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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儿童非故意伤害危险行为干预方案的研制与应用
李丽1, 2，姜鲜银2，陈哲3，吴英2，李映兰2，范学工1, 2
(中南大学 1. 湘雅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系，长沙 410078；
2. 湘雅医院护理部，长沙 410008；3. 湘雅医院医务社会工作部，长沙 410008)

[摘要] 目的：构建儿童非故意伤害危险行为干预方案，评价该方案的可行性，减少儿童非故意伤害危险行为及
非故意伤害事件。方法：通过理论分析儿童非故意伤害危险行为的影响因素、儿童认知发展特征及社会学习理论，
建立以改变非故意伤害归因、危险行为后果负性信息传递为基础的干预方案，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抽取一所长沙市市
区小学，对抽取的学生进行连续5周，每周1次的社区随机对照试验。通过干预前、干预后3个月及干预后6个月非故
意伤害危险行为得分的比较，以及干预前及干预后6个月非故意伤害次数比较评价干预效果。结果：194名儿童完成
了随访，其中男童96人(49.5%)，女童98人(50.5%)，年龄7~8岁；干预组98人，对照组96人。干预后3个月、6个月干预
组儿童非故意伤害危险行为得分分别是14.42±5.67和14.14±8.95，低于干预前的16.85±8.48，且低于对照组(P=0.001)；
干预后6个月内，干预组的轻微非故意伤害的发生人次从干预前的119减至56，≥2次轻微伤害人数从34人减至10人
(P<0.001)，均低于对照组(P=0.011)；干预组的轻度及轻度以上非故意伤害发生人数少于对照组(P=0.030)。结论：以
改变非故意伤害归因和危险行为后果负性信息传递为基础的干预方案可以有效减少儿童非故意伤害危险行为和非故
意伤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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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n intervention protocol for children's unintentional injury risk behaviors,
and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tocol.
Methods: By theoretically analyzing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for children's unintentional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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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behaviors,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 intervention protocol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changing the unintentional injury
attribution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of risk behavior consequences. A primary school
in Changsha city was selected by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A community-bas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as conducted on the selected students once a week for 5 consecutive weeks. The
scores of unintentional injury risk behavior before intervention, 3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intervention, and the frequency before intervention and 6 months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collected
and compared.
Results: A total of 194 children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98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96 in
the control group; 96 (49.5%) boys and 98 (50.5%) girls between 7 and 8 years old. The scores
of unintentional injury risk behavior for children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t 3 and 6 months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14.42±5.67 and 14.14±8.95, respective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16.85±8.48) and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01). The number of minor unintentional
injurie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decreased from 119 to 56, and the number of children suffering 2
or more injuries dropped from 34 to 10 (P<0.001) at 6 month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hile both of
them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1). Similar changes were observed in some
slight or more serious unintentional injuries (P=0.030).
Conclusion: The protocol for changing the attribution to unintentional injury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for risk behavior consequences was proved to effectively reduce children’s
unintentional injury risk behaviors and relevant events.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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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故意伤害是指在短时间内由各种外因所造成
的伤、残或死亡，是对人类健康、安全和生命带来
严重威胁的一种突发事件 [1] ，非故意伤害严重威胁
着儿童健康，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 [2] 。我国儿童非
故意伤害发生率高，部分农村地区儿童非故意伤害
率高达41.86%[3]，儿童非故意伤害住院人数呈上升趋
势[4]，已经成为0~14岁儿童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5-8]。
影响儿童非故意伤害因素包括儿童年龄、性别、心
理行为特征、父母的监护及教养方式、家庭经济状
况、环境及政策等，其中危险行为是重要的相关因

为理论构建值得关注，如社会信息过程模型用于分
析导致养育者对儿童监护不足的危险因素；计划行
为理论用于预测儿童健康行为意向和行为实施，根
据该理论，把儿童暴露于同伴沟通行为规范中，可
以有效预测其行为意向、减少儿童期危险行为[10]。
我国对儿童非故意伤害的研究，以流行病学
和影响因素研究为主，影响因素中年龄、性别的研
究较多，心理行为及疾病的研究较少。干预研究起
步晚，但借鉴发达国家的干预措施和制度，针对儿
童青少年非故意伤害的干预措施正逐步深入开展，

