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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伤害行为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病理现象。目

前，学术界将此类行为定义为非自杀性自我伤害行

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以下简称自伤行

为），即个体在无自杀意图的情况下蓄意破坏自己的

身体组织，使自己流血、产生瘀伤或疼痛，该行为会

对个体造成轻到中度的伤害；具体的伤害形式包括

割伤、烧伤、刺伤等 [1]。一项元分析显示，中国大学

生自伤行为发生率为16.6%[2]，与青少年一样是自伤

的高危人群[3]。

自伤者的核心特征是情绪管理障碍[4]，多数情况

下，自伤者将自伤行为作为一种降低强烈情绪困扰

或消极情绪的策略 [5]。研究显示，某些高唤起的情

绪状态，如焦虑、愤怒等，在自伤后都有降低的倾向[6]。

关于为何自伤能有效降低个体的消极情绪，

Selby等人[7]提出的情绪级联模型（the emotional cas⁃
cade model）对此进行了解释。该模型认为，对消极

情绪性想法和感受的反刍（rumination）会提高个体

的消极情绪水平，消极情绪的增加又会提高对情绪

性刺激的注意水平，从而导致更多的反刍。这种反

刍和消极情绪的循环可能造成消极情绪性想法大量

涌现，从而通过恶性、反复的循环提高消极情绪的水

平，导致一种极令人厌恶的状态。而自伤可以作为

一种“分心”方式，使个体将注意力从反刍转移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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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对于自伤者来说，自伤行为是否比其他调节方式能更好地调节负性情绪和认知。方法：选取42
名自伤大学生（男25人，女17人）参与本研究，随机分为两组，分别采用自伤方式（压痛）和其他方式（听音乐）对负性

情绪/认知进行调节，比较两组被试的情绪调节所需要的时间和自我关注程度的变化量。结果：自伤调节组所需要

的调节时间显著少于音乐调节组（P<0.05），自伤调节组与音乐调节组对被试自我关注程度的调节量差异不显著（P>
0.05）。结论：自伤能在更短的时间内让自伤者从负性情绪/认知中逃离；但从调节的效果来看，自伤和其他的调节

方式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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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伤相关的强烈身体感觉（如：疼痛）上，使得情绪级

联过程中断。

因此，自伤本质上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应对方式，

能帮助自伤者调节负性情绪和负性认知。对于自伤

对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前人已经积累了大量证据
[8]；而关于自伤对个体认知状态的调节作用，目前的

研究较少。近年来有研究者开始关注到自我关注

(self-foucused attention, SFA)这一认知变量 [9]。自我

关注是指个体将注意资源指向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而不是外界环境中的事物[10]。大量研究表明，自我

关注程度的提高和多种临床障碍（如酒精滥用、抑

郁、焦虑等）之间存在正相关[11]。与多种临床障碍相

关的自伤行为也很有可能与自我关注关系密切，即

在经历挫折性事件后，个体的自我关注水平可能会

提高，而自伤则会使其自我关注水平迅速下降。

不过，自伤者为何选择自伤而非其他更普通的

应对方式？是否因为相比其他方式，自伤能更好地

调节其负性情绪和认知？本研究欲将自伤和其他方

式进行对比，探讨对于自伤者而言，自伤这一方式是

否能更好地调节个体的负性情绪，并更大程度地降

低自我关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筛选被试，调查问卷包括：

①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12]；②“自伤功能”条目[13]；③
“个体常用的情绪调节方式”条目。采用整群抽样

法，在武汉市某大学发放问卷1800份，回收1625份，

剔除掉问卷漏答率大于15%以及问卷中明确表明其

存在自杀意图的问卷（按伦理审查委员会要求，对这

部分明显存在自杀意图的被试，将结果反馈给其辅

导员并告知合适的处理方法），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1511份。

筛选出的自伤者必须满足以下 2个条件之一：

①按照前人标准[14]，近一年内自伤行为得分在10分
或以上；②结合DSM-5的建议的诊断标准及重复性

自伤的病理意义，问卷得分为6~9分，但至少有一种

自伤行为的发生次数在5次及以上[4]。此外，本研究

探讨对于自伤者来说，自伤是否比其他方式能更有

效地调节认知/情绪。前期调查显示，自伤者常用的

其他调节方式有许多种（听音乐、运动等），本研究选

用前人在研究情绪调节时常用的“听音乐”这一方

式。因此，需要筛选出平时会将听音乐作为情绪调

节方式的自伤者。故对于符合入组条件的自伤被

试，根据其自伤功能及常用的情绪调节方式对其进

一步进行筛选。被试必须同时满足：①自伤动机包

括情绪调节；②常用“听舒缓音乐”调节情绪。

按照上述标准筛查之后，根据被试留下的联系

方式，邀请符合条件的被试参加研究。最终共有42
名自伤者参加本实验。将被随机分为两组，接受不

同实验处理，其中自伤调节组 22人，音乐调节组 20
人；被试平均年龄为19.21 (SD = 1.07)；男生25人，女

生17人。被试的自伤平均分为10.90 (SD = 6.65)，两
组被试在年龄、性别、自伤分数上均无显著差异（见

表1）。
表1 被试基本情况比较 (M±SD)

