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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北京市两所医学院校大学一年级学生
自杀意念形成的影响因素
刘宝花

黄悦勤

【摘要】

钮文异

吕姿之

岳川

王培玉

目的研究医学生的人格、健康危险行为对自杀意念的影响。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

法，应用医学生健康危险行为问卷、人格诊断问卷（第四版）（ＰＤＱ一４），对北京市两所医学院校在校大
学一年级１２０４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并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单因素分析选出１２个具有统计

学意义的因素，包括打架行为、严重伤害行为、被迫性行为、不安全性行为、吸烟、醉酒行为、孤独感、情
绪不好、失眠、无望感、ＰＤＱ一４得分高、网络成瘾行为。１。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主效应模型显示男生自杀意念的主
要可疑危险因素是失眠（０Ｒ＝４．９８）、严重伤害行为（ｏＲ＝４．４３）、不安全性行为（０Ｒ、＝２．６３）、不良
情绪（ｏＲ＝２．３２）、无望感（０Ｒ＝１．９８）和ＰＤＱ．４得分高（０Ｒ＝１．０９）；女生自杀意念的主要可疑危险
因素是打架行为（。Ｒ＝７．１０）、孤独感（ＯＲ＝４．４２）、被迫性行为（。Ｒ＝４．１９）和网络成瘾行为（０尺＝
１．３９）。结论医学生自杀意念的产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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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学生自杀问题越来越突出；资料显

将自杀行为分为自杀意念、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

示，自杀已成为１５～２４岁年龄组死亡的第１位因

自杀意念是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者的早期心理活

素。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对北京大学生研究显示，大学生

动；在有自杀意念的人中５％将发生自杀行为’２ ｏ。

的自杀率在９／１０万～２４／１０万…，远高于同期所在

因此，对自杀意念早期识别、积极干预是预防自杀死

城市的一般人群自杀率。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

亡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以医学生自杀意念为研究
重点，旨在探讨影响医学生自杀意念的因素，为自杀

基金项目：中国自杀协作研究培训课题资助项目（４１３１６９—

的早期干预提供依据。

００１Ｇ）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

对象与方法

系（刘宝花、钮文异、吕姿之、岳川、王培玉）；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
所（黄悦勤）
通讯作者：黄悦勤，Ｅｍａｉｌ：ｄｅｎｇｙ＠ｍａｉｌ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

１．调查对象：以北京市某两所医学院校２００３级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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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大学一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１）单因素分析：由于男女生自杀意念流行率不

１３１８份，有效问卷１２０４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同，因此，将性别作为分层因素以消除混杂作用。分

９１．４％。其中男生５１２人，女生６８２人。

别以男女医学生是否有自杀意念为因变量（ｙ），上

２．研究方法：

述“医学生危险行为问卷”中的相关指标，以及人格

（１）调查工具：①医学生危险行为问卷是在美国

诊断问卷的总分为自变量（ｘ），进行单因素非条件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青少年危险行为问卷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选出１２个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ＹＲＢＳＳ）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略加改编∞１。相

