为的多因素分析　 将偶有

自伤行为和反复自伤行为作为因变量ꎬ以忽视、躯体

虐待种类、家庭结构、父母学历、是否独生子女、性别、
民族为自变量ꎬ进行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结果

显示ꎬ在控制其他因素后ꎬ忽视及躯体虐待种类数仍

是自伤行为的影响因素ꎬ且随着躯体虐待种类增加ꎬ
自伤行为发生的风险呈上升趋势ꎮ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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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农村地区中学生忽视及躯体虐待与自伤行为的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偶有自伤行为 忽视 ０.５９ ０.０６ １０４.２６ <０.０１ １.８０ (１.６１ ~ ２.０２)
(ｎ ＝ ２ １７５) １ 种躯体虐待 ０.３５ ０.０７ ２４.２６ <０.０１ １.４３(１.２４ ~ １.６４)

２ 种躯体虐待 ０.７０ ０.０８ ８５.５２ <０.０１ ２.０２(１.７４ ~ ２.３４)
３ 种躯体虐待 ０.７８ ０.０６ １５６.８６ <０.０１ ２.１９(１.９４ ~ ２.４７)

反复自伤行为 忽视 ０.６７ ０.０６ １０９.９４ <０.０１ １.９６(１.７３ ~ ２.２３)
(ｎ ＝ １ ９１８) １ 种躯体虐待 ０.４０ ０.０８ ２５.１４ <０.０１ １.４９(１.２８ ~ １.７４)

２ 种躯体虐待 ０.５８ ０.０９ ４４.６８ <０.０１ １.７９(１.５１ ~ ２.１２)
３ 种躯体虐待 １.１７ ０.０６ ３３５.３９ <０.０１ ３.２３(２.８５ ~ ３.６６)

３　 讨论

根据 ＤＳＭ－Ｖ 对 ＮＳＳＩ 频率的界定标准ꎬ我国农村

地区青少年在 １ 年内自伤行为报告率为 １３.５％ꎬ并且

有 ２８.９％的青少年在过去 １ 年内至少有 １ 次以上自伤

行为ꎬ与宋先兵等[１３] 研究结果相近ꎬ且与我国城市地

区青少年 ＮＳＳＩ 检出率相近[１４－１５] ꎮ 提示我国农村地区

青少年的 ＮＳＳＩ 也很普遍ꎬ应引起相关部门和学校卫生

工作者的重视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忽视、躯体虐待同样增加农村

地区青少年自伤行为发生风险ꎬ 与国内外研究类

似[１６－１８] ꎬ余婷婷等[１８] 曾报道反复中度躯体虐待、反复

重度躯体虐待、反复情感虐待均为自伤行为发生的危

险因素ꎮ 苏静等[１７]也曾报道童年期情感虐待、躯体虐

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中的任何 １ 种均可增

加中学生自伤行为的发生风险ꎮ Ｂｒｏｗｎ 等[１６] 也曾报

道虐待是 ＮＳＳＩ 的风险因素ꎬ约有 ２ / ３ 的自伤行为发生

者经历了至少 １ 种虐待ꎮ 尽管由于研究设计及童年期

不良生活环境暴露对健康影响的复杂性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ꎬ尚不能断定忽视和躯体虐待与 ＮＳＳＩ 的发生存

在因果关系ꎬ但仍可以将加强对童年期儿童忽视和虐

待的防控作为 ＮＳＳＩ 的重要防控措施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童年期经历的躯体虐待种类

数越多ꎬＮＳＳＩ 发生的风险就越大ꎮ 国内外研究指出随

着儿童期不良经历种类数的增加ꎬ自伤行为的发生风

险也呈增加趋势ꎬ存在剂量效应关系[１７ꎬ１９－２０] ꎬ而躯体

虐待种类数与自伤行为的剂量反应关系未见报道ꎮ
提示躯体虐待与 ＮＳＳＩ 之间存在潜在的剂量反应关系ꎬ
但由于虐待、忽视评价和对健康影响的复杂性ꎬ这一

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ꎮ
ＮＳＳＩ 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病理行为ꎬ其影响因素

是多方面的ꎬ但忽视和躯体虐待作为影响最广泛、最
深远的可控因素之一ꎬ尤其应引起广大学者和学生健

康工作者的关注ꎮ 以往研究显示童年期忽视和躯体

虐待是儿童生长发育时期长期存在的压力源ꎬ不仅影

响儿童的神经发育还会导致多种行为问题ꎬ如暴力攻

击、抑郁、吸烟、肥胖、药物滥用等[７ꎬ２１－２２] ꎮ 从目前关于

ＮＳＳＩ 与忽视和躯体虐待的关系研究来看ꎬ忽视与躯体

虐待即使不能直接增加 ＮＳＳＩ 发生的风险ꎬ其所产生的

健康效应也极有可能会增加 ＮＳＳＩ 发生的风险ꎬ因此ꎬ
加强对忽视和躯体虐待的防控不仅可以降低青少年

自伤行为的发生ꎬ还可降低其它不良健康效应的发

生[２２－２３] ꎮ
本研究有以下优势:首先ꎬ课题组率先在我国农

村地区采用了大样本对童年期忽视和躯体虐待经历

与 ＮＳＳＩ 的关系进行报道ꎬ为我国农村地区青少年 ＮＳ￣
ＳＩ 的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ꎻ其次ꎬ参考了 ＤＳＭ－Ｖ 中对

ＮＳＳＩ 的频率评价标准进行评价ꎬ便于本研究结果的跨

文化比较ꎮ 但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１)采用回顾性

自评方式收集相关数据ꎬ存在回忆偏倚ꎻ(２)ＮＳＳＩ 与躯

体虐待和忽视间的关系十分复杂ꎬ受到其它混杂因素

的影响ꎬ而本研究并不能调整所有的混杂因素ꎬ特别

是未对心理病理状态ꎬ如焦虑和抑郁等相关混杂因素

进行控制[２４] ꎻ(３) 研究对象的年龄跨度较大(１０ ~ １８
岁)ꎬ部分研究对象可能还处于童年期ꎬ可能降低研究

样本的代表性ꎬ这些局限性有望在后续研究中得到

克服ꎮ
综上所述ꎬ我国农村地区青少年 ＮＳＳＩ 发生较普

遍ꎬ应加强对自伤行为的防控ꎮ 童年期忽视、躯体虐

待是青少年 ＮＳＳＩ 的风险因素ꎬ并且随虐待种类的增

加ꎬＮＳＳＩ 发生风险也增加ꎬ因此加强对童年期忽视和

躯体虐待的防控可降低青少年 ＮＳＳＩ 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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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下降的危险因素ꎮ 静态行为时间过长ꎬ使得青少年

学生摄入的能量过多ꎬ导致超重肥胖ꎻ同时使青少年

学生肌肉长期处于放松和低活动状态ꎬ肌肉和心肺功

能得不到有效刺激ꎬ导致肌肉活动能力和呼吸功能下

降ꎬ从而影响体质健康水平ꎮ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学生自填问卷获取静态行为

时间存在回忆偏差ꎬ今后研究中可采用加速计工具测

量静态行为时间ꎬ以获得客观测量数据ꎮ 另外ꎬ乡村

中学生学习日及周末上辅导班时间≥２ ｈ / ｄ 的比例均

超城市中学生ꎬ在城市拥有更多、更全面的教育资源

的今天ꎬ此现象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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