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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障碍患者自杀的危险因素分析

王　威 1 、 薄奇静 2，3 、 李　峰 2，3 、 李　田 2，3 、 王传跃 2，3

【摘要】目的　探讨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BPD）患者的自杀危险因素。方法　将参与调查

的患者分为伴自杀风险及不伴自杀风险两组，先进行单因素分析，再以自杀风险为因变量，分别以

人口学资料和临床特征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伴自杀风险组的 BPD

患者出现焦虑症状的比率多于不伴自杀风险组（P< 0.001），伴自杀风险组有发病诱因多于不伴自杀

风险组（P= 0.001），伴自杀风险组患者伴精神病家族史的比率高于不伴自杀风险组（P= 0.016）。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BPD 患者自杀的危险因素有伴焦虑症状（P< 0.001），及发病前诱因（P= 0.005）。

结论　BPD 患者中伴有焦虑症状、发病有诱因的患者自杀风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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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of suicide in bipolar disorder patients 
　　WANG Wei，BO Qijing，LI Feng，et al.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Beijing United Family Hospi-
tal，Beijing 10001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related to suicide in bipolar disorder patients. Methods　The 

includ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group with or without suicide. Univariate analysis were used，then，the factor 

of suicide was taken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and the demographic data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taken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to conduct a stepwis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rate of having anxi-

ety symptoms in BPD patients of suicidal risk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group without suicidal risk

（P<0.001），having predisposing factors of the suicidal risk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group without 

suicidal risk（P=0.001），and the incidence of family history of mental illness in the group with suicidal risk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group without suicidal risk（P=0.016）. The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the factors of high suicidal risk were with anxiety symptoms（P<0.001）and with predisposing factors（P=0.005）. 

Conclusions　The BPD patients with suicidal risk who comorbid with anxiety symptoms and predisposition were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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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BPD）是一种躁狂相

和抑郁相间歇发作或混合形式存在的重性精神障碍，

寿命较一般人群缩短 9～17 岁［1］，自杀是主要原因之

一。有研究表明 BPD 患者具有高自杀风险特征［2］，其

自杀风险高于一般人群 10～30 倍［3，10］。研究者试图

从患者的社会人口学及临床特征中找到自杀风险的预

测因素，临床工作者也越来越重视对自杀风险的评

估。研究结果显示 BPD 患者自杀的危险因素包括性

别、家族史、首次发病年龄、共病（DSM-IV 轴 II 疾

病）、抑郁频繁发作、生活质量等［4-5］。以上研究提示

了多种因素与双相障碍患者自杀相关，但并未明确哪

些因素对自杀风险影响最大，而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为

进一步探索 BPD 患者自杀的主要危险因素，以帮助

预测 BPD 患者的自杀风险并及时防范自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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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

医院门诊患者及住院患者，入组时间为 2014 年 9
月～2016 年 9 月。本研究通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安定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入组标准：①年龄 18～60 岁，性别不限，汉族；

②门诊或住院患者；③根据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

（mini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MINI）

判断，符合 DSM - IV 中 BPD 的临床诊断标准；④签

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目前或既往患有明显的躯体或神

经系统疾病；②继发于躯体或神经系统疾病引起的精

神障碍；③杨氏躁狂量表（Young Mania Rating Scale，

YMRS）评分＞ 6 分。

1.2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收集资料前对精神科医

生进行量表一致性培训。临床医生通过晤谈及采集

既往病历资料提取相关特征信息。

（1）资料采集：本研究中采用自制病例报告表

对患者进行资料收集，包括人口学资料：年龄、性别、

婚姻状况及受教育程度等；临床特征：起病年龄，住

院次数，发病前是否有诱因（发病前经历了负性的

生活事件，如亲人过世、父母离异、夫妻感情破裂、

离异或丧偶、高负债，失恋等定义为诱因），是否伴

精神病性症状，是否伴不典型特征，是否有周期性

或季节性特点，是否伴自杀意念，是否有精神疾病

家族史、目前是否服用抗抑郁剂等。

（2）自杀风险的评估：参考 MINI5.0 自杀评估模

块中的 6 个问题，本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估自杀

风险，“既往或现在是否有自杀观念？” “既往或现在

是否出现过自杀企图？” “既往或现在是否有过自杀

行为？”。将无自杀观念 / 企图 / 行为定义为无自杀

风险，将有自杀观念 / 企图 / 行为定义为有自杀风险。

（3）临床症状评估：采用 YMRS；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和汉密

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对

患者目前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另外结合

MINI5.0 重性抑郁发作模块焦虑条目，判断患者既往

或现在是否伴有焦虑症状，例如：“是否感到烦躁、

坐卧不安、难以静坐？”。如果回答“是”，即归为

伴焦虑症状，回答“否”，则归为不伴焦虑症状。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4.0 进行统计分析，将双相障碍患者

划分为伴和不伴自杀风险两组，计量资料使用 t 检

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对其人口学资

料及临床资料进行比较。以自杀风险为因变量，分

别以人口学资料和临床特征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本研究共入组 106 例 BPD 患者，其中有 2 例因

