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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青少年心理亚健康对自伤和意外伤害行为的影响，探讨伤害行为的预测

因素，为心理行为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整群抽取８个城市１２ １１３名初中、高中和大学生为研
究对象，在基线调查（Ｔ０）后３、６、９个月分别进行３次随访，采用“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评价
基线心理亚健康，使用自编自伤行为和意外伤害行为问卷调查基线及每隔３个月自伤行为和意外
伤害行为的发生情况。结果男女生９个月随访期间自伤行为报告率分别为１９．４％和１９．９％，≥４
种自伤行为报告率分别为４．７％和４．２％，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Ｚ２＝０．４４２，Ｐ－－－－－０．５０６；Ｚ２＝１．６０９，Ｐ＝
０．２０５）。男女生意外伤害行为报告率分别为６２．２％和５７．３％，≥４种意外伤害行为报告率分别为
３．８％和３．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７９．７３１，Ｐ＝０．０００；ｆ＝８．６５３，Ｐ＝０．００４）。３个随访时段自
伤和意外伤害行为报告率均随基线心理病理症状数的增加而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基线心理亚健康状态对随访各时段发生自伤和意外伤害行
为均有预测作用。结论基线心理亚健康状态对青少年自伤行为和意外伤害行为均有预测作用，
应及早对心理亚健康状态的青少年进行心理行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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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易发生心理

括：过去１年内扭伤、跌伤或碰伤，烧伤或烫伤，溺

行为问题。伤害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包括我国在内的

水，交通事故，刀（或锐器）割伤或刺伤，动物咬伤，中
毒，爆炸伤，电击伤，窒息。凡任何一种自伤行为发

“社会转型国家”青少年首位死因“１。近年研究发现，
心理病理症状不仅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也与自
伤和意外伤害行为密切相关乜。３。Ｖｒｏｕｖａ等Ⅲ研究表

生过１次及以上即界定为有意外伤害行为。③白伤

明，心理病理症状的测评对青少年冒险和自伤行为

害行为问卷在基线调查（Ｔ０）后３（Ｔ１）、６（Ｔ２）、９（Ｔ３）

的研究有重要意义。目前有关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
问题的长期跟踪观察较少ｂ ３。为此本研究通过大样

个月进行３次随访，分别调查最近３个月以来的自伤

本的学生队列进行追踪研究，观察青少年心理健康

４．调查方法：根据自愿原则，调查员要求研究对
象逐项、完整地填写调查表。填写调查表时班主任

状况与自伤和意外伤害行为的发生情况，分析基线
心理亚健康状态对随访各时段自伤和意外伤害行为
的预测作用，为青少年心理行为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在哈尔滨、北京、太原、重庆、贵阳、

和意外伤害行为调查：使用自编自伤行为和意外伤

和意外伤害行为发生情况。

老师不在场，填好调查表后立即上交调查员。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进行资料
录入，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统计分析；采用ｘ２检验比较不
同基线心理病理症状水平不同时段自伤和意外伤害

鄂州、绍兴、广州８个城市，每个城市整群抽取１所城

行为的报告率；采用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基线心理亚健康状态及其３个维度对随访期间各时

乡初中（初一、初二）、高中（高一、高二）及大学（大

段的自伤和意外伤害行为的预测作用。

一、大二）在校生为研究对象，于２００９年３月进行基
线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１７ ６２２份。同年６、９、１２月

结

果

分别进行３次随访调查，９个月后共收回４次编号一

１．不同基线心理病理症状水平与自伤行为的关

致的有效问卷１２ １１３人份，其中男生５７７９人、女生

系：随访期间８市青少年总自伤行为报告率为１９．６％
（２３７８／１２ １１３），≥４种自伤行为报告率为４．５％（５４２／

６３３４人，平均年龄（１５．５９±２．７７）岁。

２．心理亚健康评定：采用“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
定问卷”（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ｕｂ—ｈｅａｌｔ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ｏｆ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ＭＳＱＡ）评定研究对象的基线心理健
康状况哺３。共有３９个条目，包括情绪问题、品行问题
和社会适应困难３个维度，采用６级记分法，每个等

