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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研究儿童期受虐待经历与大学生自杀意念之间的关联ꎬ为保障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提供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８ 年 ５—７ 月ꎬ运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选取山西省 ６ 所大学的大学生(儿童期虐待有效调查人数３ ８５４名ꎬ自杀

意念有效调查 ３ ８８２ 名)ꎬ进行儿童期虐待问卷中文版和自杀意念自评量表调查ꎮ 结果　 儿童期至少有过 １ 种虐待经历的

占 ４２.４％ꎬ近 １ 周内有过自杀意念的占 ３.９％ꎮ 经 χ２ 检验ꎬ儿童期遭受过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躯体忽视、情感忽视

大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均高于未遭受相应虐待大学生(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３. ７８ꎬ１２. ９７ꎬ１７. １０ꎬ５６. ５６ꎬ６６. ５８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ꎻ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ꎬ儿童期各型受虐待经历均和大学生自杀意念存在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０６ꎬ０.０６ꎬ０.０７ꎬ０.１２ꎬ
０.１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发现ꎬ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ꎬ儿童期遭受躯体忽视以及情感忽视与大学生

自杀意念发生呈正相关(ＯＲ 值分别为 ２.１８ꎬ２.０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儿童期遭受躯体忽视和情感忽视可增加大学生自

杀意念的风险ꎮ 在儿童少年早期给予足够的关注和爱护可能有助于防止成年期自杀意念的产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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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 年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２０１８ＳＹ０４７)ꎮ
【作者简介】 　 曹鑫宇(１９９５－　 )ꎬ男ꎬ山西大同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ꎮ
【通讯作者】 　 王莉ꎬ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ｌｉ＿１＠ ｓｘｍｕ.ｅｄｕ.ｃ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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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和虐待是儿童少年群体中常见的故意伤害

行为ꎬ是威胁该群体身心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公共卫

生问题ꎮ 自杀是 １５ ~ ３４ 岁人群的第 １ 位死因[１] ꎮ 有

研究表明ꎬ大学生自杀率为(１.２８ ~ ２.１０) / １０ 万[２] ꎬ且
自杀死亡在我国大学生 ５ 类非正常死亡中所占比例最

高ꎬ达 ４７.２％[３] ꎮ 自杀可分为自杀意念、自杀未遂和自

杀死亡[４] ꎬ自杀意念是青少年自杀行为意念→计划→
行动复合体的首个环节ꎬ若能阻止自杀意念的产生ꎬ
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自杀行为的发生ꎮ

有学者提出ꎬ个体自杀意念的产生与儿童期不良

经历有关[５－９] ꎬ而遭受虐待是一种主要的儿童期不良

经历[１０] ꎮ 儿童期虐待指 １８ 岁以下个体受到的身体虐

待、情感虐待、性虐待以及商业性或其他形式的剥夺ꎬ
最终对其健康、生存、发育或自尊心方面造成的实际

的或潜在的伤害[１１] ꎮ 有研究表明ꎬ儿童期遭受不同类

型的虐待对其以后身心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１２] ꎬ因此

６０５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第 ４１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４



分析不同的虐待类型对自杀意念的独立作用十分重

要ꎮ 本次研究通过分析大学生群体儿童期各类受虐

待经历与自杀意念的关系ꎬ为该群体非冲动性自杀行

为的早期防控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５—７ 月ꎬ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

样的方法ꎬ选取山西省 ６ 所大学ꎬ包括理学、医学、农
学、工学及综合大学ꎮ 每所大学随机抽取 ２ 个院

(系)ꎬ对二、三年级的所有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共发

放 ４ ０４０ 份问卷ꎬ收回儿童期虐待有效问卷 ３ ８５４ 份

(男生 １ ８６９ 份ꎬ女生 １ ９８５ 份)ꎬ自杀意念有效问卷

３ ８８２份(男生 １ ８８４ 名ꎬ女生 １ ９９８ 名)ꎬ两部分均有效

的问卷 ３ ８３７ 份(男生 １ ８５７ 份ꎬ女生 １ ９８０ 份)ꎬ有效

回收率为 ９５.４％ꎮ 平均年龄(２０.９±１.０)岁ꎮ 本研究经

过山西医科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通过ꎮ
１.２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大学生的一般情况(年龄、
性别、专业、生源地、父母离异、父母文化程度等情

