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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深圳市中学生心理亚健康状况及与自杀心理行为的相关性ꎬ为学生自杀的早期预防提供参考ꎮ
方法　 分层整群抽取深圳市初中和高中各 ５ 所学校的 ４ ０１４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ꎬ对心理亚健康状况、自杀心理行为检出率

进行分析ꎮ 结果　 深圳市中学生心理亚健康状态检出率为 ２１. ３８％ꎬ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检出率分别为

２４ ６６％ꎬ１１.８１％和 ３.６４％ꎮ 无论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ꎬ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的中学生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检出

率均高于未处于心理亚健康者(Ｐ 值均<０.０１)ꎮ 相关分析显示ꎬ中学生心理亚健康症状数与自杀意念次数、自杀计划次数

和自杀未遂次数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０ꎬ０.３３ꎬ０.１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深圳市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ꎬ心
理亚健康状况与自杀心理行为相关ꎮ 应多关注心理亚健康状况学生的自杀预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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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已成为世界性的复杂公共卫生问题[１] ꎬ全球

每年有 ８０ 万以上的人死于自杀ꎬ２０１２ 年据世界卫生

组织报道ꎬ自杀是 １５ ~ ２９ 岁人群的第二大死因[２] ꎮ 在

我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ꎬ伤害死亡均排在死因顺位第

５ 位ꎬ而自杀排在伤害死亡原因顺位的第 ３ 位ꎬ也是 １５
~ ３４ 岁女性的首位伤害死因[３] ꎮ 亚健康指人的身心

处于疾病与健康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４] ꎮ 既往研究

显示ꎬ心理亚健康状态与自杀心理行为的发生有一定

联系ꎬ且心理亚健康问题的出现可能早于自杀心理行

为的发生[５] ꎮ 本文拟了解深圳市青少年心理亚健康

状况及其与自杀心理行为的相关性ꎬ为自杀的早期干

预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深圳市初中

和高中各 ５ 所学校ꎬ再在抽中学校每个年级随机选取

３ 个班级ꎬ对抽中班级的所有学生进行调查ꎬ发放问卷

４ ５００ 份ꎮ 选取心理亚健康状况以及自杀心理行为问

题回答完整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回收有效问卷 ４ ０１４
份ꎬ 有 效 回 收 率 ８９. ２％ꎬ 其 中 初 中 生 １ ７８７ 名

(４４ ５２％)ꎬ高中生 ２ ２２７ 名(５５.４８％)ꎻ男生 ２ １５５ 名

(５３.６９％)ꎬ女生 １ ８５９ 名(４６.３１％)ꎮ
１.２　 方法　 在学生及家长知情同意原则下采用统一

编制的调查表由学生匿名自填进行调查ꎬ主要内容包

括一般情况、心理亚健康状况以及自杀心理行为等ꎮ
采用«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 [６－８]进行心理亚健

康状况的评价ꎬ判定亚健康症状持续时间超过 １ 个月

以上的条目为阳性条目ꎬ阳性条目数≥８ 条ꎬ则评定该

研究对象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ꎮ 本研究中ꎬ问卷 Ｃｒ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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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ｃｈ α 为 ０.９７ꎮ 对“认真考虑自杀”“制定过实施自杀

的计划”“有过自杀行为”做出肯定回答的分别作为自

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的检出标准[５] 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前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ꎬ告知调

查意义、主要内容及相关注意事项等ꎮ 调查时以班级

为单位由学生独立作答ꎬ填写完成后当场回收并核查

问卷填写的完整性ꎮ
１.４　 统计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不同

特征学生心理亚健康状态检出率、不同特征学生自杀

心理行为检出率及不同心理亚健康状态学生自杀心

理行为检出率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学生心理亚健康症状

数与自杀心理行为次数相关性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

分析ꎮ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特征学生心理亚健康状态检出率比较　 中

学生心理亚健康状态检出率为 ２１.３８％(８５８ 名)ꎬ其中

初中生为 １８. １９％ ( ３２５ 名)ꎬ高中生为 ２３. ９３％ ( ５３３
名)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９.４８ꎬＰ<０.０１)ꎮ 初中阶

