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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 non-suicidal self- injury,
NSSI) 指在没有明确自杀意图的情况下，个体故意、

重复地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的行为，常见形式有割

伤、撞击、烧伤、抓伤、咬伤、以头撞击硬物等[1，2]。非

自杀性自伤行为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存在，辛秀红

等人的全国性大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中学生的自伤

行为发生率为30%[3]，远高于自伤行为在整体人群中

的发生率（4%-6%）[4]。此外，自伤行为还与多种心

理障碍或问题行为存在相关，是自杀的重要危险性

预测因素[5]。以往研究发现，个体在儿童时期所遭受

的心理虐待与忽视是其成年后自伤行为的一个重要

影响因素[6]。例如有研究表明，高达79%的自伤者报

告有过童年期受虐待或受忽视的经历 [7]。所以，探

讨儿童期心理虐待与忽视对自伤行为的影响机制具

有重要价值。

研究发现，童年期虐待与忽视、人际关系紧张

等是自伤行为的重要预测因子[8，9]。自伤的动机-意
志整合模型（Integrated Motivational-Volitional, IMV）
指出，早期阶段中的负性生活事件等不良环境因素

是导致个体形成自伤动机并发展成自伤意念的潜在

因素 [10]。有研究进一步表明童年期心理虐待与忽

视、父母不良的教育方式等负面生活事件与自伤行

为呈显著正相关[11]。

经验回避(Experiential Avoidance, EA)是指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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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心理虐待与忽视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以及经验回避的中介作用和认知融合的调节作

用。方法：采用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量表、接纳与行动问卷、认知融合量表对2065名中学生

进行测量，回收有效问卷1959份。结果：①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经验回避、认知融合两两之间

均呈显著正相关；②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可以直接预测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也可以通过经验回避对非自杀性自伤行

为产生间接作用；③经验回避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受到认知融合的调节。结论：经验回避是儿童心理虐待与

忽视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认知融合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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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neglect 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behavior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the regulating effect of cognitive fusion. Methods: 2065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tested by adolescent self- injury questionnaire, chil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neglect scale, accep⁃
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 and cognitive fusion scale. Results: ①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neglect, non-sui⁃
cidal self-injury behavior, experiential avoidance, cognitive fusion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②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neglect directly predicted the non-suicidal self-injury behavior, and also had an indi⁃
rect effect on the non-suicidal self-injury behavior through experiential avoidance. ③The influence of experiential avoid⁃
ance 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behavior was regulated by cognitive fusion. Conclusion: Experiential avoidance is an in⁃
termediate variable between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neglect in children and non- suicidal self- injury. Cognitive fusion
plays a catalytic role in thi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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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接触到特定的厌恶性的内在经验（如身体感觉，

情绪，想法和记忆）的倾向。与一般的回避概念不

同，经验回避强调个体对内在体验，而不是外在客观

事物的回避[12]。实证研究表明，儿童期心理虐待与

忽视会引起高水平的经验回避[13]。根据自伤的体验

回避模型(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 EAM)，外部

刺激会诱发个体的负性情绪，个体因负性情绪无法

调节而产生的回避心理是导致自伤的核心要素[14]。

研究也发现，经验回避能够显著预测自伤行为的发

生[15]。即如果个体在早期经历了过多的心理虐待与

忽视等外部刺激，会极易产生更大的情绪调节障碍
[16]，产生经验回避。而思维压抑的悖论效应进一步

表明，经验回避不仅不能让情绪得到调节反而会使

个体增强与所回避对象的连接[17]，这种恶性循环最

终导致心理障碍以及问题行为的发生。研究表明，

自伤者相对于非自伤者有更强烈的情绪体验并表现

出更高的经验回避 [18]。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经
验回避在儿童期心理虐待与忽视和非自杀性自伤行