０．０５）的因素，其比值比（ｏＲ值及９５％Ｃ，）见表１。

关指标包括：在过去曾经吸过烟，哪怕是一口为尝试

结果显示，男女生自杀意念的共同危险因素有：打架

吸烟；曾经喝过至少１杯酒为尝试饮酒；在过去３０

行为、失眠、无望感、ＰＤＱ一４得分高、网络成瘾行为；

ｄ

中，≥１ ｄ吸烟为现在吸烟，≥２０ ｄ吸烟为重度吸烟；

分别分析男女生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可见，男生自

≥１揿酒为现在饮酒，≥１

ｄ饮至少１００ ｇ为重度饮

杀意念的可疑危险因素有：严重伤害行为、不安全性

酒；在过去０．５ ｄ中至少喝醉过１次为醉酒；至少与他

行为、重度吸烟行为、醉酒行为、不良情绪；女生自杀

人互相斗殴１次为打架行为；由于外伤，而需要得到

意念的可疑危险因素有：被迫性行为、感到孤独。

医生或护士的治疗，或者至少１ ｄ不能上学或参加运

（２）多因素分析：将男女生是否有自杀意念为因

动为严重伤害行为；经常感到孤独为孤独感；经常因

变量，将参与单因素分析的所有变量（为避免自变量

为学习压力或成绩问题感到心情不愉快为不良情绪；

间的共线性，吸烟和饮酒行为仅选重度吸烟和醉酒

经常因为担心某事而失眠；曾经连续２周或更长时问

行为）作为自变量。通过各个因素在不同组合下的

感到伤心或失望，并影响平常的学习和生活为无望

最大对数似然函数值的统计学检验（ａ＝０．０５）进行

感；上网成瘾行为包括７道问题：不上网时仍想网络

模型拟合。最终进入男生主效应模型的因素有失

内容，不能上网感到无聊和焦虑，希望上网时间长于

眠、严重伤害行为、不安全性行为、情绪不好、无望

目前，上网时问经常超出预期，想不上网但无法自控，

感、ＰＤＱ一４得分高（表２）；男生主效应模型的因素有

因为上网而不能完成作业或逃课，上网以摆脱困境、

打架行为、孤独感、被迫性行为和网络成瘾行为

抑郁、无助或焦虑。有此行为的计１分，其总得分越

（表３）。

高，其上网成瘾行为越严重。最近一次发生性行为时

医学生自杀意念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ｏＲ值９５％ｏ）

表１

未带安全套为不安全性行为；非自愿情况下与他人发

生性行为是被迫性行为。曾经严肃地考虑过自杀为
自杀意念。②人格诊断问卷（第四版）（ＰＤＱ＿４）。为
８５题的自评问卷，是由美国精神病学家Ｈｙｌｅｒ等编制
的ＤＳＭ一Ⅳ轴Ⅱ人格障碍的筛查工具，在中国人群样本

中试测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４。。其总得分越高，其
人格偏离正常的可能性越大。
（２）调查方法：由事先经严格培训的专业人员发

放问卷，请学生自填。为保证资料可靠，采取匿名方
式，并请本校老师回避。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建立数

注：４Ｐ＜Ｏ．００１，６Ｐ＜０．０５，。Ｐ＜Ｏ．０１

据库，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进行Ｙ２检验和非条件

表２

男生自杀意念危险因素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Ｒ２＝０．４０７）

结

因素

果

１．自杀意念流行率：医学新生自杀意念流行率
为１０。４％，其中男生为１２．９％，女生为８．５％，男生高

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自杀意念危险因素分析：

ｐ

ｗｎ瞄Ｙ２值Ｐ值ｏＲ值（９５％ｃｊ）

失眠

１．６０６

８．４１２

Ｏ．００４

４．９８（１．６８～１４．７４）

严重伤害行为

１．４８９

１５．７０３

０．０００

４．４３（２．１２～９ ２５）

不安全性行为

０．９６７

５．４４８

Ｏ．０２０

２．６３（１．１７～５．９２）

不良情绪

Ｏ．８４１

６．０４６

Ｏ．０１４

２．３２（１．１９～４．５３）

无望感

０．６８２

４．０２０

０．０４５

１．９８（１．０２～３，８６）

ＰＤＱ一４得分高

０．０８２

Ｏ．０００

１．０９（１．０６～１．１２）

３１

１９０

史堡煎鱼瘟堂苤查；！！！至；旦箜！！鲞笙！塑！垫！！』垦逝ｉ！塑ｉ！！！里尘！！！型；！！！，∑！！：！！！堕！．！
表３

女生自杀意念危险因素多因素Ｉ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结果（Ｒ２＝０．１５７）

因

素

ｐ

打架行为

１．９５９

孤独感

１

４８６

被迫性行为

１

４３３

５．２７０

网络成瘾行为

０．３２６

１０．６６３

该行为被认为是正常的并作为男孩的能力，其负面
ｏＲ值（９５％ｃＪ）

ｗａ蹦Ｙ２值Ｐ值

击行为的负面作用可能经常被忽视，在某种程度上，
作用较小，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与女性相比，攻击

４．６０９

０ ０３２

７，ｌＯ（１．１９～４２．４６）

２１．３４５

Ｏ．ＯＯＯ

４．４２（２．３５～８．３１）

０

４．１９（１ ２３～１４．２４）

此，该预测因素可能经常被忽视。身体上的攻击更

１．３９（１．１４～１．６９）

多是对男性伤害的象征，受到性侵犯更多是对女性

讨

０２２

０．００１

论

行为在男性中很少被认为是一种病态行为Ｈ¨，因

伤害的象征，但是两种攻击的经历可能在自杀意念
方面有相似的消极结果。

自杀包括完全自杀、自杀未遂和自杀意念。自

心理障碍是许多自杀事件发生的内部心理动因

杀意念是指偶然体验的自杀行为动机，个体胡思乱

或根本原因。有研究发现¨２｜，睡眠在预测青少年抑

想或打算自杀、但没有采取实现此目的的外显行动。

郁症状和自尊方面有重要的作用。长时间睡眠很少

自杀意念具有隐蔽性、广泛性、偶发性和个体差异性

的学生会增加抑郁症状水平和减少自尊。

的特点。本次调查自杀意念的流行率男生高于女

Ｍａｓｌａｃｈ¨３。发现剥夺睡眠会导致沮丧的心情并增加

生，与高宏生等。５ ｏ的研究结果一致，但与其他研究

抑郁症状水平和减少自尊。Ｌｅｍｋａｕ等儿４１注意到，

相反哺＇引。

不安的情绪、自杀意念和忧愁及失眠有很强的相关。

本研究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主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提