１２

１１３）；男女生自伤行为报告率分别为１９．４％

（１１２０／５７７９）和１９．９％（１２５８／６３３４），≥４种自伤行为
报告率分别为４．７％（２７３／５７７９）和４．２％（２６９／６３３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０．４４２，Ｐ＝０．５０６；岔＝１．６０９，
Ｐ＝０．２０５）。Ｔ１、Ｔ２、Ｔ３各时段男女生自伤行为及≥

级的意义分别为：１＝没有或持续不到１星期，２＝持
续ｌ星期以上，３＝持续２星期以上，４＝持续１个月

４种自伤行为报告率均随心理病理症状数的增加而

以上，５＝持续２个月以上，６＝持续３个月以上。评

２．不同基线心理病理症状水平与意外伤害行为
的关系：随访期间８市青少年总意外伤害行为报告

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价指标使用心理病理症状数，症状持续时间不足１
个月赋值为０，症状持续时间达到１个月以上者赋值

率为５９．７％（７２２７／１２ １１３），≥４种意外伤害报告率为

为１，分别计算每个学生量表总分及各维度的得分，

３．６％（４３６／１２ １１３）；男女生意外伤害行为报告率分别

总分≥１者界定为存在心理病理症状；以全国青少
年学生症状数的Ｐ，。作为界定标准，将心理病理症状

为６２．２％（３５９７／５７７９）和５７．３％（３６３０／６３３４），／＞４种

总数达到８个以上界定为心理亚健康状态，情绪问

３．４％（２１７／６３３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２２＝７９．７３１，

题、品行问题和社会适应困难３个维度心理病理症

Ｐ＝Ｏ．０００；ｚ２＝８．６５３，Ｐ＝０．００４）。除Ｔ２时段男生４

状数达到３、１和４个以上分别界定为有相应维度的
心理亚健康问题。

种以上意外伤害行为外，其余时段总意外伤害行为

３．伤害行为评定：①自伤行为包括：过去１年内

意外伤害行为报告率分别为３．８％（２１９／５７７９）和

和４种以上意外伤害行为报告率均随心理病理症状
数的增加而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故意打自己、故意拽头发、故意撞头、故意掐自己、故
意抓伤自己、故意咬伤自己、故意烫伤自己以及故意

见表２。

割伤自己（非自杀）；凡任何一种自伤行为发生过１

用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控制基线自伤行为、

次及以上即界定为有自伤行为。②意外伤害行为包

性别、年龄、城乡、是否独生子女、父母亲文化程度及

３．基线心理亚健康对随访时段自伤行为预测作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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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４黼人数
表１

男０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我国８市１２ １１３名青少年不同基线心理病理症状水平在不同时段的自伤行为报告率比较
Ｔ０

