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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初步将米氏边缘性人格障碍检测表 (McLean Screening Instrument for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MSI-BPD)应用于中国精神科临床样本，考察其在该样本中的有关信度和效度。 方法：采用 MSI-BPD 对四家医院的心

理科精神科门诊和住院患者 680 名（男性 343 人，女性 336 人，性别信息缺失 1 人，平均年龄 35±13 岁）进行调查。 结

果： MSI-BPD 内部一致性信度 α 系数为 0.781；MSI-BPD 与中国人格障碍问卷（CPDI）的 BPD 分量表和 SCL-90 抑

郁分量表成正相关，分别为 0.706 和 0.541（P<0.001）；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多因素模型各项指标拟合良好，其

中修正的四因素模型更优良(RMSEA=0.044，GFI=0.981，AGFI=0.964，NFI=0.945，TLI=0.950，CFI=0.968，AIC=119.122，
CAIC=262.735，ECVI=0.175)。 结论：MSI-BPD 在中国精神科样本中的初步应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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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McLean Screening Instrument for Borderline Personali-
ty Disorder (MSI-BPD) in Chinese psychiatric samples. Methods: MSI-BPD, depression subscales of 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Chinese Personality Disorder Interview (CPDI) were administered to inpatients and outpatients in four hospi-
tals, including 680 psychiatric patients (male 343, female 336, missing 1; mean age: 35±13 ys.). Results: MSI-BPD had
good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α=0.781) and correlates with CPDI-BPD and depression subscales of SCL-90(r=0.706
and 0.541, P<0.001, respectivel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MSI-BPD indicated that the modified four-factors of
model was the best structural model (RMSEA=0.044, GFI=0.981, AGFI=0.964, NFI=0.945, TLI=0.950, CFI=0.968, AIC=
119.122, CAIC=262.735, ECVI=0.175). Conclusion: MSI-BPD is a valid clinical instrument for screening borderline per-
sonality disorder preliminarily applied to Chinese psychiatric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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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是一种以情绪不稳定，冲动自伤行为，不稳定

的自我认同和紧张的人际关系为主要临床特点的一

种人格障碍[1]。 在 DSM-IV 中，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诊

断标准共有九条， 符合其中任何五条即可被诊断为

边缘型人格障碍， 而研究表明这九条诊断标准可归

纳为四大核心症状：情感扰乱，紊乱的认知系统，冲

动性行为失调，不稳定的人际关系[2]。 由于边缘性人

格障碍复杂性，治疗的困难性以及高于正常 50 倍的

自杀死亡率 [3]，其在国外得到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

很多成果[4]，而国内尚无独立的诊断， 但同样存在边

缘性人格障碍[5]，因此对国内边缘性人格障碍进行相

关研究很有必要[6]。
关于 BPD 诊断标准（9 个症状）的因素结构，国

外一直有不同的研究结果。 Clarkin 等使用 SCID-II
对 75 名 DSM-III-R 标准的 BPD 患者进行了评估，
并使用因素分析法发现了 3 个因素： 混乱人际关系

和认同问题、情绪维度(包括自杀)、冲动性 [7]，但是由

于样本太少以及存在同质性过高 （均为 BPD 患者）
的问题，该结果出现与病理学理论不能结合的问题。
为了 弥 补 这 个 缺 陷，Fossati 等 采 用 SCID-II 对 564
名精神科门诊和住院患者（排除了精神分裂、痴呆和

其他器质性精神障碍） 进行了 BPD 症状的评估，并

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对该样本进 行了数据拟

合，发现了一个单一的 BPD 因素结构[8]。 Sanislow 等

进一步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 668 名 （排除精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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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谱系的疾病以及急性物质滥用的） 精神科门诊和

住院患者的 BPD 症状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并在

2 年后对其中 498 名患者进行了随访，发现 BPD 症

状在这些精神科患者中存在稳定的 3 个因素： 困扰

的人际关系、行为失调（冲动行为与自杀）、情感失调

（包括避免被抛弃）[9]。
自评量表是高效率的测查工具， 此前有学者修

订了人格障碍 问卷 （personality diagnosis question-
naire，PDQ），但由于特异性低即虚报率高给 BPD 的

筛查和诊断带来困难 [10]。 本研究采用 Zanarini 等于

2003 年编制并在国外被证明对边缘性人格障碍的

筛选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的自评式问卷： 米氏边缘

性人格障碍检测表(McLean Screening Instrument for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MSI-BPD)[10]。 目前

