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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系统评价中国大学生非自杀性自伤的检出率及其分布特征ꎬ为了解我国大学生 ＮＳＳＩ 检出率的分布

情况提供更可靠的信息ꎮ 方法　 计算机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ＣＮＫＩ、万方数据库和 ＶＩＰ 数据库ꎬ搜集关于我国大学生非自杀性自

伤检出率研究的文献ꎬ检索时限为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ꎮ 英文检索词包括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 ｃｏｌｌｅｇｅ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ｓｅｌｆ￣ｉｎｊｕ￣
ｒｙ / ｓｅｌｆ￣ｈａｒｍ / ｓｅｌｆ￣ｍｕ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 ｓｅｌｆ￣ａｂｕｓｅ / ａｕｔｏｌｅｓｉｏｎ / ａｕｔｏｔｏｍｙ / ａｕｔｏｓａｄｉｓｍ 等ꎬ中文检索词包括大学生 / 大学 / 高校、自 ( 我) 伤

(害) / 自残 / 自虐ꎮ 由 ２ 名研究者独立进行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和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后ꎬ采用 ＣＭＡ ２.０ 软件进行 Ｍｅ￣
ｔａ 分析ꎮ 结果　 共纳入 ２３ 个研究ꎬ总样本量 ７３ ６７７ 人ꎬ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为 １６.６％(９５％ＣＩ ＝ １０.７％ ~ ２４.７％)ꎮ 亚组分

析显示ꎬ中国大学生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男生(１６.２％)低于女生(１７.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８.６０９ꎬＰ<０.０１)ꎻ东部、
中部、西部地区高校大学生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分别为 ２１.９％ꎬ２３.０％ꎬ２.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９ ３７３.８７９ꎬＰ<０.０１)ꎮ
敏感性分析显示ꎬ文献质量对结果改变不大ꎮ 结论　 中国大学生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较高ꎬ且在性别、研究地区间存在一

定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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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自杀性自伤( ｎｏｎ￣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ꎬ ＮＳＳＩ) 是
指在没有自杀意念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系列反复、故
意、直接地伤害自己身体器官和组织ꎬ且不会导致死
亡的行为[１] ꎮ 近年来 ＮＳＳＩ 在大学生群体中屡有报
道[２] ꎬ并被视为自杀的危险因素[３] ꎮ ＮＳＳＩ 不仅直接影
响个体的健康ꎬ也逐渐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公共卫
生问题[４] ꎮ 由于受样本量、研究设计方案、调查对象、
调查区域等因素的影响ꎬ目前我国关于大学生非自杀
性自伤行为的检出(报告)率结果不一ꎬ因此ꎬ本研究

采用 Ｍｅｔａ 分析的方法综合评价国内大学生 ＮＳＳＩ 的检
出率ꎬ以期为了解我国大学生 ＮＳＳＩ 检出率的分布特征
提供更可靠的信息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国内外关于中国大学生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的文
献ꎮ 数据 库 包 括 ＰｕｂＭｅｄ、 中 国 期 刊 全 文 数 据 库
(ＣＮＫＩ)、万方数据库( ＷａｎＦａｎｇ Ｄａｔａ)、维普中文科技
期刊数据库( ＶＩＰ)ꎮ 英文检索词包括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
ｃｏｌｌｅｇｅ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 / ｓｅｌｆ￣ｈａｒｍ / ｓｅｌｆ￣ｍｕ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
ｓｅｌｆ￣ａｂｕｓｅ / ａｕｔｏｌｅｓｉｏｎ / ａｕｔｏｔｏｍｙ / ａｕｔｏｓａｄｉｓｍ 等ꎬ中文检索
词包括大学生 / 大学 / 高校、自(我) 伤(害) / 自残 / 自
虐ꎮ 为避免上述电子数据库未收录和其他未发表的
文献ꎬ同时手工检索国内外一些大型学术会议论

８７８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第 ３７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６