段女生心理亚健康状态检出率高于男生( Ｐ<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学段男女生心理亚健康状态检出率比较

学段 性别 人数 统计值 心理亚健康人数
初中 男 ９７５ １５８(１６.２１)

女 ８１２ １６７(２０.５７)
小计 １ ７８７ ３２５(１８.１９)

χ２ 值 ５.６６
Ｐ 值 ０.０２

高中 男 １ １８０ ２６５(２２.４６)
女 １ ０４７ ２６８(２５.６０)
小计 ２ ２２７ ５３３(２３.９３)

χ２ 值 ３.００
Ｐ 值 ０.０８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不同特征学生自杀心理行为检出率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学段男女学生自杀心理行为检出率比较

学段 性别 人数 统计值 自杀意念 自杀计划 自杀未遂
初中 男 ９７５ ２０６(２１.１３) １０９(１１.１８) ３６(３.６９)

女 ８１２ ２３８(２９.３１) １３７(１６.８７) ４６(５.６７)
小计 １ ７８７ ４４４(２４.８５) ２４６(１３.７７) ８２(４.５９)

χ２ 值 １５.８８ １２.０９ ３.９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高中 男 １ １８０ ２５３(２１.４４) １１５(９.７５) ３３(２.８０)
女 １ ０４７ ２９３(２７.９８) １１３(１０.７９) ３１(２.９６)
小计 ２ ２２７ ５４６(２４.５２) ２２８(１０.２４) ６４(２.８７)

χ２ 值 １２.８３ ０.６６ ０.０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４２ ０.８２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中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为 ２４.６６％(９９０ 名)ꎬ自杀

计划检出率为 １１.８１％ (４７４ 名)ꎬ自杀未遂检出率为

３ ６４％(１４６ 名)ꎮ 初中生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检出率

均高于高中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１ ８５ꎬ８.３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初中女生自杀意念、自杀

计划和自杀未遂检出率均高于男生(Ｐ 值均<０.０５)ꎻ
高中女生自杀意念检出率高于男生(Ｐ<０.０１)ꎮ
２.３　 不同心理亚健康状态学生自杀心理行为检出率

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的中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为

５４ ６６％(４６９ / ８５８)ꎬ自杀计划检出率为 ３２.２８％(２７７ /
８５８)ꎬ自杀未遂检出率为 １０.１４％ (８７ / ８５８)ꎮ 无论是

初中生还是高中生ꎬ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的中学生自

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检出率均显著高于无心

理亚健康状态者(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心理亚健康状态学生自杀心理行为检出率比较

学段
心理亚

健康状态
人数 统计值 自杀意念 自杀计划 自杀未遂

初中 是 ３２５ １８７(５７.５４) １３１(４０.３１) ５０(１５.３８)
否 １ ４６２ ２５７(１７.５８) １１５(７.８７) ３２(２.１９)

χ２ 值 ２２７.２５ ２３５.６０ １０５.６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高中 是 ５３３ ２８２(５２.９１) １４６(２７.３９) ３７(６.９４)
否 １ ６９４ ２６４(１５.５８) ８２(４.８４) ２７(１.５９)

χ２ 值 ３０５.０５ ２２４.２７ ４１.５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４　 学生心理亚健康症状数与自杀心理行为次数相

关性　 中学生心理亚健康症状数与自杀意念次数( ｒ ＝
０.４０ꎬＰ<０.０１)、自杀计划次数( ｒ ＝ ０.３３ꎬＰ<０.０１)、自杀

未遂次数( ｒ ＝ ０.１７ꎬＰ<０.０１)均呈正相关ꎮ 按学段性别

分层分析后ꎬ该正相关仍然存在(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见

表 ４ꎮ

表 ４　 不同学段男女生心理亚健康

症状数与自杀心理行为次数的相关系数( ｒ 值)

