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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korny 最早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自杀意念

（Suicidal Ideation，SI）的概念，认为自杀意念是指在

思想上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尚未付诸行动 [1]。李

亚敏等对大学生自杀意念影响因素的元分析认为，

性别、人格特征、精神状况、负性生活事件、人际关

系、家庭关系和消极应对是影响大学生自杀意念的

主要因素[2]。Wong等对亚裔美国人的大样本调查中

认为，自杀意念与是否服用精神类药物、宗教信仰、

是否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是否积极参加集体活动息

息相关[3]。Joiner的自杀人际理论（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Suicide）强调了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区

别，该理论认为，归属受挫（thwarted belongingness，
TB）、累赘感知（perceived burdensomeness，PB）和自

杀能力获得（acquired capability for suicide）是自杀行

为的核心成分 [4]，归属受挫是指个体归属感的需要

未能满足，感觉和他人缺乏联系，在需要的时候不能

从他人那里获得支持和帮助，独居、孤独、高的社会

隔离和低的社会支持等是归属受挫的重要指标；累

赘感知指个体认为自己是有缺陷的，是他人的累赘，

并且相比活着，自己死亡对于他人更有意义的感受，

低自尊、愚蠢感和羞耻感等是累赘感知的重要指标；

归属受挫和累赘感知并不是一种稳定的特质，它们

受到人际间和个体内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人

际氛围以及个体自身的特质等 [5，6]。自杀能力获得

是个体在反复经历疼痛和刺激性事件的过程中获得

的一种执行自杀的能力[7]。该理论认为当个体同时

存在归属感受挫与自我累赘感知时，就会产生自杀

意念，但是自杀意念本身并不会导致最终的自杀行

为。个体只有在具有自杀意念的同时获得自杀能力

（降低对死亡的恐惧和增加了对疼痛的容忍度），才

能将自杀意念转化为自杀企图，进而导致自杀行为，

因此自杀能力获得能够将有自杀意念但没有自杀行

为执行能力的个体和有自杀意念并且最终能够自杀

死亡的个体区分开来[4，7，8]。

Speilberger 将愤怒分为状态愤怒（State anger，
SA）和特质愤怒（Trait anger，TA）两个维度 [9，10]。其

中，状态愤怒是指由轻微到剧烈的不同强度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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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生理变化和主观体验，一般伴随一些生理唤

