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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预防与控制·
哈尔滨市大学生自杀意念调查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杨艳杰邱晓惠杨秀贤乔正学韩冬王凯刘建平
【摘要】

目的了解哈尔滨市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情况，分析其影响渊素。方法采用分

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用自编自杀意念、行为及危险闪素调杏表、自杀接受程度量表和社会支
持量表作为工具对黑龙江省６所高校（哈尔滨上程大学、哈尔滨陕科大学、黑龙江人学、黑龙江科
技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５２４０名学生进行Ｉ＇廿Ｊ卷调查，评估大学牛自杀意念
的发牛率及在不同困境下考虑自杀的ｎｒ能性。结果

哈尔滨市入学生中有９．１％的人曾经有过

自杀意念，１％的人有自杀未遂行为。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同归分析显示自杀意念的影响闪素有性别、专业、父
母关系、社会支持情况、对自杀的接受情况以及自杀未遂既往史。结论大学生自杀意念现状不
容忽视，为减少大学生自杀行为应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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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是全球性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中国每

亡者中，约８０％在行动前以各种形式表露过自杀念

年有２８．７万人自杀死亡、２００万人自杀未遂，自杀已

头ｊ１。世界卫生组织已把自杀意念当作最重要的自

成为中国全人群第五位、１５～３４岁人群的第一位死

杀风险评价指标＋６］。由此可见，研究自杀意念的影

冈－｜ｌ－，４ Ｊ。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消极影响。自

响凶素对于尽早发现自杀意念、及时进行危机干预、

杀过程一般分为３个阶段，即产生自杀意念叶制定

降低自杀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

自杀计划－＋采取自杀行动。有研究表明，在自杀死

高校大学生自杀事件屡见不鲜。有关资料显示，大
学生自杀率是同龄人的２～４倍，有继续上升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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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并已成为中国大学生中仅次于意外伤害事故的

基金（Ｄ２００８０６）

第二位死亡原因［７］。本研究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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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医院（刘建平）

开展针对性心理危机十预、减少大学生自杀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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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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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计０～４分，量表总分为０～１００分。
对象与方法