该量表仅在大学生样本中进行了信效度检验并取得

了与国外研究相似的结果 [11]，而尚未应用于精神科

临床样本。因此本研究重在考察 MSI－BPD 在中国精

神科临床样本中的因素结构， 并对其进行相关的信

度效度检验。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参照 Fossati 等 [8]和 Sanislow 等 [9]的相关研究 标

准，本研究样本来自以下医院的门诊和住院患者：北

京市朝阳区第三医院、石家庄的 256 医院（精神专科

医院）、石家庄心理医院、石家庄市第三医院，共 680
名 （这些患者均为排除了以 ICD-10 或 CCMD－3 诊

断标准的精神分裂症以外的其他精 神疾病类型 患

者，填写问卷时具有自主填写问卷的能力）。 实际发

放问卷 700 份， 剔除无效问卷， 收回有效问卷 680
份，回收率为 97％。 被试最低文化程度是小学，最高

文化程度是研究生。 男性 343 人，女性 336 人，性别

信息缺失 1 人，年龄 17-77 岁，平均年龄 35±13 岁。
1.2 工具

1.2.1 米氏边缘性人格障碍检测表(McLean Screen-
ing Instrument for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MSI-BPD) 由 Zanarini 等 于 2003 年 根 据 DIPD
（the Diagnositic Interview for DSM -IV Personality
Disorder） 编制并应用于临床的自评式 BPD 问卷[10]。
MSI-BPD 共 10 道题， 采用自我报告法， 每道题有

“是”和“否”两个答案，“是”计 1 分，“否”计 0 分，分

数高，则症状严重。 MSI-BPD 的 10 道题与 DSM-IV
的 9 项诊断标准相对应，其中将 DSM-IV 中 BPD 诊

断标准的前 8 条各用一条检测项目，而第九条诊断

标准，即偏执/分离，用两条检测项目。 研究表明该量

表有较好的信效度[10，11]。
1.2.2 中国人格诊断量表 梁耀坚等人所编制的用

于检测中国人群 DSM-IV 中各种人格障碍的问卷，
共 80 题。 期中包括 9 道测查 BPD 的题目[12]。
1.2.3 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本研究使用吴文

源的翻译本的抑郁分量表[13]。 由于有研究表明尽管

BPD 与抑郁的共病是非特异性的，但 BPD 患者一生

中有 80%会合并重度抑郁或心境恶劣 [14]，因此本研

究将抑郁症状作为一个效标。
1.3 统计方法

数据采集方式为个体测试。 数据的统计分析工

作主要采用 SPSS13.0 完成，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结

构方程模型统计软件 Amos7.0 完成。

2 结 果

2.1 描述性统计

表 1 显示全体被试在 MSI-BPD 各条目上得分

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最高为极度情绪不稳 0.571，最

低为不稳定的亲密关系 0.231。

表 1 MSI-BPD 各条目在临床样本中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2.2 内部一致性

使用全体样本进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检验。 结

果显示 MSI-BPD 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781。
2.3 相关结果

对 MSI-BPD 与中国人人格障碍量表（CPDI）的

BPD 分量表进行效标关联效度检验， 两者 之间的

Pearson 相关为 0.706，P<0.001。MSI-BPD 与 SCL-90
抑郁分量表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541，P<0.001。

表 2 各模型的拟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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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型之间的比较

表 4 模型在不同性别中的一致性分析

2.4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根据前人研究所得的单因素模型、 三因素和四

因素模型 [9，14]、以及修正的三因素和四因 素模型 [9，16]

