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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群体中孤独感和自杀意念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方法：分层随机抽取广东省在

校大学生共 449 名，采用社会和情绪孤独感量表中文版、自杀意念量表、Zung 氏抑郁自评量表同时施测，再通过实验

法，考察孤独感高低分组的大学生在内隐自杀联结测验（Implicit Suicide Association Test）上得分的差异。 结果：孤独

感与抑郁（r=0.290，P<0.01）、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r=0.266，P<0.01），层次回归分析表明，控制抑郁水平后，孤独感

对自杀意念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62，P<0.001）。 高孤独感得分者内隐自杀联结测验中的 IAT 效应明显高

于低孤独感得分者（F＝7.58，P<0.01）。 结论：自杀的内隐和外显态度具有同一性。 除抑郁外，在大学生群体中，孤独感

也是预测自杀意念的敏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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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eliness and suicide idea in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sample of 449 college students completed the Social and Emotional Loneliness Scale for Adults (SELSA), Suicide Idea
Scale, 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51 subjects were distributed to two groups: High levels of loneliness group
(A1 group, n=24), and Low levels of loneliness group(A2 group, n=27). Results: ①The scores of lonelines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cores of suicide idea and SDS at 0.01 levels. ②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of loneliness to suicide idea was significant (β=0.200, P<0.001) even depression was controlled. ③D scores in
the IAT in A1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A2 group (P<0.01). Conclusion: Both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and ex-
plicit measures involved in suicide idea can obtain that loneliness may be a susceptible index for predicting suicide idea
except for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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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是全球迫切关注、亟待解决的问题，被列为

青少年群体的第一位死因 [1]。 我国大学生自杀率为

1.8/10 万， 且近年大学生自杀已遂率呈现快速增长

的趋势，自杀意念的发生率更加不容乐观[2]。 自杀意

念出现愈频繁，出现自杀行为的可能性愈高。探寻预

测大学生自杀意念的有效风险因素， 对于完善大学

生心理健康档案、 进行及时干预以促进其整体心理

健康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孤独感是一种负向的情绪体验， 是个体渴望人

际交往和亲密关系却又无法满足而产生的一种不愉

快的情绪[3]。 孤独感与 抑 郁 存 在 密 切关系这一点得

到了较多研究证据的支持 [4]。 而抑郁作为自杀意念

的稳定预测因素，已被大量研究证实[5，6]。 然而，抑郁

并不是预测自杀的唯一变量 [7，8]。 有研究显示，孤独

感与自杀意念和准自杀行为 （即自我伤害和过量用

药）呈显著正相关[9]。 孤独感是自杀行为与绝望感的

有效而稳定的预测因子 [10]。 然而，在这些研究中，没

有控制抑郁因素，孤独感是否能独立于抑郁，有效地

预测自杀意念？ 上述研究未能回答这一问题。
在自杀意念的评估中， 由于外显测量条目的表

面效度高以及社会赞许性因素， 被试隐瞒使得量表

得分不能准确反映个体的自杀意念实际水平。 已有

学者通过内隐态度联结测验来评估被试的内隐自杀

态度[11]。 与外显测量相比，内隐态度是一种深层的、
复杂的社会认知活动， 实验目的与被试的操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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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采用反应时和神经生理信号等客观指标，需要

主体较少的努力及意识操作能力， 能减少主观的干

扰。在某些风险因素与自杀意念关系研究中，研究结

果可能更为客观，解释力也更强。
综上所述， 本研究拟考察大学生中孤独感与自

杀意念状况，以及 两 者 的 相 互关系。 通过内隐和外

显测量结合的方法，分析孤独感是否是独立于抑郁，
能有效预测自杀意念的风险因素， 为自杀的风险评

估研究提供进一步的实证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选取广东高校在校大学生

为研究对象， 发放问卷 460 分， 回收有效问卷 449
份。 男生 151 名，女生 298 名，平均年龄 20.2 岁。
1.2 工具

1.2.1 社会和情绪孤独感量表(the Social and Emo-
tional Loneliness Scale for Adults，SELSA) 中 文 版

