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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创伤与犯罪的关系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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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童年创伤（Childhood Trauma，CT）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虽然各国学者对其概念的理

解及定义的阐述各不相同，但对其产生的长期、有害的后果是一致认同的。童年创伤会导致人的一

生，包括从医学问题到犯罪行为等一系列有害后果。本文将从童年创伤所致的神经生物学改变及行

为问题这两方面，进行童年创伤与犯罪之间关系的汇总分析，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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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 Kempe 等出版了《受虐儿童综合征》这

本书，引来了众多学者对虐待产生的深远影响的关

注。大量研究表明［1-2］，童年创伤对精神、心理和身

体健康均有影响，且有童年创伤经历的人更容易犯

罪。本文将从以下两方面对童年创伤与犯罪之间的

关系进行分析。 

一　童年创伤所致神经生物学改变与犯罪的联

系 
童年创伤经历作为应激源，会诱发一系列对激

素和神经递质的压力介导效应，其中主要会使下丘

脑 - 垂体 - 肾上腺（HPA）轴上调（即基线皮质醇

升高，以及应激暴露后皮质醇的增加更快和下降更

缓）。在高水平或反复接触时，皮质醇被认为具有

神经毒性作用，这种神经毒性作用通过氧化损伤的

机制杀死或阻碍应激敏感区神经元的生长，从而损

害大脑结构及功能［3］。而 Ling 等［4］发现大脑结构及

功能异常与犯罪行为密切相关，尤其是前额叶皮质、

杏仁核及纹状体这三部分。

1　前额叶皮质的结构及功能改变

前额叶皮质（PFC）是高级认知功能的重要区

域，如决策、注意力、情绪调节、冲动控制和道德

推理［4］。在健康成人中，PFC 体积越大，执行能力

越好。Teicher 等［5］发现童年创伤经历会使 PFC 发育

不良，包括体积减小、厚度变薄及血流量减少，尤

其是前扣带回、背侧前额叶和眶额皮质这三部分。

然而，有研究发现在犯罪的个体中存在 PFC 的结构

缺陷和功能损伤，主要是前扣带回、背侧前额叶和

眶额皮质这三部分［6］。总的来说，PFC 容量减少以

及功能和连接受损与犯罪密切相关。虽然许多关于

这方面的研究都是相关分析组成的，但是病变研究

为犯罪行为的因果神经机制提供了一些新的见解，

Taber-Thomas 等［7］发现早年获得的前额叶损伤会扰

乱道德和社会发展，这表明个体早期的 PFC 受损会

导致后来的犯罪行为。

2　杏仁核的结构及功能改变

杏仁核是一个重要的边缘系统区域，它是产生、

识别、调节情绪（尤其是消极情绪，如恐惧）及控制

学习和记忆的脑部组织，与面部表情和潜在威胁的

反应密切相关［4］。杏仁核很容易受到早期压力的影

响，童年创伤经历会导致杏仁核变得敏感和发育不

良 ［8］。然而，杏仁核敏感及发育不良会导致对情绪

面孔的反应增强以及表现出攻击行为，并有研究在

暴力犯罪者中发现其对挑衅的反应表现出杏仁核反

应性增强 ［9］。

3　纹状体的结构及功能改变

纹状体是与奖赏和情绪处理有关的重要脑结

构［4］。既往研究表明，童年创伤对纹状体的形态影

响虽有分歧，但童年创伤对纹状体的功能影响是一

致认同的，即童年创伤会使纹状体对预期奖赏的反

应减弱 ［10］。纹状体的功能障碍被认为是罪犯冲动及

反社会行为的神经机制，并且也正是因为纹状体参

与了奖赏和情绪的处理，才使它成为犯罪行为的脑

机制之一［11］。

综上所述，童年创伤会导致大脑容量减小，而

且损伤执行功能、情绪和奖赏等关键大脑区域。然

而，大脑容量减小，以及与执行功能、情绪和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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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脑区域的结构及功能异常与犯罪密切相关。但

目前尚未开展针对童年创伤和犯罪之间关系的神经

生物学研究，因此未能证实童年创伤是构成犯罪的

神经病理基础。

二　童年创伤所致行为问题与犯罪的关系

1　躯体虐待与犯罪的关系

躯体虐待是指对儿童有监护抚养义务或其他亲

密关系的人员通过拳打脚踢或使用物件伤害孩子身

体的行为［12］。躯体虐待相对于其他类型童年创伤发

生率较高，在我国的发生率高达 26.6％［13］。Howell

等［14］指出躯体虐待是反社会行为的预测因素之一，

遭受躯体虐待的个体有外部化、反社会和犯罪行为

的风险，躯体虐待与童年时期的攻击行为及成人时

期的犯罪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Finkelhor 等［15］还提

出了“暴力循环”理论，即“暴力滋生暴力”，遭受躯

体虐待的个体滋生愤怒与攻击，并开始采用暴力的

方式解决某些问题，最终暴力被复制，导致受躯体

虐待个体参与暴力犯罪。

2　性虐待与犯罪的关系

性虐待是指通过对儿童接触或非接触两种形式

来达到满足施虐者的性快感的行为［12］。儿童性虐待

的发生往往比较隐蔽，但其影响可谓是持久及深远。

在既往发表的相关文献中，关于性虐待的报道主要

集中在其对身体及心理上的影响方面，很少有研究

提出性虐待经历会直接导致犯罪。Gold 等［16］发现遭

受性虐待的个体心理上会产生一种羞耻感，而这种

羞耻感可以转化对他人的敌意、愤怒及攻击行为，

进而导致暴力犯罪行为。进而说明性虐待经历不会

直接导致犯罪，而是遭受性虐待后产生的心理变化

导致了犯罪。随着对性虐待的深入研究，Ihongbe

等［17］发现不同性别遭受性虐待会表现出明显差异，

遭受性虐待的女性多表现为内倾性的自我伤害行为，

而男性则多表现为敌对攻击他人行为，男性比女性

有较高的犯罪风险。

3　情感虐待与犯罪的关系

情感虐待是指对儿童有监护抚养义务的人，其

通过长期、反复言语或其他象征性方式对儿童的心

理施加负面影响［12］。情感虐待和犯罪之间的关系与

其他类型的童年创伤大不相同，很少有研究关注情

感虐待和犯罪之间的关系。遭受情感虐待会对受虐

者的个性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个性改变主要有

攻击性特征、适应困难和低自尊，而这些改变是暴

力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对犯罪行为影响较小［18］。

4　忽视与犯罪的关系

儿童忽视是指对儿童有监护抚养义务的人忽视

对儿童的基本需要，未尽到其责任与义务，而产生

的躯体及情感上的忽视［12］。儿童忽视不如其他类型

童年创伤那样好识别，但在我国的发生率仅次于躯

体虐待高达 26.0％［13］。遭受忽视的个体会有严重的

认知缺陷和社交退缩，尤其是在解决问题时，常表

现出自控能力差和破坏性行为［19］。儿童忽视比其他

类型童年创伤对犯罪的影响更严重，特别是在暴力

犯罪方面［20］。

三　小结

总之童年创伤与犯罪二者之间有肯定的关系，

童年创伤经历会导致神经生物学改变及行为问题，

而犯罪则受神经生物学及行为问题的影响，但二者

之间的神经生物学关系尚无确切的机制学说。因此，

探索童年创伤经历影响犯罪的具体作用机制或将成

为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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