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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编制一个适用于 10 岁以上人群的心理健康调查表并检验其信效度。 方法：按经验法编制了一个包含

10 个症状维度（每个维度 10 个条目）的心理健康量表，采用分层方便取样法收集了 4672 名社区或学校样本、1135
例临床样本、252 名重测样本和 378 名效度样本的心理健康资料，并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做了测量学检验。 结果：问

卷的重测信度和 α 系数分别为 0.615~0.791、0.804~0.974；维度与总分（0.737~0.882）及维度间（0.453~0.811）显著相

关，10 个维度可归为 4 个因子 （情绪症状、 生理症状、 行为控制和精神病理）； 百项心理症状问卷与 SCL-90 总分

（0.823）和相关维度（0.605~0.797）显著相关，常模样本和临床样本得分（除人格品行外）有显著性差异（P<0.001）。 结

论：百项心理症状问卷的重测信度、同质信度、结构效度和实证效度均较理想，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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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mental health questionnaire suitable for people over 10 years and examine it’s re-
liability and validity. Methods: 100 item Psychological Symptom Inventory (PSI -100) was developed by experience
method, PSI-100 contained 10 symptom dimensions, and 10 items each dimension. Stratified convenient sampling was
used to collect psychological health data from 4,672 community or school subjects, 1135 clinical cases, 252 test-retest and
378 validity samples, and examin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PSI-100. Results: Test-retest reliability and Alpha
coefficients were 0.615~0.791 and 0.804~0.974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ions between dimensions and to-
tal score (0.737~0.882) and among dimensions (0.453~0.811). 10 dimensions could be divided into 4 factors (emotional
symptom, physiological symptom, behavior control and psychopathology); PSI-100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otal score
(0.823) and related dimensions(0.605~0.797) of the SCL-90(P<0.00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scores (in
addition to personal conduct) between general and clinical samples (P<0.001). Conclusion: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in-
ternal consistency, and construct and empirical validity of the PSI-100 are good and meet with psychometric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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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和心理障碍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专家和百姓对此有不同的理解， 不同国家或地区或

不同时代所报告的心理障碍的患病率也有较大的差

异， 但随着社会发展及人们对心理健康关注度的提

高，心理障碍的患病率有增无减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各国的心理障碍患病率都在 10%以上。 中国四省精

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约有 1.73 亿成

人患有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 （患病率为 17.5%），其

中，1.58 亿从未接受过精神卫生专业治疗，即精神疾

病患者就诊率不到 10%，由此可见心理障碍的及时

有效识别和筛查极其重要 [1]。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
开始引进国 外 心 理 健 康 评估量表，如 90 项症状清

单 [2]，后来许多学者结合临床实践和中国文 化特色

编制了一些本土化心理健康评估量表或心理障碍筛

查问卷， 如程灶火等编制的儿少心理健康量表[3]，许

明智等编制的心理健康量表[4]，张理义等编制的中国

军人心理健康量表[5]，王极盛等编制的中国成人心理

健康量表 [6]和俞国良等编制的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7]

等。这些量表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使用范围，本研究从

临床适用角度，以心理症状取向，参照 90 项症状清

单的基本构思， 编制一个儿少和成人通用的心理症

状调查表， 即百项心理症状量表（Psychological Symp-
tom Inventory-100，简称 PSI-100）。 本文报告该量表

初步编制过程和信效度检验结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百项心理症状量表编制

参照 90 项症状清单的基本构思， 借鉴 CIDI 和

MINI 等精神症状检查条目及国内外心理健康量表

相关维度和内容， 结合中国文化习惯和个人临床实

践经验，咨询相关专家意见和初步预试验。最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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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强迫症状、躯体症状、精神症

状、人格品行、注意问题、神经敏感、饮食睡眠和冲动

行为等 10 个症状维度，每个维度包含 10 个条目，每

个条目采用 1-5 五级评分（1=没有，2=偶尔或轻度，
3=有时或中度，4=经常或偏重，5=总是或严重），评

定时限为最近一个月。 以维度分和问卷总分为心理

健康状况评价指标，分数越高表示心理症状越严重。
1.2 对象

1.2.1 常模样本 采用分层方便取样， 从江苏、安

徽、山东、浙江和陕西等五省某些地区的学校和社区

获得有效样本 4672 人，男 2256 人(48.3%), 女 2416
人 （51.7%）； 平均年龄 20.05±10.77 岁，10-15 岁组

1600 人（34.2%），16-20 岁 组 1767 人（37.8%），21-
25 岁 组 730 人（15.6%），25-91 岁 575 人（12.3%）；
民 族： 汉 族 4550 人 （97.39%）， 少 数 民 族 122 人

