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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抑郁症状对自杀意念的影响：
自杀行为认识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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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考察大学新生抑郁对自杀意念的关系，
以及自杀行为认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抽取福建两所高校大学新生 员 猿怨缘 名（男生 缘员苑 名，女生 愿苑愿 名），采用症状自评量表（杂悦蕴原

怨园）、
自杀态度量表（匝杂粤）、
自杀意念量表，
评定大学新生的抑郁症状、
自杀行为认识和自杀意念。

大学新生的抑郁症状与自杀意念呈正相关（则越园援园怨员，
孕 臆 园援园园员），自杀行为认识分别与抑郁症

状、
自杀意念呈负相关（则越原园援猿园怨耀原园援员园园，
孕 约 园援园园员）。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大学新生的自杀行为认
识在抑郁与自杀意念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 园援园猿，
孕 约 园援园缘）。

自杀行为认识在

抑郁对大学新生自杀意念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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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自杀事件时有发生遥 自杀意念

成部分 咱愿暂遥 自杀行为认识不足是心理异常的表现袁也

和严重的自我伤害的内容 袁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尧偶

低袁对自杀行为持肯定或认可态度的比例就越高 咱怨暂遥

为的重要预测变量袁是评估自杀危险因素的一个重

良好保障袁自杀行为的态度可以预测生命意义感尧生

要指标遥 因此袁关注影响自杀意念的因素及其作用

活满意度尧希望感等积极情绪袁降低自杀意念咱员园暂遥 因

渊泽怎蚤糟蚤凿藻 蚤凿藻葬贼蚤燥灶冤 是指个体思想中出现死亡尧 自杀
咱员暂

发性和广泛性的特点 咱圆暂袁是心理健康问题尧危险性行

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遥 抑郁渊凿藻责则藻泽泽蚤燥灶冤是影响自杀意
念的重要因素袁是一种复合情绪袁主要包含痛苦袁并
根据不同情况而合并诱发愤怒尧悲伤尧忧愁尧自罪感尧
羞愧等情绪 咱猿暂遥 国外诸多的研究表明袁抑郁与自杀意
念相关袁是自杀行为的可靠预测因素 咱源原缘暂遥 国内学者

的研究也表明袁抑郁影响自杀意念的形成 咱远原苑暂遥 大学

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遥研究表明袁心理健康水平越
另一方面袁 自杀行为认识对预防自杀行为发生提供

此袁 本研究假设自杀行为认识在抑郁对自杀意念的
影响之间起着中介作用遥

一尧对象与方法
渊一冤研究对象
圆园员圆 年 员园要员圆 月袁 采取分层随机取样方式袁选

新生刚进入校园袁环境的适应等问题容易引发各种

取福建两所综合性大学正常就读全日制大一新生作

不良情绪袁有必要探讨大学生新生群体抑郁与自杀

为研究对象袁每个学校选取 缘 个学院渊文科 圆 个学院袁

意念之间的关系遥
本研究认为自杀行为的认识渊燥责蚤灶蚤燥灶 贼燥 泽怎蚤糟蚤凿藻

遭藻澡葬增蚤燥则冤可能是值得考虑的中介变量遥 自杀行为认
识是对自杀的倾向性和态度袁是生命认知的重要组

理科 圆 个学院袁艺术类 员 个学院冤袁随机抽取 员 源缘园 名
大一新生袁收回有效问卷 员 猿怨缘 份遥 其中袁男生缘员苑 人袁

女生 愿苑愿 人曰城市户口 源怨愿 人袁农村户口 愿怨苑 人曰文科
远缘园 人袁理科 远园圆 人袁艺术类 员源猿 人遥 年龄 员苑耀圆员 岁袁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员员原员圆
作者简介院陈奕荣渊员怨愿圆原 冤袁男袁福建晋江人袁讲师袁心理学博士袁主要从事心理发展与特殊教育研究曰连 榕渊员怨远员原 冤袁男袁福

建福州人袁教授袁博士生导师袁主要从事学习心理与教师心理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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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渊员怨依员冤岁遥