１．对象：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黑龙

（３）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ＳＳＲＳ）评定大学生个体在社会中所获得的支持。

江省哈尔滨市１４所高校巾抽取在读本科生、硕十和

３．调查方法：采用自填问卷调查方式，在所抽取

博十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将哈尔滨市１４所

学校的配合下以班级为单位在研究员统一指导后由

高校按照重点院校和普通院校分层，用随机数字的

学生亲自进行填写，全部问卷填写完成后当场收回，

方法选取重点学校２所、普通学校４所，然后根据重

并由研究者榆查是否存在漏项问题。基线调查两周

点学校、普通学校学生构成比计算样本的分布，计箅

后抽取被试的１ Ｏ％进行第二次评定。

每所学校抽取人数，再按照年级构成比计算每个年

４．统计学分析：利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建立数据

级抽取人数，最后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样。由经过

库，以双录核对的方法确保数据质量。使用ＳＰＳＳ

统一培训的调合员按统一方式对学生进行调查，参

１８．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ｆ榆验对不同特征人

与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后进行问卷填写。计划

群自杀意念发生情况进行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口Ｉ归方

抽取样本６０００人，实际发出问卷５９８２份，收回问卷

法对大学生自杀意念影响冈素进行分析；采朋多元

５２５０份，剔除１０份不完整问卷，得到有效样本５２４０

线性四ｌ归逐步法对大学生自杀态度进行分析，变量

人，其巾女生２５６２人（４８．９％），男生２６７８人

进入模型标准为Ｐ＝０．０５，剔除标准为Ｐ＝０．１０。分

（５１．１％）；年龄１６～４３岁，平均年龄（２１．３２±２．１９５）

析的变量及其赋值：学历（１＝本科，２＝硕士，３＝博

岁；哈尔滨Ｔ程大学５８４人，哈尔滨医科大学５７９人，

士），专业（１＝理学，２＝工学，３＝医学，４＝文学，

黑龙江大学１４２８人，黑龙汀科技学院８７１人，哈尔滨

５＝管理学，６＝其他），对专业满意（１＝是，包括满

师范大学７９５人，哈尔滨丁业大学９８４人。

意和基本满意，Ｏ＝否），恋爱婚姻状况（１＝从未恋

２．研究工具：

爱，２＝曾经恋爱，３＝恋爱），独居（１＝是，Ｏ＝否，包

（１）自编一般人口学资料及自杀意念、行为及危

括集体宿舍、合租、和家人同住），自付医疗（１＝是，

险因素表：包括学历、专业、对专业满意度、性别、民

Ｏ＝否，包括合作医疗、公费医疗、商业保险、医保和

族、年龄、恋爱婚姻现状、居住方式、医疗来源、宗教

其他），宗教信仰（１＝有，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佛

信仰、家庭经济状况、父母现状、父母受正规教育年

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其他，０＝无），家庭经济状况

限等，自杀意念的提问方式为“过去任何时候您是否

（１＝好，２＝中，３＝差），家庭现状（１＝双亲，２＝单

想过自杀或故意伤害自己，不论当时您是否会真的

亲，３＝他人照顾），父母关系好（１＝是，０＝否，包括

去做？”；自杀未遂行为的提问方式为“过去任何时候

一般和差），自杀未遂既往史（１＝有，Ｏ＝无），社会

您是否有喝药、割腕等自伤或自杀行为？”。

支持评价量表得分（１＝低，２＝高），对自杀的接受

（２）费立鹏编制的自杀接受程度量表：对自杀的

接受程度量表为公众对ＦＩ杀的态度与知识量表的一
部分‘１。，项目提问方式如下：“如果您处于下述状况，

程度（１＝低，２＝高）。
结

果

您考虑自杀（出现自杀念头）的可能性有多大？”，并

１．一般情况及主要人口学特征：本次调查共发

根据其他学者对自杀的相关研究结果以及大学生群

放问卷５９８２份，收回５２５０份，回收率８７．８％，剔除无

体的特点设定２５种状况：①因工作问题被处分；②

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５２４０份，有效率９９．８％。７—

是别人的累赘且未来没有希望；③高考失败；④配偶

１４ｄ内对１０％进行重测，发出问卷４９８份，剔除无效

死亡；⑤亲友自杀；⑥同性恋；⑦离婚；⑧入狱；⑨严

问卷５８份，获得有效问卷４４０份，其中女生１７４人

重的人际矛盾；⑩被强奸或强暴；⑩感染艾滋病病

（３９．５％），男生２６６人（６０．５％）；年龄１６—３０岁，平均

毒；⑥严重的经济损失；⑩不治之症；⑩贫穷无助；⑩

年龄（２０．３５±１．４８）岁；重测信度在０．６５以上，证明

吸毒成瘾；⑩长期酗酒；⑩经常被配偶殴打；⑩被指

此次调查的资料可信度较高。在基线评估５２４０份

控犯罪；⑩慢性精神病；⑩恋爱被干涉；⑨年老无人

有效问卷中，将４７９人（占总样本９．１％）表示曾经想

赡养；⑤非常丢面子；⑤严重抑郁或忧郁；⑨受到很

要自杀或者故意伤害自己，作为病例组；将４７６１人

大的惊吓；⑤凶赌博而大量欠债。选项有“绝对不会

表示不曾存在自杀意念，作为对照组。ｆ检验显示，

考虑自杀、考虑自杀的可能性小、考虑自杀的可能性

自杀意念组与非自杀意念组之间在性别、专业、对专

占一半、考虑自杀的可能性大、肯定考虑自杀”，分

业满意度、父母关系和家庭类型上的差异具有统计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第３ｌ卷第ｌＯ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１０

学意义，提示自杀意念的形成可能与以上因素有关

意念的危险凶素（表２）。

（表１）。

表２大学生自杀意念相关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网Ｉ门分析

变量

表１哈尔滨市大学生病例组（ｎ＝４７９）
与对照组（ｎ＝４７６１）人群基本信息

壁

２１傅！墅竺生垒

！！型至堕一！篁

２．９５３ Ｏ．３４０

自杀未遂史
性别

一０．４３９ ０．１

父母关系

一０．４９６ Ｏ．ｉ １２

１

７５．５９４

５

Ｏ．０００

１ ９．１

５７（９．８４６～３７．２７３）

１４．５６９ ０．０００

Ｏ．６４５（０．５ １４～０．８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６０９（０．４８９一Ｏ．７５９）

