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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aggressive crow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biological index to distinguish the aggressive behavior group, meanwhile to verify the
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in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index. Methods: issuing
1160 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s revised by Ni Linying. Accronding to th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scores of different subjects, we choose 16 men in the high aggressive population
group as high aggressive tendency group, and choose 12 men in the low aggressive population
group as low aggressive tendency group. We gather 3 ml of two groups’ blood with centrifugation,
and test the TCH、5-HT, T of the serum and heart rate, blood respectively. Results: 1) The 5-HT and
T of high aggressive tendency group serum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ow aggression
tendency group (P < 0.01). The 5-HT and T of high tendency aggressive group serum are respectively 1.31 times and 1.51 times to the low aggression tendency group. 2) The TCH of high aggressive tendency group serum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low aggression tendency group (P <
0.05). The TCH of high tendency aggressive group serum are 1.16 times to the low aggression tendency group. 3) The heart rate and blood pressure of high aggressive tendency group a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low aggression tendency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5-HT and T of the high
aggressive men serum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normal men obviously; the TCH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normal men. The different aggressive groups that are distinguished by the 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revised by Ni Linying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biochemical indexes. 5-HT, T and TCH can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index to judge the aggressive of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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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高攻击性人群的生物学特征，为用生物学指标判别攻击性行为人群提供依据，同时对BussPerry攻击性修订问卷提供了生理生化指标的验证。方法：发放倪林英修订的Buss-Perry攻击性问卷
1160份，根据问卷攻击性分数的不同，在高攻击人群组中选择16名男性为高攻击倾向组，在低攻击人
群组中选拔出12名男性为低攻击倾向组。分别对两组人员取肘静脉血3ml并进行离心，对血清中5羟色
胺、睾酮、总胆固醇及心率、血压行进测定。结果：1) 高攻击倾向组血清中5-HT和T浓度明显高于低攻
击倾向组(P < 0.01)，其中高攻击倾向组5-HT、T的浓度分别是低攻击倾向组的1.31倍和1.51倍。2) 高
攻击倾向组血清TCH浓度明显低于低攻击倾向组(P < 0.05)，低攻击倾向组TCH的浓度是高攻击倾向组的
1.16倍。3) 高攻击倾向组心率和血压低于低攻击倾向组(P > 0.05)。结论：高攻击性男性血清中5-HT、
T的浓度明显高于正常男性，血清中的TCH浓度明显低于正常男性。通过倪林英修订的Buss-Perry攻击
性问卷所区分的不同攻击性群体在生化指标上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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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攻击性一生物体有目的的对其他生物体施加的而为该生物不愿意接受的伤害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在各方面表现出相对稳定的同时，面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暴力和攻击性行
为也随之上升，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同时也极大的干扰了大众的生活和社会秩序。
大量文献研究显示，攻击性与 5 羟色胺、睾酮、儿茶酚胺、胆固醇、多巴胺等神经内分泌因素有关，
攻击性行为正是通过对这些激素进行调节而发生。目前通过建立动物的攻击模型对攻击性的机制进行研
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于伦理道德和实际操作等原因，对于攻击性人群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
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对于高攻击性人群的机制研究却很少。国外有针对暴力犯罪人员和反社会人格障碍
患者的生理机制研究，但对普通大众进行攻击性机制的研究仍很少。本次研究通过行为学攻击性问卷对
普通大众人群进行攻击性的区分，来研究攻击性倾向人群在相关生理生化指标上的差异，探讨高攻击性
人群的生物学特征，为用生物学指标判别攻击性行为人群提供依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倪林英修订的 Buss-Perry 攻击性问卷，随机在陕西省西安市及山东省临清市发放问卷 116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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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攻击问卷分数的不同，将受试群体分成高攻击性人群组(77 - 105)、中攻击性人群组(50 - 76)、低攻击
性人群组(20 - 49)[1]，各组人数统计如表 1 所示。在高攻击性群体组中选择 16 名男性为高攻击倾向组，
在低攻击性群体组中选拔出 12 名男性为低攻击倾向组。

2.2. 研究方法
2.2.1. 实验对象选择
1) 考虑到对实验群体取血的个人意见以及实验的条件，在高攻击组中选择攻击性分数较高的 50 名
男性，在低攻击组中选择攻击性分数较低 30 名男性。2) 对实验对象进行一对一的面谈，对问卷的题目
进行更详细的询问，确定高攻击性群体及地攻击型群体。例如针对问卷第 4 题“我曾非常生气的打坏过
东西”，可以询问针对什么样的事如何的打坏东西，这将有利于进一步确定实验群体。3) 排除肥胖、高
血压、心血管疾病以及肝、肾、胰等内脏相关疾病患者，排除与大脑有关的疾病患者，两组近期都无服
用影响检测指标的药物，饮食习惯类似。
最终确定了 16 名男性为攻击实验组和 12 名男性为正常对照组，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年龄和体重相似，
攻击性问卷分数相差明显，如表 2 所示。
2.2.2. 血液采集
早上八点集合所有实验群体并使之安静坐下等待采血。实验群体统一在早上 8:30~9:30 之间，在实验
室安静环境下，请专门医务人员用一次性注射器空腹立位采集肘静脉血 3 ml。将血液 37℃温水浴 40 分
钟，用牙签取出凝固的血细胞后，进行离心(15,000 r/min, 15 min)分离出血清放入离心管，于−70℃冰箱
中保存待测。
2.2.3. 实验方法
利用体重秤对实验群体进行称重，利用秒表进行心率的测定，利用听诊器和血压计进行血压的测定。
采用双抗体夹心酶免疫(ABC-ELISA)法测血清 5 羟色胺。采用竞争性抑制酶免疫分析(ELISA)法测人血清
睾酮。利用酶偶联比色法对血清总胆固醇进行测定。
2.2.4. 数据统计及分析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包，对所得数据进行平均数和标准差的计算，所有数值均采用平均值±标准
差( X ± SD )表示。对所得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数据显著性水平。
Table 1. The number and the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aggressive group
表 1. 不同攻击性组别的人数及所占比例
高攻击组(77 - 105)