二尧结果与分析

在征得学校领导和学生本人的知情同意后袁将
学生集中到统一的班级进行团体施测遥 主试为经过
严格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遥 调查前向被试说明问卷
内容将严格保密袁问卷结果仅做科学研究之用袁要求

窑圆怨怨窑

渊一冤抑郁症状尧自杀意念与自杀行为认识三者
之间的关系
各研究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矩阵如表 员 所示袁

被试根据指导语要求认真尧独立作答遥 被试完成全

抑郁尧自杀意念均与自杀行为认识存在显著负相关遥

部问卷约需 圆园 分钟袁所有问卷当场回收遥

抑郁与自杀意念存在显著正相关遥 说明抑郁是大学

渊二冤研究工具

新生自杀意念的风险因素遥 自杀行为认识可能是大

员援抑郁量表

学新生自杀意念的保护因素遥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渊杂悦蕴原怨园冤中的抑郁量表袁抑
郁量表共有 员猿 个项目袁 测量抑郁苦闷的感情和心
境袁以及对生活的兴趣减退尧缺乏活动愿望尧丧失活

动力等为特征遥 要求被试报告过去 远 个月出现上述
症状的实际情况袁采用 蕴蚤噪藻则贼 缘 级评分袁从野没有冶到

野严重冶袁得分越高表明症状越明显遥 本次测量的内
部一致性信度为 园援愿苑遥
圆援自杀意念量表

表员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渊灶越员 猿怨缘冤

项目

得分渊分冤

抑郁
员援猿猿 依 园援源员
自杀行为认识
猿援源怨 依 园援缘圆
自杀意念
员援圆怨 依 园援源怨
鄢鄢鄢
孕﹤园援园园员遥

相关系数

抑郁

原
原园援员园园鄢鄢鄢
原园援园怨员鄢鄢鄢

自杀行为认识
原
原
原园援猿园怨鄢鄢鄢

渊二冤自杀行为认识的中介作用

采用青少年自评量表的焦虑抑郁分量表中的测

本研究拟考察抑郁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袁 以自杀

量自杀意念的 圆 个项目野我故意伤害自己或企图自

行为认识为中介变量袁 以自杀意念为结果变量在进

杀冶和野我想到过自杀冶进行测量袁要求被试报告最近

行中介效应检验时袁首先构建中介效应路径图遥然后

半年来自己出现上述念头的频率袁采用三级评分袁员

依据温忠麟等 咱员远暂提出的对中介作用的检验方法袁分

表示野从不冶袁圆 表示野有时冶袁猿 表示野经常冶遥 上述 圆

别对各个路径进行回归分析遥第一步袁以自杀意念为

个项目在自杀研究中被广泛运用袁并能有效地测量

因变量袁抑郁为自变量袁进行回归分析曰第二步袁以自

咱员员原员圆暂

遥 计算 圆 个项目的平均

杀行为认识为因变量袁 抑郁为自变量袁 进行回归分

分袁分数越高表示被试的自杀意念越强遥 为了提高

析曰第三步袁以自杀意念为因变量袁自杀行为认识为

被试作答的真实性并尽可能减少因填答自杀问卷所

自变量袁进行回归分析曰第四步袁以自杀意念为因变

引起的不适感袁本研究将上述项目混合尧分散编排在

量袁抑郁和自杀行为认识为自变量袁进行回归分析遥

症状自评量表中进行测量遥

结果如表 圆 所示袁抑郁和自杀行为认识均能有效预

大学新生的野自杀意念冶

猿援自杀行为性质认识量表

采用肖水源编制 叶自杀态度问卷曳渊匝杂粤冤

测自杀意念渊茁员越园援园怨员袁茁圆越原园援猿园怨袁孕﹤园援园园员冤遥 抑郁
咱员猿暂

中

对自杀行为性质的认识分量表袁 问卷共 怨 个项目袁
要求每个被试报告对各个项目的态度遥 问卷 采用
蕴蚤噪藻则贼 缘 级评分从野完全不赞同冶到野完全赞同冶袁分

别评定为 员耀缘 分遥 分数越高表明被试对自杀行为
持反对尧排斥和歧视态度袁分数越低表示对自杀的
认可尧 肯定和宽容遥 本 次测量该量表 琢 系数为
园援远愿遥 尽管自杀行为性质认识的信度偏低袁但这在
问卷项目较少时较为常见