1.2 工具

1.2.1 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 该问卷 [12]共 19个项

目，测量个体在无自杀意图情况下的自伤行为；问卷

根据个体自伤的次数和对身体的伤害程度来评估个

体的自伤水平。自伤次数的评估分为 4个等级：0
次、1次、2-4次、5次及以上，分别计 0-3分；对身体

伤害程度的评估分为 5个等级：无、轻度、中度、重

度、极重度，分别计0-4分。问卷总分为两部分分数

的乘积之和，得分越高，表示自伤越严重。该问卷内

部一致性信度为0.85，并具有理想的区分效度、效标

效度和聚合效度[12]；已有研究表明，该问卷同样适用

于大学生群体[4，15]。

1.2.2 主观情绪报告表 《主观情绪报告表》用于

测量被试在情绪唤起、情绪调节前后的情绪强度。

该量表由李静等人[16]设计，包括7种情绪，要求对每

种情绪进行 0（没有）到 5（极度强烈）级评分。原量

表包含2种正性情绪和5种负性情绪，因为本研究关

注的是个体在自伤前的感受，所以根据前人研究进

行了适当调整，要求被试对自伤前常见的 8种负性

感受类型进行评定[17]。

1.2.3 生物反馈仪 本研究使用生物反馈仪来记

录被试在实验中的生理指标变化情况，以更好地对

个体的情绪变化情况进行监控。使用Thought Tech⁃
nology公司生产的生物反馈仪，该仪器可监测多个

生理指标，且具有抗干扰能力强、反应灵敏度高、方

便携带使用等优点；其配备的对应平台软件BioNeu⁃
ro Infiniti可以用来记录一段时间内的生理数据并导

自伤调节组(n1=22)
音乐调节组(n2=20)
t
P

年龄

19.32±1.25
19.20±0.85

0.65
0.51

性别

1.36±0.49
1.45±0.51
-0.56
0.58

自伤分数

8.95±3.32
13.05±8.61

-2.0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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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指标的平均值。研究显示，皮肤电传导率（skin
conductance, SC）与情绪唤醒程度密切相关，血容量

