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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uicide ideation,
10,384 students who come from 14 high schools in Chongqing city were tested with the Symptom Check List
(SCL-90),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 and the Incidence of Suicide Ideation Scale.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 suicide idea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hongqing is low, the incidence of
suicide ideation was 59.4% and the attempted suicide rate was 2.6%.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gender and backgrounds in the degree of suicide idea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gender, backgrounds and grades in the incidence of suicide idea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2) Melancholy, nervosity, others, compulsion, hostil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physical symptoms, spirit, extroversion or introversion and psychoticism we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o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uicide ideation. We suggest that suicidal prevention and crisis interventio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udents who are melancholy, low on emotional stability, have diet or sleep problems, hostility,
psychotic symptoms, introversion, egocentricity.
Keywords: Psychological Health; Personality; Suicide Id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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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高中生自杀意念的现状及影响因素，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艾森克人格特征问

卷(EPQ)、自杀意念发生率量表对重庆市 14 所高中 10,384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1) 重庆市高
中生自杀意念低，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59.4%，自杀未遂率为 2.6%。不同性别、来源高中生生自杀意念
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性别、来源、年级高中生自杀意念发生率均存在显著差异。2) 忧郁、神经质、
其他、强迫、敌对、人际、躯体、精神、内外向、精神质是高中生自杀意念的重要影响因素。建议学
校在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工作中加强对忧郁、情绪不稳定、饮食睡眠障碍、敌意、精神症状、内向、
自我中心这类对象的关注。
关键词：心理健康；人格；自杀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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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杀是世界人群的第 13 位死因，是 14~44 岁年
龄段人群第 4 位死因(石文娟，马少斌，王声，2007)。
在中国，自杀是导致 15~24 岁人群死亡的首位原因。
据卫生部数据统计，这一人群的自杀率为 22.5/10 万，
即每年约有 4.5 万人死于自杀(陈洁，刘金同，
王暘等，
2013)。在过去的 45 年中(1955~2000 年)，自杀率增加
了 60%(荆春霞，王声涌，吴赤蓬等，2003)。
自杀包括完全自杀、自杀未遂和自杀意念。自杀
意念是指偶然体验的自杀行为动机，个体胡思乱想或
打算自杀、但没有采取实现此目的的外显行动(荆春霞，
王声涌，吴赤蓬等，2003)。一般认为，自杀行为的产
生，往往从产生自杀意念开始，然后制定自杀计划，
最后采取自杀行为。有关研究也指出，自杀行为从自
杀意念、尝试自杀、自杀死亡逐步发展，虽然不一定
连续，但自杀意念是自杀死亡的强危险因素(刘建平，
巢传宣，曾晓青，2012)。约有 5%有自杀意念的人会
发生自杀行为，而自杀之前约 70%事先曾向亲友表达
或暗示自杀意念(石文娟，马少斌，王声，2007)。在

非常高的预测效应。姚月红等(2000)大学生主体的内
在因素，尤其是严重的心理障碍和恶劣的心理状态对
自杀行为的影响很大，是造成大学生自杀的本质性原
因。那么究竟具体哪些心理健康因素和人格特征对自
杀意念有显著的影响，各个因素相对作用究竟有如何，
过去研究未做探讨。
而高中生处在个体身心发展的加速期和过渡期，
生理上的成熟使青少年心理上发生急剧变化，但此阶
段心理发展水平有限，许多期望不能实现，容易产生
挫折感，此阶段的身心发展不平衡使高中生面临种种
心理危机，容易出现心理失衡。已有关于自杀意念的
研究多集中于大学生对象群体，针对高中生的研究生
较少。因此，本研究试图对重庆市高中生的自杀意念
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同时结合个体心理状态和特质两
个方面，从自杀意念程度的角度来探讨自杀意念的影
响因素。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中学生中对自杀意念的筛查是自杀风险筛查的一部

