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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压力、乐观和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方法：采用横向研究法，对我国 5948 名城市居民进行

具体生活领域满意度问卷、生活取向量表、社会支持问卷和中国心理健康量表（成人版）测查。 结果：①客观压力在性

别、年龄与教育程度上均差异显著；个人收入主观压力在年龄和教育程度上差异显著；健康状况主观压力在年龄上

差异显著；②客观与主观压力对心理健康均产生显著负性影响；③乐观与个人收入主观压力交互作用显著。 结论：个

人收入与健康状况的客观与主观压力、乐观与社会支持均是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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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f stress, optimism,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in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research was designed that 5948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were asked to fill
out the questionnaires of Stress, Life Orientation Test,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Results: ①Gender, age and ed-
ucation differences of objective stress of individual income and physical health were significant; age and education differ-
ences of subjective stress of individual income were significant; age differences of subjective stress of physical health were
significant. ②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tres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mental health negatively. ③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ubjective stress of personal income and optimism was significant. Conclusio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tress, optimism
and social support ar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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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是影响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是引

起焦虑症、抑郁症、PTSD、强迫性思维以及其他心理

疾病的原因。 不同种类的压力， 对心理健康产生的

影响也不尽相同。 Lazarus 和 Kanner 研究发现，慢性

压力比起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更高， 对心

理健康的预测力更强。 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

与两类因素有关。 一 类 是 个 体 内 在 因 素 ，如人格变

量[1]。 作为一种稳定、积极的人格特质，乐观人格倾

向是指个体对将来事物(如:生活、学习和工作等)的
发展的一种普遍的积极预期[2]。 在压力情境下，乐观

是调节心理健康的一种重要的内在资源[3，4]。 另一类

是外在的社会或情境因素。 作为中外学者最为关注

的情境因素之一， 社会支持指的是他人提供的一种

资源[1]，这种资源使个体相信：他是被爱、被关心、被

尊重的， 他是彼此联系且相互帮助的社会网络中的

一员[5]。 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压力有显著调节作

用[6]，可以预测更低的压力感[7]， 是个体 减 轻 压 力 负

性影响的有效手段[8]。 作为潜在的社会心理资源，乐

观人格倾向和社会支持能缓解和对抗压力和抑郁[9]。
本研究欲考察我国城市居民的压力、乐观、社会

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其中压力选取日常生活中

对心理健康影响较大、 出现频度最高的慢性压力作

为考察内容。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两种：①关系到基

本生存的内在生物因素-健康状况压力， ②关系到

立足与发展的外在社会因素-个人收入压力。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样本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07 年国民

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数据库[10]。 包括 18-55 岁成人共

5948 人，平均年龄 34.83±9.84 岁。 其中，男性 2820
人， 女性 3077 人；18-34 岁 2922 人，35-55 岁 3026
人；大学以下教育程度 2688 人，大学以上教育程度

3191 人。
1.2 工具

1.2.1 主观压力 采用自编具体生活领域满意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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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条目：“自己的收入”与“自己的身体健康”。 1-7
七级评分，1 （很糟糕）、2 （很不满意）、3 （比较不满

意）、4（很难讲是否满意）、5（基本满意）、6（满意）与

7（非常满意）。 “个人收入主观压力”与“健康状况主

观压力”采用 0 和 1 记分方式，5-7 分记为 0（无压

力）；1-4 分记为 1（有压力）。
1.2.2 客观压力 该问卷为自编背景信息。 根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2007 年全国城镇人口人均收入水平

为 14908.6 元，人均月收入水平接近 1000 元。 “个人

收入客观压力”，以 1000 元划界，1000 元以下为“有

压力”，1000 元以上为 “无压力”；“健康状况客观压

力”，其中“健康”为“无压力”，“疾病”为“有压力”。
1.2.3 生活取向量表（Life Orientation Test Revised，
LOT-R） LOT-R 共 10 题， 其中有 4 题为不计分

的干扰项。 使用 0-4 五级评分。 分数越高，代表越乐

观；分数越低，代表越悲观。
1.2.4 社会支持问卷 该问卷为肖水源编制的 《社

会支持评定量表》的修订版。 共 10 项，分数越高，代

表社会支持越好。

1.2.5 中国心理健康量表 中国心理健康量表 （成

人 版）（Chinese Mental Health Inventory-Adult Ver-
sion，CMHI）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编制。 共 120
题，采用 4 级评分，包含五个维度：情绪、自我、人际、

认知、适应。 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1.2.6 统计方法 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

2 结 果

2.1 压力的基本情况

2.1.1 四种压力卡方检验 采用卡方检验， 考察样

本的个人收入主观与客观压力、 健康状况主观与客

观压力在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检验结果

见表 1。
2.1.2 心理健康指数 t 检验 采用 t 检验，分析有压

力和无压力个体的心理健康指数是否存在显著性差

异。 检验结果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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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种压力的卡方检验

