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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引进强迫量表修订版(OCI-R)并检验其信效度。 方法：采用经双盲翻译的严格程序获得的中文版 OCI-
R 对 2100 名大学生进行测试，收回有效问卷 1937 份。 4 周后随机抽取 229 名大学生进行重测。 结果：①验证性因素

分析表明中文版 OCI-R 符合原六因素模型(χ2/df=7.368，CFI=0.939，TLI=0.923，RMSEA=0.057，RMR=0.038)；②OCI-R
总量表的 Cronabach α 系数为 0.895，各分量表的 α 系数在 0.593~0.826 之间；4 周间隔的重测信度在 0.309~0.644 之

间；③OCI-R 总分与强迫症状、抑郁和焦虑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557、0.426 和 0.456（均 P<0.01）。 结论：中文版 OCI-R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在中国文化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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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troduce Obsessive-compulsive Inventory-revised (OCI-R), and examine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Totally 2100 college stude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battery of struc-
tured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OCI-R, Padua Inventory (PI), Zung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and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Result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ver-
sion of OCI-R confirmed the six-factor model (χ2/df=7.368, CFI=0.939, TLI=0.923, RMSEA=0.057, RMR=0.038). The in-
ternal consistencies of the OCI-R and its subscales were 0.593 to 0.895.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ies (4 weeks interval)
were between 0.309 and 0.644. For the total score of OCI-R,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0.557 to obsessive-compul-
sive symptoms, 0.426 to depression, and 0.456 to anxiety respectively(Ps<0.01). Conclusion: Chinese Version of OCI-R is
a reliable and valid instrument for assessing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in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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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是

以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为主要特征的焦虑障碍，患

者有反复和持续的，闯入性的和不适宜的想法、冲动

或图像，在此过程中有时会有明显的焦虑和痛苦 [1]。
历年来， 研究者们发展出了许多自陈量表来测量这

些强迫症状 [2]。 Foe 等人在 1998 年编制的强迫量表

(Obsessive-Compulsive Inventory，OCI)是一个包含 42
个项目 7 个分量表的自陈问卷[3]。 OCI 在诊断筛查、
描绘症状和 确 定 严 重 程 度 方面都是有效的测量工

具[3]， 其可靠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在美国的临床 [3]和非

临床样本[3-5]中都得到了验证。
但在随后的使用过程中，研究者们发现 OCI 存

在以下问题[6]：①OCI 中出现频率量表和不适程度量

表的高度相关（>0.90），说明两个量表存在冗余；②
OCI 各分量表所包含的项目数不同， 只能通过各分

量表的平均分来比较症状的严重程度， 这给临床医

生的工作带来了不便。 因此，Foe 等人在原量表的基

础上发展出了一个更为简短的版本， 即强迫量表修

订版（Obsessive-Compulsive Inventory-Revised，OCI-
R）。 OCI-R 删除了出现频率量表，包含 18 个项目 6
个分量表清洗（Washing）、检查（Checking）、排序（Or-
dering）、强迫观念（Obsessing）、囤积（Hoarding）和精

神中和（Mental Neutralizing），每个分量表均含 3 个

项目，使用时比 OCI 更为方便简洁[6]。 OCI-R 具有良

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 [6]，并在很多国家的临床 [6-11]和

非临床样本[6，10-15]中都得到了验证。
目前国内还缺乏简短的强迫症状评估工具，本

研究将引进强迫量表修订版， 并考察其在中国大学

生中应用的信度、效度及因素结构。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山东省某 高校按方便 取样的原则 发放问卷

2100 份，收回问卷 1983 份，回收率为 94.43%。 对收

回的问卷进行处理，删除缺失较多（>20%）及规律作

答的问卷 46 份，最后剩余 1937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

效率为 97.68%。 其中男 710 人，女 1227 人，平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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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为 20.57±1.17 岁。
4 周后， 对其中的 229 人进行 OCI-R 的重测。