对重庆市 14 所高中发放问卷 14,178 份，回收有

分，通过对自杀意念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提示风险人

效问卷 10,384 份。男生 4788 名，女生 5596 名；来自

群的其他特征，为制定进一步的筛查和随访干预策略

农村的学生 5461 名，来自城市的学生 4923 名；高一

提供依据(李雪霓，刘海骅，刘肇瑞等，2008)。关于

学生 7071 名，高二学生 3313 名。平均年龄 16.2 ± 1.2

自杀意念现状的调查，过去研究者多集中于自杀意念

岁。

发生率的探究，且结论不一，对于自杀意念程度的关
注较少。
自杀是心理、社会、生物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

2.2. 研究工具
2.2.1. 心理健康量表

结果。现有研究多从外因如社会支持、负性生活事件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汪向东，王希林，马

对自杀意念影响因素进行探讨，而对于个体自身心理

弘，1999)，该量表是国内用于心理状况调查使用得最

素质角度探讨较少。如石文娟等(2007)通过对广州市

多的工具。由 L.R. Derogatis 于 1975 年编制，量表由

大学生自杀意念现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自杀

90 个项目构成，每个项目采用 5 级评分(无 = 1，轻度

行为的态度、消极应对、负性生活事件是自杀意念的

= 2，中度 = 3，偏重 = 4，严重 = 5)，包括躯体化、

危险因素，社会支持是保护因素。郭兰等(2001)研究

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

指出，个体人格、气质特征等十五个指标可建构全面

偏执、精神病性、其他 10 个因子，一个或一个以上

的自杀预警指标体系。实际上，心理健康水平与大学

因子分 ≥ 2 分表示存在心理健康症状。本研究量表的

生自杀的关系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如国外 David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77，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

等(2006)的研究就发现，心理健康水平是自杀企图的

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

显著影响因素；我国高宏生等(2003)的研究也发现，

其他 10 个分量表的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74，

心理健康水平是自杀意念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吴连海

0.840，0.833，0.897, 0.869，0.814，0.776，0.747,0.808，

等(2010)的研究发现，心理健康症状对自杀倾向存在

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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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人格特征问卷

“近一年有想自杀或故意伤害自己”的学生有 2564

采用龚耀先修订版艾森克人格成人问卷(EPQ)(龚

名(24.7%)，“近一个月有想自杀或故意伤害自己”的

耀先，1986)。该问卷共 88 条目，包括 4 分个量表：

学生有 1848 名(17.8%)。经常有自杀意念的学生(自杀

E——内外向；N——神经质，又称情绪性；P——精神

意念得分为 16 分)有 41 名(0.4%)。通过对自杀意念量

质，又称倔强、讲求实际；L——说谎或自身隐蔽。本

表的四个题项进一步分析发现，“近一年经常觉得活

研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87，精神质、内外

着没有意思”的学生有 311 名(3%)，
“近一年经常出

向、神经质、说谎 4 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

现希望自己死了才好的念头”的学生有 249 名(2.4%)，

为 0.782，0.757，0.893，0.723。

“近一年经常想自杀或故意伤害自己”的学生有 93

2.2.3. 自杀意念量表
选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制定的依据
beck 自杀意念量表修订的自杀意念出现率量表，评估
范围涉及了最近一年和最近一个月，在有自杀意念的

名(0.9%)，
“近一个月经常想自杀或故意伤害自己”的
学生有 72 名(0.7%)。
本研究对参与调查研究对象的自杀未遂行为做
了进一步调查，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中的项目
“过去任何时候您有过喝药、割腕等自伤或自杀行为”

程度也不仅仅限于是与否之间，分别以 4 点计分“从

作为自杀自伤发生率的判断标准，肯定回答者为有过

无”、
“极少”、
“有时”、
“经常”
，对应得分 1~4，有 4

自杀自伤行为，否定回答者为无自杀自伤经历，结果

个题项，自杀意念得分区间为 4~16 分，分数越高，

发现有 275 人曾经有过自杀自伤行为，发生率为 2.6%。

表示个体自杀意念越强，自杀风险越大。本研究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0.863。

3.1.2. 不同性别、来源地、年级高中生的自杀意念
程度比较

2.3. 研究程序

从表 1 可以看到，重庆市高中男生的自杀意念得

采用班级网上团体施测，测试前同意宣读知情同

分低于男生(t = −10.714, p < 0.001)，来自城市的高中

意书及测查指导语，强调信息的保密性，测试结束后

生的自杀意念得分高于来自农村的学生(t = 3.853, p <

从测查系统导出数据进行处理。

0.001)，且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级的学生自杀意念
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2.4. 数据处理
运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统计、t 检验、χ2 检