表 2 心理健康指数 t 检验

2.2 主观压力与客观压力回归分析

采用分层回归： 以心理健康指数为因变量(Y)，
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方程

第一层，将客观压力与乐观、社会支持分别放入回归

方程第二层；压力分别和乐观、社会支持的两两交互

作用放入回归方程第三层。结果见表 3。采用分层回

归：以心理健康指数为因变量(Y)，将性别、年龄、教

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第一层，将主观

压力与乐观、社会支持分别放入回归方程第二层；压

力分别和乐观、 社会支持的两两交互作用放入回归

方程第三层。 结果见表 4。

表 3 客观压力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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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观压力回归分析

3 讨 论

本研究卡方分析结果表明， 个人收入客观压力

女性显著高于男性， 这与我国城市性别收入差异现

状相一致[11]。 国外的研究也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可能

就职于低薪水的工作，即使在类似的工作岗位上，与

女性相比，男性的工作年限更长、在工作岗位上干到

更大年龄，而且比女性挣的钱更多[12]。 本研究结果表

明，个人收入主观压力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研究认

为可能是由于社会文化中性别角色定位差异逐渐缩

小与模糊、双职工的家庭结构等,导致两性的主观压

力趋于一致。
本研究结果发现， 健康状况客观压力男性显著

高于女性。 以往调查研究发现，相对于女性，男性更

多地抽烟、喝酒和体重超重，拥有更多的不良的生活

方式和更少的求医行为， 导致男性总体上更高的发

病率[13]，而且男性比女性罹患更多威胁生命的疾病[14]。

健康状况客观压力大学以下人群显著高于大学以上

人群，可能是由于教育程度、工作性质、种类和工作

环境不同造成。

本研究结果表明， 个人收入和健康状况对心理

健康都产生显著影响，这与 Easterlin 的“幸福悖论”
的“忽略变量”理论解释相一致，即人们的幸福感不

仅与收入有关， 也与健康这样的非经济因素显著相

关。 我国有关研究表明， 个人收入压力是造成心理

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15]。 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

转型阶段，健康危险性压力较高，心理健康 水 平 偏

低[16]；贫富差距增大，社会比较导致普通收入人群更

低的收入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 [17]。 以往调查研究表

明， 未患慢性疾病者比患慢性疾病者报告有显著的

生活满意度[18]。 有研究指出，担心生病（Illness Wor-
ry）是导致心理痛苦水平提高的独立因素 [19]，给心理

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个体乐观水平越高，心理健康

水平越高。 乐观是心理健康的重要预测变量。 以往

研究也表明，乐观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对生

活满意度有显著预测作用 [3]。 乐观者比悲观者有更

少的敌意、孤独感和抑郁。 有研究表明，乐观与抑郁

呈显著负相关[20]，可以显著预测抑郁的变化。 乐观对

心理痛苦有显著、直接的影响，悲观的个体心理健康

水平更低。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在积累的生活压力

下，乐观者比悲观者可能感到更多的痛苦 [21] 。 本研

究结果表明， 乐观在个人收入主观压力对心理健康

的影响上存在较弱的交互作用。比起悲观的人，乐观

的人个人收入主观压力增大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
本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心理健康

水平越高。由于调查研究的方向与方法有限，研究人

群为健康人群， 患病人数少。 数据统计处理结果表

明， 社会支持在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上交互作用

不显著。这部分研究，需要在以后的调查研究中进一

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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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儿童时期更多地被责骂和殴打，受到更多惩罚，并

且在情感上受到创伤，他们在家庭中被忽视，感受不

到温暖和关爱。作为婴儿和其主要照顾者（主要是母

亲）之间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关系，依恋的形式取

决于与婴儿有关的母亲的行为。婴儿的不安全依恋，
可能对其人格的不正常发展以及人格障碍的形成产

生影响。 而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在依恋方面，BPD 阳

性被试相较于阴性组被试在幼儿时期更多地被父母

嫌弃和拒绝，与父母之间存在更多不良的关系互动，
并表现出对父母更多的愤怒， 对父母的影响有更多

的消极评价。
本研究还表明，BPD 与 PBI、CTQ 各因子间均存

在显著的相关，与 AAQ 除父亲角色倒置因子外的其

他因子也存在显著的相关。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情感

虐待、对母亲愤怒、母亲角色倒置、父亲控制对 BPD
有显著预测作用，其中情感虐待对 BPD 倾向具有最

强的预测作用。 这进一步表明， 幼年时遭受情感虐

待的个体会表现出低的自尊和自信， 对自身的总体

评价消极，导致个体自我价值感的贬低；而不良的父

母教养行为和不安全依恋可能是边缘型人格障碍形

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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