况)、儿童期受虐待经历以及自杀意念ꎮ
１.２.１　 儿童期受虐待经历[１３－１４] 　 采用由赵幸福等译

制的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问卷进行调查ꎬ该问卷具有较

好的信度和效度ꎮ 共有 ２８ 个条目ꎬ包含躯体虐待、情
感虐待、性虐待、躯体忽视以及情感忽视 ５ 个因子ꎮ 答

案按等级设置ꎬ由“１ ＝从不”至“５ ＝ 总是”ꎮ 本研究以

中重度创伤标准区分研究对象儿童期是否遭受各类

虐待ꎬ即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躯体忽视以及

情感忽视发生的判定标准分别为相应因子总分≥１０、
≥１３、≥８、≥１０ 和≥１５ 分[１５－１６] ꎮ 本研究总量表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４ꎮ
１.２.２　 自杀意念　 采用自杀意念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Ｉｄｅａ ｏｆ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ＳｃａｌｅꎬＳＩＯＳＳ)评估大学生最近 １ 周内是

否产生过自杀意念ꎮ 该量表在大学生群体中信、效度

可靠ꎬ能够准确筛查出大学生的自杀意念[１７－１８] ꎮ 共有

２６ 个条目ꎬ包含绝望、乐观、睡眠和掩饰 ４ 个因子ꎬ每
个条目均以“是” 或“否” 设置答案ꎮ １ꎬ５ꎬ６ꎬ７ꎬ９ꎬ１０ꎬ
１３ꎬ１５ꎬ２１ꎬ２５ 题为正向计分ꎬ回答“是” 计 ０ 分ꎬ回答

“否”计 １ 分ꎬ其余题目采用反向计分ꎮ 绝望、乐观、睡
眠 ３ 个因子得分和越高提示其越容易产生自杀意念ꎬ
表现为绝望程度越高、越不乐观、睡眠有障碍的心理

特点ꎮ 绝望、乐观和睡眠 ３ 个因子总分≥１２ 分ꎬ且掩

饰因子得分<４ 分ꎬ则判定为产生过自杀意念[１８] ꎮ 本

研究总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６ꎮ
１.３　 调查方法　 采用集体施测的方法ꎬ遵守知情同意

的原则ꎬ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现场讲解并发放调

查问卷ꎬ问卷采取匿名填写的方式ꎬ以保护研究对象

隐私ꎮ 问卷填好后当场收回ꎮ
１.４　 质量控制　 调查员经过培训ꎬ向研究对象现场讲

解本次调查的意义并指导问卷的填写ꎬ及时解答疑

问ꎻ采用平行双录入的方法建立数据库ꎬ保证数据的

准确性ꎮ
１.５　 统计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进行数据平行

双录入ꎬ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使用 χ２ 检

验进行定性资料的组间比较ꎬ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等级相关分析

各型受虐待经历和自杀意念的关系ꎬ采用多因素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各种虐待形式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

影响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儿童期受虐待情况　 ３ ８５４ 名大学生中儿童期至

少经历过 １ 种虐待的占 ４２.４％(１ ６３４ 名)ꎬ各种虐待

类型的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是躯体忽视 ３６.４％(１ ４０３
名)、情感忽视 ２１. ５％ ( ８２８ 名)、性虐待 １７. ２％ ( ６６４
名)、躯体虐待 １２.１％(４６７ 名)和情感虐待 ６.７％(２５８
名)ꎮ
２.２　 自杀意念发生情况　 最近 １ 周内自杀意念检出

