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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虐待与军人适应不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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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适应不良是军人尤其是新兵群体中常见的精神心理问题。与适应不良产生有关的因素目

前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大量研究证明，儿童期虐待对个体精神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本文拟

从神经生物学、精神病理学等角度综述儿童期虐待对个体精神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进而分析儿童

期虐待对军人适应不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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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虐待（child abuse）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

题。由于文化因素的影响，对儿童虐待的理解存在地区

差异，目前尚缺乏统一的界定。世界卫生组织（WHO）

将儿童虐待描述为：对儿童有义务抚养、监管或有操纵

权的人，做出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

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行为，包括各种形式的躯体

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或对其进行经济或其

他形式的剥削。心理学的适应不良（maladjustment）是

指个体不能有效应对环境改变带来的挑战，被认为与

外在应激源及内在个性因素有关。从心理学角度而言，

儿童虐待是一种创伤或应激源，不仅影响儿童早期的

身体、心理发育，而且对其成年后的心理健康与行为

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如：儿童期虐待增加成年后罹

患心境障碍、焦虑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分离障碍、

躯体化障碍、人格障碍以及物质滥用、进食障碍、性

功能障碍、自杀等精神健康与行为问题的风险［1］。这些

长久的影响会增加军人的适应不良。

一　儿童虐待对军人适应不良的影响

军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儿童期虐待史在

军人群体中十分常见。美军对现役军人及退伍军人

精神健康与行为问题的研究中，很早就关注儿童期

虐待经历对军人健康及职业效能的影响。Rosen 和

Martin［2］对 1365 名美军士兵的调查中发现，50％的

女性及 15％的男性有儿童期性虐待经历，有 50％的

男性和女性有躯体虐待经历，同时有躯体虐待和性

虐待的女性和男性比例分别为 34％和 11％。我军研

究相对较少，目前尚缺乏大样本的调查研究资料。

孙双涛等［3］调查发现，新兵中有儿童期虐待史者比

例在 8.9％，相对较低。张理义等最早关注我军官兵

的适应性问题，将军人适应不良分为行为问题、情

绪障碍、人际关系不良、环境适应不良等四个方面，

编制了军人适应不良量表，并建立了全军常模［4］。

因工具选择、筛检人群、参考标准等差异，军人适

应不良总体情况仍然缺乏准确的数据。近年来研究

资料初步显示，新兵集训期间发生适应不良有明显

增多的趋势，问题日渐突出。

1　适应不良与适应障碍

适应不良涉及生物、心理、社会、行为等多个

层面，多通过量表如普遍性适应不良量表等做出评

定，难以被准确定义和清晰界定。按照许又新关于精

神障碍识别中残余规则的观点，残余规则指不好概括

和归类，但又公认为不言而喻，适应不良的定义可归

于此类。适应障碍（Adjustment Disorders）属于精神

病理学的范畴，在 CCMD-3、ICD-10、DSM-5 等精

神障碍诊断分类标准中，存在适应障碍的临床诊断。

按照 ICD-10 中描述性的诊断标准，适应障碍的发生

与压力性生活事件或生活环境改变密切相关，病人

往往存在人格缺陷，临床主要表现为伴主观痛苦的

情绪、躯体感觉和行为紊乱。军人适应不良的问题

主要发生在新兵集训期，临床实践中，当新兵抑郁、

焦虑或行为症状持续存在超过 1 月且无缓解趋势，排

除抑郁发作、焦虑障碍等，一般可诊断为适应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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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症状持续不足 1 月或逐渐缓解，则称之为适

