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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社会心理因素解释模型及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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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是指不以自杀为目的的、直接的、故意的损伤自己身体组织

的行为，青少年是 NSSI 发生的高风险期。本文回顾了青少年 NSSI 的流行病学资料，总结相关解释

模型、与自杀行为的关系模型以及相关干预措施，为预防青少年自伤自杀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依据。

目前国内关于青少年 NSSI 行为的流行病学和症状学方面的研究结果相对较丰富，但在 NSSI 行为的

治疗干预方面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解释模型；干预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20）05-0885-04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是指不以自杀为目的的、直接的、故意的损

伤自己身体组织，而且是不被社会和文化所认可的

行为。常见的自伤形式包括划伤皮肤、割腕、拽头

发、撞头、咬伤、烫伤、掐等等［1］。美国《精神障

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DSM-V）中，已将 NSSI

作为一种独立的临床障碍进行研究［2-3］。NSSI 具有负

面影响，极端的自伤行为可能会导致死亡、身体残

障等严重后果，并且这种行为在青少年群体中容易

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严重危害学生群体的身心健康。

一　青少年NSSI行为的流行病学特征

1　发生率

青少年 NSSI 行为在全球普遍存在，其发生率逐

年增长。据统计，全球大约有 14％～15％的青少年

至少实施过一次 NSSI 行为［4］。来自 6 个欧洲国家和

澳大利亚的调查结果显示，在 14～17 岁的青少年团

体中，13.5％的女孩和 4.3％的男孩称他们一生中至

少有一次自伤经历［5］。

不同国家 NSSI 的发生率也各不相同，苏格兰

NSSI 的发生率为 13.8％，美国和新西兰发生率为

15.3％和 24％，而德国发生率仅有 3.1％，我国不同

地区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自伤行为，并且发生率

在逐渐升高［6-8］。

2　行为方式及伤害部位

NSSI 行为包括所有的自我伤害举动，广义 NSSI

行为包括对身体的直接损害，如拽毛发、烫伤和划

伤皮肤等，也包括酗酒、药物滥用等间接伤害行为；

而狭义 NSSI 行为则指无自杀目的的自我伤害，包括

对四肢、头的抓、咬、撞击等伤害。

Sara f f 等的研究表明：自伤者选择一种伤害

方式的比例约为 42 .3 ％，选择两种、三种比例各

占 28.8％、13.5％。不同的自伤方式所占比例为：

最常见的自伤方式为用刀割（71.2％），其次为用

力抓（32.7％），击打自己（26.9％），干扰伤口愈

合（19.2％），咬（15.4％），烧伤（13.5％），针扎

（7.7％），吞咽危险物品（7.7％），拽头发（5.8％）等。

3　年龄特征

NSSI 发生的高风险期在青春期，研究表明，

NSSI 常见于青春早期，平均年龄在 13 岁左右。

Zetterqvist 等人研究发现，不同国家青少年 NSSI 首

发年龄在 12～15.2 岁之间。Keith 一篇发表在《柳叶

刀》的文章指出，在西方国家，约 10％的青少年报

告有 NSSI 行为，其中包含有自杀倾向的。因此，青

春早期 NSSI 可作为首发精神疾病的行为标志［9］。

4　性别差异

关于 NSSI 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目前研究结论并

不统一：Yates 研究发现，女生自伤行为的发生率是

男性的 1.5～3 倍［9］；Gratz、Hlit 等研究显示，NSSI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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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不存在性别差异；在我国，杨雪燕等研究发现，

男生 NSSI 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女生［10］。Zhang 等在我

国的调查结果显示，女生 NSSI 的发生率为 26.4％，

而男生则为 28.6％［11］。

综上所述，青少年时期是 NSSI 行为的高发期，

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在 14～17 岁的青少年团体中，

13.5％的女孩和 4.3％的男孩称他们一生中至少有一

次自伤经历。近年来，不同国家青少年 NSSI 行为的

发生率呈不断上升趋势，而且采取的行为方式各异，

主要有拽头发、烫伤、划伤、击打自己等方式。此外，

多数研究结果普遍认为 NSSI 行为的发生具有性别差

异，因此，青少年群体仍是 NSSI 行为发生的危险群

体，而且青春早期 NSSI 可作为首发精神疾病的行为

标志。

二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社会心理因素解释模型

总结既往研究结果发现，导致非自杀性自伤行

为产生的因素主要有社会环境因素、家庭因素以及

个人因素这三个方面。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产生并

不是由某种单一因素导致，而是缺乏有效的情绪调

节策略、人格特质、同伴关系、童年创伤事件、负

性生活事件、不良家庭氛围、自我惩罚等综合影响

的结果。

1　情感调节模型

情感调节模型表明，NSSI 行为是一种缓解急性

负面影响或情感唤醒的策略。对于自伤者而言，该行

为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负面情绪得到控制，所以缺少

有效的情绪应对策略是自伤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于情绪调节模型有两种不同的观点：Leibenluft

