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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行为指故意对他人身体或心理进行伤害的

行为[1]。它是青少年群体中经常发生的一种不良行

为。大量研究表明，攻击行为对青少年的学业成绩、

人格发展、同伴关系等均具有不良影响 [2-4]，攻击行

为较多的青少年也更容易产生犯罪行为 [5]。因此，

青少年攻击行为一直是全世界公认的重大公共卫生

问题，其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亦是心理学领域的重

要和热点研究问题之一。

近年来，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兴起与发展，确定与

攻击行为相关的遗传基因及其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

用成为当前该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之一，并且已获

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然而迄今该领域研究所考

察的侯选基因主要为MAOA（monoamine oxidase，单
胺氧化酶）基因、COMT（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

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基因和DRD4（D4 dopa⁃
mine receptor，多巴胺受体4）基因，而有关5-HTR1A
（5-hydroxytryptamine receptor，5羟色胺受体）基因与

攻击行为关联的研究较少。人类 5-HTR1A的编码

基因位于第 5号染色体 q12.3区。5-HTR1A的激活

可抑制中缝核神经元放电，导致5-羟色胺的合成与

释放减少。中枢神经系统5-HT含量及功能异常可

能与情绪和冲动性的调节有关[6]。动物实验研究表

明，5-HT1A受体基因敲除鼠表现出高焦虑症状的

行为[7-9]。攻击与非攻击老鼠的5-HT1A受体的表达

存在显著差异 [10]，但目前尚未见到关于人类的 5-
HTR1A基因与攻击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关联以及二

者的关系是否受环境因素的调节的研究报告。5-
HTR1A 基 因 多 态 性 有 Gly22Ser，Ile28Val 和 C-
1019G三种 [11]，其中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是转录调控

区的C（-1019）G，即 rs6295位点。负性生活事件是

影响个体心理与行为发展的重要环境指标之一 [12，

13]。既有研究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可以显著预测青

少年的攻击行为，青少年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

【基金项目】 2013年度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博

导类 20133704110001）；山东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奖励基金项目

（BS2013SF010）；山东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十二五”强化建

设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通讯作者：张文新，wenxinzhang@sdnu.edu.cn

5-HTR1A基因 rs6295多态性、负性
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系

王美萍，张文新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济南 250014）

【摘要】 目的：考察5-HTR1A基因 rs6295多态性、负性生活事件与攻击行为的关系。方法：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

表、Achenbach青少年行为自评量表对715名初中生进行测量，并筛选出高、低攻击组被试共153名进行DNA分型。

结果：rs6295多态性主效应不显著，负性生活事件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攻击行为，二者存在交互作用趋势，但未

达到显著性水平。结论：负性生活事件是青少年攻击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其与 rs6295多态性的交互效应尚有待

进一步验证。

【关键词】 5-HT1A基因 rs6295多态性；负性生活事件；青少年攻击行为

中图分类号：R395.1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5.02.004
5-HTR1A Gene Rs6295 Polymorphism,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WANG Mei-ping, ZHANG Wen-xin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among 5-HTR1A gene rs6295 polymorphism,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adolescents’aggressive behavior. Methods: Adolescent Life Events Scale and Youth Self Report(YSR) were administered
to 715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153 participants who scored on the top 10% or at the bottom 10% of aggressive be⁃
havior were collected DNA from saliva and genotyped. Results: No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f rs6295 polymorphism on ado⁃
lescents’aggressive behavior was found. However negative life events could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predict adoles⁃
cents’aggressive behavior. There existed an interactive tendency between rs6295 polymorphsim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but failed to reach the significant level. Conclusion: Negative life ev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dolescents’aggressive
behavior, but its interaction effect with rs6295 polymorphsim on aggressive behavior remains to be verified.
【Key words】 5-HTR1A gene rs6295 polymorphism; Negative life events; Adolescents’aggressive behavior

··206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年 第23卷 第2期
其表现出攻击行为的可能性越高，或者攻击行为越

严重[14，15]；而且负性生活事件对COMT基因与攻击行

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14，16]。然而，关于负性生活

事件与5-HTR1A基因6295多态性对青少年的攻击

行为的作用模式问题，目前尚不清楚。鉴于此，本研

究拟考察 5-HT1A基因 rs6295多态性、负性生活事

件与攻击行为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从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 1所

中学、历下区2所中学、市中区1所中学选取初一至

初三学生 715名进行攻击行为和负性生活事件测

量，然后根据攻击行为得分筛选出高、低攻击组被试

共 152人进行唾液样本采集和 DNA提取与分型。

其中高攻击组 64人，低攻击组 88人；男生 81人，女

生71人；初一72人，初二42人，初三38人。

1.2 工具

1.2.1 攻击行为量表 采用Achenbach青少年行为

自评量表（youth self report，YSR）中攻击行为分量

表，共17个项目，采用4点记分，从“0—无”到“3—明

显或经常”，得分越高，表明攻击行为越严重。

1.2.2 负性生活事件量表 采用刘贤臣编制的青少

年生活事件（adolescent life events）量表，该量表由

25个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

构成。针对每个事件要求被试回答在过去的 12个
月内是否发生，若发生过则进一步采用 5点量表判

断事件发生时的影响程度，“1”表示“没有影响”，“5”
表示“极重度影响”。累计各事件评分，得分越高，表

示负性生活事件影响越高。

1.2.3 唾液采集工具 采用便携式唾液样本采集

盒，内置一根试管、一个漏斗、一个试剂盒和一个包

装盒。

1.2.4 DNA 提取、分型仪器与试剂 分型仪器包

括：离心机（Eppendorf公司）、D-37520台式离心机

（Thermo公司）、PCR仪（GeneAmp PCR System 9700，
Applied Biosystems 公司）、MassArray TM Nanodis⁃
penser（SAMSUNG公司）、MassARRAY compact Sys⁃
tem（SEQUENOM 公司）、G384+ 10 Spectrochip TM
（SEQUENOM公司）、移液枪（Eppendorf公司）。主

