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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内隐自杀意念与外显自杀意念的关系
汪艳 1，2，陈晶 2，雷威 2，张涛 2，梁雪梅 2，刘可智 2

(1.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四川 成都 6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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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抑郁症患者的内隐自杀意念、外显自杀意念以及两者的关系。方法 研究对象来源于

2017年1~7月就诊于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住院部的94例抑郁症患者，采用内隐自杀联想测验(SIAT)考察

患者的内隐自杀意念(D值)，贝克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SICV)测量其外显自杀意念(BSICV总分、自杀意念强度及

自杀危险)，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内隐与外显自杀意念的关系。结果 94例患者中有外显自杀意念者 72例

(占77.6%)，无外显自杀意念者22例(占22.4%)；SIAT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0.94，奇偶试次的内隐自杀意

念效应D1和D2值的相关系数为0.89 (P<0.01)，说明分半信度较高。外显自杀意念组的D值为(-0.05±0.40)，明显

高于无外显自杀意念组的(-0.67±0.36)，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内隐自杀意念的D值与BSICV总分、自

杀意念强度及自杀危险维度分均呈显著正相关(r=0.33、0.34、0.31，均P<0.01)。结论 SIAT 能够评估抑郁症患者的

自杀意念，其内隐和外显自杀意念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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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licit suicidal ideation, explicit suicidal ide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A total of 94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recruited,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i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7 to July 2017. The suicide im-

plicit association test (SIAT)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atient’s implicit suicidal ideation (D value). The Beck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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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以自杀意念开始，然后是自杀计划，自杀准

备，最终以自杀威胁、自杀未遂、自杀死亡结束[1]。在

中国，自杀是造成死亡的第5大原因，每年大约有28.7

万人因为自杀而死亡，数以百万计的人自杀未遂 [2]。

其中抑郁症是导致自杀最常见的心理疾病，抑郁程度

越严重，越有可能采取自杀行为，抑郁症患者自杀发

生率高达 31.6%~51.1%[3-4]，将近 90%抑郁症患者有过

自杀行为[5]。

目前，国外常用的测量自杀意念的量表有由Beck

等编制的自杀意念量表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

SSI) 和成人自杀意念问卷 (Adult Suicidal Ideation,

ASIQ)测量外显自杀意念的严重程度。但是，外显测

量方法的主要不足为对个体自杀想法的口头自我报

告方式存在完全依赖，这种方式的局限性在于人们往

往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想法。近来，研究者采用内隐联

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间接对自杀意念

进行测量[6-7]。国外研究表明 IAT能够预测患者急诊就

医6个月后的自杀企图[6]。国内研究也显示，大学生的

内隐自杀意念和外显自杀意念具有同一性[7]，抑郁或/

和焦虑状态青年患者的内隐、外显测量结果具有中等

一致性[8]。然而，对于内隐-外显态度的关系还存在争

议，同一论认为内隐态度才是个体的真实想法[9]；分离

论则认为内隐-外显态度是不同的内在心理结构，具

有不同的加工机制[10]。

目前，国内对于抑郁症患者的内隐和外显自杀意

念的相关研究很少。本研究以抑郁症患者这一高危

自杀人群为研究对象，采用内隐自杀联想测验(Sui-

cid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SIAT)研究抑郁症患者的

内隐自杀意念；采用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考察抑

郁症患者的外显自杀意念。针对高危自杀人群，同时

结合内隐和外显测量方法评估自杀意念，有助于深入

研究自杀行为与干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患者来源于 2017年 1~7月就诊

于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住院部的 94例抑郁

症患者。纳入标准：(1)年龄18~55 岁；(2)文化水平：初

中及以上；(3)符合 ICD-10关于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

(4)HAMD评分≥7分；(5)能独立完成相关量表问卷及

SIAT测验；(6)患者本人或其法定监护人对本研究的性

质表示了解，并签署相关的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1)因思维迟缓无法独立完成SIAT测验；(2)合并有严

