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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范围内，非自杀性自伤已成为一种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是导致青少年自杀死亡

的重要危险因素，预防和治疗异常困难。本文主要描述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流行病现状及发病机

制，并分别从人口学、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危险因素，探讨其相关机制，

为更好的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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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是一种反复出现的不以死亡为目的直接、故意

伤害自身器官和组织，且不会导致死亡的行为。目

前 NSSI 在青少年人群中越来越普遍，在 DSM-5（美

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 - 第 5 版）修订过程中，

NSSI 被作为一个新的诊断单元纳入讨论，最终被列

入第三部分（需要进一步研究）并给出了建议的诊断

标准，呼吁增加重视和进一步研究。目前，NSSI 被

证实与青少年自杀密切相关，是预测自杀的重要危

险因子［1］，需要高度重视。NSSI 的发生不仅给家庭、

学校造成沉重负担，也会导致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危

机的担忧。鉴于此，本文对青少年 NSSI 的现状、发

病机制及危险因素进行综述，以期为制定相关预防

措施提供参考。

一　青少年NSSI现状

在美国，青少年群体中 NSSI 检出率为 17.5％，

瑞典为 17 .1 ％，欧洲 11 个国家联合调查显示有

27.6％的青少年曾发生过 NSSI，全球范围内的大

样本系统性评价结果显示 NSSI 检出率的平均水平

为 17．2％。国内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检出率

却居高不下，台湾地区 NSSI 检出率为 37％，香港

地区为 15．3％，内地青少年 NSSI 的检出率波动在

5.4％～44.3％之间，韩阿珠［2］的 Meta 分析纳入了国

内 22 篇文献共 146936 人，NSSI 总检出率为 27．4％，

其中 2012 年以前文献平均为 22．7％，之后的文献

为 31．4％。国内检出率普遍高于国外，考虑可能与

国内研究者对于 DSM-5 的诊断标准理解不同有关，

部分研究者超范围纳入导致了国内的高检出率。同

时，中国的文化因素也是导致国内青少年 NSSI 高发

的重要因素，中国青少年面对更多来自家庭、学校

和社会的道德及行为约束，更容易出现心理和行为

问题。总之，世界范围内青少年 NSSI 检出率普遍较

高并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

社会公共卫生问题。

二　青少年NSSI发病机制

内源性阿片系统调控疼痛和成瘾行为，是 NSSI 

的候选神经递质之一，研究发现，有 NSSI 史的青少

年患者脑脊液β- 内啡肽和脑啡肽水平明显较低，这

种较低的静息阿片递质水平对奖赏更加敏感，强烈

的痛刺激（NSSI）导致阿片递质释放，进而引起积极

的情绪反应［3］。也有学者认为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

腺轴（HPA）涉及激活和调节应激反应，可能是 NSSI

的生物学调控系统，一些研究发现，伴 NSSI 的青少

年较不伴 NSSI 者表现出更低的唾液皮质醇水平，而

有的研究结果却相反，尽管如此，所有的研究也都

表明 HPA 轴的功能失调与 NSSI 存在一定的联系。

使用功能磁共振对 NSSI 的神经通回路研究较多，均

表明了 NSSI 是一个复杂的神经活动过程，涉及多个

脑区域，主要集中在前额叶皮层、脑岛、杏仁核回

路等区域，其中奖赏回路（伏隔核、内侧丘脑、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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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核以及前额灰质等）与 NSSI 关系最为密切［4］。有