中攻击组(50 - 76)

低攻击组(20 - 49)

人数

136

863

161

比例

11.7%

74.4%

13.9%

Table 2.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表 2. 实验群体的基本情况
人数

年龄

体重(Kg)

攻击性分数

高攻击倾向组

16

25.38 ± 3.50

66.44 ± 4.18

87.19 ± 5.78

低攻击倾向组

12

24.33 ± 3.08

67.17 ± 4.47

38.92 ±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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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结果

3.1. 不同攻击性人群心率、血压的差异比较
高攻击倾向组的心率和血压普遍的低于低攻击倾向组，但经过单因素方差分析 P 值都大于 0.05，如
表 3 所示。

3.2. 不同攻击性人群血液中 5-HT、T/CH 的比较分析
对两组血清中 TCH、5-HT 和 T 的比较发现，高攻击倾向组血清总胆固醇浓度低于低攻击倾向组(P <
0.05)，低攻击倾向组 TCH 的浓度是高攻击倾向组的 1.16 倍。高攻击倾向组血清 5-HT 和 T 均明显高于低
攻击倾向组(P < 0.01)，其中高攻击倾向组 5-HT、T 的浓度分别是低攻击倾向组的 1.31 倍和 1.51 倍，见
表 4。

4. 讨论
4.1. 不同攻击性男性人群心率和血压差异比较
高攻击倾向组群体和低攻击倾向组群体在心率和血压上无显著性差异。实验数据显示低攻击倾向组
在心率和血压上都比高攻击倾向组稍高，但单因素方差分析没有显著性差异。心率受到交感神经和副交
感神经的共同支配，心率的快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交感神经的活动。有研究显示攻击性儿童的心率
要低于普通儿童[2] [3]。Scarpa 认为攻击性儿童副交感神经的活动要强于交感神经，这可能是导致心率较
低的原因[4]。王振宏[5]等研究也说明了身体攻击学生比普通学生的心率要低。本次研究显示实验组心率
比对照组要低，但单因素方差分析没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是两组实验群体生活习惯、
运动频率等不同，影响到心率。另一方面本实验样本量还不够多，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效果明显度降低，
影响到数据显著性水平的验证。情绪反应与自主神经活动的反应有密切关系，情绪发生时伴随着交感和
副交感神经的活动改变[6]。一般情况下，情绪反应时血压会发生变化。一般认为攻击性与血压有一定的
关系，但目前还没有定论。

4.2. 不同攻击性男性人群血清 TCH 有显著性差异
实验数据显示低攻击倾向组血清 TCH 含量明显高于高攻击倾向组(P < 0.05)。TCH 是指血液中脂蛋
Table 3. Comparison of heart rate, blood pressure of the two group
表 3. 两组群体心率、血压的对比
心率(次/min)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高攻击倾向组

69.50 ± 6.22

110.69 ± 7.96

72.75 ± 4.77

低攻击倾向组

73.17 ± 5.94

116.25 ± 7.02

73.17 ± 7.76

Table 4. Comparison of TCH、5-HT and T in the blood of the two group
表 4. 两组群体血液中 TCH，5-HT 和 T 的比较
TCH(mmol/l)

5-HT(ng/ml)

T(ng/ml)