重躯体疾病、脑器质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者；(3)符合

ICD-10的双相障碍、分裂样情感性精神障碍、器质性

精神障碍、物质相关精神障碍者或诊断为其他精神障

碍者，以及精神发育迟滞等其他认知障碍者；(4)哺乳

期和妊娠期妇女。

1.2 研究工具

1.2.1 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BSICV) 贝克自杀

意念量表(The Scale of Suicide Ideation，SSI)是Beck于

1979 年编制用来量化和评估自杀意念的问卷 [11]。

BSICV最初由北京回龙观医院进行了翻译、回译和修

订[12]。量表共由19项条目组成，要求被试者根据其近

1 周的情况作答。1~5项条目评估自杀意念强度；6~

19 项条目评估自杀危险，以了解存在自杀意念的被

试者真正实施自杀的可能性大小。每个条目的答案

由 3个选项组成，采用三级评分制(0~2分)，总分范围

0~38 分，评分越高，自杀危险性越大。根据施测

BSICV 结果进行分组，自杀意念根据条目 4和条目 5

的答案判定，两条目均选择“没有”的被试者，判定无

外显自杀意念组，否则判定有外显自杀意念组。

1.2.2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由Hamilton于1960年编制[13]，是目前

临床上评价抑郁症状严重程度使用最为广泛的量表

之一。本研究使用 17项版本。量表由经过培训的两

名评定者对被试者抑郁症状进行联合检查及独立评

分。分数越高，抑郁症状严重程度越重。

1.3 内隐自杀联想测验

1.3.1 实验范式 参照先前研究 [6-7，14]，采用

E-prime2.0 软件编制实验任务。本研究根据被试者对

活着/自我和死亡/自我的反应时来测量其对活着和自杀

的内隐态度。任务中的属性词(自杀相关词、生存相关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 (BSICV) was used to measure their explicit suicidal ideation (BSICV total score,

suicidal ideation intensity and suicide risk).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

plicit and explicit suicidal ideation. Results Of the 94 patients, 72 patients (77.6%) had explicit suicidal ideation and

22 patients (22.4%) had no explicit suicidal ideation.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coefficient of SIAT was Cronbach's α=

0.94,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D1 and D2 values of the implicit suicidal ideation of odd and even num-

bered trials was 0.89 (P<0.01), indicating that the split-half reliability was relatively high. Among the 94 patients, 34 pa-

tients (36.2%) had implicit suicidal ideation and 60 patients (63.8%) had no implicit suicidal ideation. The D value of

(-0.05±0.40) for the patients with explicit suicidal ide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0.67±0.36) for those without explic-

it suicidal ideation,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The D value of implicit suicidal ideat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SICV total scores, suicidal ideation intensity and suicide risk dimension (r=
0.33, 0.34, 0.31, respectively), and all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 SIAT is able to as-

sess suicidal ideation in patient with depression, and the implicit and explicit suicidal ideation is correlated.

【Key words】 Depression; Implicit suicidal ideation; Explicit suicidal ideation;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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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自杀/自我—内隐联想试验样例

Block

1

2

3

4

5

6

7

任务描述

目标概念词辨别

属性词辨别

初始联合辨别练习

初始联合辨别

相反目标概念词辨别

相反联合辨别练习

相反联合辨别

靶概念词

自我，非我

自杀，活着

自我/自杀，非我/活着

自我/自杀，非我/活着

非我，自我

非我/自杀，自我/活着

非我/自杀，自我/活着

词语)和概念词(自我词、非我词)各10个，来自Nock等[6]