3.1.3. 不同性别、来源地、年级高中生的自杀意念
发生率比较

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3. 研究结果

从表 2 可以看出，不同性别、生源地、年级的学
生在自杀意念发生率上均有显著差异。即男生的自杀
量表。

3.1. 高中生的自杀意念的现状
3.1.1. 高中生自杀意念程度和自杀意念发生率

Table 1. Gender, background and grade differences tests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suicide ideation
表 1. 重庆市高中生自杀意念的性别、来源地、年级差异检验

自杀意念得分区间为 4~16 分，调查结果发现，
重庆市高中生自杀意念总分(5.90 ± 2.40)远低于四个
题项的 4 级评分(1,2,3,4)的中值水平(10)，表明重庆市

人口统计学变量

有意思”的学生有 5680 名(54.7%)，
“近一年有出现希
望自己死了才好的念头”的学生有 4018 名(38.7%)，

22

男

4788

5.66 ± 2.30

女

5596

6.10 ± 2.47

城市

4923

6.00 ± 2.48

农村

5461

5.84 ± 2.35

高一

7071

5.92 ± 2.43

高二

3313

5.84 ± 2.33

来源地

6168 名，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59.4%。通过对自杀意念
的四个题项进一步分析发现，“近一年有觉得活着没

自杀意念(M ± SD)

性别

高中生的自杀意念水平低。
曾有自杀意念的学生(自杀意念得分 > 4 分)为

人数

年级

t值
−10.714***

3.853***

1.787

注：*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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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Gender, background and grade differences tests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suicide ideation report rates
表 2. 重庆市高中生自杀意念报告率的性别、来源地、年级差异检验
人口学统计
变量

有自杀意念
(N = 6168)

无自杀意念
(N = 4216)

2609(42.3%)

2197(55.7%)

女

3559(55.7%)

2037(42.3%)

城市

2233(36.2%)

2690(63.8%)

农村

3935(63.8%)

1526(36.2%)

高一

4577(74.2%)

2494(25.8%)

高二

1591(25.8%)

1722(74.2%)

男
性别

χ2值

88.768

***

*

**

为 22.69%；张敏(2007)报告的中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
为 18.39%；袁长江(2008)报告的青少年自杀意念报告
率为 28.4%。本研究结果远远高于以往研究得到的数
意念发生率有所增长。也可能是由自杀意念评价方法
不同、衡量自杀意念的标准不一或对象的差异所致。

261.100***

年级

率为 0.4%。王玲(2001)报告的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

据。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高中生学业压力加剧，自杀
765.200***

来源地

低，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59.4%，高度自杀意念的发生

***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意念发生率显著高于女生(χ2 = 88.768，p < 0.001)，
来着农村的高中生自杀意念发生率显著高于来着城
市的学生(χ2 = 765.2, p < 0.001)，高一学生自杀意念发
生率显著高于高二学生(χ2 = 261.1, p < 0.001)。

3.2. 心理健康、人格对自杀意念的影响
为探讨心理健康、人格特征对自杀意念的影响，
本研究以自杀意念为因变量，以心理健康十个因子分、
总均分以及人格四因子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
归分析，结果发现，忧郁、神经质、其他、强迫、敌
对、人际、躯体、精神、内外向、精神质十个因子进
入回归方程(β 值分别为 0.408，0.217，0.182，−0.130，
0.120，−0.132，−0.087，0.099，−0.046，0.034，p < 0.001)，
表明忧郁、神经质、其他、强迫、敌对、人际、躯体、
精神、内外向、精神质对高中生自杀意念具有预测作
用。忧郁、神经质、其他、敌对、精神、内外向、精
神质对高中生自杀意念有正向预测作用，强迫、人际、
躯体对高中生自杀意念有负向预测作用。
从表 3 可以看出，忧郁、神经质、其他、强迫、