（2.61%）；教育：小 学 1562 人（33.4%），初 中 969 人

（20.7%），高中 876 人（18.8%），大专或本科以上 944
人（20.2%），研 究 生 321（6.9%）；家 庭 类 型：大 家 庭

1565 人（33.5%），核心家庭 2733 人（58.5%），单亲家

庭 229 人（4.9%），其它 145 人（3.1%）；家庭 经 济 状

况：贫困 266 人（5.7%），一般 2672 人（57.2%），较好

1556 人（33.3%），富裕 178 人（3.8%）。
1.2.2 临床样本 从无锡和芜湖等地三所精神卫生

机 构 收 集 1135 例 患 者 ，男 609 人（53.7%），女 526
人（46.3%）。 诊断：精神分裂症 586 人（51.6%），情感

障碍 213 人（18.8%），焦 虑 障 碍 153 人（13.5%），心

身疾病 57 人（5.0%），躯体 疾病 56 人（4.9%），其它

70 人（6.2%）；平均年龄 39.94±17.22 岁，10-15 岁组

95 人（8.4%），16-20 岁组 127 人（11.2%），21-25 岁

组 84 人(7.4%)，25-85 岁 829 人(73.0%)；民族：汉族

929 人（99.38%），少数民族 7 人（0.62%）；教育：小学

195（17.2%），初中：341（30.0%），高中 310（27.3%），
大专或本科 199（17.5%），研究生 89（7.9%）；家庭类

型 ： 大 家 庭 372 人 （32.8% ）， 核 心 家 庭 680 人

（59.9% ）， 单 亲 家 庭 55 人 （4.8% ）， 其 它 28 人

（2.5%）；经 济 状 况：贫 困 113 人（10.0%），一 般 557
人（49.0%），较好 413 人（36.4%），富裕 52（4.6%）。
1.2.3 重测和效标样本 间隔 2-4 周对 252 名 （男

109 人，女 143 人）被试做第二次测评，其中社区或

学校样本 200 人（79.4%），临床样本 52 人（20.6%）；
教育：小学 5 人（2.4%），初中 94 人（37.3%），高中 66
人（26.2%），大专或本科 85 人（33.7%），研究生 2 人

（0.8%）；家庭类 型：大家庭 157 人（62.3%），核心家

庭 78 人（31.0%），单亲家庭 11 人（4.4%），其它 6 人

（2.4%）；经济状况：贫 困 15 人（6.0%），一般 123 人

（48.8%），较好 114 人（45.2%）。 效标效度样本 378
人（男 147 人，女 231 人）同时接受百项心理症状问

卷和 90 项症状清单测评，其中社区或学校样本 281
人 （74.3%）， 临床样本 97 人 （25.7%）； 平均年龄

29.13±18.52 岁；教育：小 学 14 人（3.7%），初 中 123
人（32.5%），高 中 116 人（30.7%），大 专 或 本 科 118
人（31.2%），研究生 7 人（1.9%）。
1.3 方法

所有抽取对象接受百项心理症状量表测评，学

校样本以班级为单位做团体测试， 社区或临床样本

采用个别测试， 少数低文化被试由调查者询问代为

填写，所有问卷均当场收回。 部分样本同时接受 90
项症状清单测评，部分样本间隔 2-4 周后再次接受

百项心理症状量表测评。

2 结 果

2.1 常模样本 PSI-100 得分情况

方差分析显示四个年龄组间各维度分和总分均

存在显著差异（P<0.001）；两两比较结果显示 10-15
岁组和 26-91 岁组各维度得分相 对低于 16-20 岁

组和 21-25 岁组，16-20 岁组各维度平均得分均为

最高，26-91 岁组在七个情绪精神症状相关维度上

得分最低，10-15 岁组在三个躯体症状相关维度上

得分最低。 见表 1。
2.2 PSI-100 信度分析

间隔 2-4 周的重测信度及内部一致性（α 系数）

分析结果见表 2。
2.3 PSI-100 构想效度分析

首先，无论是常模样本或临床样本，所有维度分

与总分具有较高程度的相关（0.685~0.882），维度之

间也有中等以上的相关（0.453~0.811），症状维度的

性质越近，相关越高，如三个情绪症状维度和三个躯

体症状维度内部相关高于类别间相关。 见表 3。
其次，以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可以获得 13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 以维度进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只获得 1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最后，若进行强

制性四因素分析，可归纳为情绪症状因子（抑郁症状

0.590、焦虑症状 0.722、强 迫症状 0.734）、生理 症 状

因子 （神经敏感 0.772、 躯体症状 0.763、 饮食睡眠

0.643）、行 为 控 制 因 子（冲 动 控 制 0.821、注 意 问 题

0.773）和精神病理因子（人格品行 0.819、精神症状

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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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模样本各年龄组 PSI-100 得分情况

表 2 PSI-100 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

表 3 PSI-100 各维度间及与总分的相关

表 4 PSI-100 与 SCL-90 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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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SI-100 与 SCL-90 的相关性

PSI-100 与 SCL-90 总分及各维度之间的相关

见表 4。
2.5 常模样本与临床样本的比较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总分和各维度分（除人格品