醒。特质愤怒是指个体感知愤怒情境及愤怒反应的

倾向性，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另外，根据个

体的行为表现，他进一步将愤怒的表达方式分为三

类：愤怒内部表达（Anger express-in，AX-I）、愤怒外

部表达（Anger express-out，AX-O）和愤怒控制（An⁃
ger express-control，AX-C）。愤怒内部表达是指压

抑自己的愤怒情绪，是一种内在的指向自己的愤怒

表达方式。愤怒外部表达是指将自己的愤怒反应在

面部表情、肢体语言或攻击行为等，是一种表露于外

的愤怒表达方式。愤怒控制是指个体在愤怒的情绪

状态下时，能够试着使用一些认知策略来减少冲动

行为的发生[9，10]。既往研究结果显示，特质愤怒与愤

怒的三种处理方式：愤怒内部表达、愤怒外部表达和

愤怒控制间存在显著相关[11，12]。

愤怒与焦虑、抑郁和自杀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

系[13]。Deffenbacher等人长达8年的纵向研究结果发

现，高特质愤怒的个体比低特质愤怒的个体体验到

更为频繁和严重的负性后果[14]。对精神科门诊病人

的研究也证实，高的特质愤怒会带来高的自杀风险，

且愤怒内部表达组的自杀倾向得分要高于愤怒外部

表达组 [15，16]。另外，许多和愤怒显著相关的精神障

碍（如边缘性人格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都和高自

杀风险有关[17，18]。在一项对成年人的大样本研究中

发现，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和精神疾病的变量后，愤

怒体验和愤怒表达是预测自杀意念的独特因素[19]。

韩国一项对大学生样本的研究中，根据自杀意念得

分将被试分为高自杀意念组和低自杀意念组，结果

发现高自杀意念组的愤怒内部表达和愤怒外部表达

得分都显著高于低自杀意念组，而愤怒控制得分显

著低于低自杀意念组[20]。

既往研究发现，高特质愤怒的个体不但会经历

更多的人际争端，而且有可能经受更多的由这些负

性事件带来的消极后果 [21，22]。一项对成人的比较研

究发现，高特质愤怒个体比低特质愤怒个体的羞耻

感和厌恶感水平更高[23]。高愤怒特质的个体可能会

通过回避某些场合或个人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愤

怒，这些都会造成人际联系的减少[21]。愤怒的内部

表达会使个体对负性事件的敏感性大大增加，自我

认同感水平下降，孤独感增加，进而导致个体的累赘

感知和归属受挫水平上升 [6，24]。根据Wilkowski和
Robison提出的特质愤怒与反应性攻击的综合认知

模型，高特质愤怒的人对刺激情境更容易产生敌意

解释，敌意解释又使个体选择性地持续注意敌意刺

激及由此带来的愤怒体验，从而出现愤怒攻击行为；

低特质愤怒的个体更倾向于调用努力控制资源主动

调节敌意认知思维，从而减少攻击行为；高特质愤怒

的个体调用控制资源是有困难的，因此出现更多的

攻击行为，进而引起一系列的人际关系问题 [27-27]。

长期的人际关系问题导致个体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

耻，从而感到自己是他人的负担，归属感也随之降

低，进而增加自杀风险[21]。

目前，关于愤怒和自杀意念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研究较多 [10，11，14-18]，但是，对愤怒和自杀意念关系间

的机制研究还比较少[21]。Hawkins等人在自杀人际

理论框架下，对特质愤怒和自杀意念间的关系机制

进行研究，证实了累赘感知在特质愤怒和自杀意念

间的完全中介作用，即高特质愤怒水平会带来高的

累赘感知，进而促使个体自杀意念水平的提高，但未

发现归属受挫在特质愤怒和自杀意念间的中介作用
[21]。另外，既往研究多集中在特质愤怒和自杀意念

的关系机制研究，而对愤怒表达方式：愤怒内部表

达、愤怒外部表达以及愤怒控制和自杀意念的关系

机制研究较少。本研究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一方

面，在自杀人际理论框架下，验证中国大学生群体的

特质愤怒和自杀意念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自杀

人际理论框架下，对愤怒的三种表达方式和自杀意

念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探讨累赘感知和归属受挫在

愤怒的三种表达方式和自杀意念间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从天津某大学整群抽取非心理学专业的650名
大一学生，回收有效问卷622份。其中男生418名，

女生 204名；年龄 16~22周岁（M=18.16，SD=0.82）；

汉族 546名，少数民族 76名；家庭住址城镇 400名，

农村213名，9名家庭所在地信息不明。

1.2 研究工具

1.2.1 Beck 自杀意念量表中文修订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 Chinese Version，SSI- CV）[28]

由李献云等于 2010年在自我报告的Beck自杀意念

量表的基础上修订完成。该量表共19个条目，采用

0-2级评分。得分越高，自杀意念越强烈，自杀危险

越高。在本研究中，自杀意念量表的α系数是0.845。
1.2.2 人 际 需 要 量 表 中 文 修 订 版（Interpersonal
Needs Questionnaire, INQ-12） 由 Van Orden等人

于 2008年编制的，中文版由本课题组成员修订 [29]。

该量表共12个条目，采用李克特1-7级评分。量表

··468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年 第23卷 第3期
共两个维度：累赘感知（PB）和归属受挫（BT）。在本

研究中，累赘感知和归属受挫两个分量表的α系数

分别是0.812和0.763。
1.2.3 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 II（State-trait anger
expression inventory 2, STAXI-II）[30] 由 Speilberger
于 1998年在 STAXI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刘惠军对