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相关研究发现，经验回避与认知融合会产生交

互作用来影响个体的抑郁、焦虑、情绪压力和创伤后

应急障碍等[19]，而焦虑和抑郁正是自伤行为的预测

因子[20]。这表明中介机制可能会受到其它因素的调

节。认知融合(cognitive fusion, CA)是指个体自动地

提取负性思维事件的字面意义，将负性思维内容、消

极自我评价、不正确自我认知等和“事实”混淆起来

的一种倾向[21]。研究已经表明认知融合与焦虑和抑

郁呈显著正相关[22]。根据关系框架理论( Relational
Frame Theory, RFT)，由于语言功能的相互推演性，

当回避某种东西时，语言会自动推衍出“它是危险

的”[23]。即高认知融合的个体可能会把眼前的中性

刺激与经验中负性刺激联系起来，这也就导致个体

不仅回避过去的内部经验而且也更容易回避眼前的

中性事件，从而加强了自伤行为的发生。因此本研

究提出假设 2：认知融合调节了儿童期心理虐待与

忽视——经验回避——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这一中介

机制的后半路径。

本研究基于体验回避模型来探究经验回避在儿

童期心理虐待与忽视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的中

介作用，基于关系框架理论进一步探究认知融合在

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福州和三明的两所中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

共选取 2065名中学生，得到有效问卷共 1959份，问

卷有效率为 94.87% 。其中男生 942名（48.1%），女

生 1017名（51.9%）；初一 238名（12.1%），初二 85名
（4.3%），初三180名（9.2%），高一582名（29.7%），高

二641名（32.7%），高三233名（11.9%）。

1.2 研究工具

1.2.1 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量表（child psychologi⁃
cal abuse and neglect scale，CPANS） 由邓云龙等人

编制，共计 31个项目，分为心理虐待量表和忽视量

表两个部分。量表采用 5点计分法，“0”代表“无”，

“4”代表“总是”,得分越高，表示个体遭受的相应的

心理虐待与忽视越严重[24]。本研究中心理虐待与忽

视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93。
1.2.2 中文版接纳与行动问卷 该问卷共计 7 个

项目，7 点正向计分，得分越高，个体经验回避程度

越高 [25]。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

0.91。
1.2.3 认知融合量表（中文版）（CFQ） 9 个条目，

7 级计分，得分越高，个体的认知融合程度越高 [21]。

在本研究中，该问卷信度为0.95。
1.2.4 青少年自伤行为量表 采用由郑莺编制和

冯玉修订的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该问卷包括自伤

次数和伤害程度两部分，共 19题。自伤次数分为 0
次、1次、2～4次、≥5 次四个等级，依次计为 1、2、3、
4 分；伤害程度分为“无”到“极重度”五等级，分别计

1、2、3、4、5 分。自伤行为=自伤次数×伤害程度[26]。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0.93。
1.3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19.0进行描述统计、信度分析、相关

分析、共同方法偏差及共线性检验；采用Hayes编制

的 SPSS宏程序Process插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检验。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将问卷所有项目

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得到22个特征

值大于1的因子，共解释了71.59%变异，第 1 个因子

解释了 20.60%的变异，小于临界值 40%。因此，本

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心理虐待与忽视、经验回避、认知融合、非自杀

性自伤行为两两存在显著正相关（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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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矩阵（N=1959）

注：M为平均数，SD为标准差。**P<0.01。
2.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Hayes 编制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依据