素 [1, 9] 。目前各国均对儿童非故意伤害问题高度重
视，并通过教育干预、强制干预、技术干预、工程
干预和经济干预等措施降低了非故意伤害发生率，
如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可以提高人们对意
外伤害预防知识的知晓率，环境和产品的设计与革
新可以使伤害风险减少，或国家以法律和法规的方
式对增加伤害危险的行为进行干预，以及用免费或
优惠价格提供干预物品等经济的手段影响人们的行
为。在儿童伤害预防研究中，儿童心理一直备受关
注，Morrongiello等 [10]认为在制定伤害研究和干预项
目时，应充分考虑儿童的发展阶段，根据儿童行为
发展理论实施针对性的干预研究。理论驱动研究在
儿童伤害领域较为少见，近年出现的比较相似的行

然而干预的实施主要聚集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经
济发达地区，干预方式多着重于健康教育，而健康
教育的方式基本都是发放宣传教育手册、举办相关
竞赛活动、开展急救技能培训；综合干预措施则主
要是在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在学校或社区建立伤害
登记报告制度、环境安全隐患检测和登记制度，尚
未发现工程干预和经济干预的专题报道，强制干预
也极为少见。干预实施方案的基础理论描述较少，
尚未发现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心理及行为认知特
征的健康教育干预方法描述。对干预效果的评价较
少，评价指标主要是短期指标和主观指标等，伤害
干预效果评价的报道尚存在较大差异性；鲜见对干
预模式推广可行性的报道。理论研究的不足将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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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缺乏实施指南，很多地区虽然提出儿童伤害
的预防干预需求，但因缺乏适宜的干预实施方案而
把需求停留在书面上[11-12]。可见，如何更好地认识儿
童非故意伤害的影响因素，并将其有效地应用于干
预研究与实践中仍是巨大挑战；把在发达国家有效
的伤害干预方案进行调适应用于低收入国家将成为
儿童伤害研究的重要方向。因此，本研究根据儿童
认知特点，以改变儿童对非故意伤害归因及危险行
为负性后果认知为基础构建干预方案，进行应用效
果评价和干预方案的推广可行性分析，以期为儿童
非故意伤害干预研究提供循证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抽取一所长沙市市区小学。
纳入标准：1~3年级学生。排除标准：父母有精神疾
病；父母不识字；儿童因身体疾病不能完成干预活
动；干预期间休学或长期病假；儿童有感知障碍，
如聋哑儿童等。本研究通过了耶鲁大学伦理委员会
的审批(HIC编号为1202009736)。在取得被调查及
干预学校的领导及班主任老师的同意后，由研究者
向样本儿童说明本次调查与干预的内容和经过，以
及对资料的保密处理方法，在获得儿童的口头同意
后，由儿童携带书面知情同意书回家，让其父/母亲
签署书面知情同意。对照组在整个研究期间未给予
任何干预措施，本研究结束后给予对照组同样的干
预培训。
1.2 方法
1.2.1 样本量与抽样经过
本研究以干预效果测量为依据计算样本含量。
根据两组重复测量设计，以 α =0.05，80%的检验效
能，儿童意外伤害行为量表得分改变，Kennedy等[13]
的干预研究结果变化趋势为基础进行计算，每组64
人即可具有统计学意义，考虑10%的失访率，每组70
人，合计140人即可。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实施干预
措施，考虑伦理原因，符合标准的抽样班级儿童将
全部纳入研究对象，共抽取岳麓区某公立小学二年
级的全体学生200名。为避免沾染，以班级为单位，
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1.2.2 干预方案
危险行为受个体特征和社会环境等多因素的影
[1]
响 ：在个体特征方面，危险行为可通过个人对危险
的评价、对发生非故意伤害可能性与伤害程度的认
知及对非故意伤害的归因等预测 [14]；在社会环境因
素方面，表现较为突出的是同伴影响与媒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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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认知发展理论 [15]，7~11岁儿童可以运用运算图
式进行逻辑思维，能比较客观地对外界事物进行推
理，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并理解事物的转
化和逆向活动。社会学习理论 [16]认为他人行为的后
果可以间接地影响观察者的行为，人们通过观察、
模仿向他人学习。因此，本研究根据儿童危险行为
影响因素、认知发展特征及社会学习理论，最终确
定通过重点影响危险行为的5个关键点达到改变行为
的目的：1)澄清儿童对非故意伤害的归因，促使儿
童将一些非故意伤害归因于自身某些行为；2)促进
儿童对环境危险性的正确评估；3)提高儿童安全行
为能力；4)增强同伴安全行为责任感；5)激发儿童对
特定危险行为的害怕情绪。干预实施方法则充分考
虑儿童心理活动特征，以游戏小组的方式开展，把
非故意伤害危险行为造成非故意伤害的发生过程与
机制引入游戏中，如非故意伤害故事分享与讨论、
看图编故事、非故意伤害预防知识抢答赛、制作与
展示非故意伤害预防知识手抄报等，引导目标儿童
将非故意伤害归因于某些自身行为，而不是“坏运
气”。通过向儿童展示具体危险行为、危险情景及
非故意伤害结果的图片，可能改变其对危险行为及
危险环境的认知，并对此类危险行为与情景产生一
定的害怕情绪，从而调整自身相关行为，减少受伤
害的机会。最终形成儿童非故意伤害危险行为干预
方案，详见图1。
1.2.3 干预过程
干预实验人员为研究者本人及经过统一培训的
10名急诊科护士。培训后的护士统一进行测试，得分
均在85分以上，且实验前再次统一标准，包括问题的
询问和回答方式，以减少实验中因人为因素导致数
据的偏倚。在获得班主任、学生及其家长的知情同
意后，进行基线调查，以及根据干预方案对实验组
学生实施连续5周的干预。干预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由研究小组成员周五下午到学校教室
对儿童实施干预，连续5周，每次30~40 min，内容
依次为伤害知识多媒体讲座、同伴意外伤害经历分
享与讨论、常见危险行为与伤害图片展示及看图讲
故事、相关知识抢答赛、伤害预防手抄报展示与点
评。知识讲座、知识抢答赛和手抄报以班级为单位
进行，伤害经历分享与讨论、看图讲故事则以小组
为单位开展。
第二部分由儿童主导，在接受干预后的当日与
父母分享干预活动内容，儿童安全自救手册由儿童
与父母共同阅读并讨论，手操报由儿童与父母共同
完成。干预试验及资料收集在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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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评价工具及评价时间
1.2.4.1 儿童非故意伤害史问卷
该问卷是以国家卫生计生委颁布的学校儿童非
故意伤害监测表和非故意伤害史问卷 [17]为基础形成
的，由父母填写。内容包括不同程度的儿童非故意
伤害情况、原因、种类、发生的地点、事件发生当
时儿童及监护人的活动状态等。伤害严重程度 [17]分
为：1)轻微伤害，为仅需要父母或老师采取简单处

