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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的类型，在性别上的差异，及其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 方法：采用潜

在剖面分析方法对 2734 名中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进行分析。 结果：①青少年的健康危险行为分为三个潜在类别：高

危组、边缘组和低危组，比例分别为：2.9%、16.4%、80.7%。②与低危组相比，女生更不容易进入高危组，且达到统计显

著（OR=-0.95，P<0.01）；与低危组相比，女生更不容易进入边缘组，且达到统计显著(OR=-0.56，P<0.01)。 ③除了人际

和谐维度，生活幸福、乐于学习、情绪稳定、考试镇定和心理健康总分在低危组上均显著高于边缘组和高危组；同时，

边缘组得分也显著高于高危组。 结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分为三类；高危组、边缘组和低危组，且在性别和心理健

康水平上表现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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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ypes of adolescent health risk behaviors, gender differ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mental health. Methods: 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 was used to explore types of health risk behaviors of 2734 mid-
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Results: ①Adolescent health risk behavior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name-
ly, high-risk group, marginal-risk group and low-risk group, and the prevalence were 2.9%, 16.4%, 80.7%, respectively.
②In comparison to male students, female students are 0.89 times less likely to be in high-risk group, and 0.56 times less
in marginal-risk group; both show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1). ③The scores on the total scale of mental health and
the subscales (including life well-being, learning satisfaction, exam calmness and emotional stability, except for interper-
sonal harmon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low -risk group than those in other groups. Furthermore, the scores of
marginal-risk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high-risk group. Conclusion: Adolescent health risk behavior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with gender difference as well as different mental health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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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adolescent health risk be-
havior)是指那些对青少年的健康、幸福甚至生命造

成直接或间接危害的行为[1，2]。 国内外对之的分类略

有不同，美国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系统（YRBSS）将

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细分为六类： ①导致非故意伤

害和暴力的行为；②吸烟行为；③饮酒和其他物质滥

用行为；④导致非意愿妊娠和性传播疾病的性行为，

包括 HIV 感染；⑤不健康的饮食行为；⑥缺乏体育

锻炼/体力活动行为[3]。 我国学者则将之分为自杀自

残、不健康饮食（缺乏体力活动/健康妥协）、 攻击/暴
力、破坏纪律、吸烟/饮酒、无保护性行为等六类[4]。

目前对健康危险行为的研究中， 部分对该行为

进行了流行性和描述性研究 [5-8]，例如：孙江平等调

查了中国 5 省市中学生对艾滋病及性行为的知识态

度行为、 易导致意外伤害的危险行为以及吸烟饮酒

和成瘾类药物滥用状况[5]；另一些学者探索了健康危

险行为的影响因素 [9，10]，如 Wang 等发现自我效能感、
自尊和情绪管理对健康危险行为具有影响； 还有学

者对某一类健康危险行为 进行了分 类 [11，12]，如黎亚

军等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对中

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攻击进行分类，发现三种类型：高

发组、边缘组和低发组。
心理健康状 况和健康危 险行为有一 定的关联

性。 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抑郁与焦虑是多种危害健

康行为的危险因素[13，14]；心理健康与健康危险行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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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聚集性， 心理健康问题组的健康危险行为发

生率均高于心理健康状况正常组[15]。
本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以往很少有研究去

进一步分析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类型下的亚群体，
因此本研究将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作为一个总变量

（包括五个维度），通过潜在剖面分析的方法探讨由五

个维度组成的健康危险行为的潜在类别， 给出分类

的相对标准，探讨不同类别在性别上是否存在差异，
并对不同类型上的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差异进行探讨。

本研究使用的潜在剖面分析法广泛应用于社会

学、心理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类型划分 [16-18]。 潜在剖

面分析能够做出所有个体属于某一青少年健康危险

行为类型群体的可能性估计，借助拟 合 信 息 等统计

指标帮助确定最合理的分类，从而保 证 分 类 结 果的

准确性。 在潜在剖面分析中常用的拟合信息有艾凯

克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罗梦戴尔

鲁本校似然比(LMRT)、平均信息量(Entropy)等。 一般

说来一个模型如果有更高的 Entropy、更低的 AIC 和

BIC，LMRT 达到显著性， 则说明这个模型的拟合程

度高[16，19]。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数据取自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课题 《我国