应不良，其症状表现被认为是短期应激反应。因此，

适应不良与适应障碍，既相互区别，又联系密切。为

研究便利，本研究将适应障碍归入适应不良的范畴。

2　儿童虐待与军人适应不良

儿童期虐待经历对军人心理适应产生不良影

响。美军多项研究认为，儿童期虐待经历与军事减

员（Attrition）有关［5］。儿童期不良经历影响军人的

心理健康水平，导致对军事环境的适应性降低，与

军人入伍后不同阶段如基础训练阶段、单兵训练阶

段及服役早期被淘汰有关。来自韩国军队的研究［6］

表明，早年生活应激（包括躯体、情感虐待或忽视、

性虐待、家庭暴力等）与新兵抑郁、焦虑及攻击等

个性特征有关，影响新兵心理弹性，容易产生适应

不良。研究认为筛查有无早年生活应激及针对性心

理干预，对于新兵适应部队有重要意义。

二　儿童虐待影响适应不良的可能机制

适应不良与外在应激源及个体的易感性有关。

研究表明，个体的易感性有其神经生物学基础及明

显的个性心理特征。

1　神经生物学基础

儿童虐待对个体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同样也受

到多层面因素的影响。大量动物实验及临床研究，从

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和可塑性等方面进行探讨，内容

涉及基因转录水平、神经内分泌免疫反应、神经环

路、结构与功能影像学改变等。目前普遍接受的观

点认为：儿童虐待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成熟及可

塑性改变产生消极影响，可改变大脑的发育轨迹［7］。

（1）大脑结构和功能影像学改变

以磁共振成像（MRI）、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CT）、弥散张量成像

（DTI）等技术为基础的大脑结构与功能影像学研究

为探讨儿童虐待对大脑结构性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虽然现有研究多基于横断面研究，且研究结论缺乏

一致性，但普遍性的结论认为，儿童虐待经历对中

枢神经系统的发育会产生消极影响。儿童虐待可使

成年后全脑体积、边缘系统（如杏仁核、海马）、特

定区域皮质（如背外侧及腹内侧前额叶皮质）以及胼

胝体等结构发生改变，不同类型的儿童虐待甚至会

产生特异性的结果。大脑神经解剖结构是正常生理、

心理活动的基础，大脑特定结构的变化，相应功能

区域必然受到影响。如 Fan 等［8］采用静息态功能连

接 fMRI（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RI，rs-

fcMRI）研究发现，儿童期不良经历尤其是情感虐待，

减弱成年后前扣带回前膝部皮质 - 杏仁核之间的功

能连接，导致情绪处理功能受损。吴清清等［9］利用静

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esting-state fMRI，RS-fMRI）

技术探讨适应障碍新兵脑功能活动特点发现，适应

障碍新兵在静息状态下多个脑区局部一致性存在异

常，认为其特定脑区的改变与相应的临床表现有关。

（2）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HPA）轴功能失调

HPA 轴是目前公认的与应激反应密切相关的神

经内分泌系统，虽然目前对应激背景下 HPA 轴的精

确改变尚缺乏一致性的结论，但儿童虐待导致 HPA

轴功能失调，如 HPA 轴功能亢进、负反馈环路受损

等，已被众多研究者接受。动物实验和人体试验表

明，儿童虐待等不利因素可导致 HPA 轴功能持久亢

进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分泌过多。

Pereda 等［10］推测，儿童期虐待经历使 HPA 轴敏感

化，从而对应激做出自动反应。这种神经内分泌反

应模式，很可能是成年后适应不良素质易感性的基

础。在再次面临应激的背景下，既往的创伤经历所

导致的神经生理学改变重新被激活。

（3）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

基 因 与 环 境 交 互 作 用 涉 及 表 观 遗 传 学

（Epigenetics）范畴。表观遗传学调控发生在基因组

水平，包括 DNA 甲基化、转录后组蛋白修饰剂及微

小 RNA（miRNA）介导的基因调控等。有研究发现，

这种对环境改变做出反应的基因表达的改变，在个

体成长早期面临不幸事件时尤其明显。目前对基因

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具体机制缺乏足够的了解，某些

候选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被认为可能是

儿童虐待产生影响的基础。Caspi［11］及其同事的开

创性研究表明，五羟色胺转运体（5-HTT）基因启

动子区域多态性在儿童虐待与忽视有关的抑郁性反

应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纯合子 L/L 基因型，携

带 S/L 和 S/S 基因型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

状，自杀风险也更高。因此推测，某些特异性基因

的 SNPs 可能决定个体对早期创伤易感，在遇到应激

时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性反应。此后多项研究结

果发现某些基因 SNPs 与抑郁、焦虑情绪反应及自

杀有关，如 CRF1 型受体（CRFR1）、CRF 结合蛋白

（CRFBP）、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5-HT3
受体（HTR3A）以及 FK506 结合蛋白（FKBP5）等，