咱员源暂

园援园园员冤遥 此外袁在控制了自杀行为认识的作用后袁抑
郁对自杀意念的预测系数显著减弱 渊控制前院茁员越

园援园怨员曰控制后院茁员越园援园远员冤遥 进一步 杂燥遭藻造 检验袁按照
杂燥遭藻造 的检验公式 在越葬遭 辕 渊遭圆杂葬圆垣葬圆杂遭圆冤员 辕 圆袁对自杀
行 为 认 知 的 中 介 效 应 进 行 检 验 袁在 越猿援缘远

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显示中介效应显著遥 因此袁自杀行为认识在抑
郁与自杀意念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遥

袁且肖水源在编制该量

表时的自杀行为性质的认识维度 琢 系数为 园援苑园怨袁
低于其他维度得分袁该问卷的信度仍在可以接受的
范围渊﹥园援远园冤咱员缘暂遥

渊三冤统计学方法
采 用 杂孕杂杂员怨援园 统 计 软 件 进 行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 关分

析尧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遥

也 可 以 显 著 预 测 自 杀 行 为 认 识 渊茁 越园援员园园袁孕 ﹤

三尧讨

论

渊一冤大学新生抑郁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国内外关于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研究中袁 抑郁
受到关注最多 咱员苑暂遥抑郁与自杀之间的关系密切遥与其

他研究相同 咱员愿暂袁本研究发现抑郁对大学新生自杀意
念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袁 抑郁程度高的大学新生具有

自变量
抑郁
抑郁
自杀行为认识
自杀行为认识
抑郁

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葬 渊杂葬冤
遭 渊杂遭冤
糟 渊杂糟冤
糟鸳渊杂糟鸳冤

表圆

孕﹤园援园缘袁鄢鄢鄢孕﹤园援园园员遥

鄢

自杀行为认识在抑郁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因变量
月渊杂耘冤
自杀意念
原园援员园怨 依 园援园猿圆
自杀行为认识
原园援员圆苑 依 园援园猿源
自杀意念
原园援圆怨员 依 园援园圆源
自杀意念
原园援圆愿缘 依 园援园圆源
原园援园苑猿 依 园援园猿员
原园援员圆苑 依 园援园猿源
原园援圆愿缘 依 园援园圆源
原园援员园怨 依 园援园猿圆
原园援园苑猿 依 园援园猿员

较高的自杀意念遥 因此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应重视
咱猿暂

预防大学生抑郁遥
渊二冤自杀行为认识的中介作用
中介变量是抑郁和自杀 意念的内在和实质性
原因遥 本研究探讨了自杀行为认识对抑郁和自杀意

咱源暂

咱员怨原圆园暂

自杀行为认识在抑郁和自杀意念之间具有部分中

介效应袁也就是说袁抑郁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袁是部分

咱缘暂

通过自杀行为认识这一间接路径实现的袁 由此可
见袁自杀行为认识在抑郁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袁构架起了联结抑郁和自杀意念之间的

咱远暂

桥梁遥 根据认知行为理论袁我们认为袁大学新生抑郁
的产生是由于不合理的观念或不合逻辑的思考所
导致的袁 自杀行为认知是情感和行为反应的中介袁

咱苑暂

自杀行为认知干预有助于打破个体原来已经形成
认知与情感尧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遥 因此袁应该
重视自杀行为认识对自杀意念的影响遥 大学生生命
教育袁应注重培养大学生对自杀行为和生命意识的
客观正确认识袁提高其环境适应能力袁让其懂得珍

咱愿暂
咱怨暂

惜生命袁注重生命质量袁凸现生命价值遥
综上所述袁本研究提出自杀行为认识的中介机
制袁 比较深入地揭示了抑郁对自杀意念的作用机

究的相关理论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遥

咱员园暂

咱员员暂

咱圆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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