该量表进行了中文版修订，该量表共 57个项目，采

用1-4级评分。量表分成三个维度：状态愤怒（SA）、
特质愤怒（TA）和愤怒表达（AX），其中愤怒表达又

分为愤怒内部表达（AX-I）、愤怒外部表达（AX-O）
和愤怒控制（AX-C）。在本研究中，特质愤怒量表、

愤怒内部表达量表、愤怒外部表达量表和愤怒控制

量表的α系数分别是0.929、0.705、0.656和0.922。
1.3 研究程序

每位被试自愿参加测试，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测

试后送一份小礼物作为答谢。本研究采用集体施

测，测试时间约为 20分钟，问卷当场收回。人工录

入数据，并进行数据整理，最后采用SPSS 12.0和Lis⁃
rel 8.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 果

2.1 自杀意念检出率

依据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修订版，前五个条

目为筛选条目，识别有无自杀意念，若前五个项目之

和大于0，说明有自杀意念，若和为0，说明无自杀意

念。结果显示，样本中有自杀意念者332名，无自杀

意念者290名，自杀意念的检出率为53.4%。由表1
可知，无自杀意念和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在年龄、性

别及家庭住址比例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1 有无自杀意念组的人口学资料比较（n=622）

注：*P<0.05，**P<0.01，下同。

2.2 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法，对自杀意念、归属受挫、累

赘感知、特质愤怒与愤怒三种表达方式的相关关系

进行分析。由表 2可见，特质愤怒、愤怒内部表达、

愤怒外部表达、归属受挫和累赘感知与自杀意念呈

显著正相关，愤怒控制与自杀意念呈显著负相关。

归属受挫、累赘感知与特质愤怒、愤怒内外表达呈显

著正相关，与愤怒控制呈显著负相关。特质愤怒与

愤怒内部表达、愤怒外部表达呈显著正相关，与愤怒

控制呈显著负相关。

年龄

性别(男：女)
家庭住址(城：乡)

无自杀意念组

（n=290）
18.19±0.05
199：91
194：94

有自杀意念组

（n=332）
18.13±0.85
219：113
206：119

t值或

χ2值

0.027
0.496
1.065*

P值

0.817
0.481
0.302

2.3 归属受挫/累赘感知在特质愤怒和自杀意念间

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为了分别检验归属受挫和累赘感知在特

质愤怒和自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首先建构出如图

1所示的假设模型M1，利用 Lisrel 8.70软件，采用最

大似然法进行模型估计，检查模型中各条路径的标

准化路径系数，结果发现：在归属受挫的中介效应模

型中，归属受挫→自杀意念和特质愤怒→自杀意念

这两条路径不显著，说明归属受挫在特质愤怒和自

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在累赘感知的中介效

应模型中，特质愤怒→自杀意念这条路径不显著，删

除无统计学意义的路径进行重新拟合，得到如图 2

所示的模型M2。M2是累赘感知在特质愤怒和自杀

意念间的完全中介模型，其拟合指数分别是χ2/df=
1.82、RMSEA=0.036、NNFI=0.99、CFI=1.00、IFI=
1.00、GFI=0.99，此模型拟合良好。

图1 归属受挫/累赘感知在特质愤怒和自杀

意念间的中介效应分析的假想结构模型M1

表 2 自杀意念、归属受挫、累赘感知、特质愤怒与愤怒三种表达方式间的相关系数（n=622）

因子

自杀意念

归属受挫

累赘感知

特质愤怒

愤怒内部表达

愤怒外部表达

愤怒控制

自杀意念

1
0.255**
0.393**
0.124**
0.166**
0.120**

-0.174**

归属受挫

1
0.536**
0.163**
0.194**
0.138**

-0.316**

累赘感知

1
0.114**
0.152**
0.137**

-0.244**

特质愤怒

1
0.121**
0.482**

-0.415**

愤怒内部表达

1
0.094*
0.212**

愤怒外部表达

1
-0.286**

愤怒控制

1

归属受挫/累赘感知

自杀意念特质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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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累赘感知在特质愤怒和自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模型M2

