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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人格障碍症状水平与自杀态度及自杀意念的关系。 方法：随机抽取 230 名大学生，采用人

格诊断问卷、自杀态度问卷以及 Beck 自杀意念问卷进行测查。 结果：①有自杀意念组在人格诊断问卷(PDQ-4+)的偏

执型、分裂样型、反社会型、边缘型、依赖型、被动攻击型以及抑郁型等亚型上得分显著高于无自杀意念组；②有自杀

意念组与无自杀意念组在自杀态度量表(SPAS)的预防自杀的难度、自杀行为自我不可控制性、自杀问题的社会重要

性等因子上得分差异显著，有自杀意念组更倾向于认为自杀不可预防、自杀不可以自我控制、自杀不是重要的社会

问题；③PDQ-4+各分量表得分与自杀态度中的预防自杀的难度、自杀行为的自我不可控制性因子呈显著负相关，与

自杀问题的社会重要性因子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大学生人格障碍症状与自杀意念关系密切，关于自杀的某些非理

性态度可能是人格障碍与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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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ersonality disorder symptoms and suicide attitudes and sui-
cide ide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230 colleg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sampled and evaluated by the
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PDQ+4), the scale of public attitudes about suicide(SPAS) and the Beck Scale for Sui-
cide Ideation (BSI-CV). Results: ①The group with suicide ideation get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 paranoid, schizoid,
antisocial, borderline, dependent, passive-aggressive, and depressive sub-scales of PDQ+4 than the group without suicide
ideation; ②The group with suicide ideation get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in the difficulty in preventing suicide and the ex-
tent to which suicide is outside the individual’s personal control factor,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 in the social impor-
tance of suicide to the community factor of SPAS than the group without suicide ideation; ③All subscale scores of PDQ+4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PAS’s factor scores of difficulty in preventing suicide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suicide is
outside the individual’s personal control,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actor score of social importance of suicide to
the community. Conclusion: Personality disorder symptoms were closely related with suicide ide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and some irrational suicide attitudes might have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personality disorder symptoms and suicide
id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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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障碍 (Personality disorders) 是指人格特征

显著偏离正常，使患者形成了特有的行为模式，导致

对环境适应不良，明显影响其社会和职业功能，或者

患者自己感到精神痛苦， 这种障碍通常开始于童年

或青少年期，并一直持续到成年或终生 [1]。 简单 地

说，当个体固有的人格特征过分突出，严重影响到人

际关系和社会适应， 以致给别人和自己不断造成痛

苦和麻烦时，便可称为人格障碍[2] 。
大学生心理发展正处在由不成熟向成熟的过渡

阶段，心理机能容易失衡。 大学生心理、生理发展的

特殊性及其现实处境使这一群体常常处于心理障碍

和精神疾病的高风险状态。 研究发现， 我国大学生

12 种人格障碍亚型的阳性检出率在 1.2%～27.6%之

间[3]。 傅文青的研究表明，大学生人格障碍的阳性率

高于普通人群样本 [4]。 说明我国大学生中存在较严

重的人格异常和人格障碍问题。国内许多研究表明，
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是大学生病休、退学、成瘾、犯

罪的重要原因，也是大学生自杀的重要原因 [5-8]。 世

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 自杀死亡是青少年的前三项

重要死亡原因之一。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研究显示：自

杀己经成为 15-34 岁人群的首位死亡原因，而大学

生自杀率是同龄人的 2-4 倍，并且仍有逐年上升的

趋势 [9]。 本研究旨在探讨大学生人格障碍症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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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自杀态度和自杀意念的关系， 为高校开展大学

生自杀预防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湖南长沙某大学随机抽取 250 名大学生，发

放问卷 250 份， 回收有效 问卷 230 份， 有 效 率 为

92%。 涉及 12 个学科专业，男生 130 人，女生 100
人；独生子女 109 人，非独生子女 121 人。 年龄 17-
24 岁，平均年龄 19.61±1.396 岁。
1.2 工具

1.2.1 人格诊断问卷 ( 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
tionnaire-4+，PDQ-4+) 该问卷由 Hyler 编制，包

括 107 个条目， 用于测评 DSM-IV 系统的 12 种人

格障碍类型。 该问卷经国内外研究者广泛使用,认为

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对人格障碍的甄别具有较高

的敏感性和中度的特异性[4，10-16]。
1.2.2 Beck 自 杀 意 念 量 表 中 文 版 (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 -Chinese Version，BSI -CV) [17，18]

BSI-CV 有 19 个条目，评估个体对生命和死亡的想

法以及自杀意念的严重程度。 每个问题询问两个时

间段: 最近一周及既往最消沉、 最忧郁或自杀倾向

最严重的时候(即最严重时)。 前 5 项为筛选项：仅在

第 4(主动自杀念头)或 5 项(被动自杀念头)的答案为

“弱”或“中等到强烈”(即不为 0)时，不论是最近 1 周

还是最严重时，继续问接下来的第 6～19 项，否则，
结束此量表调查。 鉴于本研究的需要,要求被试回答

所有条目。因此，除了计算最近一周和最严重时的量

表总分外，还计算自杀意念(前 5 项)和自杀倾向(后
14 项)两个因子分。 若条目 4 或 5 得分不为 0, 则为

有自杀意念者。
1.2.3 公众对自杀的态度量表 ( the Scale of Public
Attitudes about Suicide，SPAS) [19] SPAS 共 47 个 条