认为自伤者忍受痛苦，他们需要借助外伤和感受到

的痛觉来抵消情绪的煎熬。他们采用这种方式，是

将内心饱受负面情绪的煎熬转化为外部可见的伤害。

Guertin 等研究发现，青少年出现 NSSI 行为与焦虑、

挫败、内疚自责、压抑、烦躁等强烈的负面情绪有

关。青少年出现 NSSI 行为前，情绪十分糟糕，通常

怀着不满和敌对情绪面对家人或其他重要他人，最

终通过自我伤害表达这些情绪，从而使自己从无法

忍受的负面情绪中得到解脱。

Linehan 提出，早期的不良环境可能使人们习得

应对负面情绪的失败策略。来自不良环境和具有情

绪不稳定倾向的个体管理情绪能力较差，因此很容

易将自伤作为一种消极的情感调节策略。例如，早

期家庭虐待、性侵犯、不良家庭教育、校园欺凌等

严重负性生活事件，更容易造成 NSSI 行为的产生。

Hurry 等的研究表明，由于离婚或死亡等造成家庭不

完整的青少年，其自伤发生的概率是家庭完好的青

少年的 20 倍。

2　人格分裂模型

Gunderson 认为，当重要他人缺席时，自伤者所

感受到的强烈情绪可能导致分裂或人格解体，对自

己造成身体伤害可能会使系统休克，从而中断离解

性发作，并导致一个人重新获得自我意识。该模型

认为分裂感来自被遗弃或被孤立感，从而使人感到

麻木，自伤是为了解决麻木、重获身份认同、结束

心理分裂的方式；自伤也可能是产生情感和身体感觉

的一种方式，进而让个体感觉真实或再次活着。

3　人际影响模型

该模型认为，自伤是在自伤者的环境中用来影

响或操控他人的行为，在该环境中，通过外部环境

给予或内部释放，NSSI 行为会得到强化。同伴对青

少年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年龄阶段，而且处于青春

期的孩子们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进而导致 NSSI 行为

在青少年之间具有强烈的传染性。

自伤也被认为是一种求救、避免被遗弃的方法，

是一种试图被更认真对待的尝试，或者是影响他人

行为的其他方式。例如，一个人可能会通过自伤行

为来获得重要他人的关注与喜爱。青少年时期面临

着许多发展危机，尽管他们努力寻求个体独立，但

同时他们也有强烈的归属需要。如果青少年在面对

压力而感到孤独无援，自我努力调节却又失败时，

那么 NSSI 行为将是他们面对挫折和压力的一种方式。

4　自杀模型

自杀与自伤者虽然有相似的心理特征，但在行

为表现、意图等方面均具有明显差异。该模式认为

自伤是抵抗自杀冲动的一种应对机制，是自杀意图

的替代品。自伤可以被认为是表达自杀想法的一种

方式，但不会有死亡的危险。例如，Himber 曾描述

过一个病人在长时间不切割后感到自己有自杀倾向，

而切割却阻止了自杀想法的案例。

5　人际边界模型

该模型认为自伤是确认自我边界的一种方式。

自伤者被认为缺乏正常的自我意识，原因是缺乏对

母亲的依恋，以及无法从母亲那里获得个性化。人

们认为，在皮肤上做标记是为了确认自己和他人之

间的区别，并表明一个人的身份或自主权。

6　自我惩罚模型

自我惩罚（self-punishment）是个体在违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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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后，自觉承受伤害或蒙受损失的行为。该模型

认为，自伤是在表达对自己的愤怒，自我导向的愤

怒和自我贬低是自伤者的显著特征。Linehan 研究发

现，自伤者已经在自我环境中学会惩罚或自我贬低。

他们在自伤前会产生一系列负性情绪，这些情绪让

其感到沮丧甚至厌恶自己，个体会采用不同的方式

来减少或削弱这些情绪，其中自伤就是其中之一，

来实现自我协调和自我平衡。

7　寻求刺激模型

该模式认为自伤是一种产生兴奋的方式。5％

患有 BPD 的女性患者认为“提供一种令人兴奋的兴

奋感或刺激感”是她们选择自伤的原因；对青少年

的研究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在非临床人群中，超

过 10％的青少年选择自伤的理由是“我认为这很有

趣”，不到 10％的青少年精神疾病患者选择自伤的

理由是“兴奋”。

总之，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产生并不是由单一

因素引发导致的，而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但目前的研究结果还不能证实具体哪种因素占主导