图3 归属受挫/累赘感知在愤怒三种表达方式和

自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分析的假想结构模型M3

2.4 归属受挫/累赘感知分别在愤怒三种表达方式

和自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为了检验归属受挫和累赘感知分别在愤

怒三种表达方式和自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首先建

构出如图3所示的假设模型M3。

2.4.1 累赘感知/归属受挫在愤怒内部表达和自杀

意念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累赘感知和归属

受挫在愤怒内部表达和自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利

用 Lisrel 8.70软件，采用最大似然法对假想模型M3

进行模型估计，检查模型中各条路径的标准化路径

系数，结果发现：在归属受挫的中介效应模型中，归

属受挫→自杀意念这条路径不显著，说明归属受挫

在愤怒内部表达和自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在累赘感知的中介效应模型中，各条路径均显著，得

到如图4所示的模型M4，M4是累赘感知在愤怒内部

表达和自杀意念间的部分中介模型，其拟合指数分

别 是 χ2/df=0.98、RMSEA=0.012、NNFI=0.93、CFI=
0.96、IFI=1.00、GFI=0.99，此模型拟合良好。

2.4.2 累赘感知/归属受挫在愤怒外部表达和自杀

意念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归属受挫的中介效应模

型中，愤怒外部表达→归属受挫、归属受挫→自杀意

念和愤怒外部表达→自杀意念这三条路径不显著，

说明归属受挫在愤怒外部表达和自杀意念间的中介

效应不显著；在累赘感知的中介效应模型中，愤怒外

部表达→累赘感知、愤怒外部表达→自杀意念这两

条路径不显著，说明累赘感知在愤怒外部表达和自

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图4 累赘感知在愤怒内部表达和自杀意念间的修正模型M4

2.4.3 累赘感知/归属受挫在愤怒控制和自杀意念

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归属受挫的中介效应模型

中，归属受挫→自杀意念，愤怒控制→自杀意念这两

条路径系数不显著，说明归属受挫在愤怒内部表达

和自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在累赘感知的中

介效应模型中，愤怒控制→自杀意念这条路径系数

不显著，删除无统计学意义的路径进行重新拟合，得

到如图5所示的模型M5，M5是累赘感知在愤怒控制

和自杀意念间的完全中介模型，其拟合指数分别是

χ2/df=1.44、RMSEA=0.025、NNFI=1.00、CFI=1.00、
IFI=0.99、GFI=1.00，此模型拟合良好。

图5 累赘感知在愤怒控制和自杀意念间的修正模型M5

2.5 特质愤怒、愤怒内部表达、愤怒控制、累赘感

知和自杀意念的整合模型分析

根据 2.3和 2.4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高特质愤

怒个体一方面通过提高愤怒内部表达，进而增加累

赘感知并进一步提高自杀意念；另一方面通过降低

愤怒控制，进而增加累赘感知并进一步提高自杀意

念。因此，本研究根据上述结果构建假设模型M6
（图 6），利用 Lisrel 8.70软件，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

模型估计，结果发现：特质愤怒→愤怒内部表达、特

质愤怒→累赘感知这两条路径不显著，删除无统计

学意义的路径进行重新拟合，得到如图 7所示的模

型M7，M7是特质愤怒、愤怒内部表达、愤怒控制、累

赘感知和自杀意念的整合模型，其拟合指数分别是

χ2/df=2.64、RMSEA=0.051、NNFI=0.97、CFI=0.98、
IFI=0.98、GFI=0.97，此模型拟合良好。

累赘感知

特质愤怒 自杀意念

0.14* 0.47*

归属受挫 /

累赘感知

愤怒内部表达 / 

愤怒外部表达 /       

愤怒控制

自杀意念

累赘感知

愤怒内部表达 自杀意念

0.44*0.20*
0.13*

累赘感知

愤怒控制 自杀意念

-0.29* 0.47**

··470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年 第23卷 第3期

图6 特质愤怒、愤怒内部表达、愤怒控制、累

赘感知和自杀意念的假想整合结构模型M6

图7 特质愤怒、愤怒内部表达、愤怒控制、

累赘感知和自杀意念的修正整合模型M7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特质愤怒与愤怒内部表达、愤

