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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检出率
及相关危险因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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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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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深圳市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NSSI）行为的检出率及其危险因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参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以深圳市 2 200 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CES-D）和网络成瘾量表（IAT）进行调查。通过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中学生 NSSI 行为的危险因素。结果

共检出 230

（10. 9%）名中学生曾有过 NSSI 行为，其中男生 111 人，女生 119 人；初中生 108 人，高中生 122 人。男生和女生（10. 3% vs.

11. 6%）、初中生和高中生（11. 1% vs. 10. 8%）之间 NSSI 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 05）。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抑郁情绪（OR=2. 58）、网络成瘾（OR=1. 65）及受校园欺凌（OR=2. 25）是中学生发生 NSSI 行为的危险因素。结论
市中学生 NSSI 行为检出率较高，抑郁情绪、受校园欺凌和网络成瘾可能是其相关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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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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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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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the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Shenzhen，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ormulating target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Methods

A total of 2 200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Shenzhen were enrolled by a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and were investigated by self-made questionnaire，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Depression Scale（CES-D）and Internet Addiction Test（IAT）. Then the risk factors of NSSI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determin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230（10. 9%）middle school

students suffered NSSI behaviors，and the NSSI detection rate showed no statistic difference between boys and girls［111（10. 3%）
vs. 119（11. 6%）］，either betwee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108（11. 1%）vs. 122（10. 8%）］.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depression （OR=2. 58），Internet addiction（OR=1. 65）and school bullying

（OR=2. 25）were risk factors for NSSI behavior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nclusion

The detection rate of NSSI behavior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Shenzhen is relatively high，and risk factors include the depression，school bullying and Internet
addiction.

【Keywords】 Non-suicidal self-injury；Middle school students；Risk factors

非 自 杀 性 自 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

上吊等，自伤行为不仅对个体造成身体上的痛苦，

行为是指个体在无自杀意念的情况下采取一系列

同时也影响其正常的人际、学业及社交等社会功

反复、故意、直接伤害自己身体，且不被社会所允许

能，并可增加自杀风险［2-3］。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

的行为［1］。常见的 NSSI 行为包括切割、划伤、击打、
项目基金：深圳市医疗卫生三名工程项目（SZSM201612079）；
深圳市发改委“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专项项目（［2018］256 号）

册（第 4 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urth edition，DSM- IV）中，NSSI 被

作为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一个症状，而《精神障碍诊
断 与 统 计 手 册（第 5 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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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DSM-5）将

系数为 0. 93，
分半信度为 0. 94，
在学生中有良好的信

多的研究。可见 NSSI 已逐渐成为一个严重的精神

1. 3

NSSI 单独提出来作为一个诊断草案，并呼吁需要更
卫生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青少年是 NSSI 的

高发人群，发生率为 17. 2%，且女性高于男性［2，4］。

度和效度［9］。

评定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各学校心理老师及班主任在教

崔莹莹等［5］于 2016 年对深圳市中学生的调查结果

室内发放问卷，使用统一指导语，学生当场完成问

探讨相关心理因素对 NSSI 行为的影响。本研究通

1. 4

显示，34. 7% 的中学生存在 NSSI 行为，但该研究未

过对深圳市中学生 NSSI 行为的调查，了解其发生

NSSI 行为的特征以及心理因素对 NSSI 行为的影响，
为制定相关干预策略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卷后由老师统一收回。问卷评定耗时约 20~30 min。
统计方法
采 用 EPIDATA 3. 0 录 入 数 据 ，数 据 由 双 人 录

入，并由第三人进行二次核对剔除无效问卷。使用
SPSS 21. 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正态资料以（x±s）表

示，计数资料以［n（%）］表示。将性别、年级、每周参
加体育锻炼次数、学习压力情况、同伴关系、校园欺

对象

凌、抑郁情绪及网络成瘾作为影响因素，通过 χ2 检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于 2017 年 7 月-10 月

验比较有自伤行为组和无自伤行为组之间的差异；

在深圳市抽取在校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首先在深

将单因素检验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纳入多

个区共 44 所中学中抽取 11 所中学，在各学校每个

影响因素。检验水准 α=0. 05。

圳市 10 个区中抽取两个区作为一级抽样单位，在两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分析发生 NSSI 行为的

年级（初一至高三）抽取 8 个班级，以班级为单位进

2

行问卷调查。共调查中学生 2 200 名，回收有效问
卷 2 104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5. 6%。本研究经

过深圳市康宁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研究对象均签

果

一般资料与 NSSI 检出率

在参与调查的 2 104 名中学生中，男生 1 075 人

（51. 1%），女 生 1 029 人（48. 9%）；初 中 生 974 人

署知情同意书。
1. 2

2. 1

结

（46. 3%），平均年龄（13. 8±1. 7）岁，高中生 1 130 人

评定工具
采用自制调查表收集学生的性别、年龄、学习

压力、每周体育锻炼次数、同伴关系等资料。通过
询问“你是否尝试过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注：自伤的
目的并不是想自杀）？”筛查中学生是否有非自杀性
自伤行为；以“过去一年里，您在学校里是否遭遇过
别人欺负或威胁或网络欺凌？如被同学冷落、批
评、殴打等”筛查中学生是否遭受校园欺凌。

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

logical Studies-Depression Scale，CES-D）评定中学生
过去一周的抑郁状况。CES-D 由 Radloff［6］于 1977 年