Ｔ１

Ｔ３

Ｔ２

总自伤行为＞／４种自伤行为总自伤行为≥４种自伤行为总自伤行为≥４种自伤行为总自伤行为／＞４种自伤行为

３６８３

４１０（１１．１）

２９（０．８）

２４１（６．５）

２４（０．７）

１８１（４．９）

１４（０．４）

２３４（６．４）

１～７

１ ５５５

２９（１．９）

１６６（１０．７）

５４１

４７（３．Ｏ）
３７（６．８）

２３８（１５．３）

≥８

３９２（２５．２）
２１８（４０＿３）

１２４（２２．９）

２０（３．７）

２０７（１３．３）
１０２（１８．９）

趋势ｘ２值
女０
１～７
≥８

３５９．４４。

６３（１．７）
７０（４．５、

９４（１７．４）

１４（０．９）
１４（２．６）

９９．９５４

１８９．０６。

４０．５９。

１３１．５９４

２８．７２８

１２４．３８。

５１．７２“

３３（６．１）

３９８７

４４０（１１．０）

２８（０．７）

２８０（７．ｏ）

１６（０．４）

３９１（２４．０）

３６（２．２）

２４０（１４．７）

１８（１．１）

２１４（５．４）
１４９（９．１）

１２（０．３）

１６２９

１０（０．６）

２５２（６．３）
１９２（１１．８）

５６（１．４）
５５（３．４）

７１８

３３０（４６．０）

７０（９．７）

２１０（２９．２）

３８（５．３）

１４４（２０．１）

２７（３．８）

１２３（１７．１）

３６（５．Ｏ）

！！！：！！：

！！！：！！：

ｉ！ｉ：！！：

！！ｉ：！！：

！箜：！！：

！！：！！：

！！！：！兰：

箜：！！：

塑鏊￡笪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报告率ｆ％）；。Ｐ＜０．０１

表２我国８市１２ １１３名青少年不同基线心理病理症状水平在不同时段意外伤害行为报告率比较

坳。盏赫人数
男

。茹撒
１～７
＞／８

Ｔ３

３６８３

２４０９（６５．４）

６６（１．８、

１４３２（３８．９、

１３（０．４、

１０６８（２９．Ｏ、

１５（０．４、

１００２（２７．２）

５８（１．６）

１５５５

１１３４（７２．９、

４７（３．Ｏ、

７５３（４８．４、

１３（０．８、

６２７（４０．３、

１０（ｏ．６、

５４９（３５．３）

６２（４．０）

５４１

３９８（７３．６）

３５（６．５、

２７２（５０．３１

５（０．９）

２５５（４７．１１

４（０．７、

２０２（３７．３）

２６（４．８、

值

女０

瓦醪陌吾ｉ丽焉瓣西丽砑磊ｊ羽焉瓣
Ｔ２

总意外伤害≥４种意外伤害总意外伤害≥４种意外伤害

３ｌ，７８。

３８．９７。

５０．２９“

５．８４６

１０８．６３“

１．８１

４４．０８４

３６．２３。

１３５７（３４．０）

１７（０．４）

１０７６（２７．０）

１３（０．３）

９３４（２３．４）

５３（１．３）

５８７（３６．０）

７（０．４）４８５（２９．８）

５０（３．１）

３９８７

２２０３（５５．３）４１（１．０）

１６２９

１０７９（６６．２）

３８（２．３）

６８６（４２．１）

７（０．４）

７１８

５４４（７５．８）

３４（４．７）

３９６（５５．２）

１０（１．４）

！：：：！！：

！！：！！：

！丝：！：：

！：！！：

塑垫笸笪

３４０（４７．４）８（１．１）

！！！：！！：

２６６（３７．０）

！：！！：

２５（３．５）

！！：！！：

注：同表１，６Ｐ＜Ｏ．０５

丝：！！：
．

家庭经济条件，建立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
型，利用逐步回归法分别分析基线心理亚健康状态
及其３个维度对各随访时段自伤行为的预测作用
（表３）。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线心理亚健
康状态是Ｔ１、Ｔ２、Ｔ３各随访时段自伤行为的危险因
素；基线有情绪问题和品行问题是Ｔ１、Ｔ２时段自伤
行为的独立危险因素，社会适应困难是Ｔ１、Ｔ２、Ｔ３各
随访时段自伤行为的独立危险因素。
４．基线心理亚健康对随访时段意外伤害行为预
测作用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控

测作用（表４）。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基线心理亚健康状态是Ｔ１、Ｔ２、
Ｔ３各随访时段意外伤害行为的危险

女生总自伤行为报告率分别为１９．４％和１９．９％，≥４
种自伤行为报告率分别为４．７％和４．２％，性别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与Ｋｉｒｃｈｎｅｒ等ｎ１研究结果一致。９个月
随访期间男女生总意外伤害行为报告率分别为
６２．２％和５７．３％，≥４种意外伤害行为报告率分别为
３．８％和３．４％，男生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