的实验任务。实验中被试者分别对任务中的自我相

关词(我、自己、自己的、本人、我的)和非我相关词(他、

他们、别人、他人、别人的)进行目标概念词辨别，自杀

相关词(死亡、死者、自杀、亡故、灭亡)和活着相关词

(生命、活着、幸存、呼吸、生活)进行属性概念词辨别，

以及目标词和属性词联合后形成的“相容任务”(com-

patible task) 和“不相容任务”(incompatible task)进行

辨别，见表1。“相容任务”指被归为一类中的客体概念

和属性概念与被试者的内隐认知结构相一致，“不相

容任务”被归为一类的客体概念和属性概念的关系与

被试者的内隐认知是不一致的。不相容任务和相容

任务的反应时差值再除以其标准差作为对自杀意念

内隐认知的强度指标，即 SIAT 的效应 D 值。为避免

SIAT试验顺序对D值结果影响，本研究奇数号被试者

按顺序1 (Block1-2-3-4-5-6-7)完成测试，偶数号被试

者按顺序2 (Block5-2-6-7-1-3-4)完成测试。

1.3.2 数据处理 采用Greenwald于2003年提出

的标准D值算法，第一步把反应时间大于 10 s的数据

删除；第二，若被试者反应时低于 300 ms的数据占所

有反应的比率大于10%，则该被者试剔除。当D值为

负时，说明被试者相容任务反应速度慢于不相容任

务；当D值为正时则相反。D 值≤0，判定为无内隐自

杀意念；D 值>0，判定为有内隐自杀意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 软件进行数据

录入与统计分析。通过Pearson 相关分析分析SIAT 的

信度，根据文献中单类内隐联想测验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计算方法[15]，所有患者的实验数据结果按奇数试次和偶

数试次分成两部分，分别计算出不相容阶段(M不相容1

与M不相容2)和相容阶段的平均反应时(M相容1与M

相容2)，相容阶段与不相容阶段反应时的共同标准差

(S1与S2)，最后分别求出奇偶试次内隐自杀意念效应D

值(D1=(M不相容1-M相容1)/S1)；D2=(M不相容2-M

相容2)/S2)。将每个被试者的D1和D2进行相关分析，

若结果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内隐联想测验的分半信度

高、SIAT测验的测量结果具有可靠性。

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 SIAT 相容与不相容阶

段反应时的差异，以0 为标准与表示内隐效应的D 值

进行单样本 t 检验，探讨内隐自杀意念的内隐效应。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外显与内隐自杀意念的关系。

以P<0.05为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内隐自杀意念

2.1.1 SIAT 的信度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

SIAT测试顺序1的D值(-0.18±0.41)与测试顺序2的D值

(-0.21±0.53)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6，P=0.79)，表

明SIAT试验测试顺序对D值无显著影响，因此，此处及

后续分析将两种顺序的Block作为整体计算D值。

SIAT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0.94；内隐

自杀意念效应的奇数试次D1和偶数试次D2的相关分

析结果显示，D1与D2的相关系数为0.89 (P<0.01) ，说

明内隐联想测验的分半信度高、SIAT测验的测量结果

具有可靠性。

2.1.2 内隐自杀意念的 D 值效应 本研究中无

内隐自杀意念的抑郁症患者 60 例(D 值≤0，63.8%)，

有内隐自杀意念的抑郁症患者 34例(D 值>0，36.2%)。

以0 为标准的单样本 t检验的结果见表2。

2.2 外显自杀意念 在 94例抑郁症患者中，存

在外显自杀意念者 72例，占 77.6% (72/94)，无自杀意

念者占 22.4%。说明在抑郁症患者中，有自杀意念患

者的比率较高，见表 3。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有

外显自杀意念患者的D值(-0.05±0.40)大于无外显自

杀意念(-0.67±0.36)，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说明有外显自杀意念的抑郁症患者对死亡类词语更

敏感、反应更快，自杀与自我的内隐联结更紧密。

2.3 抑郁症患者内隐和外显自杀意念的相关

性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内隐自杀意念 D 值与

BSICV总分、自杀意念强度及自杀危险维度分均呈显

著正相关(r=0.33、0.34、0.31，P<0.01)，见表4。

表2 抑郁症患者内隐自杀意念效应

内隐自杀意念

有

无

合计

例数

34

60

94

D 值

0.29 ±0.32

-0.47 ±0.23

-0.20±0.47

df

33

59

93

t值
-11.55

7.42

-4.10

P值

<0.01

<0.01

<0.01

表3 有无外显自杀意念的效应(x-±s)

