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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评价生存理由量表（RFL-C）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在 6 所高校中选

取 48 个班级共 2166 名大学生完成 RFL-C、贝克自杀意念等量表。 随机抽取 140 名学生，间隔 4 周重测 RFL-C。 结

果：①条目与总分的相关在 0.231~0.626 之间；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在 0.74~0.94 之间；重测信度在 0.65~0.87 之

间。②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RFL-C 由六因子构成，结构模型分析显示六因子模型拟合指数 RMSEA=0.04，GFI=0.92，
NNFI=0.94，IFI=0.94，CFI=0.94。 ③RFL-C 总分及 6 个因子分与贝克自杀意念量表总分呈负相关（r= -0.34~-0.10，P＜
0.05）。 除自杀恐惧因子、道德反对因子外，无自杀意念组的生存理由量表总分及其他因子分均高于曾经有自杀意念

组、曾经有自杀行为组与现有自杀意念组得分。 结论：RFL-C 在大学生群体中有良好的信度、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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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reasons for living inventory.
Methods: The sample consisted of 2166 college students completed the reasons for living inventory and BSS at the same
time, and 140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randomly to take a retest after four weeks. Results: The reasons for living
inventory had a good internal reliability (the Cronbach α coefficients ranged from 0.74-0.94), and a good test-retest relia-
bility (the Pearson r ranged from 0.65-0.87).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reasons for living inventory
and BSS (r ranged from -0.10 to -0.34, P＜0.05).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fit indexes for RMSEA,
GFI, NNFI, IFI, CFI were 0.04、0.92、0.94、0.94、0.94. Except the Fear of Suicide and Moral Objections subscale, the total
score and other subscale scores of never suicid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HSI (history of suicidal
ideation)、HP(history of parasuicide)、and SI(suicidal ideation); The total score and some subscale scores of HP were signif-
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HIS and SI. Conclusion: The reasons for living inventory is found to have good psychometrics
properties and can be used in clinical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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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 国内外对自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那

些增加个体自杀机会的消极因素上， 而对减少个体

自杀机会的积极因素的研究少见。 Frankl 和他的同

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了一个疑问： 很多进入纳

粹集中营的人不是被杀死的， 是因为经受不住非人

的折磨自杀而死的， 那么那些幸存者是怎么活下来

的呢？ 调查表明[1，2]，在极度痛苦的生存环境中，他们

凭借的是对生活和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信念坚持下来

的，比如，很多人认为生命中还有很多很有意义的事

情需要去做，还有些人认为，生命，无论是以哪种形

式呈现，都是值得尽情享受的[3]。 这些幸存者的信念

和期待是影响自杀行为的重要的中介因素。 因此，
Beck 和他的同事认为，个体的信念和绝望与个体最

终是否选择自杀或有自杀企图、 自杀意念是相关的
[4-6]。 Nueringer 认为， 具有非常固执的认知风格是自

杀个体的一个特点[7]。Linehan 和 Goodstain 基于行为

认知理论，提出了一个假设：选择自杀的个体与没有

选择自杀的个体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他们的信念系

统， 没有采取自杀行为的个体拥有一套积极的认知

信念系统， 而有自杀意念并采取了自杀行为的个体

拥有的是一套消极的认知信念系统；对生活、对未来

充满期待的积极的信念可以减轻、 缓和个体的自杀

意念、自杀企图[8]。 根据这一理论假设，Linehan 等决

心检验那些当个体面对艰难和灾难时， 决定他们继

续生存的认知因素， 他们编制了自杀评估工具—生

存理由量表 (Reasons for Living Inventory，RFL)[8]，并

展开了对各种群体的生存理由的调查研究， 获取了

一系列的研究成果［9-12］，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为自杀

预防与干预打开了新的思路。 本研究拟检验 RFL 中

文版在大学生群体应用中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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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 法