怒外部表达呈显著正相关，与愤怒控制呈显著负相

关，这与既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11，12]。且特质愤怒

与愤怒外部表达间的相关系数最高，这与前人的研

究结果一致，说明特质愤怒高的个体通常更倾向于

采用外部表达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愤怒[31]。本研究

中，特质愤怒、愤怒内部表达和愤怒外部表达与自杀

意念呈显著正相关，愤怒控制与自杀意念呈显著负

相关，这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1]，结果提示我们

在愤怒的三种表达方式中，愤怒控制（即能够有效使

用认知策略，进行情绪调节，减少冲动行为）是减少

自杀意念的有效方式，而无论是愤怒内部表达还是

外部表达，都会增强个体的自杀意念水平。研究发

现，特质愤怒、愤怒的三种处理方式与累赘感知和归

属受挫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提示我们特质愤怒水

平高的个体，其愤怒内部表达和外部表达水平也较

高，且愤怒控制水平较低，更容易引起人际冲突问

题，从而导致累赘感的形成[21，23]。本研究中，累赘感

知、归属受挫与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提

示我们，累赘感知和归属受挫水平高的个体，其孤独

感、羞耻感水平也相对较高，这些都会导致自杀意念

水平的提高[22，31]。

模型M2证实了累赘感知是特质愤怒和自杀意

念间的完全中介变量，而未发现归属受挫在特质愤

怒和自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

一致[21]。即特质愤怒可以通过累赘感知来影响个体

的自杀意念。既往研究表明，高特质愤怒的个体对

负性刺激更敏感，会经历更多的人际冲突，有更多的

人际关系问题，频繁的人际冲突会导致高特质愤怒

的个体报告出更高水平的抑郁、厌恶感和羞耻感，感

觉到自己对于他人来说是一种累赘，最终导致自杀

风险水平的升高[21，22，32，33]。

模型M4证实了累赘感知在愤怒内部表达和自

杀意念间的部分中介作用，模型M5证实了累赘感知

在愤怒控制和自杀意念间的完全中介作用。研究结

果提示，愤怒内部表达既可以直接影响自杀意念，也

可以通过累赘感知来影响个体自杀意念；愤怒控制

和自杀意念间的直接效应不显著，愤怒控制需要通

过累赘感知影响个体自杀意念。本研究中累赘感知

在愤怒表达方式（愤怒内部表达和愤怒控制）和自杀

意念间的中介效应提示我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和作用

机制可能是这样的：自杀被看作是愤怒指向自己的

结果 [26]，高的愤怒内部表达，如“我把事情憋在心

里”，“我会板着脸生闷气”，会直接影响自杀意念，同

时有研究表明高愤怒内部表达的个体的自尊水平、

自我认同感水平也较低 [34，35]，因此更容易导致个体

累赘感知的形成，进而影响个体自杀意念。愤怒控

制水平虽然不会直接影响个体自杀意念，但愤怒控

制水平低的个体，使用认知策略以处理和解决矛盾

冲突的能力差，容易做出冲动行为，导致更多人际冲

突，造成更多累赘感知，最终增加了个体的自杀意念

水平[9]。整合模型M7的研究结果提示，高特质愤怒

的个体更可能通过降低愤怒控制，进而影响累赘感

知水平并进一步影响自杀意念。根据特质愤怒与反

应性攻击的综合认知模型，高特质愤怒的个体不但

更容易产生敌意认知思维，而且自我调节的认知加

工能力差，进而导致更多的攻击行为，频繁的人际冲

突导致个体羞耻感水平上升、自尊水平下降，而较高

的羞耻感和较低的自尊水平是累赘感知的重要指

标，因而累赘感知水平升高，进而导致自杀意念水平

增加[5，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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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来实现；而在女性群体中，父母过度保护对进食

障碍的影响除了通过自我控制来间接实现外，还会

直接影响进食障碍。Bowen与Denhance对学龄儿童

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幼儿期受母亲过度保护的

儿童在成长后期更容易出现自我控制方面的问题，

而且母亲的过度保护对男孩成长的后期影响比女孩

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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