青少年危险行为的评估、预警与干预示范研究》中一

级干预的数据库。该数据库采取分层取样的策略，从

湖北省武汉市 4 所学校的初一、初二、高一和高二的

4 个年级中整班取样，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4 个班，共

64 个班级，最后收集 2846 份数据。 删除在研究变量

上有缺失值的数据，最后有效样本包括 2734 个中学

生，平均年龄 14.8 岁，最小 11 岁，最大 20 岁。 其中

男生1411 名，占比51.6%；女生1323 名，占比 48.4%。
1.2 工具

1.2.1 青少年危险行为倾向性问卷 王孟成等的 《青

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共有 6 个分量表，分别

测量了 6 种健康危险行为：暴力/攻击、违纪/违法、

自杀/自伤、吸烟/饮酒、不健康饮食/缺乏体力活动、

无保护性行为，除不健康饮食/缺乏体力活动的 Cron-
bach α 系数为 0.40 外， 其他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均在 0.75 以上。 全量表及各分量表间隔 4 周和

8 周的重测系数分别在0.55-0.80 和 0.53-0.76 之间[4]。
本次研究对除无保护性行为外的其它 5 种健康危险

行为进行了测量，共 43 个项目，被试自评。保留原量

表的题干， 将选项描述改为出现该行为的可能性，5

点计分，分别为 1=绝不可能；2=不太可能；3=难以确

定；4=有些可能；5=非常可能， 部分项目反向计分，
得分越高，说明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倾向性越高。
1.2.2 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采用苏丹、黄希庭的《中

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该量表采用自评，5 点计分，
25 个项目，包括生活幸福、乐于学习、人际和谐、考

试镇静、 情绪稳定 5 个维度。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3，分半信度系数

为 0.85， 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分半信度系数

均在 0.56 以上； 量表总分及各维度与 SCL-90 总分

及各因子分均呈负相关[20]。
1.3 数据分析

使用 Mplus7.0 软件分析，首先分析青少年健康

危险行为的潜在类别数， 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在性别

和心理健康上的差异。

2 结 果

2.1 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潜在剖面分析

以健康危险行为的五个维度为指标， 将健康危

险行为的类型依次分成 1 类、2 类、3 类、4 类进行潜

在剖面分析的模型拟合性估计。
表 1 的模型适配估计结果表明， 当类别数目为

4 类时，虽然 AIC、BIC 和 Entropy 指标略小于 3 类的

AIC、BIC 和 Entropy，但是 LMRT 没有达到显著性水

平（LMRT=875.80，P>0.05），而该指标在 3 类上达到

了统计性显著， 且 3 类和 4 类在另外的三个指标上

相差很小，说明模型分为三类时拟合度最好。
三种类型中， 五个维度在第一类健康危险行为

上的均值最小，说明健康危险行为最低，命名为低危

组，它占整个群体的比例最高，为 80.7%；第二类健

康危险行为五个维度上的均值最大， 其中均值最大

的为吸烟喝酒维度，说明健康危险行为表现最高，命

名为高危组，它占的比例最低，为 2.9%；第三类健康

危险行为中，五个维度的均值处于中间位置，命名为

边缘组，比例为 16.4%。 从三类健康危险行为比例来

看，青少年大多处在低危组（80.7%），高危组人数最

少（2.9%）。
2.2 健康危险行为类型在性别上的差异

以性别为预测变量(男=1，女=2)，以 3 类型健康

危险行为的类型（高危组、边缘组、低危组）为因变

量，用软件 MPLUS7.0 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来探讨

不同类型 在 性 别 上 的差异。 结果表明，与低危组相

比，女生更不容易进入高危组，且达到统计显著（OR=-
0.95，P<0.01）；与低危组相比，女生更不容易进入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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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组，且 达 到 统 计 显 著 (OR=-0.56，P<0.01)，说 明 女