预测因素

乡、是否独生子女、父母亲文化程度及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利用逐步回归法分
别分析基线心理亚健康状态及其３个
维度对各随访时段意外伤害行为的预

免了伤害信息的遗漏，更真实客观地反映伤害行为
的发生状况。本研究结果显示、，９个月随访期间男

表３各随访时段自伤行为预测因素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制基线意外伤害行为、性别、年龄、城
家庭经济条件，建立多因素非条件

次调查，随访调查以３个月为时间跨度，较大限度避

Ｔｌ

Ｔ２

Ｔ３

ＯＲ值（９５％Ｃ／）

ＯＲ值（９５％Ｃ／）

ＯＲ值（９５％Ｃ／）

模型１
基线心理亚健康状态２．０４５（１．７４５～２．３９６）２．０１７（１．６９５～２．４０１）１．７２３（１．４５４～２．０４２）
模型２：分维度
基线情绪问题

１．２９１（１．０６６～１．５６５）１．３９０（１．１２０～１．７２５）１．１７１（０．９５９～１．４２９）

基线品行问题

１．２９２（１．０１８～１．６４１）１．６５７（１．２８６～２．１３６）１．０２９（０．７９７～１．３２８）

基线社会适应困难

１．６６５（１．４３６～１．９３２）１．３６８（１．１５２～１．６２４）１．９１１（１．６４６～２．２１９）
注：以基线自伤行为、性别、年龄、城乡、是否独生子女、父母亲文化程度及家庭经济

条件为控制变量

表４各随访时段意外伤害行为预测因素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因素；基线有情绪问题和社会适应困

预测因素

Ｔ１

Ｔ２

Ｔ３

ＯＲ值（９５％Ｃ／）

ＯＲ值（９５％Ｃ／）

ＯＲ值（９５％ｃ１）

难是Ｔ１、Ｔ２、Ｔ３各随访时段意外伤害

模型１

行为的独立危险因素。

基线心理亚健康状态１．６０９（１．４２４～１．８２０）１．８４４（１．６３３～２．０８３）１．４５４（１．２８４～１．６４６）
模型２：分维度

讨

论

本研究对我国８个城市１２ １１３名
青少年进行了从基线到随访的所有４

基线情绪问题

１．２２９（１．０６３～１．４２０）１．２７５（１．１０３～１．４７３）１．２４３（１．０７３～１．４４０）

基线品行问题

１．１７８（０．９６６～１．４３７）１．１７７（０．９６７～１．４３２）１．００３（ｏ．８２１～１．２２５）

基线社会适应困难

１．２８１（１．１６４～１．４１０）１．３７５（１．２４７～１．５１７）１．３２４（１．１９９～１．４６３）

注：以基线意外伤害行为、性别、年龄、城乡、是否独生子女、父母亲文化程度及家庭
经济条件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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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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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黄朝辉等ｎ１报道一致。这可能与男生性情好动、活

伤和意外伤害行为均有预测作用，应及早识别青少年

动频率高范围广、偏好刺激性游戏、冒险行为明显多

心理亚健康状态，及时开展以生活技能为核心的综合

于女生有关，加上教师与家长对男女生的教育与保

性心理行为干预措施。学校、家庭和社区也应加强安
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提高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

护方式也不尽相同，男生可能更容易发生意外伤害。

儿童伤害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优先考虑的问
题凹１。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表明，心理疾病是意外
伤害和再发意外伤害的独立危险因素ｎ…。弗吉尼亚

预防与控制伤害发生，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１

双生子研究结果显示““，冲动和过度焦虑障碍增加
以后发生意外伤害的风险。对１４７４名广西地区中
学生随访１年结果也表明，基线心理病理症状增加
意外伤害发生的风险”“。本研究结果显示，各时段
自伤和意外伤害行为的检出率均随基线心理病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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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基线心理病理症状数越多，自伤和伤害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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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社会交往不适等心理病理症状及冲动和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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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ｌ Ｊ

查从而造成失访，这是本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显示，基线心理亚健康状态对青少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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