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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儿童期遭受多重侵害的高职高专学生的生态学执行功能特征。 方法：采用青少年侵害问卷自评

版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清单平民版筛选出研究对象共 270 名，其中多重侵害有创伤后应激症状组 54 人，多重侵

害无创伤后应激症状组 69 人，非多重侵害组 68 人，对照组 74 人，所有研究对象均完成一般信息问卷，执行功能行

为评定量表成人版和瑞文标准推理测试。 结果：四个组在执行功能的抑制、转换、情感控制、任务启动、工作记忆、计

划、组织和任务监控八个因子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Scheffé 检验显示多重侵害有创伤后应激症状组在

抑制、转换、情感控制、任务启动、工作记忆、组织和任务监控七个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在抑制、转换、情感控

制、任务启动、工作记忆五个因子上的得分高于非多重侵害组，多重侵害无创伤后应激症状组在抑制、情感控制、任

务启动、计划和任务监控五个因子上的得分高于对照组，多重侵害无创伤后应激症状组在工作记忆因子上的得分高

于非多重侵害组。 多重侵害有创伤后应激症状组与多重侵害无创伤后应激症状组在生态学执行功能各因子上得分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非多重侵害组和对照组在生态学执行功能各因子上得分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

论：遭受多重侵害的高职高专学生生态学执行功能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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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ecutive function among childhood poly-victims in vocational
college. Methods: Two hundred and seventy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by two questionnaires(Juvenile Vic-
timization Questionnair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hecklist). There were fifty-four in poly-victimized with post-
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group (PV with PTSS), sixty-nine in poly-victimized without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PV
without PTSS), sixty-eight in non poly-victimized group and seventy-four in control group. All of them completed basal
information questions, Behavior Rating In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self Report Version and Raven Standard Progres-
sive Matrices.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four groups in eight scales of executive function（P<0.01）.
Post hoc test （Scheffé test）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PV with PTSS group obtained high scores on seven
scales of executive function and PV without PTSS group got high scores on five scales, compared with non poly-victimized
group, PV with PTSS group obtained high scores on five scales of executive function and PV without PTSS group got high
scores on one scale （P<0.05）.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PV with PTSS and PV without PTSS group, and also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control group and non poly-victimized group （P>0.05）． Conclusion: Poly-victimized students
have a higher score on ecological executive function scale, and the ones who were more severely victimized have poorer
execu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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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功能是指个体在实施目的行为过程中以动

态、 灵活的方式协调多个认知子系统活动的复杂认

知过程 [1]，是调控个体的行为以适应不断变化 的环

境的高级认知过程。 神经心理学测验测量执行功能

虽然具有直观、精确、可重复的优点，然 而 Wilson[2]

指出神经心理学取向的执行功能脱离了被试的现实

日常环境， 即神经心理学测验存在生态效度不足的

缺陷，因此，Gioia 等[3]建议可以应用密切反映日常生

活的行为评定量表测量执行功能，提高生态效度。个

体的侵害经历可能造成执行功能的损害。 有学者已

经开始研究只经历单一或较少的创伤事件个体的执

行功能，如 DePrince[4]发现暴露于家庭暴力的儿童，
其工作记忆、抑制、听觉注意和加工速度等执行功能

较差。 Navalta[5]等发现儿童期性虐待对大学女生的

执行功能有损害。然而，有创伤经历的个体很可能会

经历一系列创伤暴露 [6]，涉及家庭、社区和社会各个

方面。 国内赵幸福等对河南省新乡农村中学生情感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年 第 20 卷 第 6 期 ·809·



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和情感忽视的调查结果也显

示，儿童期虐待通常是数种虐待类型同时存在[7]。 目

前对于遭受多重侵害个体执行功能状况如何， 国内

尚无相关报道。 参考 Finkelhor 等 对 多 重 侵 害 的 定

义 [8]，本研究将多重侵害定义为在儿童期 内经历多

种创伤事件，具体界定为采用青少年侵害问卷（Ju-
venile Victimization Questionnaire，JVQ） 条目总分版

本（SSV）评估，JVQ 得分≥5 分且 JVQ 种类≥3 为阳

性。 由于遭受儿童期侵害的个体创伤后应激障碍发

生率较高，在 21%~74%之间[9]，而且创伤后应激障碍

可能是侵害暴露和负性健康状况的重要中介因素 [10]，
因此， 本研究在选择被试时未排除创伤后应激症状

的个体。
高职高专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在为社会培养第一线应用性人才方面一直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高职高专学