这些基因编码相关辅助伴侣蛋白，介导皮质醇作用

于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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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虐待类型与 DNA 甲基化程度之间存在差异，其中

躯体虐待及躯体忽视与之相关性最强。

2　精神病理学特征

儿童期是个体心理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儿童

虐待影响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和心理社会适应功能。

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维度对其可能的精神病理学机制

进行了探讨。Kendall-Tackett ［12］认为儿童虐待通过行

为、社会、认知以及情感等途径影响受害者的健康。

Jaffee［13］认为可能的机制有对恐惧的过度警觉、情绪

认知及理解缺陷、对奖赏的反应性降低等三个方面。

目前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多基于精神动力学和认知行

为流派的观点，研究方法多采用量表调查，通过进行

相关性分析、路径分析等，对儿童期虐待与自尊、自

我效能感、自我意识、人格特征、认知图式、防御机

制、应对策略、归因方式、人际关系模式等之间的相

关性进行探讨。Merrill 等［14］对美国海军女兵的一项

调查中发现，儿童期性虐待可以预测当前的心理适

应，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揭示，应对策略在儿童虐待

严重性与成年后心理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孙双

涛等［3］比较有无虐待史新兵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发

现有儿童期虐待史新兵在应对方式上往往采取消极应

对，且社会支持不良，对其心理健康状况造成影响。

（1）精神动力学观点

精神动力学观点认为，遭受虐待等创伤，可阻

碍正常的心理发展。心理成长阶段固着于某一时期，

将会发展成为抑郁症、神经症等心理障碍的人格特

征。虐待引起的痛苦在儿童期往往长期压抑，但在

青春期以后则通过内化或外化的过程表现出来。这

些内化和外化的过程可表现为多种精神症状，如焦

虑、抑郁、人格障碍、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创伤后

应激障碍和自杀倾向等。防御机制是精神动力学流

派的重要概念，由弗洛伊德提出，最初被认为是自

我降低焦虑的无意识心理过程。随着研究的进展，

其概念不断扩展和深入。Vaillant 在总结前人经验和

临床观察的基础上，将防御机制分为成熟型、不成

熟型及中间型防御机制三类，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研究表明，不成熟的防御机制被认为在儿童期虐待

与成年后的精神病理症状中起中介作用。

（2）早期适应不良图式

图式治疗（schema therapy）是 Young 等在认知

行为疗法基础上创建的一种心理治疗手段，有别于

传统的认知行为治疗。该理论认为早期虐待经历形

成的早期适应不良图式（Early Maladaptive Schemas，

EMSs），即在生命早期形成了自我挫败的情绪和认知

方式，是成年后发生适应不良的基础。通过临床观

察，确定了 18 种早期适应不良图式，并根据未满足

情感需要的不同，将这些图式分为分离和拒绝、缺

乏自主性和能力、限制不足、他人指向以及过于警

惕或压抑等五个类别。崔丽霞等［15］研究发现：儿童

期创伤（情感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与特质抑

郁和特质焦虑显著相关，而 EMSs 在其间发挥中介

作用。某些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图式治疗模型

（schema therapy model），亦被证明可以用于改善儿

童虐待造成的不良影响，提高心理适应能力。

三　总结

军人的适应不良与儿童期虐待经历密切相关。

儿童虐待对中枢神经系统发育造成的不良影响，可

能是导致成年后适应不良的素质基础。儿童虐待后

对人格塑造的不良后果，可能是军人适应不良的精

神病理学基础。适应不良核心是适应问题，青年官

兵尤其是新兵所处的特殊年龄阶段相对于个体整个

人生来说，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探讨儿童虐待与军

人适应不良之间的关系，可以揭示导致适应不良的

可能因素，为新兵筛选及有针对性地开展对适应不

良人群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提供理论基础，对及时针

对性的干预、维护部队安全稳定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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