文等ꎮ
１.２　 文献的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研究来
自国内ꎬ且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ꎻ(２)研究设计为现况
研究或横断面研究ꎻ(３)文献对自伤有清晰的定义ꎬ且
为非自杀性自伤ꎻ(４)文献报道了大学生样本数和自
伤检出(报告)率ꎬ或能用文中数据计算出所需要的指
标ꎮ 排除标准:(１)研究设计方案不明确的文献ꎻ(２)
原始数据无法提取或无法转化的文献ꎻ(３)综述类、重
复发表或来自共同数据的文献ꎮ
１.３　 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　 由 ２ 名评价员独立筛选
文献和提取资料ꎬ并交叉核对ꎬ如遇分歧ꎬ则咨询第三
方协助判断ꎬ缺乏的资料尽量与作者联系予以补充ꎮ
文献筛选时首先阅读文题ꎬ在排除明显不相关的文献
后ꎬ进一步阅读摘要和全文ꎬ以确定最终是否纳入ꎮ
采用自制的资料提取表提取资料ꎬ提取内容主要包
括:(１)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第一作者、发表时间、研
究地区等)ꎻ(２)抽样方法ꎻ(３)总样本人数、非自杀性
自伤的人数等信息ꎮ
１.４　 文献的质量评价　 采用“Ｃｏｍｂｉｅｇ 横断面研究评
价工具” [５] 评价纳入研究质量ꎬ包括:(１) 设计科学ꎻ
(２)数据收集策略合理ꎻ(３)报告样本应答率ꎻ(４)样
本对总体代表性好ꎻ(５)研究目的和方法合理ꎻ(６)报
告了检验效能ꎻ(７)统计方法合理ꎮ 对各指标按“是”
“否”“不清楚”归类ꎬ分别计“１”“０”和“０.５”分ꎮ 若该
指标不适于该研究ꎬ则以“—”表示ꎬ并计 １ 分ꎮ 对各
研究计总分ꎬ６.０ ~ ７.０ 分质量为 Ａ 级ꎬ４.０ ~ ５.５ 分为 Ｂ
级ꎬ<４ 分为 Ｃ 级ꎮ
１.５　 统计分析 　 运用 ＣＭＡ ２.０(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２)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ꎮ 纳入研究结果间的

异质性采用 χ２ 检验进行分析ꎬ检验水准为 α ＝ ０.１ꎬ同
时结合 Ｉ２ 定量判断异质性的大小ꎮ 若各研究结果间
无统计学异质性ꎬ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 分
析ꎻ若各研究结果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ꎬ则进一步分
析异质性来源ꎬ在排除明显异质性的影响后ꎬ采用随
机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ꎮ 根据性别和研究地区进
行亚组分析ꎻ通过漏斗图进行发表偏倚的评估ꎮ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结果　 初检出相关文献 ２ ９４９ 篇ꎬ经过
逐层筛选ꎬ最终纳入 ２３ 个研究ꎮ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见图 １ꎮ

图 １　 文献筛选流程

２.２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纳
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和质量评分结果见表 １ꎮ

表 １　 纳入研究文献的基本情况

作者 时间 地区 调查使用的问卷 / 量表 调查方法
质量

评分

合计

样本量
检出

人数

男生

样本量
检出

人数

女生

样本量
检出

人数
王婷婷[４] ２０１３ 安徽淮南 青少年身心健康问卷和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 方便抽取 ５ ２ ２２１ ４４９ ７６４ １８９ １ ４５７ ２６０
攸佳宁[６] ２０１３ 北京 自伤行为 ４ 点量表 方便抽取 ４ ７９４ ９４ ３８０ ５８ ４１３ ３６
陈瑜[７] ２０１２ 南京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调查问卷 整群方便抽样 ６ １ ０３５ １１７ ４８６ ６６ ５４９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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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舒曼[１０] ２０１４ 安徽合肥 － 方便抽样 ４ ２ ３７６ ３０７ １ １４１ １５６ １ ２３５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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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功能性评估量表
苏普玉[１４] ２０１０ 安徽 自伤行为问卷 整群方便抽样 ６ ２ ７１３ ８７５ ７７３ ２８７ １ ９４０ ５８８
王培席[１５] ２００７ 河南 － 分层后整群随机抽样 ５ ３７１ ５６ １０３ １９ ２６８ ３７
孔祥军[１６] ２０１４ 山东泰山 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 随机抽样 ５ ４３０ ９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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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苏燕[２０] ２０１５ 浙江杭州 自编大学生自伤行为问卷和自我伤害行为功能性评 随机整群抽样 ６ ８５３ ４４６ ５０５ ２６１ ３４８ １８５