外显自杀意念

有

无

t值
P值

例数

72

22

D值

-0.05±0.40

-0.67±0.36

6.51

<0.01

自杀意念强度

5.39±2.91

0.23±0.43

8.25

<0.01

自杀危险

10.46±6.45

0.00

7.57

<0.01

BSICV总分

15.85±8.86

0.23±0.43

8.23

< 0.01

表4 抑郁症患者内隐与外显自杀意念的相关性(n=94)

项目

D值

BSICV总分

自杀意念强度

自杀危险

M±SD

-0.20±0.47

12.19±10.21

4.18±3.37

8.01±7.18

D值

1

0.33b

0.34b

0.31b

BSICV总分

1

0.93b

0.99b

自杀意念强度

1

0.85b

自杀危险

1

注：aP<0.05，b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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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抑郁症患者外显自杀意念结果显示，77.6%的抑

郁症患者存在自杀意念，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胡泽卿等[3]对抑郁症患者自杀未遂危险因素的分析发

现 74.5%的患者存在自杀观念，秦碧勇等[16]发现抑郁

症患者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60.2%。说明抑郁症患者

自杀意念检出率高，临床工作中对抑郁症患者进行自

杀意念的评估非常必要。

内隐自杀意念的结果显示，将SIAT应用于内隐自

杀意念的测量，其信度较高。患者抑郁症内隐自杀意

念显著低于外显自杀意念，与李诚等[8]的研究结果一

致。说明外显测量方法普遍依赖于患者的自我口头

报告，患者常常不了解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从而使

外显测量缺乏一定的有效性。此外，无论有无外显自

杀意念组，其内隐自杀意念的D值平均数均小于零，

即相容任务的反应时慢于不相容任务，说明抑郁症患

者整体上对于自杀意念的内隐认知为自杀与非我(生

命与自我)的内隐联结更紧密，而自杀与自我(生命与

非我)的内隐联结相对较弱。就人们受到的生命教育

而言，生命是美好而值得珍惜的，往往对死亡回避或

排斥，因此在内隐认知结构上，将生命联想到自己，将

死亡联想到他人。而本研究中有外显自杀意念组抑

郁症患者的SIAT效应D值显著高于无外显自杀意念

的，说明相较于无外显自杀意念的，有自杀意念的抑

郁症患者相容任务的反应时更快，在内隐认知上对自

杀与自我(生命与非我)的内隐联结更紧密。说明SIAT

是可以有效评估的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意念。

Pearson相关分析进一步显示，抑郁症患者内隐自

杀意念与外显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那么两者相关

是否支持同一论？其实不然，两者相关并不等于存在

因果关系，如Cunningham等[17]发现对种族的内隐认知

与外显认知的相关系数达到 0.35，却仍属于不同心理

结构。本研究结果更加支持内隐-外显认知分离论，

Wilson等[18]提出的双重态度模型可以有效的解释该研

究结果。双重态度模型认为一种新的态度可以凌驾

于旧的态度之上，而不是取代旧态度，从而产生双重

态度；人们对同一客体能同时存在内隐态度和外显态

度两种不同的认知；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在人类的记

忆系统中是能够同时存在的。

综上所述，SIAT 能够评估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意

念，是外显自杀意念测量方法的有效补充。为更加全

面及深入的认识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意念，在评估其自

杀意念时，需要同时结合内隐与外显测量方法。本研

究不足之处：首先，入组被试者均来自于同一所医院，

结果不具有广泛代表性，将样本的范围扩大到不同地

区医院是非常必要的；其次，样本量仍较小，建议在未

来的研究中增加样本量来验证本研究结果；再次，本

研究采用横断面方法进行自杀意念研究，在临床实践

中的指导作用存在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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