共五个模型作为验证性因素分析设定的初始结构模

型。 具体为单因素模型 10 个条目。 三因素模型具体

为：因素Ⅰ扰乱的关系，因素Ⅱ行为失调，因素Ⅲ情

感失调；四因素模型具体为：因素Ⅰ情感扰乱，因素

Ⅱ认知系统紊乱，因素Ⅲ冲动行为失调，因素Ⅳ紊乱

的人际关系。 修正的三因素模型将避免被抛弃归于

扰乱的关系而非情感失调， 修正的四因素模型将空

虚感归于认知系统紊乱而非情感扰乱 [16]。 这样我们

得到五个模型：模型 1 为三因素模型，模型 2 为四因

素模型，模型 3 为修正的三因素模型，模型 4 为修正

的四因素模型，模型 5 为单因素模型。
根 据 GFI，AGFI，NFI，TLI，CFI 大 于 0.9， 并 且

RMSEA 小于 0.08 的标准， 本研究比较了 5 个模型

CFA 的各项指标，见表 2。 除了单因素模型 5 个别指

标不符合，其余各模型的模型拟合指数均符合标准，
综合各项模型拟合指数， 可以看出多因素的各个模

型对数据的拟合优于单因素模型。
为了更好的比较这四个多因素的模型， 需要比

较其阿凯克信息标准 （Akaike Information Crierion，
AIC）， 一 致性阿凯克 信息标准 （Consistent Akaike
Information Crierion，CAIC），期望交叉证实指数（ex-
pected cross-validation index，ECVI）。 其 中，AIC 和

CAIC 对模型进行评价时考虑了模型节约性，这两个

值越小，模型将越能够被接受。 ECVI 是用于评价模

型 在不同样本 间的跨样本 有效性的，ECVI 的 值 越

小，则代表该模型适用于其它样本的潜力越大[17]。 为

此 ，我 们 将 模 型 1，模 型 2，模 型 3，模 型 4 的 AIC,
CAIC，ECVI 列入表 3。综合考虑对模型的解释能力，
修正后的四因素模型（模型 4）被最终接受，因为它

有 着 和 修 正 后 的 三 因 素 模 型 近 似 的 CAIC， 并 且

ECVI 值最低， 代表它最能够被推广到其它样本，此

外， 它的其它各拟合指数也要略高于其它三个多因

素模型。
进一步检验修正后的四因素模型在不同性别中

的一致性，基线模型为不加任何限制的模型，而限制

模型指的是因子载荷在男女两个性别中被限制为等

同的模型，限制模型为基线模型的嵌套模型，如果限

制模型和基线模型没有显著性差异， 则应该接受限

制模型，因为它更为节俭。表 4 为基线模型和限制模

型的模型拟合指数。 卡方检验表明限制模型和基线

模型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Δχ2(6)=8.366，P=0.212），
因此， 修正后的四因素模型在男女两个临床样本中

具有一致性。

3 讨 论

MSI-BPD 在国外研究证实有良好的信度和效

度 [10]，北大心理学系研究小组等将其引入中国并应

用于大学生样本，初步证明了 MSI-BPD 在非临床样

本的结构效度[11]。 本研究结果表明，多因素模型的验

证因素分析拟合度指数均接近或达到理想值， 尤其

是 修 正 后 的 四 因 素 模 型 其 拟 合 度 指 数 均 在 0.9 以

上，均方差方根在 0.05 以下，对于精神科临床样本

来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模型， 并且该模型在男女临

床样本中具有一致性， 验证因素分析支持多因素模

型比单因素模型更合理， 与来自香港的研究结果类

似[15]。 初步证明了 MSI-BPD 在临床样本中与理论模

型符合，具有四因素结构。
MSI -BPD 在 临 床 样 本 的 信 度 检 验 结 果 达

0.781，显示了一个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与 Zanarini
等人的结果相近[10]， 说明该检测表稳定可靠。 MSI-
BPD 与 CPDI-BPD 之间相关较高， 表明 MSI-BPD
具有良好的汇聚效度。 MSI-BPD 与 SCL-90 抑郁分

量表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541， 可以看出 MSI-
BPD 和抑郁之间具有中等的相关程度，一方面说明

MSI-BPD 可以检测的内容与焦虑抑郁可能存在共

病，另一方面也说明与抑郁症状存在一定的区分。综

上所述，MSI-BPD 在我国精神科临床样本中有显著

的信度和效度，可为临床评估提供支持。在今后的研

究中将应用该量表对临床中诊断为 BPD 的患者进

行使用， 尤其需要进一步通过临床结构性评估的方

法检验在中国精神科临床样本 中的特异性 和敏感

性。 （致谢：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梁耀坚副教

授对本文的意见与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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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间单位，而没有像其他的测量指标一样采用不同的时间

单 位（秒、分、小 时、日、月、年）来 描 述 不 同 时 间 段 的 延 迟 折

扣。 因此，这种方法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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