资料不全在进行统计分析时剔除，最终共入组双相

障碍患者 104 例。

2.1　双相障碍患者人口学资料

共纳入 104 例 BPD-I 型患者（以 HAMD-17 总分 

≤ 7 分作为划界，分为双相缓解期 60 例和双相抑郁

期 44 例），其中女性为 40 例（38.5％），家族史阳性

32 例（30.8％），伴自杀风险患者 45 例（43.3％），伴

焦虑症状 44 例（42.3％），详见表 1-2。
表1　伴与不伴自杀危险的双相障碍患者人口学特征

变量
无自杀危险

（n=59）
有自杀危险

（n=45） χ２/t P值

年龄（mean±SD） 30.14±11.03 31.27±10.16 0.536 0.539

女性，n（％） 18（30.5） 22（48.9） 3.644 0.056

已婚，n（％） 36（61.0） 26（57.8） 0.111 0.739

受教育年限（mean±SD） 12.92±2.92 13.53±3.47 0.986 0.327

Mean：均数；SD（standard deviation）：标准差；* t values，†χ２

values

2.2　伴或不伴自杀危险的双相障碍患者临床特征

伴和不伴自杀风险两组临床特征比较结果显示

伴自杀风险组的患者出现焦虑症状的比率显著多于

不伴自杀风险组（P<0.001），伴自杀风险组发病前

有诱因多于不伴自杀风险组（P=0.001），伴自杀风

险患者组精神病家族史发生率高于不伴自杀风险组

（P=0.016）。其他临床特征无显著差异。详见表 2。

2.3　双相障碍患者自杀风险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结果显示 BPD 患者自杀的

风险因素有伴焦虑症状（P<0.001），发病前有诱因

（P=0.005）。而阳性家族史、首次次发病年龄、性

别、婚姻状态及受教育程度等未进入回归方程，见

表 3。

3　讨论

BPD 患者自杀相关的危险因素已备受关注。本

研究讨论了 BPD 患者自杀相关的风险因素，结果发

现有发病诱因的患者自杀风险高于无发病诱因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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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伴焦虑症状的 BPD 患者自杀风险高于不伴焦

虑症状的患者。既往很多研究结果强调了发病前出

现的一些负性生活事件与自伤、自杀观念、自杀行

为及自杀死亡是相关的［6］。另有一些研究结果显示

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行为的影响可能是通过抑郁和

无望的严重程度直接或者间接进行调节［7］。 

临床实践中 BPD 共病焦虑症状非常普遍。焦

虑障碍是 BPD 最常见的共病情况［8］，BPD 共病焦虑

的终生患病率是 45％［9］。本研究中伴发焦虑症状的

BPD 患者为 42.3％。许多研究认为伴发焦虑症状是

BPD 患者自杀重要危险因素［10］，这也与我们的研究

结论是一致的。BPD 共病焦虑症状增加了治疗难度，

患者症状缓解难度更大，对药物的疗效反应差［11］。

同时延长了双相发作时相的时间，这部分患者对治

疗的依从性更差，并且损害了患者的社会功能和生

活质量，更加重了疾病负担，恶化了患者的结局和

预后。在临床上更应早期识别 BPD 共病焦虑症状的

现象，预防自杀风险。

关于自杀行为的发生机制，表观遗传学认为

BPD 患者自杀行为的产生是基因与环境等诸多因素

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认为基因甲基化与 BPD 及

BPD 自杀行为是相关的［12-13］。有研究认为自杀意念

是自杀行为的前驱症状，且 DNA 甲基化与 BPD 患者

的自杀意念相关［14］，也有学者从神经影像学的角度

去研究自杀行为病理生理学机制，认为有自杀意念

与患者背外侧前额叶谷氨酸的代谢异常相关［15］。自

杀是精神因素、社会因素、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互

作用下发生的。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①本研究为横断面研

究；②样本量较小；③未对患者做出焦虑障碍的诊断，

仅评估了焦虑症状。综上所述，尽早识别 BPD 患者

的焦虑症状，重视并针对患者发病诱因进行干预，

对患者的治疗及预后有重要意义，可减少患者的自

杀意念，降低自杀风险，进而有可能改善患者的社

会功能和生活质量。未来应增加样本量，更全面的

对 BPD 患者进行自杀相关危险因素的评估及发生机

制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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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伴与不伴自杀危险的双相障碍患者临床特征

变量
无自杀危险

（n=59）
有自杀危险

（n=45） χ２/t P值

总病程（mean±SD）M 83.69±86.03 93.11±74.21 0.586 0.559

首发病年龄（mean±SD） 23.24±9.30 24.00±9.54 0.410 0.683

住院次数（mean±SD） 1.42±1.56 1.36±1.54 0.222 0.824

YMRS总分 3.29±6.31 3.18±5.48 0.093 0.926

HAMD总分 8.08±8.87 9.67±9.23 0.885 0.378

HAMA总分 6.56±7.79 9.33±8.87 1.694 0.093

家族史，n（％） 12（20.3） 19（42.2） 5.843 0.016†

发病前有诱因，n（％） 11（18.6） 22（48.9） 10.780 0.001†

有精神病症状，n（％） 18（30.5） 18（40.0） 1.016 0.313

有不典型抑郁，n（％） 7（12.1） 11（24.4） 2.691 0.101

有周期性，n（％） 7（11.9） 12（26.7） 3.746 0.053

有生物节律，n（％） 8（13.6） 8（17.8） 0.349 0.555

有焦虑症状，n（％） 15（25.4） 29（64.4） 15.925 < 
0.001†

目前服药，n（％） 52（88.1） 43（95.6） 1.778 0.182

Mean：均数；SD（standard deviation）：标准差；* t values 

P<0.05；†χ２ values P<0.05

表3　双相障碍患者自杀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
系数

标准误
Wald 

值
OR值

95％CI
下限-上限

P值

发病前有诱因 1.339 0.481 7.752 4.276 1.488-12.286 0.005

有焦虑症状 1.603 0.451 12.645 5.818 2.106-16.074<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