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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高校大学生自伤行为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关系ꎬ为青少年自伤行为的识别、预防和发生提供理论

基础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对芜湖市 ３ 所高校共 ３ ６８３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调查内容包括自伤行为量

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和基本人口学情况ꎮ 结果　 高校大学生 １~ ２ 次自伤行为的报告率为 ３０.４％ꎬ３ 次及以上的报告

率为 １１.８％ꎬ自伤行为在性别(χ２ ＝ ７６.９８)、院校类型( χ２ ＝ １５３.７１)、父(母)亲的职业类型(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６.８８ꎬ１３.４０)、主要

照顾者(χ２ ＝ １３.７９)和与父(母)亲的关系(χ２ 值分别为为 ４７.４８ꎬ４０.０１)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多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医学类院校、父亲过度保护、母亲偏爱被试与自伤行为正性相关( ＯＲ ＝ ２.０５ꎬ９５％ＣＩ ＝ １.６４ ~ ２.５５ꎻＯＲ ＝
１.１３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６~ １.２０ꎻＯＲ ＝ １.０５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１~ １.０９)ꎮ 结论　 女性、医学类专业大学生更容易发生自伤行为ꎬ父母教养

方式与高校大学生自伤行为有关联ꎮ 父母应加强与子女的沟通和给予适当的情感温暖体验ꎬ构建良好的家庭环境ꎬ减少自

伤行为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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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伤行为(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ｉｏｕ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ＳＩＢ)指不以死

亡为目的ꎬ故意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ꎬ不被社会认可

的问题性行为ꎬ主要表现为划伤、刺伤、咬伤等[１－２] ꎮ

在西方国家ꎬ自伤行为受到的关注较多ꎬ但我国的自

伤行为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３] ꎮ 一项对 １０ 个城市中

学生的调查显示ꎬ自伤行为检出率为 ３０％[４] ꎮ 潘珍

等[５]对大学生自伤行为的 Ｍｅｔａ 分析显示自伤行为发

生率为 １６.６％ꎬ且男生低于女生ꎮ
父母教养方式是家庭因素中最重要的部分ꎬ指以

亲子关系为中心ꎬ父母对子女进行教育和关怀所体现

的对待子女稳定的行为倾向和行为模式[６] ꎮ 有自伤

行为的大学生易受到来自父母的情感关怀、心理和行

为控制上的影响[７－８] ꎮ 而有的研究也显示ꎬ自伤行为

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９－１０] ꎬ父母的惩罚、严厉是

发生自伤行为的危险因素[１１] ꎮ 本次研究选取芜湖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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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高校大学生ꎬ进一步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自

伤行为的影响ꎬ为青少年自伤行为的识别、预防和发

生提供理论基础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对芜湖 ３ 所高校(皖南医学院、安徽理工大学、安徽

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根据年级分层ꎬ再从每个年级随

机整群抽取班级进行问卷调查ꎮ 共发放问卷 ３ ７０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３ ６８３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９.５％ꎬ其中男

生 １ ８３３ 名(４９.８％)ꎻ女生 １ ８５０ 名(５０.２％)ꎻ皖南医

学院 ２ ３１１ 名 ( ６２. ７％)ꎬ 安 徽 理 工 大 学 ７４６ 名

(２０.３％)ꎬ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６２６ 名(１７.０％)ꎻ平
均年龄(１９.８±１.５)岁ꎮ 本次研究经过皖南医学院伦理

审查ꎬ并征得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后进行调查ꎮ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一般资料　 包括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出
生地、院校类型、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家庭类型、
主要照顾者和与父母的关系ꎮ
１.２.２　 自伤行为量表 　 对大学生自伤行为的定义为

不以自我死亡为目的而故意伤害自己身体的行为ꎮ
本次调查根据已有的问卷和相关成果ꎬ编制高校大学

生自伤行为调查表ꎬ主要包括具有潜在危害的自伤行

为(如过分熬夜学习等)、造成心理伤害的自伤行为

(如贬低自己或鄙视自己等)、无肉眼可见损伤的自伤

行为(如故意掐自己等)、造成组织损伤的自伤行为

(如故意抓伤自己等)和高致命性自伤行为(如故意服

毒等) [１２] ꎮ
１.２.３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ＥＭＢＵ) 　 父母教养方