估量表
潘华[２１] ２０１２ 湖南 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量表和应付方式问卷 整群抽样 ５ ４４３ ３３３ ７９ ６６ ３６４ ２６７
杨艳[２２] ２０１３ 江西 自编大学生危险行为调查问卷 整群随机抽样 ６ ７８３ ８６ ４４１ ４６ ３４２ ４０
方益荣[２３] ２０１１ 浙江绍兴 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 整群抽样 ４ ４５１ ６６ － －
张训保[２４] ２０１１ 苏北 伤害情况调查表和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随机整群抽样 ６ １ ８５７ ３７０ － －
王琴[２５] ２０１４ 西藏 自制的调查问卷 随机抽样 ４ ４１７ ５８ － －
李友余[２６] ２０１４ 安徽 自制的调查问卷 随机抽样 ５ ８ ０５０ ２ ６９７ ３ ９００ １ ５０１ ４ １５０ １ １９９
周东东[２７] ２０１４ 重庆 自杀态度与心理健康状况问卷(大学版－Ⅳ) 分层随机抽样 ６ ９ ８０８ ３６ ５ ３２１ １５ ４ ３１８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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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入的研究中ꎬ样本量最大为 ３１ ８１３ꎬ最小为
２８９ꎬ中位数为 ８２４ꎬ总样本量为 ７３ ６７７ꎮ 根据我国对
地域的划分ꎬ除去未明确说明的 ２ 个研究ꎬ将研究所在
地区分为东部( １４ 篇)、中部( ４ 篇) 和西部( ３ 篇) ３
类ꎮ 文献质量的评分结果为 ４ ~ ６ 分ꎮ
２.３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

２.３.１　 总体情况 　 共纳入 ２３ 项研究ꎬ异质性检验显
示ꎬＩ２ ＝ ９９.７１１％ꎬＰ<０.０１ꎬ提示纳入的文献间存在异质
性ꎮ 随机效应模型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合并的非自杀
性自伤检出率为 １６.６％(９５％ＣＩ ＝ １０.７％ ~ ２４.７％)ꎮ见
图 ２ꎮ

图 ２　 中国大学生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森林图

２.３.２　 亚组分析 　 将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按性别和

地区分组进行分析ꎬ 结果显示ꎬ 男生 ＮＳＳＩ 检出率

(１６.２％)低于女生(１７.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８.６０９ꎬＰ<０.０１)ꎻ东、中、西部地区高校 ＮＳＳＩ 检出率分

别为 ２１. ９％ꎬ２３. ０％ꎬ２. 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９ ３７３.８７９ꎬ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中国大学生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的亚组分析

性别和地区　
文献

数量
总人数

检出

人数

检出率(９５％ＣＩ)
/ ％

Ｉ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９ ３２ ５４４ ３ ７５２ １６.２(９.７~ ２５.９) ９９.５５５ <０.０１
女 １９ ３７ ７６８ ３ ９６９ １７.８(１０.８~ ２７.８) ９９.４８０ <０.０１

地区 东部 １４ ２６ ２３１ ６ ５０１ ２１.９(１６.１~ ２９.１) ９９.３０８ <０.０１
中部 ４ ３ ０２３ ６２７ ２３.０(５.８~ ５８.９) ９９.５２３ <０.０１
西部 ３ ４２ ０３８ ６２１ ２.１(０.４~ １０.３) ９９.３９８ <０.０１

２.３.３　 敏感性分析　 剔除文献质量评价较低的(４ 分

及以下) ３ 篇文献ꎬ结果显示ꎬＮＳＳＩ 检出率为 １６. ７％
(９５％ＣＩ ＝ １０.４％ ~ ２５.７％)ꎬ结果较为稳定ꎮ

２.４　 发表偏倚分析　 绘制纳入全部研究的漏斗图ꎬ结
果显示漏斗图不对称ꎬ提示有发表偏倚存在的可能ꎮ

３　 讨论
Ｍｅｔａ 分析是对具有共同研究目的的相互独立的

多个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合并、剖析研究间差异的特

征、定量综合评价研究结果的一种统计学方法ꎬ以达
到增大样本量而提高检验效能的目的[２８] ꎮ 本文采用

Ｍｅｔａ 分析的方法ꎬ严格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出有
关我国大学生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的 ２３ 篇文献ꎬ合并

ＮＳＳＩ 检出率为 １６.６％ꎮ 该检出率高于英国(６.９％)、德
国(１４.９％)等国家青少年自伤行为的报告结果[４] ꎬ但
低于加拿大(３９.５％) [２９] ꎮ 在亚洲地区ꎬ日本[３０] 的研

究显示青少年自伤行为报告率(１０％)低于我国ꎬ中国

台湾的青少年自伤行为报告率(１１.３％) [３１] 也低于大

陆ꎮ 近年来研究均提示ꎬＮＳＳＩ 是自杀的重要的、独立
的影响因素[３] ꎮ 基于此ꎬ国内高校对大学生的 ＮＳＳＩ
行为应引起高度重视ꎬ一方面创造有利于其身心健康
成长的环境ꎻ另一方面要加强对 ＮＳＳＩ 的早期筛查ꎬ及
时采取干预措施ꎬ帮助大学生建立积极的应对方式ꎬ
预防 ＮＳＳＩ 的发生ꎮ