1.1 研究工具

RFL 量表（英文版）共 48 个条目，分 为 6 个维

度：生存和应对信念 (SCB) ，包括 24 个条目；家庭责

任 (RF) ，包括 7 个条目；对子女的考虑 (CRC)，包括

3 个条目 ；对自杀的恐惧 (FS)，包括 7 个条目；对社

会排斥 的 恐 惧 (FSD)， 包 括 3 个 条 目； 道 德 反 对

(MO)，包括 4 个条目。 采用 likert 六级评分，由被试

根据条目所描述的情况与自己进行比较， 并选择最

符合自己的一个描述等级，1、2、3、4、5、6 分 别表示

“一点也不重要（它不是我放弃自杀的理由）”、“不重

要”、“较不重要”、“较重要”、“相当重要”、“极其重要

（作为没有采取自杀行动的理由， 我非常相信它，它

非常重要）” 。
在征得原作者授权同意后，进行了汉化。根据我

国的文化背景，对其内容进行修改，使其表述符合我

国的文化特征，如第五条目“我认为只有上帝才有权

利结束生命”中文版改为“我认为只有上天（神佛、上

帝） 才有权利结束生命”； 另外原条目中有较多的

“自杀”词语，考虑到测试中可能会引起被试的反感，
中文版中我们将“自杀”词语用代词“那样做”、“那种

行为”代替；考虑到同伴是大学生生活、学习中非常

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 根据台湾张嘉玲修订的生存

理由量表的内容对量表的某些条目内容进行修改，
如原量表条目“自杀会严重地伤害我的家人，我不想

他们痛苦”调整为“那样做会严重地伤害我的家人和

朋友，我不想他们痛苦”[13]。 接着从某高校随机抽取

20 名大学生（男生 11 名，女生 9 名；文科生 12 名，
理科生 8 名）对条目逐条阅读和理解，考察项目表达

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对表达有歧义的项目进行了再

次修改。
中文版贝克自杀意念量 表 (Beck scale for sui-

cide ideation，BSS)[14]共 21 个条目，前 19 个条目评估

被试自杀意念、自杀态度和自杀计划的严重程度，按

0-2 计分；后 2 个条目不进入分值比较。 各组条目均

调查近 1 周（包括今天）的情况。根据第 4 条目“主动

尝试自杀的愿望程度”和第 5 个条目“希望外力结束

自己生命的程度”的回答来判断有无自杀意念，如果

其中任何一个回答“弱”或“中等到强烈”则视为现有

自杀意念，并继续询问后面问题：如果两个问题都回

答“没有”则视为现无自杀意念，此量表后边条目不

再继续询问。 量表的得分越高，自杀意图越强。
自编补充信息条目，根据研究目的，并参考原作

者基本信息问卷中的条目 [8]， 本研究自编了 2 个条

目，“你曾经是否有想伤害自己或自杀的想法”、“你

曾经是否有过伤害自己或自杀的行为” 来判断被试

曾经是否有自杀意念、自杀行为。
1.2 施测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湖南省按照重点本科

院校、一批本科院校、二批本科院校的等级分别在各

等级高校中随机抽取 2 所， 在随机抽取的高校中随

机抽取 2 个文科专业、2 个理科专业， 以班为单位，
在其两个专业的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学生中分别

随机抽取 1 个班级， 共 2680 名大学生样本参加测

查。 以班为单位利用班会集体测试，完成 RFL—C、
中文版贝克自杀意念量表和自编补充信息条目和被

试基本信息的填写， 最后收取的有效问卷是 2166
份，其中男生 859 人，女生 1306 人；理科生 935 名，
文科生 1231 名；一年级 668 人、二年级 697 人、三年

级 500 人、四年级 301 人。在 2166 名学生中，随机抽

取 140 名，间隔 4 周重测 RFL-C。
将所有被试编号后， 按照奇偶数分成两个数据

库， 随机确定一个数据库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另

一个数据库对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进行验证性因

素分析。 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的被试 1083 名，用于

做验证性因素分析的被试 1083 名。
所有有效的 2166 名被试的数据用于项目分析、

信度检验、校标效度和区分效度分析。
1.3 数据分析

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 Lisrel8.51，其余各项分析

采用 SPSS15.0 完成。

2 结 果

2.1 条目分析

对所有 48 个条目的描述统计发现， 条目均分

在 2.37～5.35 之间， 标准差在 0.858～1.701 之间，48
个条目与总分的相关在 0.231~0.626 之间， 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01）。
2.2 信度分析

RFL -C 总 量 表 的 Cronbach α 系 数 为 0.94，
SCB、RFF、CRC、FS、FSD、MO 6 个 维 度 的 α 系 数 分

别为 0.94，0.82，0.87，0.79，0.74，0.74；RFL-C 总量表

的重测信度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75，6 个维度的相

关系数分别为 0.65，0.71，0.73，0.81，0.72，0.87。
2.3 效度分析

2.3．1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RFL-C 的 KMO 系 数 为

0.927，Bartlett 检 验 系 数 为 31021.62 (df=112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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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表明存在共同的因子，适合做因素分析。 48
个条目经主成分分析和方差最大旋转， 共抽取 6 个