式评价量表为自评量表ꎬ本次调查采用的是由岳东梅

等[１３]制定的版本ꎮ 被试者通过回忆相关情况作答ꎬ共
６６ 题ꎬ每个题目下又分为父亲和母亲 ２ 个条目ꎬ父亲

的养育方式包括父亲情感温暖、父亲惩罚、父亲过分

干涉、父亲偏爱被试、父亲拒绝否认和父亲过度保护 ６
个方面ꎻ母亲养育方式包括母亲情感温暖、母亲过分

干涉、母亲拒绝否认、母亲惩罚严厉和母亲偏爱被试 ５
个方面ꎮ 所有条目均采用 １ ~ ４ 级 ４ 点评分ꎬ除 ２０ꎬ５０ꎬ
５６ 题反向计分以外ꎬ其余皆正向计分ꎮ 该量表作为自

评量表ꎬ具有良好的信、效度[１４－１５] ꎮ
１.３　 质量控制　 在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ꎬ根
据知情同意原则ꎬ每个学生约 ３０ ｍｉｎ 完成问卷ꎬ由本

课题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监督和纪律维持ꎮ 问卷采

用单轨录入方法ꎬ录入后随机抽取 ５％的调查表重复

录入ꎬ完成后将 ５％的录入结果进行结果的一致性检

测ꎬ一致性低于 ９５％时重新录入所有数据ꎮ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进行数据录入ꎬ采
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进行数据的分析ꎬ对自伤行为发生率的

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ꎮ 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自伤行为可能的影响因素ꎬ筛选变量采用

Ｅｎｔｅｒ 法ꎬ纳入取 ０.０５ꎬ剔出取 ０.１０ꎮ

２　 结果

２.１　 自伤行为报告率 　 ３ ６８３ 名高校大学生中ꎬ４３６
名有过 ３ 次及以上自伤行为(１１.８％)ꎬ１ １２０ 名有过 １
~ ２ 次自伤行为(３０.４％)ꎮ

χ２ 检验结果显示ꎬ自伤行为在性别、院校类型、父
(母)职业类型、主要照顾者、与父母的关系间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其中男生的自伤行为

发生率高于女生ꎬ医学院校的自伤行为发生率低于非

医学类院校ꎬ父亲为企业职工、母亲为行政机关职工

者自伤行为发生率较高ꎬ与父亲、母亲关系不和睦者

自伤行为发生率最高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自伤行为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有自伤行为 χ２ 值 Ｐ 值
年龄 / 岁 ≤１８ ６８２ ８５(１２.１) ８.７１ ０.６５

１９ １ ０１５ １３６(１３.４)
２０ ９０８ １０４(１１.５)
２１ ５８４ ６７(１１.５)
≥２２ ４９４ ４４(８.９)

性别 男 １ ８３３ ３０３(１６.５) ７６.９８ <０.０１
女 １ ８５０ １３３(７.２)

独生子女 是 １ ４３０ １８４(１２.９) ２.３７ ０.１２
否 ２ ２５３ ２５２(１１.２)

出生地 城市 ６２７ ６４(１０.２) ４.３８ ０.１１
县镇 ７７１ １０６(１３.７)
农村 ２ ２８５ ２６６(１１.６)

院校类型 医学 ２ ３１１ １９６(８.５) １５３.７１ <０.０１
非医学 １ ３７２ ２４０(１７.５)

父亲文化程度 文盲 ８３ １２(１４.５) ４.８３ ０.３１
小学 ７１４ ９９(１３.９)
初中 １ ６７４ １８３(１０.９)
高中 ７６８ ８８(１１.５)
大学及以上 ４４４ ５４(１１.８)

母亲文化程度 文盲 ３５４ ４６(１３.０) ２.１３ ０.７１
小学 １ ２４５ １５２(１２.２)
初中 １ ３２２ １５１(１１.４)
高中 ５０４ ５３(１０.５)
大学及以上 ２５８ ３４(１３.２)

父亲职业类型 行政机关 １５４ ２０(１３.０) １６.８８ ０.０１
事业单位 ５９０ ６６(１１.２)
企业 ３８４ ５４(１４.１)
自由企业者 ９３５ １２２(１３.０)
农民 １ ０２６ ９２(９.０)
物业 ８８ １７(１９.３)
其他 ５０６ ６５(１２.８)