本研究的亚组分析发现ꎬ我国大学生非自杀性自

伤的检出率在性别、地区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女生 ＮＳＳＩ 检出率高于男生ꎬ可能与女生情感细腻、敏
感多虑的心理特点及渴望得到更多的关注有关ꎬ与国

外的研究相似[３２] ꎮ 东部和中部地区大学生 ＮＳＳＩ 检出

率较西部地区高ꎬ可能与中、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学
生间的家庭经济水平差异较大有关ꎻ也可能与中、东
部地区生活节奏较快、竞争意识较强ꎬ从而影响大学

生的心理成长和发展有关ꎮ 有研究提示ꎬ家庭经济水
平、竞争、人际关系等因素对 ＮＳＳＩ 的发生有一定的影

响[４ꎬ１２] ꎮ
本研究纳入的各个原始研究之间存在较大的异

质性ꎬ可能与各研究的基线水平不同有关ꎬ例如地区
间的经济文化水平、不同高校的层次与水平等ꎮ 另
外ꎬ国内的研究对于 ＮＳＳＩ 的评定尚缺乏统一的标准ꎬ
对 ＮＳＳＩ 的检出率也会造成有一定的影响ꎮ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纳入的研究主要来
源于东部地区ꎬ而来源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较少ꎻ
部分文献质量评分不高ꎻ可能具有发表偏倚等ꎮ 这些
不足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ꎮ 本研
究属于初步探索ꎬ今后将围绕自伤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进行更多分析ꎬ以更好地指导大学生 ＮＳＳＩ 的防控
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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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快报(６):美国 １９８８—２０１４ 年儿童青少年肥胖趋势
美国以往调查显示ꎬ除 ２~ ５ 岁儿童组肥胖率有显著下降外ꎬ儿童青少年肥胖在 １９８８—１９９４ 年和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均显著上

升ꎬ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没有改变ꎮ ＪＡＭＡ 杂志在 ６ 月报道了基于全美健康与营养调查研究(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ｓ)ꎬ１９８８—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期间 ４０ ７８０ 名 ２~ １９ 岁儿童青少年肥胖和重度肥胖的发生率及

其趋势ꎬ调查样本平均年龄 １１.０ 岁ꎬ４８.８％为女生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肥胖率为 １７.％(９５％ＣＩ＝ １５.６％ ~ １８.６％)ꎬ重度肥胖为 ５.８％
(９５％ＣＩ＝ ４.９％ ~ ６.８％)ꎮ ２~ ５ 岁年龄组肥胖率从 １９８８—１９９４ 年的 ７.２％ꎬ升高至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的 １３.９％ꎬ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降

低至 ９.４％ꎻ６~ １１ 岁年龄组肥胖率从 １９８８—１９９４ 年的 １１.３％ꎬ升高至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９.６％ꎬ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保持稳定水平

(１７.４％)ꎻ１２~ １９ 岁年龄组肥胖率从 １９８８—１９９４ 年的 １０.５％ꎬ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升高至 ２０.６％ꎮ ６ ~ １１ 岁年龄组重度肥胖率从

１９８８—１９９４ 年的 ３.６％ꎬ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升高至 ４.３％ꎻ１２ ~ １９ 岁年龄组重度肥胖率从 １９８８—１９９４ 年的 ２.６％ꎬ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升高至 ９.１％ꎮ

ＪＡＭＡ 随后指出ꎬ美国儿童青少年肥胖没有预先设想的“好消息”ꎬ也不让人惊讶ꎮ 儿童肥胖在美国流行了近 ３０ 年ꎬ尽管

在肥胖相关研究领域投入了大量经费ꎬ但并没有带来实际的效果ꎮ 对抗肥胖可能需要改变策略和视角ꎬ如开展与日常饮食息

息相关的食品和餐饮业的协作干预等ꎮ
[来源:ＯＧＤＥＮ Ｃ Ｌꎬ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Ｍ Ｄꎬ ＬＡＷＭＡＮ Ｈ Ｇꎬｅｔ 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１９８８－１９９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Ｊ].ＪＡＭＡꎬ２０１６ꎬ３１５(２１):２２９２－２２９９.编译:孙莹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

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ꎬ合肥 ２３０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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