研究者从基因方面探索，发现 SLC1A3 基因可能与

NSSI 存在关联，但具体作用机制不明确［5］。综上，

目前有关 NSSI 的发病机制的研究仍相对较少，结果

也尚未得到统一性认可。

三　青少年NSSI的影响因素

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群体，NSSI 的形成因素十分

复杂，危险因素涉及到人口学、个体、家庭、学校

及社会等多个方面。

1　人口学因素

国内外研究发现，与青少年 NSSI 相关的人口学

危险因素主要是性别和年龄。更多证据表明，女性

NSSI 检出率明显高于男性，Costa 等［6］发现，女性占

所有检出者的 72.73％。女生性格较柔弱，青少年期

的社会角色转变能力较差，更容易受到社会负面信

息的影响，相对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和 NSSI 行为，

而且，女生进入青春期后激素水平急剧变化，面临

月经、痛经等生理发育问题，可能是导致女性 NSSI

检出率增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研究发现，57％的

NSSI 首发年龄在 12～15 岁，高峰年龄在 15～16 岁，

18 岁以后发病率逐渐下降，很少有超过 25 岁还出现

NSSI 的患者，总体年龄趋势呈“倒 V”字型［7］。虽然

这些人口学因素较难改变，但了解其影响特征在以

后预防干预时可以有所侧重。

2　个人因素

青少年的个人性格、性取向偏差、异常行为、

罹患精神疾病等是 NSSI 的重要危险因素。

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8］，内向性格、低自

信的青少年情绪稳定性差，更容易发生 NSSI，以进

食障碍患者为例，对自身体型满意度较低、自信心

缺乏导致了其 NSSI 频率更高、方式更多、程度更严

重。内向性格、自信心低的青少年情绪发泄途径少，

在遇到应激事件时缺乏正确的应对方式，可能会采

取 NSSI 来缓解负性情绪。冲动性格、追求刺激、喜

欢标新立异的性格也是青少年反复 NSSI 的重要影响

因素［9］，这一类青少年做事情不考虑后果，喜欢做

有刺激性的、危险性的行为，更容易尝试 NSSI。

一项社区调查发现［10］，性取向偏差者（例如同

性恋、双性恋者）更容易患有 NSSI，并且更容易出

现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此类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系

统较差，面对更多的道德指责和社会歧视，同时承

受更多的内心冲突，是 NSSI 的高危人群。

青少年一些不合理的行为方式对 NSSI 发生和发

展有重要影响，例如网络成瘾、饮酒、物质滥用、

纹身等行为。目前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日趋严重，

已有研究证实［11］，网络成瘾和 NSSI 的发生密切相

关，甚至可以用网络成瘾来预测 NSSI 的发生，马颖

等［12］对中国 5 个省中学生的研究显示，网络成瘾和

可疑网络成瘾是 NSSI 的独立危险因，考虑可能是与

NSS 和网络成瘾行为有共同的发展模式相关，两者

交互作用，网络为 NSSI 提供信息来源，NSSI 的青少

年又通过网络来消除负性情绪，如此恶性循环。研

究表明［13］，饮酒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 NSSI 行为，青

少年心智尚未成熟，对酒精的耐受度较低，由于酒

精对大脑皮质的抑制作用导致了认知功能出现下降，

并出现行为控制障碍、情绪管理障碍等问题，进而

导致 NSSI 发生的风险增加。也有证据表明［14］，众

多服用毒品的青少年患者会出现反复 NSSI 及自杀行

为，因为毒品是通过与细胞膜阿片受体相互作用而

达到用药目的，而内源性阿片系统调节成瘾行为和

疼痛，与 NSSI 的发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可能会导

致青少年 NSSI 的发生。对墨西哥社区中的青少年的

调查发现［15］，有纹身的学生中存在 NSSI 行为的比

例超过 62.5％，同时也证实，纹身行为具有明显的

NSSI 特质，在纹身合并 NSSI 的青少年中 71.4％的患

者是为了体验纹身导致的皮肤疼痛而反复纹身、无

法自拔。网络成瘾、饮酒、物质滥用、纹身行为都

有共同的作用机制—神经奖赏回路机制，都属于成

瘾行为，Poon 等［4］率先阐述了奖赏相关脑区激活与

NSSI 观念有明显的相关性，Bunderla［16］对不同区域

的 NSSI 的青少年调查中发现，有的区域青少年 NSSI

具有成瘾特征者高达 97％，提示 NSSI 可能就是一种

成瘾行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 NSSI 就像网络成瘾

一样难以戒除且反复复发。

NSSI 在 DSM-IV 中被看作是边缘性人格障碍的

一个症状，后来发现 NSSI 可以出现在多种精神障碍

中，在精神障碍患者中 NSSI 发病率远远高于正常人

群。临床上，伴 NSSI 的青少年有 87.6％第一诊断为

精神类疾病［17］，抑郁障碍、多动注意障碍、品行障

碍、边缘性人格障碍、进食障碍等也是 NSSI 的危险

因素之一［18］，在情绪障碍中，患者的焦虑因子分可

以用来预测 NSSI 的发生［19］，推测与 NSSI 最相关的

症状可能是焦虑情绪。研究认为，在不同精神障碍

中出现的 NSSI 具有大致相同的心理病理学机制，可

能与情感体验、情绪调节、内心动机等相关，精神

障碍青少年采取 NSSI 来缓解负性情绪，虽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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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SI 可以获得短暂的愉悦感，但长期的 NSSI 使患者