母亲职业类型 行政机关 ８１ １４(１７.３) １３.４０ ０.０４
事业单位 ４１３ ５７(１３.８)
企业 ３１６ ４２(１３.３)
自由企业者 ９１０ １１５(１２.６)
农民 １ ０８６ １０２(９.４)
物业 ４７９ ５１(１０.６)
其他 ３９８ ５５(１３.８)

家庭类型 核心家庭 ２ ５９６ ３１３(１２.１) １.４６ ０.６９
扩展家庭 ８６９ ９５(１０.９)
单亲家庭 １２０ １７(１４.２)
重组家庭 ９８ １１(１１.２)

主要照顾者 父母 ３ ３５２ ３８８(１１.６) １３.７９ ０.０１
祖父母 ２５９ ３１(１２.０)
亲戚 ３１ ６(１９.４)
邻居 / 其他 ４１ １１(２６.８)

与父亲关系 和睦 ３ ３００ ３６３(１１.０) ４７.４８ <０.０１
一般 ３６３ ６２(１７.１)
不和睦 ２０ １１(５５.０)

与母亲关系 和睦 ３ ４７２ ３８４(１１.１) ４０.０１ <０.０１
一般 １９４ ４５(２３.２)
不和睦 １７ ７(４１.２)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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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自伤组和非自伤组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比较　
按照≥３ 次自伤行为为自伤者的标准[１６] ꎬ将被试者分

为自伤组和非自伤组ꎮ 结果显示ꎬ父亲惩罚、父亲过

分干涉、父亲拒绝否认、父亲过度保护、母亲过分干

涉、母亲拒绝否认、母亲惩罚严厉得分两组间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在父亲情感温暖、父亲

惩罚、父亲过分干涉、父亲拒绝否认、父亲过度保护、
母亲情感温暖、母亲过分干涉、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

惩罚严厉 ９ 个条目上效应值有统计学意义( ｄ 值均>
０.３)ꎮ 除父亲情感温暖和母亲情感温暖得分非自伤组

高于自伤组外ꎬ其余得分自伤组均高于非自伤组ꎮ 见

表 ２ꎮ

表 ２　 自伤组与非自伤组大学生 ＥＭＢＵ 各因子及总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父亲情

感温暖

父亲

惩罚

父亲过

分干涉

父亲偏

爱被试

父亲拒

绝否认

父亲过

度保护

母亲情

感温暖

母亲过

分干涉

母亲拒

绝否认

母亲惩

罚严厉

母亲偏

爱被试
自伤组 ４３６ ５１.０±１０.３ １８.０±５.８ １９.９±５.０ １１.１±３.４ ９.４±３.０ １０.９±２.４ ５２.２±９.６ ３５.２±７.７ １３.０±４.３ １２.９±４.４ １１.４±３.４
非自伤组 ３ ２４７ ５５.４±９.８ １５.８±４.２ １８.４±４.０ １０.９±３.３ ８.３±２.４ １０.０±２.３ ５５.８±８.８ ３１.９±６.５ １１.３±３.３ １１.４±３.１ １１.０±３.３
ｔ 值 －８.５９ ７.５４ ５.９３ ０.９８ ７.２５ ７.３７ －７.９６ ８.３３ ７.５１ ７.２８ ２.０８
Ｐ 值 ０.２８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６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３
ｄ 值 ０.４ ０.４ ０.３ ０.１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５ ０.４ ０.４ ０.１

２.３　 自伤行为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有无

自伤行为为因变量ꎬ以性别、独生子女、出生地、院校

类型、父(母)亲文化程度、父(母)亲职业类型、家庭类

型、主要照顾者、与父(母)亲关系等 １２ 个人口学特征

及 ＥＭＢＵ１１ 个因子共 ２３ 个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分

析ꎬ结果显示ꎬ男生(ＯＲ ＝ ０.４３)、父亲情感温暖( ＯＲ ＝
０.９５)、与母亲关系和睦(ＯＲ ＝ ０.２０)、主要照顾者是父

母(ＯＲ ＝ ０.４１)或祖父母( ＯＲ ＝ ０.３６)与自伤行为呈负

相关ꎻ医学类院校( ＯＲ ＝ ２.０５)、父亲过度保护( ＯＲ ＝
１.１３)和母亲偏爱被试(ＯＲ ＝ １.０５)与自伤行为呈正相

关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大学生自伤行为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３ ６８３)