SELSA 英 文 版 由 Cramer[12]编 制，中 文 版 共 14 个 条

目，采用 Likert 6 点评分，从“1 非常不同意”到“6 非

常同意”。 本研究中，该量表在 601 名大学生样本中

施测， 各分维度和总量表的 α 系数在 0.78～0.91，重

测信度系数r 为 0.92（P<0.01）。
1.2.2 自杀意念量表 由梁丽婵等 [13]编制，全量表共

23 个条目。采用 Likert 7 点评分，“0”表示“从来没有

过”，“6”表示“几乎每天都有”。 α 系数为 0.89。
1.2.3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由 Zung[14]编制，有 20 个条目，每个条目按症

状出现得频度分为四级，从“A”为没有或很少时间

到“D”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 抑郁严重度指数=粗分

*1.25，指数范围为 25-100。
1.2.4 施测程序和数据处理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

进行集体施测， 主试为有经验的教师和经过系统培

训的研究生。 数据处理使用 SPSS17.0，所采用的统

计方法包括协方差分析，相关分析、逐步回归分析和

层次回归分析。
1.3 内隐自杀联结测验

1.3.1 实验范式 本研究范式参照 Greenwald 等 [15]

的研究， 根据 Inquisit 软件官方网站提供的 IAT 程

序模块改编成， 用于测试被试对自杀和生存的内隐

态度。 测验中关键的分类任务包括“相容任务”（com-
patible task） 和 “不相容任务”（incompatible task）。
“相容任务”指被归为一类中的客体概念和属性概念

与被试的内隐认知结构相一致，而“不相容任务”中

被归为一类的客体概念和属性概念的关系与被试的

内隐认知是不一致的。 有自杀意念被试的相容任务

是自杀相关词语＋自我词/生存相关词语＋非我词；不

相容任务是生存相关词语＋自我词/自杀相关词语＋
非我词。对照组被试与此相反。不相容任务和相容任

务的反应时之差作为内隐态度强度的指标， 也就是

IAT 效应。 任务中的属性词（自杀相关词、生存相关

词 语 ）和 概 念 词 （自 我 词 、非 我 词 ）各 10 个 ，来 自

Nock[16]的实验任务。 自杀相关词语：死亡、死者、自

杀、亡故、灭亡；生存相关词语：生命、活着、幸存、呼

吸、生活；自我词：我、自己、自己的、本人、我的；非我

词：他、他们、别人、他人、别人的。
1.3.2 数据处理 对于 IAT 数据的处理，采用 Green-
wald[15]的 D 算法，首先剔除反应时大于 10000ms 的

数据。 第二，剔除反应时低于 300ms 的数据占所有

反应比率大于 10％的被试。 当 D 值为负时，说明被

试一致性任务反应速度慢于不一致性任务， 即对死

亡类的词语更加敏感；当 D 值为正时则相反。 D 值

绝对值越大， 表明被试对待两种事物的态度的差别

越大。 数据处理均采用 SPSS17.0 进行。
为验证改编范式的实证效度， 本研究首先选取

两组被试进行 IAT 测试，一组为有自杀意念或行为

的临床抑郁症患者（N＝16），其中男性 5 名，女性 11
名，被试平均年龄 28.5 岁。 一组为健康对照组（N=
16），两组年龄、性别基本匹配。 结果发现：临床组被

试 的 IAT 效 应 D 值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t＝2.33，P<
0.05）， 说明临床组对死亡类的词语反应速度更快，
更敏感。 表明该 IAT 范式具有良好的效度。

2 结 果

2.1 孤独感、抑郁和自杀意念水平及其相互关系

大学生群体的整体自杀意念、 孤独感和抑郁水

平并不十分明显。孤独感、抑郁和自杀意念之间呈显

著正相关，见表 1。
以自杀意念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是否为独

生子女、抑郁水平、孤独感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

析， 只有抑郁水平和孤独感两个自变量进入对自杀

意念影响的回归方程。
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把抑郁水平、孤独感作为预

测 变 量 ， 自 杀 意 念 为 因 变 量 时 ， 回 归 方 程 一 ，F
（2，449）=39.607，P<0.001，决定系数 R2=0.081；回归

方程二，F （3，448）=26.83，P<0.001， 决定系数 R2=
0.117，△R2=0.036（P<0.001）。 结果显示，抑郁水平对

自杀意念具 有显著的 正 向 预 测 作 用 （β=0.22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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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孤独感对自杀意念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