templates选用模型 4（检验中介效应）和模型 14（该

模型假设中介模型的后半段会受到调节变量的调

节，与本研究的理论模型相同），重复抽取样本5000
次，默认95%的置信区间，以性别和年级作为控制变

量，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2所示，在方

程 1中，心理虐待与忽视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预

测作用显著。在方程 2中，心理虐待与忽视对经验

回避的预测作用显著。在方程 3中，经验回避和认

知融合的乘积项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预测作用显

著，心理虐待与忽视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仍

然显著。因此，经验回避在心理虐待与忽视和非自

杀性自伤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心理虐待与忽视

既能直接影响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也通过经

验回避间接影响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并且认

知融合调节了这一间接效应的后半路径。

表2 心理虐待与忽视对非自杀性

自伤行为的有调节的中介检验

注：*P<0.05，***P<0.001；模型中各变量采用标准分；X为自变量；M
为中介变量；V为调节变量；Y为因变量；乘积项为：认知融合×经验

回避。

取认知融合的正负 1个标准差作为高、低认知

融合的标准，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

与低认知融合水平（M-1SD）的个体相比，经验回避

更容易诱发高认知融合水平（M+1SD）个体的非自杀

性自伤行为。即当认知融合水平较低时，经验回避

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预测不显著（bsimple=0.04, t=
1.89, P=0.06），当认知融合水平较高时，经验回避对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simple=0.16,
t=9.64, P=<0.01）。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正向预测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前人的结论一致[27]。根据心

理发展的病理模型[28]，个体在积极适应过程中应发

展出动机、态度、工具、情绪、人际五种能力，而童年

期的创伤经历将阻碍个体这些能力的发展。由于个

体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没有获得必要的适应能力和资

源，所以只能借助其他方式（如自伤）来应对发展中

的问题，即自伤是一种成长过程中形成的补偿性管

理策略。

本研究结果发现经验回避在儿童心理虐待与忽

视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起中介的作用。根据自

伤的体验回避模型[14]，外在刺激会引发个体的负性

情绪累积，由于缺乏有效的调节负性情绪的能力而

产生的经验回避是导致自伤的直接原因。结合心理

发展的病理模型[28]，情绪调节能力的缺乏正是儿童

时期经历的心理虐待与忽视让心理能力的发展受到

阻碍所致。研究也发现，情绪管理障碍与消极的早

期经验有关[2]。对消极体验的回避是人类和动物共

有的一种反应倾向，对于人类来说，这种倾向性更为

普遍，因为除了试图回避讨厌的或不愉快的事件外，

人们也努力避免令自己痛苦的想法、情绪情感及其

他经历[29]。但依据思维压抑的悖论效应，当个体越

是摆脱和回避个人体验时，其不愉快的个人体验会

越多，即试图回避个人体验通常会引起更多的心理

问题，因此这种回避往往是无效的[17]。基于此，个体

需要借助其它方式来解决问题。自伤行为被认为是

一种病态但却有效的情绪表达手段[30，31]。

本研究结果也发现认知融合调节了儿童心理虐

待与忽视→经验回避→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这一中介

机制的后半路径。依据关系框架理论，认知内容并

不会直接导致问题，个体与认知内容的关系才是问

题。当个体陷入认知融合中时，会把头脑中的想法

当成真实的现状，而无法体验此时此刻的情境 [23]。

这一结果将进一步放大经验回避所产生的后果，即

与所回避的对象联结加强，最终导致自伤行为的产生。

1.心理虐待与忽视

2.经验回避

3.认知融合

4.自伤行为

M±SD
24.94±18.70
21.00±9.90
34.16±14.10
26.71±16.21

1
1

0.44**
0.33**
0.30**

2

1
0.73**
0.31**

3

1
0.26**

4

1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自伤行为(Y)
（方程1）

经验回避(M)
（方程2）

自伤行为(Y)
（方程3）

预测变量

性别

年级

心理虐待与忽视(X)

性别

年级

心理虐待与忽视(X)

性别

年级

经验回避(M)
心理虐待与忽视(X)
认知融合(V)
乘积项（M×V）

整体拟合指标

R
0.30

0.46

0.39

R2

0.10

0.21

0.15

F
63.12

171.48

57.06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0.06
0.00
0.17

0.15
0.06
0.48

0.03
0.00
0.06
0.12
0.06
0.07

t

2.57*
0.52

13.65***

3.83***
4.10***

22.21***

1.55
0.20
3.10***
8.81***
3.70***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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