要试剂如下：HotStarTaq DNA Polymerase（1000 U）
（包括 4×250 units HotStarTaq DNA Polymerase、10×
PCR Buffer、25 mM MgCl2，Qiagen公司）、iPLEX TM
Reagent Kit（包括 10 × SAP Buffer、1 U/uL SAP en⁃

zyme、10×iPlex Buffer、iPlex Termination mix、iPlex en⁃
zyme，SEQUENOM 公司）、Clean Resin（SEQUENOM
公司）、dNTP Mixture（TaKaRa公司）。

1.3 研究程序

第一步，选取 4所中学的初一至初三的青少年

作为测查对象，以班级为单位，采用问卷法进行测

查。第二步，根据攻击行为得分筛选出两端各 10%
的被试构成攻击行为高分组和低分组，并请班主任

老师根据经验对被试的分组进行评定，剔除分组结

果与老师评定不一致的被试，共获得 152名被试。

第三步，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采集被试的唾液样

品，并请班主任老师通知每一位被试采样前30分钟

勿进食、吸烟、饮酒、饮水或嚼口香糖等。第四步，由

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人员进行DNA的提取、纯

化与分型。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应用 SPSS17.0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Hardy-
Weinberg平衡的吻合度检验采用 SHEsis软件。主

要统计分析方法为卡方检验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Hardy-Weinberg平衡检验

采用 SHEsis软件对高、低攻击行为组 rs6295多
态性位点进行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吻合度检

验，结果显示，该位点的基因型（rs6295位点的核苷

酸上的含氮碱基可能是胞嘧啶Cytosine，C，或鸟嘌

呤Guanine，G，根据碱基的不同可以将该位点分为

CC型、CG型、GG型三种）的观察值与期望值吻合良

好，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定律（低攻击组: χ2=
0.52，df=1，P>0.10; 高 攻 击 组: χ2=0.63，df=1，P>
0.10）。被试的基因型分布与性别（χ2=3.82，df=2，P>
0.10）和负性生活事件（χ2=0.91，df=2，P>0.10，标准

化后以平均分为标准，将负性生活事件分为高、低两

组）均无显著相关。

表1 不同基因型在高低攻击组的分布情况

2.2 攻击行为对 rs6295多态性与负性生活事件的

二元逻辑回归分析

以攻击行为为因变量，年级与性别为控制变量，

负性生活事件与 rs6295多态性为预测变量，运用

Backward LR 法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

基因型

CC
CG
GG

低攻击组n（%）

49（55.7%）

35（39.8%）

4（4.5%）

高攻击组n（%）

29（45.3%）

26（40.6%）

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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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成立 (χ2=123.16，P<0.001)，模型总预测正确率为

93.5%，攻击行为发生概率的回归模型的确定性系

数为Nagelkerke R2=0.79。
rs6295多态性主效应不显著；负性生活事件对

攻击行为的发生概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即负

性生活事件得分越高，攻击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二者存在交互作用的趋势（附图），随着负性生活事

件的增加，G等位基因携带者发生高攻击行为的可

能性高于CC型基因携带者，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见表2。
表2 rs6295多态性与负性生活事件

对攻击行为影响的Logistic分析结果

注：由于GG基因型较少，所以将CG型和GG型合并为一类，并赋值CC=0，CG
与GG的合并=1。

附图 rs6295多态性与负性生活事件对攻击行为的交互作用

3 讨 论

本研究考察了5-HTR1A基因 rs6295多态性、负

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系，结果显示，

rs6295多态性对攻击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这与既

有关于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绝大多数研究结果相

一致，即单基因的效应往往非常微弱，无法解释人类

复杂的心理与行为的变异 [17- 19]。本研究也未发现

rs6295多态性与负性生活事件对攻击行为的显著交

互作用，尽管交互作用图显示二者存在交互作用的

趋势。上述结果一方面可能说明，rs6295多态性与

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发生无关，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

本研究的被试为常态群体青少年，且样本容量不足

够大。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基因-环境

对许多心理特质的交互作用看似是合理的，但是实

验研究很难证明它的存在……要揭示交互作用的存

在必须拥有较大的样本”[20]。因此，未来研究可扩大

样本容量，并增加暴力犯罪青少年样本，对该结果继

续进行考证。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负性生活事件能够显著预

测青少年攻击行为发生的概率，即青少年经历的负

性生活事件越多，其发生攻击行为的风险或者可能

性越大。这提示我们，在常态青少年群体中，消极的

家庭与学校生活经历是攻击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干预负性生活事件的消极影响

来降低或减少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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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rs6295
负性生活事件

rs6295×负性生活事件

χ2

123.16***
β

-0.93
4.99
0.48

Wald
0.24

61.53***
1.18

OR
0.39

147.00
1.62

95%CI
0.01～16.22

42.24～511.52
0.68～3.88

低攻击行为 高攻击行为

负性生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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