但如此高的自杀意念发生率仍需引起学校教育工作
者和心理工作者的重视。
本研究对参与调查研究对象的自杀未遂行为做
的进一步调查，发现重庆市高中生中自伤自杀行为发
生率为 2.6%，表明自杀意念发生率(59.4%)高于自杀
未遂率(2.6%)。这也从侧面说明并非所有自杀意念最
终都会转换为自杀行为，因此对自杀意念进行及早发
现、及时干预能够有效降低自杀行为的发生。重庆市
高中生自伤自杀发生率与前人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
如袁长江(2008)对蚌埠地区青少年学生的自杀意念和
自杀未遂心理社会因素的研究发现青少年学生的自
杀未遂比例为 2.8%。将重庆市高中生与大学生的自杀
未遂率比较，发现重庆市高中生自杀未遂率略低于大
学生。艾明等人(2008)报道，重庆市大学生自杀未遂
率为 1.7%。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中学学生处在
身心发展的转型期，同时面临着紧张的学习氛围和升
学的压力，但中学心理教育、心理咨询的资源十分紧
缺，多数学校仅配备了一位甚至并未配备心理老师，
使得学生在这方面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若压力等得
不到合适的宣泄，容易出现极端行为。
本研究还显示，重庆市高中女生的自杀意念得分
高于男生，来自城市的高中生的自杀意念得分高于来

敌对、人际、躯体、精神、内外向、精神质在一定程

自农村的学生；在年级上，自杀意念得分差异不显著。

度上能够预测高中生的自杀意念，共能解释总变异量

重庆市高中生男生自杀意念发生率显著高于女生，农

的 39.6%，是影响高中生自杀意念的重要因素。解释

村自杀意念发生率显著高于城市，高一自杀意念发生

力最大的为忧郁和神经质因子。其中，忧郁能够解释

率显著高于高二。这表明对自杀意念程度和自杀意念

自杀意念 32.7%的变异，神经质能够解释自杀意念

发生率是自杀意念的两个不同侧面。造成这种结果可

3.7%的变异。解释力最小的为精神质，仅能解释自杀

能的原因是，女生较男生情感细腻持久，遇到负面情

意念 0.1%的变异。

绪体验更为深刻。相较农村学生而言，城市学生接受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重庆市高中生的自杀意念总体水平
OPEN ACCESS

的信息和刺激丰富，易受干扰，但同时又具备便利的
医疗卫生条件和发达的互联网络，遇到问题城市学生
能找到更多的渠道进行自我调节，实现心理平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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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Multivariat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3. 高中生自杀意念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校标变量

R

R2

ΔR2

F

ΔF

β

t

忧郁

0.571

0.327

0.327

6513***

6513***

0.408

26.847***

神经质(N)

0.603

0.364

0.037

3842***

788.585***

0.217

25.258***

其他

0.613

0.375

0.011

2689***

243.508***

0.182

15.623***

强迫

0.618

0.382

0.006

2071***

137.728***

−0.130

−10.306***

敌对

0.621

0.386

0.004

1686***

88.536***

0.121

11.160***

人际

0.623

0.388

0.003

1421***

61.728***

−0.132

−9.729***

躯体

0.625

0.391

0.002

1231***

52.869***

−0.087

−8.337***

精神

0.627

0.393

0.002

1088***

54.038***

0.099

7.213***

内外向(E)

0.629

0.395

0.002

974.452***

41.703***

−0.046

−6.551***

精神质(P)