生存在较严重的心理健 康问题 [11，12]，本研 究采用青

少年侵害问卷自评版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清单平

民版量表在济南某高校高职高专学 生筛选研究 对

象， 使用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成人自评版测量研

究对象的生态学执行功能， 以期了解多重侵害个体

的生态学执行功能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济南市某高职高专院校全体学生共 2200
人，遵循知情同意原则，首先，使用青少年侵害问卷

（JVQ）自评版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清单平民版量

表 (PCL-L)对全体学生进行测试，共发放问卷 22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802 份（其中女生 1573 人，男生

229 人），有效率 81.91%。 其次，根据生态学执行功

能研究目的，所需的被试在以下四部分人群中（总人

数 299 人）分别选取：①JVQ 条目总分≥5 分且 JVQ
模块计分≥3，PCL 得分≥38 分，共 59 人；②JVQ 条

目 总 分≥5 分 且 JVQ 模 块 计 分≥3，PCL 得 分＜38
分，共 80 人；③JVQ 条目总分在 1~4 分之间，PCL 得

分＜38 分， 共 80 人， 与②组进行性别年龄匹配；④
JVQ 条目总分为零，PCL 得分＜38 分，共 80 人，与②
组进 行 性 别 年 龄 匹 配。 入 组 标 准 为 年 龄 在 18～21
岁，智力正常，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均

为右利手。 排除符合 DSM-Ⅳ诊断的精神障碍（创伤

后应激障碍除外）、既往有早产、出生时低体重；先天

性缺陷、童年期躯体疾病以及现存重大躯体疾病者。
对符合上述标准的被试先电话联系， 然后逐一发放

问卷，共发放问卷 27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70 份。 其

中多重侵害有创伤后应激症状组 54 人， 来自人群

①；多重侵害无创伤后应激症状组 69 人，来自人群

②；非多重侵害组 73 人，来自人群③；对照组 74 人，
来自人群④。
1.2 工具

1.2.1 青少年侵害问卷自评版（Juvenile Victimization
Questionnaire: Basic Screen Questions Child Self -
report Version） 由 David 和 Sherry 等 人 于 2004
年编制，包括 34 个筛查条目，分为 5 个模块：一般侵

害（8 个条目）、儿童虐待（4 个条目）、同伴欺负（6 个

条目）、性侵害（7 个条目）、目击暴力（9 个条目）。 每

个条目代表一种具体类型的侵害。 该问卷既可以计

条目总分，也可以计模块分数。 条目总分以（1，0）的

形式计分，1 代表受到此种侵害，0 代表未受此种侵

害；模块分数也是以二分法计分，1 代表经历过该模

块中至少一种类型的侵害，0 代表未经历过该模块

中的任一侵害 [13]。 条目总分即 JVQ 总分≥5 分表示

存在多重侵害（5～8 分为低度多重侵害，≥8 分为高

度多重侵害）。 国内程培霞[14]将其翻译修订最终形成

33 条目（删除目击暴力中的一个子条目）的中文版。
本研究综合使用以上两种方法筛选被试， 给出多重

侵害的操作性定义，JVQ 条目总分≥5 分且 JVQ 模

块计分≥3 为多重侵害。
1.2.2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清单平民版(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heckist -civilian Version，PCL -C)
共有 17 个条目， 用以评估 PTSD 的 3 个主要症候

群，包括重新体验、情感麻木和高度警觉症候群。 国

内杨晓云 [15]用 PCL-C 在 186 例医学生 中应用的信

效度较好。采用百分位数法得 P90=38，P95=47，这与国

际标准(40-45 分)基本一致。 本研究在实际筛选以

38 分为界。
1.2.3 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成人自评版（Behavior
Rating In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Self Report
Version，BRIEF-A） 最 初 由 Gioia 等 [16]编 制，包 括

75 个条目，每个条目均按照 1-3 点计分，由“从不”
至 “经常” 来评定患者的执行功能受损程度， 总分

(Global Executive composite，GEC)越高表示执行功能

受损越严重。 包括两方面 的指标： 行为 管理指标

(Behavioral Regulation Index，BRI)(包括抑制、 转换、
情 感 控 制 和 自 我 监 控 4 个 因 子 ) 和 元 认 知 指 标