生的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率要低于男生健康危险行为

发生率。
2.3 不同健康危险行为类型的心理健康水平比较

利用 MPLUS7.0 软件中的模型限制（model con-
straint）法来分析心理健康水平在不同健康危险行为

类型上的差异。 结果表明： 低危组的心理健康总分

（M=3.59）显 著 高 于 边 缘 组（M=3.10）和 高 危 组（M=
2.88）， 边缘组的心理健康总分显著高于高危组；低

危组的生活幸福得分（M=3.91）显著高于高危组(M=
2.68)和边缘组 (M=3.10)，边缘组的 生活幸福得 分显

著高于高危组；低危组的乐于学习得分(M=3.54)显
著高于高危组(M=2.44)和边缘组(M=2.82)，边缘组的

乐于学习得分显著高于高危组； 低危组的情绪稳定

得分(M=3.66)显著高于高危组(M=2.67)和边缘组(M=

3.06)，边缘组的情绪稳定得分显著高于高危组；但是

人际和谐维度在三个健康危险行为类型上的水平和

上述结果有所不同， 除了 低危组的人 际和谐得分

(M=3.37)显著高于边缘组(M=3.29)外，其他两组差异

不显著，而且高危组的人际和谐得分最高（M=3.43），见

表 2。

表 1 不同健康危险行为类型的潜在剖面分析拟合信息

注：*P<0.05，**P<0.01，下同。AIC：艾凯克信息准则；BIC：贝叶

斯信息准则；Entropy：平均信息量；LMRT：罗梦戴尔鲁本校似

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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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根据个体在暴力/攻击、违纪/违法、自杀/自伤、
吸烟/饮酒、 不健康饮食/缺乏体力活动五个维度上

的表现， 利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对青少年健康危险

行为进行分类，结果表明，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可以

分为高危组、边缘组、低危组三类。 青少年大多处在

低危组，较少处在高危组，这符合实际观察。 在实践

应用中，高危组群体是心理健康重点干预的对象，边

缘组是重点教育和引导的对象。此外，青少年在五个

维度上的得分并不在同一类别上， 个体的吸烟酗酒

得分也许处于低危组， 但是他的饮食健康维度得分

也许就处于高危组， 而违纪违法维度得分处于边缘

组；所以个体的健康危险行为是一个剖面体。在教育

实践中应该重视对个体健康危险行为中的高危维度

的评估与干预。
研究结果还表明， 三类健康危险行为类型在性

别上存在差异。 与低危组相比， 女生更不容易进入

高危组和边缘组，且达到统计显著。说明青少年群体

中女生的健康危险行为发生概率要低于男生， 这与

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21，22]。 在健康危险行为的预防

和干预中，应根据性别特点，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和干

预措施。

而对心理健康水平在健康危险行为类型上的差

异比较发现：除了人际和谐，在生活幸福、乐于学习、

情绪稳定、考试镇定和心理健康总分上，低危组均显

著高于边缘组和高危组，边缘组显著高于高危组。说

明健康危险行为越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在学校教

学工作中，应该加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的开展，

提高其心理素质， 从而预防和降低青少年健康危险

行为的发生。人际关系是否和谐受到个体人格、自尊

水平、父母教养方式、价值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23，24]；

人际关系受阻，主要是由个体的自卑、自负、猜疑、胆

小、害羞、嫉妒等主观体验造成的。此外，在高危组中

最突出的健康危险行为是吸烟喝酒， 这种行为往往

受到同伴关系的影响， 同伴的吸烟人数与青少年的

吸烟行为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10]；这也许导致了人

际和谐维度在三个健康危险行为类型上看似矛盾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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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继续教育项目《悦纳访谈治疗性沟通技术》培训班通知

各有关单位专家：
以改变他人适应不良行为的， 由著名行为医学家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国家教学名师张亚林教

授，著名临床心理学家中南大学医学心理中心主任姚树桥教授，中华心身医学分会副主委、中澳全科医

学教育/培训研究中心主任、 中南大学心身健康研究所所长邓云龙教授等主讲的国家继教项目 （国：
2013-03-09-181 )将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20 日在湖南长沙举办，欢迎大家参加！

培训班通知索要邮箱：343599332@qq.com。 联系人：伍妍，电话：0731-88618487；手机：15111315430。
欢迎垂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中南大学心身健康研究所

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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