理措施(如消毒、贴创口贴等)的意外伤害，包括皮肤
刮伤、擦伤或淤青等；2)轻度伤害，指需要父母或
老师采取紧急处理如用外伤药物、包扎止血、冷热
敷等，但未曾就医的意外伤害，包括被火或热水烫
伤、手指头被门挤压，从床上或其他高处掉落等；3)
中度伤害，指到过医院就诊，由医生做出诊断和处
理的伤害；4)重度伤害，为住过院的严重伤害。

干预试验措施(输入)

目标概念(试验作用
机制)

儿童非故意伤害知识
讲座(40 min)

儿童对非故意伤害的
知识

儿童转交父母—本儿童

培养同伴对相互之间

安全自救手册，并与父
母一起学习
儿童非故意伤害故事小
组讨论(40 min)
儿童在家与父母分享讨
论该小组的非故意伤害
故事
危险行为及其消极后果
图片小组分享与讨论
(40 min)
儿童在家与父母分享
讨论危险行为及其消
极后果
儿童非故意伤害相关知
识抢答赛(30 min)

试验行为目标

试验核心目标
(远期效果)

的安全责任
儿童对伤害的归因改
变

儿童正确评估环境中
的危险
儿童对高危险行为及
情景的害怕情绪反应
儿童对安全行为以及
成为安全行为模范的
自我效能

非故意伤害危险
行为减少

减少儿童
非故意伤
害发生率，
包括交通
意外、跌
落伤、烧
烫伤、中
毒及溺水
等的减少

父母对儿童非故意伤
害的认知

学校对儿童非故意伤
害的认知

儿童在家与父母一起制
作儿童非故意伤害预防
手抄报并进行展示

图 1 儿童非故意伤害危险行为干预方案
Figure 1 Intervention model of childhood unintentional injury behavior