自变量与常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男性 －０.８４ ０.１２ ４９.３７ <０.０１ ０.４３(０.３４~ ０.５４)
院校类型 医学类 ０.７２ ０.１１ ４０.６０ <０.０１ ２.０５(１.６４~ ２.５５)
主要照顾者 父母 －０.９０ ０.４１ ４.８５ ０.０３ ０.４１(０.１８~ ０.９１)

祖父母 －１.０２ ０.４６ ５.０４ ０.０３ ０.３６(０.１５~ ０.８８)
亲戚 －１.０４ ０.６９ ２.２６ ０.１３ ０.３５(０.０９~ １.３７)

与父亲关系 和睦 ０.４３ ０.６０ ０.５１ ０.４７ ０.６５(０.２０~ ２.１２)
一般 ０.８５ ０.５９ ２.０９ ０.１５ ０.４３(０.１３~ １.３６)

与母亲关系 和睦 －１.６３ ０.６８ ５.６８ ０.０２ ０.２０(０.０５~ ０.７５)
一般 －０.９３ ０.６８ １.８６ ０.１７ ０.３９(０.１０~ １.５０)

父亲情感温暖 －０.０５ ０.０１ １２.１２ <０.０１ ０.９５(０.９３~ ０.９８)
父亲惩罚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５９ ０.９９(０.９５~ １.０３)
父亲过分干涉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８９ １.００(０.９６~ １.０３)
父亲拒绝否认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１７ ０.６９ ０.９９(０.９２~ １.０６)
父亲过度保护 ０.１２ ０.０３ １５.８５ <０.０１ １.１３(１.０６~ １.２０)
母亲情感温暖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５３ １.０１(０.９８~ １.０４)
母亲拒绝否认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８８ １.００(０.９５~ １.０６)
母亲惩罚严厉 ０.０５ ０.０３ ３.７４ ０.０５ １.０５(１.００~ １.１１)
母亲偏爱被试 ０.０５ ０.０２ ６.５６ ０.０１ １.０５(１.０１~ １.０９)
常量 ０.９８ １.１２ ０.７６ ０.３８ ２.６５

３　 讨论

国际上对于自伤行为的研究早已开始ꎬ美国的一

项研究显示ꎬ青少年自伤行为的检出率为 １０. ０％[１７] ꎮ
国内的一项调查显示ꎬ 青少年自伤行为检出率为

１７.０％[１８] ꎮ 而本次研究显示 ３ 所高校大学生自伤行为

在 ３ 次及以上的检出率为 １０.８％ꎬ与美国的青少年相

比较低[１５ꎬ１９] ꎬ与国内、欧盟和比利时的研究结果相

近[２０－２２] ꎬ可能与地域文化差异或评定标准的不同

有关ꎮ
大学生自伤行为检出率在性别、院校类型、父母

职业类型、主要照顾者、与父母关系上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ꎮ 检出率在出生地上农村大于城市和县镇ꎬ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与前期国内研究的结果一致[２３－２４] ꎬ
可能因为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迅速ꎬ使得城市和农村

的差距减小ꎬ在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上差异已不明

显ꎮ 自伤行为在核心家庭的检出率大于扩展家庭、重
组家庭和单亲家庭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可能因为学

生在学校所处时间较长ꎬ在共同的学习环境下ꎬ使得

家庭类型的差异并不是很明显ꎮ 除此之外ꎬ自伤行为

在年龄、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上差异也无统

计学意义ꎮ
自伤行为的诸多影响因素中ꎬ父母教养方式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因素[２５] ꎬ本次调查也获得了相同的结

论ꎬ即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会让子女感到无助和沮

丧ꎬ出现诸多心理问题ꎬ从而增加抑郁发生的风险[２６] 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医学类院校、父亲过度