编制，共 20 个条目，采用 0~3 分 4 级评分，总评分范
围 0~60 分，评分越高提示抑郁情绪越严重。以 20 分

为划界分筛查抑郁症状。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
为 0. 88，
在中学生群体中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7］。

采用网络成瘾量表（Internet Addiction Test，
IAT）

（53. 7%），平均年龄（16. 4±1. 1）岁。检出有抑郁情
绪者 558 人（26. 5%），曾经历过校园欺凌共 429 人

（20. 4%），有中度网络成瘾倾向共 458 人（21. 8%）。
检出曾有过 NSSI 行为者 230 人（10. 9%），其中男生
111 人（10. 3%），女生 119 人（11. 6%）；初中生 108 人

（11. 1%），高中生 122 人（10. 8%）。
2. 2

自伤组与非自伤组一般资料比较
自伤组与非自伤组的性别和年级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 均>0. 05）。两组每周体育锻炼次数、
学

习压力情况、
同伴关系、
受校园欺凌、
抑郁情绪及网络

成瘾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 或 0. 01）。
见表 1。
2. 3

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研究因素纳入

评定上网者是否成瘾及成瘾程度。IAT 由 Young 编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
采用向后逐步法进行 Logis⁃

［8］

络成瘾（OR=1. 65）以及受校园欺凌（OR=2. 25）是中学

制，
共 20个条目，
采用 0~5分 6级评分，
总评分越高，
表

示对网络依赖的程度越高 。50~79 分为中度上网成

瘾者，
80~100 分为重度网瘾者。该量表 Cronbach’
sα
450

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抑郁情绪（OR=2. 58）、网
生发生 NSSI行为的相关危险因素。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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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深圳市中学生自伤组与非自伤组一般资料比较［n（%）］

变

量

自伤组

非自伤组

（n=230）

（n=1 874）

性别
111（10. 3）

男性

119（11. 6）

女性
年级

108（11. 1）

初中
高中
每周体育锻炼次数

964（89. 7）
910（88. 4）
866（88. 9）

122（10. 8） 1 008（89. 2）

0次

34（17. 3）

163（82. 7）

3~5 次

83（10. 6）

697（89. 4）

1~2 次

70（10. 0）
43（10. 2）

＞5 次

学习压力情况

99（13. 7）

较大
同伴关系

19（32. 2）

差
受校园欺凌

90（21. 0）

有
抑郁情绪

40（67. 8）

339（79. 0）

114（7. 4） 1 432（92. 6）

无

116（20. 8）

有
网络成瘾

442（79. 2）

143（8. 7） 1 503（91. 3）

无

87（19. 0）

有
表2

623（86. 3）

140（8. 4） 1 535（91. 6）

无

0. 83

0. 36

0. 05

0. 83

8. 99

0. 03

β

SE

校园欺凌

0. 81

0. 16

0. 50

0. 16

抑郁情绪
网络成瘾

0. 95

0. 16

Wald χ2

8. 49

0. 004

28. 24 <0. 01

讨

NSSI 行为是个体自动强化和社会强化相互作用的
结 果 ，通 过 积 极 或 消 极 强 化 过 程 影 响 NSSI 的 发
生［17］，如个体通过自动消极强化过程实施 NSSI，以
减少抑郁等负性情绪，同时在实施 NSSI 行为后 ，通

过 自 动 积 极 强 化 过 程 获 得 愉 悦 感［2］。 提 示 NSSI

过相关网页或论坛获取自杀相关信息，增加了其实
施自伤行为的可能性。此外，负性生活事件是也

NSSI 行为的危险因素之一，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包
括人际关系紧张、亲人或朋友自杀、童年期受虐待

等［19-20］。本研究结果表明，过去一年受到校园欺凌
55. 87 <0. 01

的中学生更易出现 NSSI 行为，与 Jiang 等［21-22］研究结

果一致。当个体受到压力事件的刺激而又不能通
过自己的能力解决或无法适应环境时，个体便会产

75. 78 <0. 01

39. 10 <0. 01

95%CI

P

生一种被压迫的主观感受，从而采取病态行为以缓
解或消除压迫感［23］。加强对校园欺凌的防控，可能

有助于改善青少年情绪行为问题，从而减少 NSSI
行为。

综上所述，深圳市中学生 NSSI 行为检出率较

高，不良情绪、网络成瘾及校园欺凌影响其 NSSI 行

为。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仅使用定式问题评估青

26. 9

2. 25

1. 66~3. 06 <0. 01

少年 NSSI 行为，未使用标准化自伤评估工具，且未

10. 0

1. 65

1. 21~2. 26

为的特点，需在今后研究中加以补充。

38. 9

2. 58

1. 92~3. 48 <0. 01

0. 002

注：以未受校园欺凌，无抑郁情绪及无网络成瘾为参照

3

行为的危险因素，与梁素改等［15-16］研究结果一致。

等［18］研究结果一致。沉溺于网络的青少年更易通

371（81. 0）
OR

本研究结果表明，抑郁情绪是中学生发生 NSSI

略。网络成瘾的中学生更易出现 NSSI 行为，与 Liu

深圳市中学生 NSSI 行为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学意义。

行为既是一种消极应对方式，也是一种调节情绪策

377（89. 8）

210（10. 3） 1 827（89. 7）

一般

P

631（90. 0）

131（9. 5） 1 244（90. 5）

一般

χ2

中学生 NSSI 行为的检出率在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

论

本研究显示，深圳市中学生 NSSI 行为的检出率

对自伤方式进行评估，难以全面了解中学生 NSSI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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