作用（β=0.200，P<0.001）；两个模型之间决定系数 R2

的增量显著，说明控制了抑郁水平后，孤独感对自杀

意念依然有显著的预测力。 详见表 2。

表 1 大学生孤独感、抑郁和自杀意念

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矩阵(N=449)

表 2 大学生自杀意念影响因素的层次回归分析

注：***P<0.001

表 3 孤独感高低分组被试在 IAT 效应上的得分（M±SD）

2.2 孤独感高低分组在内隐自杀联结测验上的得

分差异

将 499 名被试按 SELSA 得分高低排序，前 27%
为孤独感高分组（SELSA>38），后 27%为孤独感低分

组（SELSA<25）。 从两组各随机取 30 名进入实验。
在对数据分析的时候， 剔除了两组被试中两个

关键任务（相容联合任务和不相容联合任务）的反应

时在本组样本反应时均值加减 2 个标准差以外的极

端数据。 最终有效数据为，高分组 24 人，低分组为

27 人。 以抑郁水平作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孤独感高分组被试在 IAT 效应上的 D 值显

著高于孤独感低分组，见表 3。

3 讨 论

本研究从外显测量和内隐自杀态度两方面对大

学生的孤独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进行验证， 结果发

现，在控制抑郁因素后，孤独感仍能显著地正向预测

自杀意念水平， 且外显和内隐态度测量结果具有一

致性。
以往大量研究均证实抑郁是自杀意念的稳定预

测变量，抑郁水平越高，被试的自杀意念越频繁或强

烈[6，17]。 本研究结果表明，抑郁对自杀意念有着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 与国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大学

生正处于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学说的第六阶段(18-

25 岁)。 这一时期的发展任务是获得亲密感从而避

免孤独感，建立和维持满意的人际关系，从中获得动

力、自信和归属感。然而，有研究表明，与其他群体相

比，大学生的孤独感表现得更为明显[18]。 本研究进一

步发现，孤独感与抑郁存在显著相关，在控制抑郁水

平后，孤独感仍能对自杀意念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提

示：在孤独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中，高水平的孤独感

体验除通过诱发抑郁导致自杀意念产生之外， 也可

直接导致自杀意念的发生。
本研究采用了 IAT 范式， 进一步考察孤独感、

抑郁和自杀意念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了抑郁因素

后，高孤独感被试在 IAT 效应上显著高于低孤独感

被试。 说明对于高孤独感被试， “死亡”属性词与自

我概念的内隐认知结构相容性高，表现在“死亡”类

词语与“自我”词语相联系时反应时更短，自杀内隐

态度更明显。该结果与外显测量结果相一致，支持了

内隐-外显态度同一论的观点。 该观点认为：外显和

内隐态度所测量的是同一个心理结构， 而内隐态度

所测量的是“真实的”态度，而外显态度是“真实的”
态度受到一些因素干扰后的不真实表现， 内隐测量

技 术 是 了 解 被 试 态 度 的 “ 直 通 车 ” (Bona Fide
Pipeline)[16]。 然而，本研究结果与 Wilson[19]提出的双

重态度模型不符， 该模型认为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

在记忆系统中的并存， 是对同一现象存在的两种不

同态度。内隐态度影响着个体即时性或内隐反应，个

体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或者并不试图去加以控

制； 外显态度则影响着个体的深思熟虑后的或外显

的行为，个体可以对其施加必要的控制。对于自杀这

一敏感话题，外显和内隐测量得到的结果较为一致，
可能的解释是：自杀是个体的一种极限态度，个体选

择自杀是一种深思熟虑而非冲动性行为， 因此外显

态度上对该想法或行为施加控制并不明显， 而内隐

态度上也会有相应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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