保护和母亲偏爱被试与自伤行为呈正相关ꎮ 医学类

院校比非医学类院校学生更容易发生自伤行为ꎬ可能

的原因是医学院校学生学习压力过大ꎬ课程紧张ꎬ容
易产生负性情绪ꎬ出现焦虑和抑郁[２７] ꎬ从而导致自伤

行为的发生ꎻ父亲过度保护会限制子女的发展ꎬ导致

依赖心理的产生ꎬ抗挫折能力较差ꎬ缺乏乐观和自我

决策的能力ꎬ在进入大学之后ꎬ面对复杂的环境ꎬ会产

生焦虑情绪和人际交往的痛苦ꎻ与母亲关系较差者更

容易发生自伤行为ꎬ与徐志伟等[２８－２９] 研究结果一致ꎮ
母亲作为子女成长阶段最主要的陪伴者ꎬ对子女的人

生观、价值观起着主要的引导作用ꎬ影响自伤行为的

发生ꎻ母亲的偏爱被试是自伤行为的危险因素ꎬ与国

内对于初中生的一项调查结果相反[３０] ꎬ可能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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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人群和所处的年龄阶段不同ꎮ 主要照顾者是

父母、祖父母与邻居 / 其他相比ꎬ父母和祖父母能给予

足够的情感支持和温暖ꎬ发生自伤行为的可能性更

低ꎮ 男性、父亲情感温暖与自伤行为呈负相关ꎬ与许

多调查结果一致[２９ꎬ３１] ꎮ 具体而言ꎬ女生相对于男生ꎬ
大学寝室、班级问题更为紧张ꎬ更容易发生自伤行为ꎮ
与温暖的成长环境相比ꎬ受父亲过多批评和指责的孩

子会产生自卑与挫败感ꎬ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ꎬ自
伤行为发生率也更高[３２] ꎮ

综上所述ꎬ性别、院校类型、与父母关系对大学生

自伤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ꎬ女性、医学生、与父母关

系不和睦的大学生发生自伤行为的可能更高ꎮ 父母

教养方式与自伤行为有关ꎬ院校类型、与母亲关系不

和睦、父亲过度保护、母亲惩罚严厉、母亲偏爱被试是

自伤行为的危险因素ꎬ因此ꎬ父母应加强与子女的沟

通和给予适当的情感温暖体验ꎬ构建良好的家庭环

境ꎬ同时也要避免过度的关心、保护和溺爱ꎬ让子女能

在合理的成长环境下轻松应对来自学习、社会、学校

等各个方面的压力ꎬ预防自伤行为的发生ꎮ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１)如本研究为横断面的研

究ꎬ结果反映的是变量间的静态关系ꎬ但是自伤作为

一种高危害性的行为ꎬ会随着时间推移和心理改变等

发生变化ꎻ(２)调查对象是以自我评估的方法来报告

自伤行为ꎬ通过各项量表的评分来分析ꎬ主观因素较

大等ꎮ 下一步应继续对有自伤行为的大学生进行详

细的调查和随访ꎬ以改善相关人群心理状况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ＫＬＯＮＳＫＹ Ｅ ＤꎬＯＬＩＮＯ Ｔ Ｍ.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ｅ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ａ ｌａｔ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Ｊ Ｃｏｎ￣
ｓｕｌｔ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０８ꎬ７６(１):２２－２７.

[２] 　 ＣＡＲＲ Ｍ ＪꎬＡＳＨＣＲＯＦＴ Ｄ ＭꎬＫＯＮＴＯＰＡＮＴＥＬＩＳ Ｅꎬｅｔ ａｌ.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ａｔｈ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ａｒ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ｌｆ￣ｈａｒｍ[Ｊ] .Ａｎｎ
Ｆａｍ Ｍｅｄꎬ２０１７ꎬ１５(３):２４６－２５４.

[３] 　 江光荣ꎬ于丽霞ꎬ郑莺ꎬ等.自伤行为研究:现状、问题与建议[ Ｊ] .
心理科学进展ꎬ２０１１ꎬ１９(６):８６１－８７３.