无法自拔，又出现了新的行为问题。

3　家庭因素

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家庭因素对 NSSI 发生影响

较大，其中以儿童期虐待、父母过分控制、家庭成

员缺失、家族史、经济水平影响最为显著。抚养人

的虐待（躯体虐待、心理虐待以及性虐待）与忽视是

影响 NSSI 的重要因素，儿童时期的虐待将会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直接影响青少年 NSSI［20］。父母的过分干

涉更容易使青少年产生不同程度的自我伤害行为。

和睦的家庭关系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相

比之下，不同原因导致的单亲家庭是子女心理问题

的高危因素，单亲家庭中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情绪

问题和叛逆问题，青少年的 NSSI 发生率也较高。有

研究还发现，父母有 NSSI 病史可能会导致青少年效

仿性的出现 NSSI。家庭收入水低会导致家庭成员幸

福感缺失，父母对子女的关注和支持度欠缺，甚至

使其成为留守儿童，此类青少年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度低于普通人群，是 NSSI 的高危因素。家庭是青少

年心理发育的第一站，对成年以后的心理健康至关

重要，如果上述家庭因素中出现偏差，会导致患者

心理发育异常，出现安全感缺乏、自卑等心理问题，

在面对生活刺激时会更容易采取 NSSI 来应对。

4　学校因素

目前国内儿童进行学校教育年龄越来越小，大

多数儿童和青少年的主要生活环境除了家庭就是学

校，需要特别重视学校因素对青少年心理发育的影

响，目前研究较热的危险因素包括校园欺凌、学习

压力、同学效仿等。一项大样本的 Meta 分析表明［21］，

被欺凌的青少年发生 NSSI 的概率高于普通人群 2.1
倍，且年龄越小 NSSI 检出率越高，学校欺凌主要是

通过情绪行为的中介作用与 NSSI 密切关联，青少年

情绪调节能力较差，多采取 NSSI 来应对。学习压力

是学校生活中重要的心理刺激，青少年经常因为学

习困难而出现失眠、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进而

采用 NSSI 来缓解情绪，甚至有同学采取 NSSI 来对

抗学习压力。有研究者发现，如果周围同学有采取

NSSI 来缓解情绪的现象，青少年就会更容易出现效

仿和学习，是导致 NSSI 的一个重要原因［22］。学校教

育越来越被社会所重视，而学校教育过程中出现的

心理负面因素需要足够关注，减少和避免上述危险

因素对青少年 NSSI 的干预至关重要。

5　社会因素

心理疾病是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

结果，NSSI 也不例外，不恰当的媒体宣传和不良网

站是导致青少年 NSSI 高危因素。媒体如果不能理性

报道青少年自伤事件，过度的渲染 NSSI 的细节，就

会导致识别能力较差且面临述情障碍的青少年争相

效仿，NSSI 频发。上世纪 90 年代的“窒息游戏”之

所以能够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多个国家的青少

年中流行，是因为青少年主要是借助 YouTube 之类

的视频网站来学习和模仿，“蓝鲸游戏”在国内引起

的青少年自伤行为危机也是因为借助了一些社交软

件帮助。青少年面对新事物好奇心及模仿能力较强，

缺乏科学看待事物的角度，加上青春期心理问题高

发，如果此时网络和媒体不正当的引导，必然会导

致 NSSI 流行。

四　小结

综上所述，青少年 NSSI 发病率较高，且呈现逐

渐增加的趋势，其发病机制不尚明确，NSSI 的危险

因素涉及人口学、个体、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等多

个方面，是由多因素共同的作用的结果，从多角度

审视 NSSI 发生的风险是亟需面对的。目前，对青少

年 NSSI 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多，未来在理解和预防

NSSI 方面将会有更大进步。而针对危险因素的研究

也需要进一步深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制定出

一套社会多部门共同干预的防控机制，更好的为青

少年心理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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