1.2.4.2 儿童伤害行为量表
儿童伤害行为量表(Injury Behavior Checklist，
IBC)由 Speltz等[18]制定，Potts等[19]修订，一名英语领
域专家和一名熟悉该领域的英文专家共同翻译成中
文获得问卷初版，然后由另外两名英语专家进行回

译，获得问卷第2版，再由该领域的其他两名英文专
家进行对比及调试，获得终版中文问卷。最后由小
学生家长及老师、急诊科医护人员共同进行文化调
适而成。中文版伤害行为量表的内容效度为0.95，
Cronbach α为0.90，重测信度为0.89。由父母回顾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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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过去3个月内的行为习惯进行填写。该量表共24个条
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量表总分为0~96分，得分越
高提示越经常进行危险行为。
1.2.4.3 评价时间
在干预培训开始前进行非故意伤害危险行为基
线调查，干预培训结束后的3个月及6个月对干预组及
对照组进行危险行为评价；儿童非故意伤害发生率
仅在在干预前及干预后6个月评价。

2结 果
2.1 一般资料
样本儿童共200名，研究过程中有6名儿童退
出，194名完成了随访，其中男童96人(49.5%)，女童
98人(50.5%)；干预组98人，对照组96人，平均年龄
7.25岁(7~8岁)，干预组与对照组儿童在年龄、性别、
父母学历与婚姻状态、非故意伤害发生率等一般资
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表1)。两组儿童
IBC得分分别是16.85±8.48和17.59±10.45，两组之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重复测量资料方差
分析进行比较；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
进行比较。检验水准α=0.05，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表1 干预组与对照组儿童基线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年龄/[例(%)]

性别/[例(%)]

母亲学历/[例(%)]

组别

n

7岁

8岁

男

女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干预组

98

77(78.6)

21(21.4)

50(51.0)

48(49.0)

23(23.5)

28(28.6)

27(27.6)

20(20.4)

对照组

96

69(71.9)

27(28.1)

46(47.9)

14(14.6)

36(37.5)

20(20.8)

26(27.1)

50(52.1)

χ2

1.168

0.187

4.994

P

0.280

0.666

0.172

组别

父亲学历/[例(%)]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父母婚姻状态/[例(%)]

非故意伤害史/[例(%)]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已婚

离异

有

无

干预组

16(16.3)

20(20.4)

30(30.6)

32(32.7)

92(93.9)

6(6.1)

75(76.5)

23(23.5)

对照组

13(13.5)

18(18.8)

31(32.3)

34(35.4)

94(97.9)

2(2.1)

73(76.0)

23(24.0)

χ

2

0.427

1.110

0.06

P

0.925

0.292

0.936

2.2 干预后结果比较
2.2.1 IBC得分比较
本研究的干预因素共2个水平(干预组和空白对
照组)；测试时相共3个水平(干预前、干预后3个月、
干预后6个月)，对两组儿童3个时间点的IBC得分进
行两因素三水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通过Mauchly
法对资料进行球检验，结果显示观察值协方差矩阵
球形条件均不能得到满足，故对其进行校正(校正系
数为Epsilon)，采用最为保守的Lower-bound的校正结
果[20]。结果显示，干预组和对照组儿童的IBC得分的
干预主效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1，表2)，即
非故意伤害归因及危险行为消极后果认知为基础构
建的干预方案能有效减少儿童伤害行为。不同测量

时间段的IBC得分主效应没有差别( P >0.05)，测量时
间与干预因素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P>0.05)，即时间
效应对儿童意外伤害行为没有影响。
2.2.2 非故意伤害发生率比较
干预组在接受干预后的6个月内的轻微非故意伤
害从干预前的54人共119人次减少至41人共56人次，
其中发生2次及以上的轻微非故意伤害人数(10人)较
干预前(34人)明显减少，非故意轻微伤害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P<0.05)。干预组干预后6个月内有6人受过轻
度非故意伤害，2人受过中度非故意伤害，无重度非
故意伤害的情况；对照组发生轻、中、重度非故意
伤害的分别为12，5，1人，干预组轻度及轻度以上非
故意伤害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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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干预组与对照组儿童IBC得分比较(x±s)
Table 2 Comparison of IBC scores betwee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x±s)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后3个月