目，包含 7 个分量表和 3 个自杀学基本知识条目(条
目 10、20 和 30)。 7 个分量表为：预防自杀的难度、自

杀行为的自我不可控制性、对自杀的歧视、对自杀的

正性态度、自杀行为可作为影响他人的工具、自杀问

题的社会重要性、自杀未遂与自杀死亡的相似程度。
每个条目从同意、基本同意、中立、不太同意和不同

意分别计 1～5 分。 各分量表得分越低，表示越同意

所述观点。

2 结 果

2.1 有、无自杀意念组在 PDQ-4+各维度上的得分

根据 Beck 自杀意念量表的判断标准，样本中有

自杀意念者 62 人，无自杀意念者 166 人（数据缺失

2 人）。 由表 1 可知，有自杀意念组与无自杀意念组

在人格诊断问卷(PDQ-4+)的偏执型、分裂样型、反社

会型、边缘型、依赖型、被动攻击型以及抑郁型等亚

型上得分差异显著， 有自杀意念组显著高于无自杀

意念组。

表 1 有、无自杀意念组 PDQ-4+得分比较

注：*P<0.05，**P<0.01，下同。

表 2 有、无自杀意念组在自杀态度上的差异检验

2.2 有、无自杀意念组的自杀态度比较

由表 2 可知， 有自杀意念组与无自杀意念组在

自杀态度量表(SPAS)的预防自杀的难度、自杀行为

自我不可控制性、 自杀问题的社会重要性等因子上

得分差异显著， 有自杀意念组更倾向于认为自杀不

可预防、自杀不可以自我控制、自杀不是重要的社会

问题。
2.3 人格障碍症状水平与自杀态度的相关分析

表 3 显示，PDQ-4+各分量表得分与自杀态度中

的预防自杀的难度、 自杀行为的自我不可控制性因

子呈显著负相关， 与自杀问题的社会重要性因子呈

显著正相关。表明人格障碍症状越严重，被试越认为

自杀不可预防、自杀不可以自我控制、自杀不是重要

的社会问题。 此外，边缘型、被动攻击型和抑郁型 3
种人格障碍亚型与对自杀的正性态 度呈显著负 相

关，说明这 3 种人格障碍症状越严重，越可能对自杀

持正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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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学生 PDQ-4+各亚型得分

与 SPAS 各维度得分相关分析

注：1=预防自杀的难度；2=自杀行为的自我不可控制性；3=对自杀的歧视；4=

对自杀的正性态度；5=自杀行为可作为影响他人的工具；6=自杀问题的社会重

要性；7=自杀未遂与自杀死亡的相似程度。

3 讨 论

当前， 大学生自杀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公共

卫生问题和重大社会问题。 自杀危机成为大学生心

理危机中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一， 大学生自杀事件也

是大学校园里最严重的危机事件之一。 不论是在发

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大学生自杀事件已经引

起了各国政府及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有资料报道，
大学生自杀率是同龄人的 2-4 倍，在我国自杀已经

成为大学生中仅次于意外伤害事故的第二位死亡原

因。有研究表明，大学生自杀原因中排第一位的是精

神障碍，尤其是人格障碍。 据报告，在自杀的大学生

中，主要诊断为人格障碍的占 34%，而另有 70%的

人具有“不正常人格”，如过分内向、孤僻、敏感多疑

等[20]。 从大学生自杀的有关分析看，人格障碍和情绪

失调是导致大学生自杀的首要原因。因此，研究人格

障碍与大学生自杀的关系对于预防悲剧的发生，建

立有效的预警机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本研究发现， 有自杀意念和无自杀意念的大学

生的人格障碍症状严重程度存在差异， 具体表现为

有自杀意念组在人格诊断问卷(PDQ-4+)的偏执型、
分裂样型、反社会型、边缘型、依赖型、被动攻击型以

及抑郁型等亚型上得分显著高于无自杀意念组。 这

一结果说明，在大学生非临床样本中，存在自杀意念

者可能具有某些偏离正常的人格特征或某种程度的

人格障碍倾向。 本研究仅调查自杀意念而未涉及直

接的自杀行为，但从自杀预防角度来说，自杀意念是

自杀行为的最直接危险因素。因此，加强健全人格培

养，对人格明显偏离常态者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对于

减少大学生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另一个结果显示， 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与

无自杀意念的大学生在自杀态度上存在差异， 有自

杀意念者更倾向于认为自杀不可预防、 自杀不可以

自我控制、自杀不是重要的社会问题。这与已有的研

究结果一致[21，22]。 提示有自杀意念者对于自杀问题缺

乏理性思考，抱有较多非理性的信念，同时也较少考

虑自杀给家庭、社会带来的消极后果。 比如，有自杀

意念者更倾向于认为自杀行为无法预料和预防，自

杀行为是个人不需负责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自杀是

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并且，有自杀意念者较

少认为自杀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给家人

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严重影响，等等。 因此，对大学生

加强正确的人生观和生命价值观教育， 帮助大学生

树立起对于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树立起对自己、家人

和社会承担责任的意识， 同时遇到挫折时学会理性

思考和勇于求助， 可能是减少冲动和自杀行为的重

要途径。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PDQ-4+各亚型得分与自杀

态度中的预防自杀的难度、 自杀行为的自我不可控

制性因子呈显著负相关， 与自杀问题的社会重要性

因子呈显著正相关。表明人格障碍症状越严重，被试

越认为自杀不可预防、自杀不可以自我控制、自杀不

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如上文所述，有自杀意念的大学

生与无自杀意念的大学生关于自杀的态度的差异正

好表现在这 3 个因子上。因此，根据这一结果可以推

测，关于自杀的某些非理性信念（态度）———自杀不

可预防、自杀不可以自我控制、自杀不是重要的社会

问题———是人格障碍与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之间的

中介因素。即人格障碍症状较严重的大学生，或有着

人格障碍倾向者， 在其信念系统中存在较多关于自

杀的非理性信念（态度），这些非理性的自杀态度进

一步导致较多的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 这一推测有

待在未来的进一步研究中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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