[４] 　 辛秀红ꎬ姚树桥.青少年直接自伤行为的发生率及与生活事件的

关系[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２４(１):１２４－１２８.
[５] 　 潘珍ꎬ毛绍菊ꎬ唐寒梅ꎬ等.中国大学生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的

Ｍｅｔａ 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６):８７８－８８１.
[６] 　 龚艺华.父母教养方式问卷的初步编制[Ｄ].重庆:西南师范大学ꎬ

２００５.
[７] 　 ＢＡＥＴＥＮＳ ＩꎬＣＬＡＥＳ ＬꎬＭＡＲＴＩＮ Ｇꎬｅｔ ａｌ. Ｉｓ Ｎｏｎ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Ｊ] . Ｊ Ｅａｒｌｙ Ａｄｏｌｅｓꎬ
２０１４ꎬ３４(３):３８７－４０５.

[８] 　 ＧＲＡＴＺ Ｋ ＬꎬＣＯＮＲＡＤ Ｓ ＤꎬＲＯＥＭＥＲ Ｌ.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
ｓｅｌｆ￣Ｈａｒｍ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Ｊ] . Ａｍ Ｊ Ｏｒｔｈｏｐｓｙｃｈꎬ ２００２ꎬ ７２
(１):１２８－１４０.

[９] 　 ＹＡＴＥＳ Ｔ Ｍ.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ｉｏｕｓ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 Ｊ] .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Ｒｅｖꎬ２００４ꎬ２４(１):３５－７４.

[１０] ＭＡＤＧＥ ＮꎬＨＡＷＴＯＮ ＫꎬＭＣＭＡＨＯＮ Ｅ Ｍꎬｅｔ 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ｓｔｒｅｓｓｆｕｌ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 ｓｅｌｆ￣ｈａｒｍ: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ｅｌｆ￣ｈａｒｍ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Ｊ] .Ｅｕｒ Ｃｈｉｌｄ
Ａｄｏｌｅｓ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ꎬ２０１１ꎬ２０(１０):４９９－５０８.

[１１] 攸佳宁ꎬ钟杰ꎬ梁耀坚.北京市高校大学生自伤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５):５５９－５６１.
[１２] 苏普玉ꎬ郝加虎ꎬ黄朝辉ꎬ等.２７１３ 名大学生自伤行为及其与自杀

心理行为的关联研究[Ｊ]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ꎬ２０１０ꎬ３１(１１):１２６７
－１２７１.

[１３] 岳冬梅ꎬ李鸣杲ꎬ金魁和ꎬ等.父母教养方式:ＥＭＢＵ 的初步修订及

其在神经症患者的应用[ Ｊ]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ꎬ１９９３( ３):９７ －

１０１ꎬ１４３.
[１４] ＬＡＮＤＳＴＥＤＴ ＥꎬＧＩＬＬＡＮＤＥＲ Ｇ Ｋ.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 ｓｅｌｆ￣ｈａｒｍ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

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１７￣ｙｅａｒ￣ｏｌｄ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 .Ｓｃａｎｄ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１ꎬ３９(１):１７－２５.

[１５] ＧＲＡＮＤＣＬＥＲＣ ＳꎬＤｅ ＬＡＢＲＯＵＨＥ ＤꎬＳＰＯＤＥＮＫＩＥＷＩＣＺ Ｍꎬ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ｎ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ａｄｏ￣
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６ꎬ１１(４):ｅ１５３７６０.

[１６] 段滢.大学生自伤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Ｄ].芜湖:皖南医学

院ꎬ２０１７.
[１７] ＢＡＥＴＥＮＳ ＩꎬＣＬＡＥＳ ＬꎬＭＵＥＨＬＥＮＫＡＭＰ Ｊꎬｅｔ ａｌ. Ｎｏｎ￣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ｉｏｕ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ｆｌｅｍｉｓｈ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 ｗｅｂ￣ｓｕｒ￣
ｖｅｙ[Ｊ] .Ａｒｃｈ Ｓｕｉｃ Ｒｅｓꎬ２０１１ꎬ１５(１):５６－６７.

[１８] ＷＡＮ Ｙ ＨꎬＨＵ Ｃ ＬꎬＨＡＯ Ｊ Ｈꎬｅｔ ａｌ.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 ｓｅｌｆ￣ｈａｒ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Ｊ] .Ｅｕｒ Ｃｈｉｌｄ Ａｄｏｌｅｓ Ｐｓｙｃｈｉａ￣
ｔｒｙꎬ２０１１ꎬ２０(１０):５１７－５２５.