重 测 样 本 中， 男 83 人， 女 146 人， 平 均 年 龄 为

20.36±0.70 岁。
1.2 程序

1.2.1 双盲翻译 首先由一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独

立地将 OCI-R 英文版翻译为中文，完成后由一名中

国的临床心理学教授校正并提出修改意见； 然后再

由另一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独立地将中文版翻译为

英文， 完成后由一名美国的临床心理学教授校正并

提出修改意见； 最后由两名教授共同确定最终中文

版。 翻译后的量表保留了原量表的所有 18 个项目。
1.2.2 正式施测 首先联系各班级辅导员， 确认其

所在班级共同上课时间。 由 2 名研究生在课堂上派

发问卷，施测前让被试阅读指导语，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 另外，每个被试都将获得一个唯一的编号，重测

时再次填写。 被试填答完毕后当场收回。
1.3 工具

1.3.1 强迫量表修订版（Obsessive-Compulsive In-
ventory-Revised，OCI-R） 包括 18 个项目， 采用

0~4 的 5 点计分，0 代表“一点也不痛苦”，4 代表“极

度痛苦”，分数越高表明体验到的痛苦程度越高。

1.3.2 帕多瓦量表 （Padua Inventory，PI） 包含 60
个项目， 采用 0~4 的 5 点计分，0 代表没有，4 代表

极重，分越高表明强迫症症状越重。钟杰等人修订的

PI 中文版具有与国外类似的四因素结构， 分别为：

污染/清洗、检查、思维失控与怀疑感、受驱使与行为

失控感，具备合格的信度[16]。

1.3.3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 包括 20 个项目，
采用 1~4 的 4 点计分，1 为偶尔或无 （少于 1 天），4
为多数时间或持续（5-7 天），分数越高表明抑郁症

状越严重。 章婕等人已为该量表的中文版建立了全

国城市常模，信效度指标良好[17]。

1.3.4 Zung 焦虑自评量表（Zung Self-Rating Anxi-
ety Scale，SAS） 包括 20 个项目， 采用 A~D 的 4 点

计分，A 为没有或很少时间，D 为绝大部分或全部时

间，分数越高表明焦虑程度越高。陶明和高静芳曾对

该量表中文版进行修订，信度和效度均佳[18]。

1.4 统计方法

量表结果使用 SPSS16.0 进行描述性分析、t 检

验和 Pearson 相关分析， 使用 Mplus 进行验证性因

素分析。

2 结 果

2.1 结构效度

对 Foa 等人编制量表时提出的六因素模型进行

验证性因素分析， 模型拟合指数为 χ2=884.178，df=
120，P <0.0001，χ2/df =7.368，CFI =0.939，TLI =0.923，
RMSEA=0.057，RMR=0.038。
2.2 各分量表间相关

各分量表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见表 1。 中文

版 OCI-R 总分与各分量表之间呈中度到高度相关

（0.690~0.793）， 各 分 量 表 之 间 呈 低 度 到 中 度 相 关

（0.351~0.638）。

表 1 中文版 OCI-R 各分量表间 Pearson 相关

注：* 所有 P<0.01。

表 2 男女大学生在中文版 OCI-R 中具体得分比较

注：*P<0.05，**P<0.01

2.3 描述性统计、内部一致性和性别差异

中 文 版 OCI-R 总 量 表 的 平 均 得 分 为 10.10±
9.12。 各分量表得分情况如下： 清洗分量表 1.24±
1.81，检查分量表 1.25±2.89，排序分量表 1.61±1.94，
强迫观念分量表 3.31±2.95，囤积分量表 1.80±1.81，
精神中和分量表 0.90±1.62。

中 文 版 OCI-R 总 量 表 的 Cronabach α 系 数 为

0.895， 各分量表的 Cronabach α 系数分别为： 清洗

0.658、检查 0.756、排序 0.738、强迫观念 0.826、囤积

0.593 和精神中和 0.657。
除强迫观念量表外， 男生在总量表和其他分量

表上的得分都显著高于女生。 见表 2。
2.4 重测信度

中文版 OCI-R 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629，各

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清洗 0.460， 强迫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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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8，囤积 0.559，排序 0.644，检查 0.447，精神中和

