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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震相关自杀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张斓王煜黄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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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结合张北地震受灾人群的ＰＴＳＤ罹患率进行估算，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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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的灾民中可能有ＰＴＳＤ患者８５６．２９４２万，而其中的
１６２．６９５９万可能会发生自杀行为。可见，地震后的灾民自杀
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为此，我们试图对国
内外与地震相关自杀的流行病学研究进行综述，以期对汶川
地震后灾民的心理重建工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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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资料收集：使用ＭＥＤＬＩＮＥ数据库和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心理学观点认为，自杀是有意识的自我毁灭行动…。据

进行英文文献检索，关键词为“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ｕｉｃｉｄｅ”。使用维

世界卫生组织报道，自杀是全球１５～３４岁人群的前三大死因

普医药信息资源系统Ｖ６．３２和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进行巾文文献

之一【２】。对中国人群自杀情况的研究发现，抑郁、既往自杀

检索，关键词为“地震，自杀”。检索英文文献时间为１９５０年

史和严重的心理应激是影响自杀行为的前三位危险因素口１。

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３日，中文文献时间为１９８９年１月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发生在四川省汶川县里氏８．０级地

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３日。检索结果显示，使用ＭＥＤＬＩＮＥ

震，是我国１９４９年以来遭受的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

检索到（截止到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３日零时）直接与地震后人群

地震灾害¨１。截至６月２８日。汶川地震已造成６９ １８８人遇

自杀相关的流行病学研究７篇。使用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检索到

难，４５５４．７５６５万人受灾”Ｊ。随着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由搜

１篇；使用维普医药信息资源系统Ｖ６．３２与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ｏａｒ

救幸存者转入灾后重建阶段，受灾人群的心理重建即是其中

未检索到中文文献。

ｓｔｒｅｓｓ

２．国内外研究现状：表１是与地震相关自杀的流行病学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ＰＴＳＤ）是自然灾害受灾人群最常见的精神病理表

研究统计表，共检索到８篇流行病学研究论文，发表于１９９８

现¨川。对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０日河北省张北地区里氏６．２级地

年６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其中中国台湾３篇，美国２篇，土耳其

震的灾民进行抽样调查显示，ＰＴＳＤ检出率达到１８．８％旧Ｊ。

２篇。日本１篇。

重要的组成部分。刨伤后应激障碍（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有研究表明，ＰＴＳＤ患者的自杀行为发生率明显高于正常人
群（正常人群自杀率为０．０２％１９１），达到１９．０％Ｄ０］。若按此比
表１

表１显示，国内外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几个特点：
首先，相关文献数量少。英文文献相关流行病学研究只有８

与地震相关自杀的流行病学研究统计表

注：４南投县人１２１数；６文中高暴露组和低暴露组震后人口数量之和；‘纽约县人口效；。神户市人１２１数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０５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通讯作者：黄建始，Ｅｍａｉｌ：ｐｔｍａｃｊｅｓｓｅ＠ｙａｈｏｏ．ｃｏｌｎ．∞

篇，尚未发现相关的中文文献；中文文献有几篇针对地震后
孤残人群ＰＴＳＤ的研究‘雄２引。日本、伊朗是地震频发国，也
仅检索到１篇相关英文文献。其次，研究针对的地震事件集

灾人群自杀率的影响还存在争议和研究空间。
３．开展地震自杀领域研究方法学的讨论：综上所述。考
虑到研究的可行性，应从以下五个方面探讨。

中。８篇文献中，来自台湾地区的３篇文献均是以１９９９年地

（１）研究所选择的地震灾害：地震的破坏程度是这类研

震幸存者为研究对象。土耳其的２篇则都是针对１９９９年的

究的基础。并不是自然灾害本身对受灾人群的心理造成影

。８·１７”地震。但是，实际上近１０年来全球发生有重大人员

响，而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引起了灾民的心

伤亡或经济损失的地震至少有１０次ｍ】。

理创伤。现有的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失去亲人、财产损失和

（１）研究方法的因果推断能力弱：在检索到的８篇流行

缺乏及时的社会保障支援等对自然灾害受灾人群的精神健

病学研究文献中，除１篇为分析性流行病学研究外，其余７

康有负面影响Ⅲ２…。因此，如果研究所选择的地震灾害破坏

篇均为描述性研究，无法进行暴露和结局的因果推断。５篇

程度轻微或没有造成破坏，那么很有可能由它引起的灾民心

生态学研究的基本思路都是使用震中地区（以县或市为单

理创伤进而采取自杀行为的可能性也会减少。

位）震前和震后总人口自杀率进行对比。在死因资料记录详

（２）研究对象的选择：地震受灾人群除直接的灾民之外，

细和准确的地区，生态学研究是一种易于实行的方法。２篇

潜在可能受到影响的人群，例如汶川地震的搜救部队人员、

来自土耳其的横断面研究则是在地震受灾严重地区幸存者

现场医务人员以及参与救援工作的志愿者等也是应该受到

中抽取一定数量的研究对象，使用贝克抑郁量表（Ｂｅｃｋ

关注的人群。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ＢＤＩ）、自杀可能性量表（ｓｕｉｃｉｄｅ

（３）研究设计：首先要考虑研究时间的选择。自然灾害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ｓＰＳ）等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心理测量。评估