搏动（blood volume pulsation, BVP）可以作为反映情

绪唤醒程度的敏感性生理指标[18]。因此，本研究也

选择记录SC和BVP这两个指标。

1.2.4 自我关注任务 本研究中使用的自我关注

相关任务为Wood等人[19]的自由联想任务，即让被试

记录下浮现在脑海中的任何思绪，然后统计其记录

中第一人称所占的比例来指代自我关注程度。但由

于在中文里经常会出现人称省略的现象，所以本研

究采用王紫薇等人[20]所构造的自我关注变量，即将

被试的描述转化成两个变量：我变量和他变量，当叙

述中出现第一人称，我变量记为1，否则为0；出现有

关他人的描述，则他变量记为 1，反之为 0。自我关

注程度为我变量减去他变量，是一个（-1, 0, 1）变

量，数值越高表示自我关注程度越高。此外，考虑到

书写可能对被试情绪造成的影响，要求被试只用 1
分钟时间记录下其想到内容的关键词。

1.2.5 模拟自伤：电子推拉力计 在以往的自伤实

验室研究中，研究者常使用冷压、热压、电击、压痛等

刺激方式来模拟自伤中的疼痛。本研究采用压痛来

替代自伤，采用的仪器为艾固手握式电子推拉力计，

虽然该压力计在精度和敏感性上不及专业的压力痛

觉仪，但因为本研究只需要对被试施加疼痛刺激以

模拟自伤，对压力大小记录的精度要求并不高，所以

本研究选用该仪器来替代压痛仪。预实验表明，通

过该仪器能有效诱发被试的疼痛感受。

1.2.6 音乐 本研究将“听舒缓音乐”作为与自伤

对照的情绪调节方式，主要是因为：①便于在实验室

进行操作；②选择这一选项的自伤者相对较多；③在

前人关于情绪调节的实验中，情绪唤起后多采用舒

缓音乐来对被试进行放松。本研究选用的音乐为班

得瑞的纯音乐《Endless Horizon》，选用常用“听舒缓

音乐”作为情绪调节方式的 20名大学生进行预实

验，测量该音乐对负性情绪的作用，结果表明，该音

乐能有效缓解被试的负性情绪。

1.3 实验设计与假设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自变量：

调节方式（自伤调节、音乐调节），因变量：被试的情

绪调节时间、自我关注程度。

假设 1：自伤调节组比音乐调节组所需要的调

节时间更长。假设2：调节之后，自伤调节组的自我

关注程度低于音乐调节组。

1.4 实验程序

被试到达实验室后先休息5分钟。主试介绍实

验任务，被试填写知情同意书。

基线测量阶段。被试坐在电脑前，主试给被试

左手连接上生物反馈仪，让其左手掌朝上放在桌面

上，实验过程中身体尽量保持不动。之后被试静坐

休息，主试在另一台电脑前观察被试生理数据，待数

据平稳后，开始记录 30秒生理数据。记录完成后，

被试填写《主观情绪报告表》。

情绪唤起阶段。要求被试回忆一件印象深刻，

让其情绪非常强烈的不愉快经历。被试用几分钟时

间在脑海里重现事情的起因、经过、人物、场景等，并

重新体会当时的感受。此次回忆开始时，被试口头

报告“开始”，主试开始记录其生理数据；回忆完成

后，被试按键进入下一步，指导语要求其保持不动，

继续沉浸在想象中30秒。被试填写《主观情绪报告

表》，并完成自我关注任务（用 1分钟时间记下在头

脑中出现的任何想法或事件，只需写关键词）。

情绪调节阶段。自伤调节组的被试口头报告

“开始”并同时用压力计对手掌施加压力，让自己感

觉到疼痛，当感觉情绪平复下来时即停止，口头报告

“结束”并保持静坐；音乐调节组被试口头报告“开

始”并同时点击音乐播放器开始听音乐，当其感觉情

绪平复下来时报告“结束”并保持静坐。主试记录各

个被试的实验处理时间（施加疼痛的时间/听音乐的

时间），并在听到“结束”时，开始记录其生理数据（30
秒）。

调节完成后，被试填写《主观情绪报告表》，并完

成自我关注任务（用 1分钟时间记下在头脑中出现

的任何想法或事件，只需写关键词）。

实验结束，为保证被试按指导语完成任务，要求

被试对先后两次写下的事件或想法进行补写。之后

主试询问被试感受并进行相应处理。

2 结 果

2.1 实验操作的有效性

情绪唤起有效性检验。实验采用回忆法唤起被

试负性情绪，对被试在情绪唤起前后的主观情绪强

度和生理指标进行配对 t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在进

行情绪唤起后，主观报告的情绪强度(2.50±1.27) 显
著高于基线强度(0.90±0.82)，t=-7.49，P<0.01；生理

指标 SC(5.18±2.85)显著高于基线水平(3.34±2.41)，
t=-8.60，P<0.01；生理指标BVP(87.36±15.68)无显著

变化 (基线 86.05±14.00)，t=-0.80，P>0.05。总体来

看，实验成功唤起了被试的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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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调节有效性检验。实验要求被试“情绪平