率为 ３.９％(１５３ 名)ꎮ 经 χ２ 检验ꎬ父母离异的大学生

自杀意念报告率高于父母未离异的大学生ꎻ非医学类

大学生自杀意念报告率高于医学专业ꎬ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不同父亲 / 母亲文化程度大学

生之间自杀意念的报告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自杀意念报告率比较

人口学指标 人数
自杀意念

发生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８８４ ７６(４.０) ０.０８ ０.７７
女 １ ９９８ ７７(３.９)

专业 医学 ８２８ １７(２.１) ９.９９ <０.０１
非医学 ３ ０５４ １３６(４.５)

生源地 城市 ９８３ ４５(４.６) １.４１ ０.４９
城镇 ９０８ ３４(３.７)
农村 １ ９９１ ７４(３.７)

父母离异 是 ３１９ ２９(９.１) ２４.３５ <０.０１
否 ３ ５６３ １２４(３.５)

父亲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上 ６６８ ３０(４.５) ３.２４ ０.３６
中专及技校 １ ３７２ ５２(３.８)
初中 １ ４１８ ４９(３.５)
小学及以下 ４２４ ２２(５.２)

母亲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上 ５２７ ２４(４.６) ４.２６ ０.２４
中专及技校 １ ２３８ ４８(３.９)
初中 １ ５０９ ５０(３.３)
小学及以下 ６０８ ３１(５.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儿童期受虐待经历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关联　 经
χ２ 检验ꎬ儿童期遭受各型虐待的大学生自杀意念报告

率均高于未遭受相应虐待大学生(Ｐ 值均<０.０１)ꎬ见
表 ２ꎮ 经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ꎬ躯体虐待、情感虐待、
性虐待、躯体忽视、情感忽视经历与大学生自杀意念

均有相关性( ｒ 值分别为 ０.０６ꎬ０.０６ꎬ０.０７ꎬ０.１２ꎬ０.１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７０５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第 ４１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４



表 ２　 儿童期是否受虐待大学生自杀意念报告率比较

虐待类型 人数
自杀意念

发生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躯体虐待 是 ４６４ ３３(７.１) １３.７８ <０.０１
否 ３ ３７３ １１９(３.５)

情感虐待 是 ２５６ ２１(８.２) １２.９７ <０.０１
否 ３ ５８１ １３１(３.７)

性虐待 是 ６６０ ４５(６.８) １７.１０ <０.０１
否 ３ １７７ １０７(３.４)

躯体忽视 是 １ ３９６ ９９(７.１) ５６.５６ <０.０１
否 ２ ４４１ ５３(２.２)

情感忽视 是 ８２２ ７３(８.９) ６６.５８ <０.０１
否 ３ ０１５ ７９(２.６)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４　 儿童期受虐待经历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　
采用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儿童期受虐待经历对大

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ꎮ 以是否产生自杀意念为因变

量(０ ＝未产生、１ ＝产生)ꎬ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

的专业(１ ＝医科ꎬ２ ＝非医科)、父母是否离异(０ ＝否ꎬ１
＝是)、是否发生躯体虐待(０ ＝否ꎬ１ ＝是)、是否发生情

感虐待(０ ＝ 否ꎬ１ ＝ 是)、是否发生性虐待(０ ＝ 否ꎬ１ ＝
是)、是否发生躯体忽视(０ ＝否ꎬ１ ＝是)、是否发生情感

忽视(０ ＝ 否ꎬ１ ＝ 是) 为自变量ꎬ采用向前逐步回归法

(纳入水准 ０.０５ꎬ剔除水准 ０.１０)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

果表明ꎬ在控制了其他与自杀意念有关的因素后ꎬ儿
童期遭受躯体忽视以及情感忽视与大学生自杀意念

发生呈正相关 ( ＯＲ 值分别为 ２. １８ꎬ ２. ０７ꎬ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儿童期受虐待经历对大学生