(Metacogniton Index，MI)(包括任务启动、 工作记忆、
计划、组织和任务监控 5 个因子)。 前期研究表明，该

量表在我国使用信效度良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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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 采用由张厚粲主修 [18]的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中国城市修订版测量被试智力。
1.3 统计方法

将所有数据 录入 SPSS 16.0 进行统 计分析，主

要是描述性分析和方差分析。

2 结 果

2.1 被试基本情况描述

根据 BRIEF 成人版计分方法，排除效度分量表

得分高于划界分的被试，最终获得有效数据 259 份。
其中多重侵害有创伤后应激症状组 53 人，多重侵害

无创伤后应激症状组 64 人，非多重侵害组 68 人，对

照组 74 人。 表 1 显示，四个组在在年龄、性别、智力

方面的差异不显著。
2.2 不同侵害经历组生态学执行功能的差异

多 变 量 多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得Wilk’s lambda 为

0.794，P<0.001，表示四个组组间差异显著。 表 2 显

示以生态学执行功能九个因子作为因变量， 按照受

到侵害经历的不同分组作为组间变量进行多变量多

因素方差分析所获得的结果。结果显示，侵害经历不

同的四个组在抑制、转换、情感控制、任务启动、工作

记忆、计划、组织和任务监控八个因子上的差异均有

显著意义，在自我监控上的差异不显著。 Scheffé 检

验显示了四个组在各个因子上差异的程度， 其中多

重侵害有创伤后应激症状组在抑制、 转换、 情感控

制、任务启动、工作记忆、组织和任务监控七个因子

上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在抑制、转换、情感控制、任

务启动、 工作记忆五个因子上的得分高于非多重侵

害组；多重侵害无创伤后应激症状组在抑制、情感控

制、任务启动、计划和任务监控五个因子上的得分高

于对照组； 多重侵害无创伤后应激症状组在工作记

忆因子上的得分高于非多重侵害组； 多重侵害有创

伤后应激症状组与多重侵害无创伤后应激症状组在

生态学执行功能各因子上得分的差 异无统计学 意

义， 非多重侵害组和对照组在生态学执行功能各因

子上得分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具体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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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多元方差分析显示， 多重侵害有创伤后应激症

状组、多重侵害无创伤后应激症状组高职高专学生

的执行功能各因子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 有关多

重侵害的研究发现， 儿童期多重侵害经历与儿童和

成人在心理功能、 社交能力和学业成绩等方面表现

较差有关 [19-21]，而上述表现均与执行功能有关。 而

且， 遭受多重侵害个体存在较多的焦虑抑郁情绪和

行为问题[22，23]，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患者中均发现有执

行功能障碍[24，25]。因此，不难理解，本研究发现具有儿

童期多重侵害史的学生与正常对照组相比会报告更

多的执行功能问题。
现有研究中探讨创伤后应激症状对于执行功能

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如陶婷等 [26]对汶川

地震幸存儿童执行功能与创伤后应激症状关系的研

究发现， 创伤后应激症状对儿童的执行功能并未产

生消极影响；Victor 等也发现，有创伤后应激症状组

表 1 执行功能评定问卷四个组的基本情况

表 2 四个组在执行功能各因子上的多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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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在反应抑制任务中的正确率和反应时无差

异[27]。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与高度侵害无创伤后应

激症状和低度侵害两个对照组相比， 侵害伴有创伤

后应激障碍组的大学生表现出执行功能的损伤 [28]，
创伤后应激症状会造成执行功能的缺陷。 Leskin 以

暴露于政治暴力和战争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被试

为研究对象也发现， 比起具有相同暴露史未有任何

精神病学诊断的被试， 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被试执

行功能表现更差[29]。 本研究发现多重侵害有创伤后

应激症状组在生态学执行功能各因子上得分与多重

侵害无创伤后应激症状组无统计学差异。
本研究发现多重侵害无创伤后应激症状组在抑

制、情感控制、任务启动、计划和任务监控五个因子

上的得分高于对照组， 在工作记忆因子上的得分高

于非多重侵害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多重侵

害经历本身会造成执行功能部分成分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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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应激影响边缘系统-皮质-纹状体-苍白球-丘

脑环路这一神经解剖环路的功能并导致相应行为、
情绪和认知功能障碍的观点外 [20，23]，还提示，应激对

这一环路的损伤效应与年龄相关， 老年个体因应激

敏感性增加和应激保护因子 BDNF 的表达下调更易

出现上述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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