0.309。
2.5 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为考察中文版 OCI-R 的聚合效度，对量表总分

及各分量表得分与 PI 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 见表

3。 中文版 OCI-R 中的清洗、检查、强迫观念分量表

与 PI 中污染/清洗、检查、思维失控与怀疑感分量表

的相关（分别为 0.447、0.436 和 0.481），均高于其他

未对应分量表之间的相关。
为考察中文版 OCI-R 的区分效度，对量表总分

及各分量 表得分与 CES-D 及 SAS 进行 Pearson 相

关分析，见表 4。 中文版 OCI-R 总分及各分量表得

分与 CES-D、SAS 得分呈低度到中度相关 （0.244~
0.456）。

表 3 中文版 OCI-R 的聚合效度

注：* 所有 P<0.01，下同。

表 4 中文版 OCI-R 的区分效度

3 讨 论

验证性因素 分析结果显 示， 本研究的 数据对

Foe 等人提出的六因素模型拟合良好， 说明 OCI-R
的六因素结构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稳定

的六因素结构也说明强迫症复杂的临床表现可以总

结为几个一致稳定的症状维度， 这些维度与正常的

强迫现象是连续的。 各分量表间低度到中度的相关

说明各分量表虽然相互关联，但不存在冗余的情况，

可以认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中文版 OCI-R 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较高，说明其具有良好的同质性信度。虽然中

文版 OCI-R 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低于 Foe
等人的研究， 但 Foe 等人编制问卷时的重测时间间

隔只有 1 周，而本研究的重测时间间隔为 4 周，故稍

低的重测信度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可以认为该量表

具有良好的信度。
中文版 OCI-R 总分与 PI 总分的较高相关，在

清洗、检查和强迫观念分量表上与 PI 中相应分量表

的较高相关，都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而

囤积和精神中和分量表与 PI 的低相关，正是由于 PI
中并未包含这两项症状。

中文版 OCI-R 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与 CES-D、
SAS 得分呈低度到中度相关， 说明该量表具有可接

受的区分效度。 其中，中文版 OCI-R 总分与焦虑的

相关是最高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在《精神障碍诊断

与统计手册》第四版修订版中，强迫症正是焦虑障碍

的一种类型 [1]。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而强迫观念分

量表得分与抑郁的相关也较高， 这可能是由于二者

都与沉思（rumination）相关：近年来，研究者们都将

沉 思 置 于 抑 郁 症 认 知、 元认知和生理三方面的中

心 [19]；也有研究发现沉思与强迫观念之间存在特定

关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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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作用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其中，以 B 类留守环

境影响作用较大。 留守环境对非独生子女心理健康

状况的影响未达显著性水平。
本研究结果一方面证实了父或母外出后， 由于

缺乏亲子交流沟通，缺少兄弟姐妹陪伴，独生子女的

心理健康状况受到影响。在本研究中，B 类留守儿童

内，父亲外出者占 92.3%，即多数都是由母亲承担在

家照顾、教育子女的角色。 有研究表明，母亲在初中

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12]，
而且母亲的肯定与支持对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有

显著的预测作用[13]；相比于 A 类留守独生子女，B 类

留守者得到母亲的支持会更多， 那么， 从理论角度

讲， 父母双方外出对独生子女的影响会更大。 但本

研究中显示父或母一方外出对独生子女影响较大。
这其中的可能原因是，由于父亲外出务工，留守母亲

一方面承担了照顾上老下小的责任，家务负担增加，
又因分居状态，缺少情感交流，情感满足减少，还要

担心外出丈夫的感情背叛等，致使其压力增加，安全

感降低，出现诸如孤单、烦躁、压抑、焦虑等负性情

绪，而这些负性情绪又会牵及子女，影响与子女的正

性情感交流，进而影响到子女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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