其他研究也发现自杀意念和疲劳之间的联系¨５Ｉ；

示，男女生自杀意念的预测危险因素不同。男生自

而过度使用互联网与低社会孤独和高情感孤独有

杀意念行为的主要预测危险因素包括失眠、严重伤

关¨…。孤独作为预测未来自杀行为的一个危险因

害行为、不安全性行为、不良情绪、无望感和高

素，并通过无望感影响自杀行为¨７Ｊ。因此，医学生

ＰＤＱ一４得分。女生自杀意念行为的主要预测危险因

的失眠、不良情绪、孤独感、无望感和网络成瘾行为

素包括打架行为、孤独感、被迫性行为和网络成瘾行

均为其心理障碍的外在表现。

为。医学生自杀意念的可疑危险因素存在明显的性

本研究发现打架行为、严重伤害行为与自杀意

别差异，其原因固然与生物学特性有关，但亦可能与

念之间亦存在相关性。有研究发现Ｈ ８Ｉ，在学生群体

性别角色有关。性别角色为男女生制定了适合于各

中，饮酒和其他药物滥用、有暴力相关行为与自杀意

自性别的行为规范，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都公认

念和自杀未遂存在联系。以往研究发现，不论男女，

男性应该是独立的、竞争性的、自信的、自控的，是环

有自杀未遂学生的打架行为比例均较高。打架行

境的主人；而女性应该是有教养义务的、被动的、依

为、冲动、物质滥用、抑郁和无望感能增加自杀和暴

赖的、非攻击性的。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将这

力行为的危险¨９’２…。而人格障碍和有冲动暴力行

些行为规范化，逐渐自觉地按照自己性别的方式来

为或其倾向者是实施自杀的危险因素‘２１。。尚需要

认识、思考和行动。在我国性别角色的分化更重

进一步研究，以确定自杀和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

要埔。，因此，自杀的预防，应注意性别差异，根据各自
的特点从不同的角度实施综合预防。

本研究中存在某些局限性。首先，调查样本仅
是北京两所医学院校的新生。因此，研究结果可能

被迫性行为是女生自杀意念的可疑危险因素，

不能代表中国其他医学院校的学生。其次，本研究

与早期研究中性侵犯的影响对自杀的影响一致，经

是现况调查，因此，尚难确定这些危险因素与自杀意

历被迫性接触的女孩有自杀未遂的是她们同龄人的

念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在中国医学生人群中，很

２倍∽１。不论在儿童或成年人时期，经历过性攻击

有必要应用前瞻性的纵向研究，解释应激一精神病理

均可增加女性自杀未遂的风险。１ ０Ｉ。性侵犯对于男

学一自杀的病因学路径。第三，通过自填式问卷来评

性很可能有相似的消极结局，但是由于其发生率较

估所有资料，自我报告可能会导致有羞耻感的行为

低，在分析时很难得到阳性结果。此外，男性经历身

低估并受回忆偏倚的影响。

体上的创伤可以预测自杀意念行为。男性在回答
“经历过打架”和“经历过非性的伤害”时有显著区
别；对于男性经历过打架不是自杀的预测因素，经历

过非性的伤害是自杀的预测因素。男大学生之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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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江西省信丰县大塘镇华支睾吸虫感染率的调查
曹镐禄黄真
为了解江西省信丰县大塘镇华支睾吸虫病流行状况，于

４０～岁１３．２５％、５０～岁１０．６４％、６０～６９岁８．８２％。经商者

２００６年９月对大塘镇各村进行了华支睾吸虫病调查。调查

及村镇干部感染率为５０．５４％（９４／１８６），务农者及学生感染

对象为大塘镇长岗、万新、新仓、长丰、长塘、坎理、樟塘、围下

率为７．０７％（１４４／２０３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３３．２５，Ｐ＜

等８个村各年龄组人群。采集调查者粪便标本用直接涂片法

０．０１）。

粪检，检获华支睾吸虫卵者确诊为华支睾吸虫感染。８个村

本次调查显示，大塘镇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率为

共粪检２２２４人，检出华支睾吸虫卵者２３８例，平均感染率为

１０．７０％，与国内平均感染率基本相符…；男性明显高于女

１０．７０％，各村感染率分别为：长岗１０．４６％、万新８．５７％、新

性，与当地男在外工作女做家务有关；总体上随年龄的增长

仓９．９７％、长丰１０．６４％、长塘１４．１８％、坎理９．２２％、樟塘

而感染率增高，但没有显著差异；１０～１４岁年龄组的感染率

１０．９０％、围下１２．９０％。各村间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高，为嬉食性感染多见；３０～３９岁年龄组人员、经商者及村镇

（Ｐ＞０．０５）。检查男性１２５０人，检出华支睾吸虫卵者１７０

干部的应酬较多，感染率也高。华支睾吸虫病在赣南虽然流

例，感染率１３．６０％；女性９７４人，检出华支睾吸虫卵者６８

行并不是很严重，但可引起胆囊炎、胆道结石和胆囊息肉，因

例，感染率７．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２４．３９，Ｐ＜

此应加强对该病的防治工作。

Ｏ．０１）。感染率基本随年龄增长而增高：６～岁１．５４％、１０～
岁１２．６９％、１５～岁６．３２％、２０～岁９．３５％、３０～岁１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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