复后”停止实验操作（压痛/听音乐），为检验被试情

绪调节操作是否有效，对两组被试分别进行调节前

后的配对样本 t检验（见表2）。结果显示，自伤调节

组被试在进行情绪调节后，主观报告的情绪强度显

著下降，t=5.11，P<0.01；生理指标 SC显著上升，t=-

2.59，P<0.05；生理指标BVP无显著变化，t=0.33，P>
0.05。音乐调节组被试在进行情绪调节后，主观报

告的情绪强度显著下降，t=4.76, P<0.01；生理指标

SC无显著变化，t=-2.02，P>0.05；生理指标BVP无显

著变化，t=0.49，P>0.05。总体来看，实验操作有效平

复了被试的负性情绪。

主观报告

SC
BVP

自伤调节组（n1=22）
基线

0.77±0.43
3.71±2.70

88.71±15.18

唤起后

2.64±1.40
5.41±2.97

87.34±15.63

调节后

1.32±0.89
6.01±3.22

86.72±15.57

音乐调节组（n2=20）
基线

1.05±1.10
2.94±2.02

83.14±12.28

唤起后

2.35±1.14
4.92±2.76

87.38±16.13

调节后

1.00±0.97
5.43±3.23

85.79±15.78

表2 两组情绪指标的描述统计值（N=42）

2.2 自伤调节与音乐调节所需要的调节时间比较

本研究中调节方式（疼痛/听音乐）持续的时间

由被试自行控制。其中自伤调节组所用平均时间为

31.65s(SD=17.16s)，音乐调节组所用平均时间为

82.98s(SD=43.98s)，对两组被试的调节时间进行独

立样本 t检验，两组差异显著：t=-5.07，P<0.01。这

表明自伤调节组所用的时间显著少于音乐调节组所

用的时间。

2.3 两种调节方式对自我关注程度的调节效果

两组被试的自我关注得分如表3所示。

表3 两组被试的自我关注程度

将实验处理前的自我关注值作为控制变量，对

两组的自我关注变化量进行 F检验，结果表明，F=
0.46，P>0.05。因此，两组被试的自我关注变化量差

异不显著。

3 讨 论

本研究尝试对自伤方式和其他情绪调节方式进

行比较，以探讨自伤是否比其他普通的方式能更有

效地对被试进行调节。结果发现，自伤能在更短的

时间内让被试平静下来；但从调节的效果来看，自伤

和其他的调节方式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要求被试在感觉到情绪平复后停止实验

操作。不同于以往研究通常将情绪调节量作为因变

量，本研究是将情绪调节量作为被试操作的指标，即

自伤调节组和音乐调节组的被试在经过实验处理

后，情绪均从唤起状态回到平静状态。不过被试使

用自伤进行调节时，所耗费的时间更短。这与前人

结果一致：有研究者认为，一些精神痛苦者之所以伤

害自己的身体，是因为身体疼痛比任何其他精神类

药物的见效更快 [21]。此外，一项针对 376名饮食障

碍患者的研究表明，69.2%的病人报告在自伤后感

觉会立刻好转[22]。本研究是对疼痛和听音乐进行对

比，结果表明音乐起作用所需要的时间更长，而有实

验表明，自伤者对痛苦的容忍度较低[23]，因此，当面

对强烈的负性情绪时，他们可能会更愿意选择自伤

等见效快的方式。

本研究将自我关注作为被试调节效果的指标之

一，结果发现对任何一组被试来说，实验处理并未显

著降低其自我关注水平，且两组的自我关注变化量

差异也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这两种方法对个体自

我关注水平的影响可能相同。自伤和听音乐都是让

个体从当前的负性状态中“分心”，从而减少负性的

感受，在本研究中两组差异不显著，可能是两种方式

都能成功让被试从自我关注中逃离出来。

因此，对于自伤者来说，可能存在许多可替代自

伤的调节方式。有研究者认为，适应性的应对策略

（积极应对和社会支持）对自伤者来说作用不大[24]，

但本研究表明，可能某些适应性的方法对他们同样

有效。目前对自伤的干预研究，多是从整体上检验

某些疗法（如：问题解决疗法、辩证行为疗法）是否有

效，而对具体干预技术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提示，可

以通过研究寻找一些与自伤具有相同“功效”的方

法，并让自伤者在生活中尝试使用，从而逐渐替换掉

他们的自伤行为。此外，这一结果也提示临床工作

者注意，自伤者选择自伤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见

效快。这一方面可以让咨询师理解自伤者为何选择

自伤，另一方面也提醒咨询师，相比伤害身体，自伤

者可能更难以忍受持续时间较长的心理痛苦。在此

基础上咨询师可以进一步地了解自伤者在其日常生

调节前

调节后

变化量

自伤调节组

0.50±0.51
0.23±0.53

-0.27±0.63

音乐调节组

0.40±0.60
0.10±0.55

-0.3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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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的应对风格和模式，从而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其

生活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由于本研究所采

用的被试均为自伤程度较重的自伤者，研究样本量

较小，在将来可考虑扩大样本量；此外，未来研究还

可加设一个控制组。第二，用“听音乐”来作为其他

情绪调节方式的代表，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做法。因

为对每个个体来说，每种调节方式都有其特定的意

义，本研究仅选择将自伤者的自伤与一种普遍的调

节方法（听音乐）进行比较，未考虑其他有效的情绪

调节方式。未来可针对被试的情绪调节方式进行进

一步筛选，选用更多有效的方法来与自伤进行比

较。同样，采用疼痛作为自伤的替代物也存在类似

问题。尽管当前关于自伤的实验均采用此类方式来

替代自伤，但这一方法与真实的自伤在动机、实际操

作确实存在很大不同，因此在未来要进一步探索更

合适的实验室自伤替代方式。第三，本研究采用的

自我关注得分为“我变量-他变量”，得分仅有-1，0，
1三个数值，用这些数值来代表“自我关注”这一复

杂的变量，可能会遗失大量信息，今后的研究可考虑

选用更加完善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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