[１９] ＬＡＮＤＳＴＥＤＴ ＥꎬＧＩＬＬＡＮＤＥＲ ＧＡＤＩＮ Ｋ.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 ｓｅｌｆ￣ｈａｒｍ ａｎｄ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１７￣ｙｅａｒ￣ｏｌｄ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 . Ｓｃａｎｄ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１ꎬ３９(１):１７－２５.

[ ２０] ＳＨＥＫ Ｄ ＴꎬＹＵ Ｌ.Ｓｅｌｆ￣ｈａｒｍ ａｎｄ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ｄｏ￣
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ｓ [ Ｊ] . Ｓｃｉ Ｗｏｒｌｄ Ｊꎬ
２０１２ꎬ２０１２(７３７４):９３２５４０.

[２１] ＢＲＵＮＮＥＲ ＲꎬＫＡＥＳＳ ＭꎬＰＡＲＺＥＲ Ｐꎬｅｔ ａｌ.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ｉｏｕ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１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 . Ｊ Ｃｈｉｌ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ꎬ２０１４ꎬ５５(４):３３７－３４８.

[２２] ＣＬＡＥＳ ＬꎬＬＵＹＣＫＸ ＫꎬＢＩＪＴＴＥＢＩＥＲ Ｐ.Ｎｏｎ￣ｓｕｉｃｉｄａｌ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ａｄ￣
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Ｊ] . Ｐｅｒｓｏｎ Ｉｎｄｉｖ Ｄｉｆｆｅｒꎬ ２０１４ꎬ ６１ / ６２: １０１ －

１０４.
[２３] 李友余.学习压力对职业院校学生自我伤害行为的影响[ Ｄ].合

肥:安徽医科大学ꎬ２０１４.
[２４] 毛绍菊ꎬ陈小龙ꎬ唐寒梅ꎬ等.南昌大学本科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危险因素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７ꎬ３８(５):７１７－７２１.
[２５] ＢＡＥＴＥＮＳ ＩꎬＣＬＡＥＳ ＬꎬＯＮＧＨＥＮＡ Ｐ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ｏｎ￣ｓｕｉｃｉｄ￣

ａｌ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 ｏｎ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Ｊ] . Ｃｈｉｌｄ Ａｄｏｌｅｓ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Ｍ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５ꎬ９(１):２４.

(下转第 ５５４ 页)

９４５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第 ４０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４



童贫血原因ꎬ并制定公共卫生干预方案ꎮ 以海南为

例ꎬ可在高钩虫感染率儿童群体中进行驱虫治疗ꎬ从
而提高血红蛋白水平[１５] ꎮ 而对于饮食摄入量不足的

人群ꎬ可考虑通过补充铁剂等方式改善儿童贫血[１６] ꎮ
对于学生人群ꎬ学校应为干预措施提供易于施行的环

境[１７] ꎮ 然而ꎬ无论是除虫还是补铁都是短期措施ꎮ 长

期来看ꎬ应通过健康教育提高儿童和家长对健康膳食

的认知ꎬ同时增加多样化食物的可即性ꎬ以优化儿童

的饮食模式[１６] ꎮ 在进行贫血干预时ꎬ应关注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低的地区ꎬ如农村和经济发展落后的城市ꎬ
对提升儿童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促进健康公平具有

重要意义ꎮ 在贫血率高的地区开展干预ꎬ可缩小和消

除地区贫血差异ꎬ提高全体儿童健康水平ꎮ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数据库样本量大ꎬ地区代

表性优ꎬ能够较好反映中国学生贫血状况ꎬ但 ２０１４ 年

调研只检测了 ７ꎬ９ꎬ１２ꎬ１４ 岁学生的血红蛋白水平ꎮ 本

研究发现ꎬ７ 岁儿童和 １４ 岁女生贫血率均较高ꎬ意味

着更低年龄儿童和更高年龄女生贫血率也可能会很

高ꎮ 相关部门可考虑加强全年龄段儿童的血红蛋白

监测ꎬ以期进一步发现儿童贫血的脆弱阶段ꎬ从而更

好地给予干预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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