自杀意念影响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３ ８３７)

自变量与常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情感忽视 ０.７３ ０.２１ １２.４３ <０.０１ ２.０７(１.３８~ ３.１０)
躯体忽视 ０.７８ ０.２１ １３.５５ <０.０１ ２.１８(１.４４~ ３.３０)
常数项 －３.８９ ０.１４ ７６１.４８ <０.０１ ０.０２

３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ꎬ大学生群体儿童期至少经历过 １

种虐待的占 ４２. ４％ꎬ 近 １ 周内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３.９％ꎬ自杀意念总体报告率低于多项国内同类研

究[１９－２１] ꎬ与另一项针对山西省大学生自杀意念相关研

究的检出率(４.０５％)相近[２２] ꎬ提示山西省大学生自杀

意念总体报告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ꎮ 本次研究采

用的自杀意念自评量表能够在去除掩饰后较准确地

检出有自杀意念的学生ꎬ报告率虽然较低ꎬ但仍不容

忽视ꎮ 尤其是针对不同专业之间的比较发现ꎬ医学类

院系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低于非医学类院系ꎬ父母

离异家庭的大学生自杀意念报告率高于非离异家庭

大学生ꎮ 有研究表明ꎬ离异家庭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

更差ꎬ生活中遇到问题就容易出现轻生的念头[２３] ꎮ 本

次研究未发现男、女生自杀意念发生率方面存在差

异ꎮ 以往研究多数表明ꎬ女大学生更容易产生自杀意

念ꎬ认为女生对生活中的细节比较敏感ꎬ更容易产生

心理负担[２４] ꎻ也有研究表明ꎬ男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

生率高于女大学生ꎬ认为男性家庭社会负担较重ꎬ容
易产生压抑的情绪[２１] ꎻ还有研究认为ꎬ大学生自杀意

念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２５] ꎮ 可能与研究时间、研究

对象以及自杀意念的划分标准不同有关ꎮ
目前已有的研究认为ꎬ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

待和忽视都可能是青年人自杀意念报告增高的危险

因素[２６－２７] ꎬ但研究人群年龄跨度较大( >１０ 岁)ꎬ对大

学生群体的参考意义有限ꎮ 本研究在控制其他可能

的影响因素后发现ꎬ儿童期遭受躯体忽视和情感忽视

是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有研究表

明ꎬ儿童期情感忽视能增加个体成年期患抑郁、创伤

后应激障碍和不健康心理状态的风险ꎻ而儿童期躯体

忽视则增加其成年期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不健康的心

理和生理状态的风险[１２] ꎮ 一项虐待类型对自杀影响

的儿童队列研究结果显示ꎬ早期的躯体和情感忽视可

以对自杀意念产生直接影响或通过增加抑郁 / 焦虑水

平产生间接影响[２８] ꎮ 忽视往往是拒绝儿童应有的物

质需求和情感关爱ꎬ早期忽视经历可能会影响儿童获

得有效的自我调节能力ꎬ增加未来产生自杀意念的风

险ꎮ 相对于其他类型虐待ꎬ躯体及情感忽视往往不易

被察觉ꎬ因此家长作为监护人ꎬ应当更加关注儿童身

体发育的需要、重视与他们的情感交流ꎬ给予其足够

的关注和爱护ꎮ
综上所述ꎬ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产生与儿童期所遭

受的虐待类型有关ꎬ其中躯体和情感忽视能增加大学

生自杀意念的风险ꎬ提示在有关儿童虐待的研究或干

预工作中应更加关注不同虐待类型对健康的影响ꎬ以
期能够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干预ꎬ促进青少年健康ꎮ
本研究属于横断面调查ꎬ尚不能说明儿童期遭受忽视

和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因果关系ꎻ儿童期遭受虐待情况

的调查依靠研究对象的回忆ꎬ同时部分条目较为敏

感ꎬ难免存在偏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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