特征根大于 1 的公因子， 累计贡献率为 57.782% ，
与 RFL 英文版对照，六个维度所包含的条目与原英

文版量表具有一致性。 见表 1。
2.3．2 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的

1083 名被试的 RFL 中文版测试结果用 Lisrel8.51 进

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 RFL-C 六因子模型的拟

合程度，各项主要指标值见表 2。
2.3．3 校 标 效 度 RFL-C 总 分 及 SCB、CRC、RF、
FS、FSD、MO 6 个 维 度 分 与 BSS 总 分 均 呈 负 相 关

(r =-0.34，-0.34，-0.12、-0.32、-0.14， -0.18，-0.11；
均 P＜0.001）。
2.3．4 区分效度 根据 “你曾经是否有想伤害自己

或自杀的想法”、“你曾经是否有过伤害自己或自杀

的行为” 将曾有自杀行为的被试和曾有自杀意念的

被试筛选出来， 用 BSS 筛查出现有自杀意念组，结

合增补的 2 各个条目和 BSS 筛查出从无自 杀意念

组。对 4 组的 RFL-C 得分进行方差分析及两两比较

分析，发现除自杀恐惧因子、道德反对因子外，无自

杀意念组的其他因子分均高于其他组， 曾有自杀行

为组除自杀恐惧因子、对社会排斥的恐惧因子、道德

反对因子外，其他因子分均低于其他组。从无自杀意

念组的 RFL-C 总分高于其他组，曾有自杀行为组的

RFL-C 总分低于其他组。 见表 3。

表 1 RFL—C48 个条目的完全标准化载荷

表 2 RFL—C 六因子结构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指标值

��� ��� ��� ������ ���� 		��� ���� 
��� �����
������ �������� ����� ����� ����� ����� ����� ����� �����

 

表 3 有无自杀意念、自杀行为组生存理由自评量表评分比较（x±s）

注：a:P＜0.05，b:P＜0.01，c:P＜0.001

3 讨 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生存理由量表中文版的

条目与总分的相关在 0.23~0.63 之间。 总分及六个

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 数 在 0.74-0.94 之 间，这

与国外相关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8，9]；重测信度系数

在 0.65-0.87 之间， 与 Osman 及其同事的研究结果

有一点差异 [9]，但其指标依然在统计学可以接受 的

范围之内， 说明该量表的稳定性良好。 信度研究结

果提示， 本问卷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信度是可接

受的。

国外文献表明， 英文版生存理由量表在大学生

群体中具有非常理想的结构效度 [15-17]。 本研究在文

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依据我国文化和大学

生的实际情况，对生存理由量表进行了补充和调整，
经过对 1083 名大学生数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
量表包含了六个一阶因素，这与原量表的结构一致。
这一结果也 与 Osman 等人、Innamorati 等人 在美国

大学生群体、 意大利大学生群体中的探索性因子分

析结果一致[17，18]。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拟合指

标良好。 本研究结果与英文版生存理由量表的结构

效度一致， 也与台湾张嘉玲在台湾群体中的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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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致[13]。
RFL-C 除生存与应对、家庭责任、对子女的考

虑和反道德因子与 Beck 量表总分显著负相关外，其

总分和自杀恐惧、社会排斥恐惧也与 Beck 自杀意念

量表总分呈显著负相关，这可能与中国人的自尊、面

子、群体归属感有联系，有待进一步的证实。 生存理

由量表可以用来区别自杀意念、 自杀未遂和非自杀

者 [10]，本文的 研究也 证 实 了 这 一 点，除 自 杀 恐 惧 因

子、道德反对因子外，无自杀意念组的其他因子分均

显著高于曾有自杀意念、曾有自杀行为、现有自杀意

念组，曾有自杀行为组除自杀恐惧因子、对子女的考

虑因子、对社会排斥的恐惧因子、道德反对因子外，

其他因子分显著低于其他三组。 无自杀意念组的生

存理由量表总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组， 曾有自杀行为

组的生存理由量表总分显著低于其他三组。 这些结

果提示生存理由量表中文版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和校

标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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