的影响可以划分为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剖，其中短期影响

被测量对象是否有自杀倾向以及自杀倾向的严重程度。

需要在灾害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进行处理，例如清点受灾人

（２）仅１篇队列研究的研究人群同样来自１９９９年

数ｂ“，控制灾后传染病流行掣３引，而ＰＴＳＤ等心理疾病属于

“９·２１”地震的震中区域台中市。作者试图通过该研究验证

长期影响¨“。因此，应该选择在地震过后较长时间进行研

地震经历与自杀行为之间的关联。在地震发生后第１４个

究，尽可能地发现这些因素的影响。其次是研究类型。研究

月，对灾民进行个人水平上的回顾性随访。与先前提到的几

类型由研究对象的单位和研究所期望达到的判定因果关系

篇生态学研究不同，作者在确定受灾队列时不是以研究时段

的能力所决定”“。考虑到自杀行为的发生需要一个相对较

内人群所处的地理区域作为划分标准，而是使用台湾健保局

长时期，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纵向、个体水平的研究（例如

的灾民登记卡区分灾民队列和非灾民队列。该登记卡目的

队列研究）是比较合适的研究方法。现有研究的时间长度从

在于政府在灾后能为地震中遭受家庭成员或财产损失的人

２年到１３年不等。

群提供一定数量的经济补贴。与只用居住地区部分灾民和

（４）可能的混杂因素：包括研究人群或地区的特征。年

非灾民相比，该方法对研究对象暴露情况的确定更为准确。

龄、性别、民族、社会经济状况、社会支持情况、文化背景、既

此外，除地震经历外，作者还考虑到研究对象原先的健康状

往暴露史等对自然灾害受灾人群的心理状况均有重要影

况和经济水平对自杀行为的影响。将居民的大病（ｍａｊｏｒ

响Ｄ“。此外，宗教也是潜在的混杂因素。研究发现，伊斯兰

ｄｉｓｅａｓｅ）数据库、招聘数据库（含工资信息）与死因数据库进行

国家的自杀率处于全世界最低水平”６’３７】，也许与宗教影响有

对接，将研究对象的身体状况和收入水平也纳入分析，避免

关。另外，随着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地区间人口流动越来越

因原有的身体、精神疾病以及经济原因对结论造成偏倚。但

普遍，这使得用常住户籍数据划分灾民和对照人群可能引进

是，作者同时也指出死因登记的准确性对研究结论有影响，

潜在的错分偏倚。

文化、宗教等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此外，笔者认为，相比生

（５）研究数据的获得：人口数据通常来源于两个方面，即

态学研究而言，该研究随访的时间相对较短，１４个月对于研

宏观统计数据可以参考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若需要将

究自杀行为的发生是否足够长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另外，个

统计单位细分到区县级则可以参考公安部门的公民户籍身

人的创伤暴露史对自杀行为的影响也是今后研究中值得关

份数据；人群死因数据可以来源于卫生部全国死因统计系

注的因素。该研究结论是地震灾民的自杀危险是一般人群

统、全国疾病监测系统和全国妇幼卫生监测系统。但是，目

的１．４６倍。

前我国大陆地区还缺乏对地震等自然灾害受灾人群和救援

（３）研究对象人群局限：现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受灾

人员的详细记录，这给大样本个体水平的流行病学研究造成

地区的全部人群或遭受严重创伤的人群为研究对象，而有研

困难，而台湾地区则是正好由于当地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

究表明，地震灾害的搜救人员中ＰＴＳＤ发生率也明显高于一

保障制度有针对受灾人群的项目，使得政府对灾民的个人信

般人群【２“。提示，参与汶川地震救援的数十万搜救人员也

息有系统和完整的记录。这是台湾能实施回顾性队列研究

是不应该被忽视的研究人群。

的基础。

（４）研究结果缺乏一致性：本文中提到的８篇流行病学

综上所述，目前要在大陆开展与地震相关的自杀研究，

研究文献，阴性结果和阳性结果各半。也就是说。地震对受

特别是在数据的获得上还存在一定困难。１９９９年“９·２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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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１个月台湾地区就建立起灾民数据库，为当地后来与地
震相关的许多研究打下基础。汶川地震后，建议有关部门着
手系统收集灾民和救援人员的相关信息，以期为后续研究做
好数据储备，为地震后的物质和精神重建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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