学段 性别 人数 自杀意念 自杀计划 自杀未遂
初中 男 ９７５ ０.３７ ０.３５ ０.２１

女 ８１２ ０.４６ ０.４１ ０.２６
小计 １ ７８７ ０.４２ ０.３８ ０.２３

高中 男 １ １８０ ０.３６ ０.３１ ０.１１
女 １ ０４７ ０.４２ ０.３０ ０.１３
小计 ２ ２２７ ０.３９ ０.３０ ０.１２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３　 讨论

青少年心理亚健康已成为一个社会广泛关注的

问题[９－１１] ꎮ 本研究显示ꎬ深圳市中学生心理亚健康状

态检出率为 ２１.３８％ꎬ其中初中生检出率为 １８.１９％ꎬ高
中生检出率为 ２３.９３％ꎬ高于万宇辉[１２] ２００８ 年在全国

８ 个城市调查所得到的结果(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学

生分别为 ８.６％ꎬ１０.７％ꎬ１３.１％ꎬ１４.０％)ꎬ但与梁利花

等[４]报道的郑州市结果接近(初中生 ２０.２％ꎬ高中生

２３.８％)ꎮ 深圳市中学生自杀心理行为检出率也较高ꎬ
自杀意念检出率高达 ２４. ６６％ꎬ自杀计划检出率为

１１ ８１％ꎬ３.６４％的中学生有过自杀行为ꎮ 自杀心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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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出率均远高于万宇辉等[５] 调查结果(自杀意念

５ １％ꎬ自杀计划 ２.３％ꎬ自杀未遂 １.４％)ꎮ 可能原因为

万宇辉等[５]的调查没有包含初三和高三毕业班的学

生ꎬ毕业班的学生因承受更高的学业、家庭等各方面

压力ꎬ心理健康状况可能更差[４] ꎮ 此外ꎬ接近 １０ 年的

调查时间差也可能是影响调查结果的因素之一ꎮ
本研究显示ꎬ无论初中生还是高中生ꎬ处于心理

亚健康状态的中学生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

检出率均高于未处于心理亚健康者ꎬ且心理亚健康症

状数与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遂次数均呈正相

关ꎮ Ｆｅｒｇｕｓｓｏｎ 等[１３] 通过队列研究发现ꎬ１７ ~ １８ 岁时

抑郁程度与成年后自杀意念发生率显著相关ꎬ同时阈

下抑郁者具有较高出现自杀行为的风险ꎮ Ｂａｌáｚｓ
等[１４]研究显示ꎬ阈下抑郁和抑郁共病率较高ꎬ且阈下

抑郁能增加疾病负担和自杀风险ꎮ 可见对于心理亚

健康进行有效干预将有助于青少年自杀行为的早期

预防ꎮ 相比高中生ꎬ初中生心理亚健康状态检出率更

低ꎬ但是自杀心理行为检出率更高ꎬ且处于心理亚健

康状态的初中生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检出

率均更高ꎮ 杨冬梅等[１５] 对北京通州区中学生调查亦

显示初中生自伤行为报告率高于高中生ꎬ且在 ２０１２ 年

自杀计划报告率也高于高中生ꎮ 可能原因为初中阶

段正值心理叛逆期ꎬ易冲动自控力差ꎬ故可能更容易

产生自杀等极端想法和行为ꎬ该时期学生的心理健康

问题值得重点关注ꎮ
综上所述ꎬ深圳市中学生心理健康状态不容乐

观ꎬ心理亚健康状态检出率及自杀心理行为问题检出

率均较高ꎬ且心理亚健康与自杀心理行为密切相关ꎮ
重视两者的关系ꎬ对心理亚健康人群尽早干预ꎬ将有

助于降低青少年自杀发生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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