高攻击倾向组

3.89 ± 0.51

120.38 ± 17.56

6.50 ± 0.92

低攻击倾向组

4.52 ± 0.57*

91.78 ± 11.59*

4.31 ± 0.39#

P < 0.05

P < 0.01

P < 0.01

*代表与高攻击倾向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代表与高攻击倾向组相比有极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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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所含的胆固醇总和，其中包括游离的胆固醇和胆固醇酯。胆固醇是合成肾上腺皮质激素和性激素的重
要原料，也是细胞膜的主要成分。1990 年 Muldoon[7]等通过临床实验观察发现，降低高血脂症患者的血
胆固醇含量可以降低患者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但是并没有降低总死亡率，因为这部分患者死于暴力、
自杀等的概率增加。之后 Jacobs[8]的实验结果也证实了这点，说明低胆固醇含量可能是引起攻击行为的
机制之一。早期国外学者 Hillbrand M[9]发现反社会人格障碍和经常犯罪的人血胆固醇浓度较低。杨东英
[10]的研究认为有攻击性行为的首发精神病患者血清胆固醇浓度低于无攻击性行为者。有研究显示，胆固
醇可能是通过影响中枢系统中 5-HT 的浓度来影响攻击行为的。Frontenot 等通过对猴子控制胆固醇的实
验，发现低胆固醇的猴子攻击性较强，脑脊液中 5-HIAA 含量较低[11]。其可能机制一是血胆固醇的降低
使得血中胆固醇和磷脂的比值降低，这样就影响到膜的流动性和粘度，使膜的功能发生改变，进而使 5-HT
受体和转运体的功能发生改变；二是较低的血胆固醇浓度使血中 5-HT 前体浓度降低，从而使中枢神经系
统 5-HT 的活性降低。
对攻击性心理应激的研究认为，攻击性心理应激情况下血胆固醇升高。心理应激的情况下交感神经
的活动加强，引起儿茶酚胺和糖皮质激素的分泌加强，进而能够引起脂肪的分解加强，使胆固醇的含量
增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心理性攻击和胆固醇的正相关关系。

4.3. 不同攻击性男性人群血清 5-HT 浓度差异明显
实验数据显示高攻击倾向组血清 5-HT 的浓度明显的高于低攻击倾向组(P < 0.01)。5-HT 作为一种重
要的神经递质主要是在 5-HT 能神经元的末梢合成[12]。色氨酸可以在色氨酸羟化酶的作用下生成 5 羟色
胺酸，5 羟色胺酸在脱羧酶的作用下形成 5 羟色胺。5 羟色胺合成之后内皮细胞中储存在囊泡中。5-HT
是影响攻击性的最主要的神经递质，这已经在动物实验上得到广泛的验证。通过建立大鼠攻击模型，发
现攻击性大鼠下丘脑和大脑皮层 5-HT 及其受体蛋白表达均降低[13]。近期有报道显示脑脊液中的 5-HT
浓度能够影响到机体冲动和暴力犯罪的倾向[14]。脑脊液中的 5-HT 浓度越低，则越容易冲动和发生暴力
行为。对于外周血中 5-HT 的研究，有报道称有暴力倾向的少年血小板中 5-HT 的浓度明显高于普通人[15]。
对于检测外周血中 5-HT 的浓度能否模拟中枢系统中 5-HT 的活动的问题，很多学者专家提出外周血和中
枢 5-HT 具有相似的代谢和摄取通路，有相似的作用机制，因此外周血 5-HT 是一个反应攻击性的很好的
指标。本次试验结果也证实了高攻击性人群血清 5-HT 含量高于普通人群，其机制可能是外周血中 5-HT
浓度的提高协同地使 5-HT 转运到中枢神经系统中 5 羟色胺能神经元的量减少，从而造成了中枢 5-HT 能
神经元的量减少和功能下降。

4.4. 不同攻击性男性人群血清睾酮浓度差异明显
高攻击倾向组血清睾酮的浓度明显高于低攻击倾向组(P < 0.01)。T 是一种类固醇荷尔蒙，具有维持
骨密度、增强肌肉力量和提升体能的作用。除此之外，T 还是男性好动、勇敢、敢于冒险，成为强壮的
男子汉的重要原因，对男性的生长发育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当今世界人类整体趋势是男性比女性更容易
发生暴力犯罪事件，有学者就提出这跟 T 很大的关系。Rosenzweig[16]等通过对动物的研究发现，阉割后
的动物分泌雄性激素减少，相对之前变的温顺，而重新注射 T 之后，攻击行为明显增多。Mattii[17]通过
对反社会人格障碍个体的研究发现他们脑脊液中的 T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人群。余毅震[18]等研究发现有
攻击倾向的青少年唾液中 T 水平明显高于无攻击倾向的青少年。睾酮是重要的大脑调节因子，并能够与
相关神经递质、神经活性类固醇、生长因子等发生作用，对相关神经递质及其受体产生影响。对动物的
研究显示，T 可以调节 5-HT1A 和 5-HT1B 受体，进而影响攻击性。Moshe Birger MD 通过对有暴力倾向
的男性研究，发现睾酮可能通过对 5-HT 进行调节进而影响攻击性，男性暴力倾向的原因可能跟 5-HT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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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失常有关。目前通过对文献的查阅显示睾酮对攻击性调节的可能机制：一是在生长发育的阶段，睾酮
可以通过诱导神经细胞及其相关递质，来促使大脑向雄性方向发展；二是在成年之后，睾酮可以通过影
响中枢 5-HT 等相关神经递质及其受体，强化攻击性在神经回路的刺激[19]。三是睾酮升高时，抑制了 γ氨基丁酸的传导。γ-氨基丁酸是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当 γ-氨基丁酸的传导被抑制时，神经元兴奋性增
强使得机体攻击性增强。

5. 结论
1) 高攻击性行为男性血清中 5-HT、T 的浓度明显高于正常男性，血清中 TCH 的浓度明显低于正常
男性。
2) 通过倪林英修订的 Buss-Perry 攻击性问卷所区分的不同攻击性群体在生化指标上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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