干预后6个月

F

P

干预组

98

16.85±8.48

14.42±5.67

14.14±8.95

11.998

0.001

对照组

96

17.59±10.5

18.18±10.20

18.13±11.07

表3 干预后6个月内两组儿童非故意伤害发生率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unintentional injury incidences within
6 month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betwee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轻微伤/[例(%)]

轻度及以上/[例(%)]

组别

n

是

否

是

否

干预组

98

41(41.8)

57(58.2)

8(8.2)

90(91.8)

对照组

96

56(58.3)

40(41.7)

18(18.8)

78(81.3)

χ2

5.279

4.683

P

0.022

0.030

3讨 论
本研究显示：干预组儿童在干预后6个月的伤
害行为得分比干预前减少，并明显低于对照组，说
明以改变与澄清儿童对伤害的归因及危险行为负性
后果信息传递为核心活动干预模式能有效减少学龄
儿童的危险行为。认知因素在儿童危险行为的决定
中起重要作用，个人对危险的感知、对伤害发生可
能性及其程度的判断，以及对意外伤害的归因均可
用于预测其危险行为。那些认为危险性低、自己不
会受伤或即使受伤也只是小伤者更倾向于采取一些
危险行为；反之，那些认为伤害可能性高者则较少
采取危险行为 [13] 。本研究通过小组同伴伤害经历
分享，提问引导参与者们反思并讨论该伤害的可能
原因、是否有办法避免、怎么避免等，在小组活动
结束前询问儿童的体会与收获时，参与者们陈述了
“危险行为是导致自己和同伴发生意外伤害的原
因”“意外伤害是可以预防的”等观点。在此部分
干预活动中，研究者始终未进行任何伤害原因的说
教，而是通过体验同伴的伤害经历，自我反思获得
自己对伤害和危险行为的认知，内化为自身信念，
自觉行动。
与Morrongiello等 [14] 的研究相似，本研究也发
现激发儿童对危险行为的负向情绪反应(如害怕、
抗拒)可改变个体对危险、意外伤害的认知，从而
减少其危险行为。在看图说故事干预活动中，我们
向儿童展示常见的危险行为图片，如高处跳落、爬
窗户，以及与之相关的创伤图片，引发学生对危险
行为图片和创伤图片之间的联想，并根据图片讲述

故事，在此过程中，研究人员观察到学生不时发出
“哦，好恐怖！”“原来这样做的后果这么可怕
呀！”“真危险，我可不敢这样做了！”等等的声
音，并不时流露出害怕的表情，互相说将来要避免
实施类似危险行为。
学龄儿童处于认知发展阶段的具体运算期，该
阶段儿童已经可以运用运算图式进行推论，并能够
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逐渐与同伴发展了互助协作
的人际关系，但其思维需要具体事物的支持 [21]。这
个阶段的干预活动应弱化成人视角和教育意识，以
精彩的展示替代空洞的说教，真正让儿童成为干预
活动的主角。因此，本研究在讲授常见安全知识之
后，其余的干预活动均以儿童为主，不仅有同伴伤
害经历分享、小组讨论、班级竞赛，还要求儿童在
参加学校活动的当天回家与父母分享，有效激发其
对自身、同伴和父母的安全负有责任的情感。
非故意伤害是导致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研究显示90%以上的儿童非故意伤害是可以预防
的[22]。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干预实施后6个月内，儿
童的非故意伤害发生率显著降低，证实儿童非故意
伤害是可以预防的，通过对危险行为的干预可以降
低非故意伤害发生率。研究 [17]显示：与儿童性别、
年龄、家庭经济等因素相比，危险行为在预测儿童
意外伤害时具有更好的价值。此外，虽然改善环境
及改良设施是有效预防儿童意外伤害的措施，然而
因其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及人力，很多措施
可能难以实现，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与地区。相
对于对环境、政策的完善等干预措施而言，非故意
伤害危险行为的干预则更为简便、经济与直接，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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