地位。

三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自杀的关系

有学者对以往文献做分析归纳发现，有关非自

杀性自伤行为和自杀行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主要有

以下几种观点：自伤行为可以预测自杀行为的发生；

自伤行为和自杀行为之间存在“第三变量”；自伤行

为会增加自杀行为的发生风险，本文在既往研究的

基础上，总结了常见的四种解释 NSSI 行为和自杀行

为关系的理论模型。

1　网关理论模型

Brausch 等提出网关理论模型，主要内容是：自

伤和自杀是一种连续性的自我伤害行为，NSSI 行为

最先发生，当 NSSI 行为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逐渐增加

时，就会发生自杀。Grandclerc 等研究显示，自伤可

以预测自杀的发生，NSSI 的频率、持续时间、死亡

意图与自杀发生率相关，70％的自伤者至少有过 1
次自杀未遂，55％曾有过多次自杀行为［12］。

2　第三变量模型

该模型由 Hamza 等提出，主要内容是：自伤与

自杀之间的关联只是表象，两者之间存在“第三变

量”，即由精神障碍、物质滥用、心理应激等引起的

行为问题。

在对自伤自杀患者调查中发现，90％的自杀患

者均患有精神障碍，在青少年自伤患者的住院样本

中发现，87％均诊断有精神病［13］。BPD、MDD、自

杀意念均可作为第三变量，它们既增加自伤的危险，

也增加自杀的危险。另一个常见的第三变量是心理

应激，自伤自杀者的绝望感、冲动性比没有任何自

伤行为者更严重。

3　Joiner 理论模型

该理论模型又称自杀获得能力和疼痛耐受理论

模型，主要内容是：个体实施自杀的前提是克服恐

惧和减少痛苦，而自伤是个体增加自杀的一种方式，

高频率 NSSI 会降低个体的死亡恐惧感，增强疼痛耐

受性，提高自杀发生的风险。此外，NSSI 并不足以

直接导致自杀的发生，在应激事件与缺少社会支持

双重条件下才可能导致自杀［14］。

4　综合模型

Hamza 根据上述三个模型进而发展出综合模型，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个体精神心理问题在

自伤与自杀行为之间起一定的关联作用。其次，在

控制年龄、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发展

史等一系列因素后，自伤行为仍是自杀行为的独立

影响因素。此外，NSSI 的严重程度与自杀行为之间

存在一定联系，NSSI 越严重，自杀行为出现的概率

越大。

四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干预

我国对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我伤害的研究处

于起步阶段，多数研究引用国外的理论，研究资料

较少。目前主要研究流行病学、症状学等，治疗方

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由于其病理机制尚不明确，针

对其病因有效的治疗策略尚处于研究阶段，以下将

从心理、药物、物理以及其他治疗等方面概述目前

NSSI 的治疗进展。

1　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主要包括认知行为治疗、辩证行为治

疗、人际心理治疗、心理音乐治疗、支持性心理治

疗、自控疗法、情绪调节团体治疗、动力学心理治

疗、移情焦点治疗、联合心理治疗等。一项系统回

顾中证实辩证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和心理化基

础疗法对青少年 NSSI 治疗的有效［15］。总的来说，由

于发表的相关研究较少，没有哪种具体的心理治疗

显示优于其他治疗，或者可以建议作为本阶段的主

要选择。

2　药物治疗

一项评估 NSSI 行为药物疗效的 RCT 结果表明：

与安慰剂组相比，BPD 成年患者服用阿立哌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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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SI 发生率更低。一项非 RCT 研究发现，与利培酮、

奥氮平、异丙嗪等药物相比，齐拉西酮可有效降低

青少年 NSSI 行为的发生率。

3　物理治疗

物理治疗主要包括电休克治疗、重复经颅磁刺

激治疗、电针治疗、迷走神经刺激、深部脑刺激等

治疗。一项研究耳部针灸与自伤行为的关系中表明，

对青少年抑郁患者进行耳部针灸可显著地减少自伤

的频率［16］。

4　其他治疗

一个 RCT 研究发现，在 NSSI 行为后进行结构

化的明信片干预，可显著改善自伤行为相关的预后，

然而，它并没有显著减少 NSSI 行为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现有结论可以支持以下方法对于非

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治疗是有效的：（1）与治疗师建

立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合作性的治疗关系；（2）

发展新的应对策略来调节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来访者

负性的情感体验；（3）治疗性地评估导致非自杀性

自伤行为的各种因素，监测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正在

进行的基础因素。

五　小结

青少年 NSSI 行为发生率较高，存在着年龄、行

为方式以及性别的差异。青少年 NSSI 行为已经成为

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长期反复的 NSSI 行为会导致

一系列的心理健康问题。尽管目前研究发现认知行

为疗法、辩证行为疗法等对 NSSI 行为的治疗表现出

良好的有效，但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去验证。总

之，目前国内关于青少年 NSSI 行为的流行病学和症

状学方面的研究结果相对较丰富，但在 NSSI 行为的

治疗干预方面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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