行外）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P<0.0001），精神分裂症

组总分和维度分普遍低于常模样本， 情感障碍组和

焦虑障碍组各项得分显著高于常模样本。 见表 5。

3 讨 论

3.1 PSI-100 编制思考

心理健康是一个复杂问题， 要对人的总体心理

健康状况做出准确、有效和经济的测量也是一件困

难的事。 首先，心理健康评估有不同取向，如积极心

理 学、心 理 素 质 和 心 理 症 状 取 向 [8]，在 临 床 医 师 看

来，无病、无痛和生活快乐便是健康，故以心理症状

取向选择 10 个常见症状维度作为评估目标。 其次，
心理健康内涵很广， 难以用简短测验快速做出全面

评价，而测验使用者希望测验越短越好，以致有些研

究者试图用十几个条目 评 价 个 体 总 体 心 理 健康状

况[9]，为避免两种极端，最终确定 100 个条目作为问

卷内容。 其三， 编制该问卷的主要目的是筛查常见

心理问题和判断问题严重程度， 在内容上偏重情绪

问题和行为问题，只涉及少数精神病性症状，不涉及

问题的原因或后果调查[10]。 最后，所有条目都是心理

症状的通俗化描述， 许多症状条目来源于 CIDI 和

MINI 等结构性精神访谈，其目的是想该量表筛查出

来的心理问题能与目前诊断分类系统中的疾病单元

有一定的联系。 探索性因素分析或相关分析部分支

持我们的构想， 如按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

13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多数因子负荷模式与症

状维度构成类似，说明问卷能测量多个症状群；以维

度进行探索性因素只获得 1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

（可解释 68.9%的方差）， 相关分析表明各维度分与

总分具有较高程度的相关， 提示可以用总分来反映

总体心理健康水平；强制性四因素分析可将 10 个症

状维度归为四个因子：情绪症状因子（抑郁症状、焦

虑症状、强迫症状）、生理症状因子（神经敏感、躯体

症状、饮食睡眠）、行为控制因子（冲动控制、注意问

题）和精神病理因子（人格品行、精神症状）。
3.2 PSI-100 的信效度

在信度检验中， 重点分析了问卷得分的跨时间

稳定性和问卷内容的代表性。 重测信度分析显示总

分 重 测 信 度 达 0.723， 各 维 度 重 测 信 度 在 0.615~
0.791 之间，虽然数值不是很高，对症状问卷而言却

相当满意了， 因为心理症状不像人格和智力等心理

特质那样稳定， 更重要是症状随时间变化本是疾病

的特点之一， 相对稳定与绝对变化的统一正好反映

了疾病的本质[11]。 内部一致性分析显示：总分 α 系数

达 0.97 以上，各维度 α 系数在 0.80 以上，提示问卷

内容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无论是重测信度系数或 α
系数，都是临床样本的信度高于常模样本的信度，提

示该问卷用于那些想了解自身心理健康状况的患者

具有更好的信度。在实证效度检验中，首先选择国内

最常用的 SCL-90 作为效标分析其效标效度， 结果

新旧问卷总分相关达 0.823，类似维度相关达 0.605~
0.797，说明 PSI-100 与 SCL-90 具有类似功能 [12]；其

次考查了 PSI-100 在普通样本和特定临床样本上的

得分差异， 结果发现情感障碍组和焦虑障碍组得分

高于常模样本， 而精神分裂症组得分却低于常模样

本，提示 PSI-100 与 SCL-90 一样，只适合用于轻性

精神障碍和心理问题的筛查和评定， 对缺乏自知力

的重性精神病群体是不适用的。
3.3 PSI-100 的临床应用

所有症状自评量表的使用都必须满足两个基本

条件：症状认知力和真诚报告，也就是说，报告者或

表 5 常模样本与临床样本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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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对自身心理症状具有认识能力和识别能力，并

且愿意将这些症状如实地报告出来， 既不伪装或夸

大症状，也不掩饰或缩小症状，因此 PSI-100 可能不

适合用于精神分裂症等自知力缺乏的重性精神病患

者或存在伪装或掩饰动机的特殊群体，如伤残鉴定、

司法鉴定或就业体检等人群。 最后还有一个 “划界

分”问题，是采用常模参照（常模均数+标准差）还是

采用标准参照（条目平均分大于 2 分，即维度分大于

20 分）？ 有研究发现两种划界分心理问题的检出率

有显著的差异， 同时发现按常模参照划界分各类心

里问题检出率非常接近， 而标准参照划界分各类心

理问题检出率差异很大 （精神病性 7.2%~强迫症状

24.3%）[13]。在本研究中也有类似现象，按常模参照划

界分抑郁症状和精神症状的检出率分别为 14.7%和

12.7%，非常接近，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而标准参

照划界分抑郁症状和精神症状的检出率则为 24.2%
和 8.9%，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 因此，我们建议采用

标准参照划界分，各维度以 20 分作为划界分，总分

以 170 分作为划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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