0.629

0.396

0.001

880.481***

21.410***

0.034

4.627***

注：*p < 0.05，**p < 0.01，***p < 0.001。

而呈现高程度低频率的特点。而农村高中生与此相反，

健康对自杀意念有正向预测作用。除了忧郁外，神经

因此农村高中生自杀意念呈现高频率但低程度的特

质能够解释自杀意念 3.7%的变异，表明情绪稳定性的

点。不同年级的高中生自杀意念发生率差异显著，出

程度也能有效预测其自杀意念。过去研究多证实忧郁

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相对而言，高二比高一身

能够有效预测自杀意念，但本研究发现，情绪稳定性

心上都更为成熟，能够更好地进行自我调节。另外，

也是预测自杀意念的一个重要因素，李艳兰等(2013)

高二学生经过了一年的适应期，渐渐建立了自己的人

的研究也表明，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较多的使用消极

际圈，能够通过倾诉、宣泄等方式发泄不良情绪，因

情绪调节策略，较少使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这表明，

而自杀意念发生率有所降低。石文娟等人(2007)对广

心理训练可以从情绪调节能力训练的角度入手来展

州市大学生自杀意念现况的调查发现，不同性别、专

开。周忠琴等(2009)的研究也显示年级、性别、对自

业、生源的学生自杀意念报告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杀者家属的态度、神经质、精神质、自杀行为、生命

结论与本研究结论相悖，这可能是由于大学生和中学

的价值观、生活事件中的人际关系因子对自杀意念均

生本身存在的差异所致，也可能是由于地区差异所致。

有影响，与本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忧郁、神经质、

在对高中生自杀意念的回归方程预测中，忧郁、

其他、敌对、精神、内外向、精神质对高中生自杀意

神经质、其他、强迫、敌对、人际、躯体、精神、内

念有正向预测作用，强迫、人际、躯体对高中生自杀

外向、精神质 10 个变量进入方程，能够解释总变异

意念有负向预测作用。刘倩倩等(2007)的研究发现，

量的 39.6%的变异，是影响高中生自意念的重要因素。

抑郁、敌对、偏执、人际能够预测自杀行为。其中抑

相对于其他变量而言，解释力最大的为忧郁和神经质

郁、敌对、偏执对自杀行为起正向预测作用，人际对

因子，忧郁能够解释自杀意念 32.7%的变异，显示忧

自杀行为起负向预测作用，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存

郁症状的程度能够有效的预测其自杀意念。这与以往

在强迫、躯体症状、自卑的对象自杀意念较低，可能

研究基本一致。尚玉秀等(2008)对银川市大学生自杀

是由于强迫症状个体注意力和困扰主要集中于自己

意念及抑郁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抑郁是自

的强迫行为和思想、或者将内在心理不适更多地通过

杀意念的主要危险因素。谢一心(2013)选取 SCL-90

转化为躯体症状而得以缓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中的抑郁、焦虑、人际关系敏感因子，探讨了抑郁、

了自杀意念的水平，而自卑者倾向于认为自己软弱无

焦虑、人际关系敏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发现三个因

能，自杀勇气低。过去研究笼统采用几个心理健康的

子与自杀意念都密切相关，且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心理

因子来预测自杀意念，从而得到心理健康能够预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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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意念的结论。但本研究表明，心理健康总均分并非
自杀意念的预测因子，也并非全部的心理健康症状都
可以预测自杀意念的出现，恰恰相反，强迫、人际、
躯体还是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素。此外，其他因子、
敌对、精神、内外向、精神质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
测自杀意念的程度。今后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工作可
加强对存在饮食睡眠问题、敌意思想、精神症状、内
向、自我中心的这类对象的关注，从而更全面有效地
对学生进行筛查和干预。

5. 结论 (References)
1) 重庆市高中生的自杀意念水平低，自杀意念发
生率为 59.4%，自杀未遂率为 2.6%。
2) 自杀意念得分上，女生的自杀意念得分显著高
于男生，来自城市的高中生高于显著来自农村的高中
生生，不同年级的学生自杀意念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自杀意念发生率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城市显著低
于农村，高二年级高于高一年级。
3) 忧郁、神经质、其他、强迫、敌对、人际、躯
体、精神、内外向、精神质是重庆市高中生自杀意念
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够预测其自杀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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