１９．４８１

专业４
ｌ

１０．７１５ Ｏ．０５７

２

—０．０５４ Ｏ．２３３

０．０５５ ０．８１５

Ｏ．９４７（０．６００—１．４９４）

３

０．２８３ Ｏ．２０９

１．８３４

０．１７６

１．３２７（０．８８１～１．９９８）

４

０．４６９ ０．２２９

４．２０４

０，０４０

１．５９８（１．０２ １—２．５０２）

５

０．２６５ ０．２５１

１．１０８ ０，２９２

１．３０３（０．７９６～２．１３３）

６

０．０４８

０．２４１

０．０４０

１．０５０（０．６５４～１．６８５）

对专业满意度一０．４８６

０．１７０

８．１９４ ０．００４

０．６１５（０．４４１—０．８５８）

社会支持体验度一０．４６１ ０．１０６

１８．８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６３１（０．５１２一Ｏ．７７７）

３０．４２８

３．９０３（３．０８９～４．９３０）

自杀接受程度

１．３６２ ０．１

１

９

１

Ｏ．８４１

０．０００

注：。表示所有的检验均与专业１相比进行

３．大学生对自杀接受程度独立影响冈素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其他变量同定的情
况下，大学生年龄每增长ｌ岁，对ＦＩ杀接受程度下降
Ｏ．２９６分；父亲受正规教育年限每增长１年，对自杀
接受程度下降０．１３４分；母亲受正规教育年限每增长
１年，对自杀接受程度下降０．１０２分；社会支持评价
量表得分每增长１分，对自杀接受程度下降０．２４３
分；女性、对专业不满意、父母关系不好、有Ｆ１杀未遂
既往史和有自杀意念者对自杀的接受程度较高，总

体样本Ｒ２－－０．１０５（表３）。
表３大学生个体对自杀接受程度的
多冗线性闻门分析（ｎ＝５２４０）

注：４比较对专、Ｉｐ满意（包括满意、基本满意）和譬业不满意的结
果；６比较父母关系好和天系不好（包括一般、差）的结果；‘比较无宗
教信仰和有宗教信仰（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
其他）的结果。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讨

论

研究结果显示，哈尔滨市大学生的自杀意念发

２．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分析：将单因素

生率为９．１％，与付亚亚和郑晓边【８１的研究结果基本

分析结果中Ｐ＞０．２的因素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线性回归模型

一致，低于巢传宣阳１、徐慧兰等１１０１及周芳¨¨的研究结

中剔除，在ａ＝０．０５水平上采用后退法进行分析。

果，高于刘智勃等¨２１的研究结果。造成结果不同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有自杀未遂既往史、女
性、父母关系不理想、文学专业、对专业不满意、社会

原因很多，可能与地区间文化差异和自杀意念的判

支持少以及对自杀的接受程度高是大学生产生自杀

学生群体中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较高。

定标准不同有关。不管是何种原因，该结果表明大

·１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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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０。

１４

ＹＦ．Ｋｏｕ ＣＧ，Ｚｈａｎｇ Ｄ，ｅｔ ａ１．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ｈｅｎ

Ｐｒｃｖ．２００８．１２（５）：４５０—４５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燕芬．寇Ｋ贵，张迪，等．在校本科大学生自杀倾向问题及相
关危险［矧素分析．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０８，１２（５）：４５０－４５３．
［１ ５］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ＭＲ．Ｓｕｉｃｉｄ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２００４，２５（４）：２７７—２７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费立鹏．中国的自杀现状及末来的上作办向．『ｆＴ华流行病学杂
志．２００４，２５（４）：２７７—２７９．
［１６］Ｌｉ ＸＹ，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ＭＲ．Ｙａｎｇ ＳＪ，ｅｔ ａ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ｕｉｃｉｄｅ

杂，在对学牛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时应从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ｉｎ Ｊ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９．２３（１０）：７３４—７３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主要影响因素着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可能减少

李献厶，费屯鹏，杨少杰，等．城乡居民对自杀的接受程度及其
与内杀意念和行为的天系．巾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０９，２３（１０）：

危险因素，从而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减少自杀
意念和自杀行为的发生。

７３４—７３９．

（收稿Ｒ期：２０１０－０８－１３）

（本文编辑：万玉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