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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主义、应激和抑郁的关系研究
杨丽， 王岳飞， 邓晶晶
（天津大学心理研究所，天津 300072 ）
【摘要】

目的：探究完美主义、应激和抑郁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的中文修订版、中国大学生应

激量表和 Beck 抑郁问卷对 454 名大学生集体施测，用 SPSS19.0 和 Lisrel 8.70 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在整合模型中，
差异完全中介了主要生活事件和抑郁的关系，日常生活琐事部分中介了差异和抑郁的关系。 结论：研究整合了素质 应激模型和应激生成模型，发现主要生活事件和完美主义对个体出现抑郁症状有显著影响，而日常生活琐事对抑郁
症状的迁延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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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among Perfectionism ，Stress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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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rfectionism, stress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lmost Perfect

Scale Revised Chinese Revised (APS-R-CR), China College Student Psychological Stress Scale (CCSPSS), and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 were administered to 454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SPSS19.0 and Lisrel 8.70 were used to
analyse the data. Results: In the integrated model, discrepancy fu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of major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and daily hassles part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repancy and depression.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integrates diathesis -stress model and stress generation model, and find that major life events and perfectionism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occurr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daily hassl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intena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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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和心理健康关系密切的人格特质，完美主义

发现，在大学生样本、社区样本和精神障碍样本中 ，

一直备受临床心理学家的关注。 在早期的实证研究

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是抑郁的易患因素、 维持因素

中，完美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单维的人格特质，

和使症状迁延的因素 [11-13]。

包含着对不现实的高目标的强迫性的和无休止的追

应激是由人在生活适应过程中的实际上的或认

求 。 后继的实证研究者相继提出完美主义是一种

识上的至关重要的内外环境要求所引起的一种倾向

病态的多维的人格特质

。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认

于通过多式多样的生理和心理反应而表现出来的身

识到完美主义不但具有消极成分， 还具有积极成分

心紧张状态 [14]。 在应激与抑郁的关系中，心理学家十

[1]

[4-8]

[2，3]

。 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以感觉在自己为自己设定

分关注主要生活事件和日常生活琐事对抑郁的影响

的标准和自己的实际表现之间存在差距为主要特征

[15]

[9]

，表现为总是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总是对不完美

如夫妻吵架，结婚，离婚，子女离家，亲人患病或死亡

的自我不接纳和对自己行为的过度批评性评价 ，

等 [14]。 日常生活琐事是指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可

也被称作自我批评完美主义 [8]、差异 [9] 和适应不良的

能发生的一些小事情，这些事情虽然小，但也可以造

在 意 评 价 ；而 完 美 主 义 的 积 极 成 分 以 为 自 己 的 表

成当事人精神压力 [14]。 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主要生

现设置高标准和对自己的表现有很高期待为主要特

活事件的影响 [16，17]，DeLongis 等认为日常发生的琐事

征，表现为对自己的行为或表现设置高标准，希望自

对身心健康也有显著影响， 其累加效果也应该进行

己 能 尽 力 做 到 最 好 ，也 被 称 作 个 人 标 准 完 美 主 义

测量 [18]。 许多横向和纵向研究发现主要生活事件、日

[8]

[5]

[9]

[8]

、高标准 [9]和积极追求成就 [5]。

，主要生活事件是指个人生活中发生的重要变化，

常生活琐事和抑郁三者之间存在确定的联系： 主要

既往对完美主义与抑郁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

生活事件通过日常生活琐事对抑郁产生影响 [15，19]，同

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与抑郁不相关或负相关， 完美

时对抑郁也有直接影响， 而日常生活琐事比主要生

主义的消极成分与抑郁显著正相关

活事件更易引起抑郁 [20，21]。

[7，9，10]

。 许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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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素质与应激
间的交互作用机制。

经历应激性生活事件的个体都最终会发生具有临床

目前的研究中， 同时检验素质应激模型和应激

意义的抑郁症状或抑郁症 。 研究者认为，在发生应

生 成 模 型 的 很 少 ，Eberhart 等 将 适 应 不 良 图 式 作 为

激性生活事件时有些重要的因素在决定着个体是否

个体的抑郁易感性特质， 使用同一个样本群体对两

会产生抑郁症状，即抑郁的易感性或素质 。 Meehl

个模型分别进行了检验 [35]。 在检验素质应激模型时，

将应激与素质结合在一起来解释精神分裂症的发

他们发现适应不良图式只与更高水平的应激相互作

作， 认为精神分裂症的主要原因是患者本身的精神

用，进而预测抑郁；在检验应激生成模型时，发现应

病素质与环境因素（应激）相互作用的结果 。 之后

激中介了适应不良图 式和抑郁的 关系 。 Kercher 和

Bleuler 正 式 提 出 素 质 - 应 激 (Diathesis-stress) 模 型 ，
用于解释 精神疾病的病理特征 [25]。 Monroe 和 Had-

Rapee 整合 了认知易感 性模型和应 激 生 成 模 型 ，对

jiyannak 认为，素质 - 应激模型假定个体存在有发展

知易感性因素（消极认知风格等）和第一次抑郁预测

为精神障碍的素质，并存在一个触发点，这个点的位

了应激性事件的产生， 而应激性事件又预测了第二

置及触发， 依赖于个人遭遇的应激与存在的易感性

次的抑郁 [38]。

[22]

[23]

[24]

青少年早期的抑郁症状的产生进行了检验， 发现认

素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26]。 近年来研究者从不同的研

既往基于素质 - 应激模型的研究中， 对素质与

究角度， 进一步提出了多种具体的素质 - 应激理论

应激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并不是很清楚；同时，对完

模型， 包括： 人格易感性模型、 认知易感性模型等

美主义、应激和抑郁关系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主要

。 许多学者也将完美主义作为抑郁的易感性因

考察完美主义、日常生活琐事和抑郁的关系，而主要

素引入素质 - 应激模型，探讨完美主义、应激和抑郁的

生活事件对抑郁和完美主义的影响并不清楚。 本研

关系

究引入差异这一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作为抑郁的易

[27，28]

[29，30]

。

Monroe 认为， 素质 - 应激模型重点强调了应激

感性特质， 并将应激区分为主要生活事件和日常生

是如何影响个体的， 而相对较忽视个体的素质对应

活琐事， 将第一次测量的主要生活事件引入素质应

激的影响作用 [31]。 Hammen 在一项纵向研究中发现，

激模型， 将第二次测量的日常生活琐事引入应激生

患有复发性单相抑郁的女性比患有双相心理障碍、

成模型， 拟在通过纵向研究整合素质 - 应激模型和

身体疾病或没有心理障碍的女性体验更多的应激。

应激生成模型，对完美主义、应激和抑郁之间的关系

Hammen 用 应 激 生 成 （stress generation ）来 描 述 这 一

进行检验。

发现，认为个体的特质（例如，人格）或状态（如，抑郁
情感）会导致应激的发生，而这些应激又会导致个体
抑郁的发生 [32]。 有研究者将完美主义作为一种能产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在 某 高 校 整 群 选 取 454 名 大 一 学 生 ； 其 中 男

生应激的人格特质引入应激生成模型， 结果验证了

易出现应激性事件， 这些应激性事件又转而增加了

289 人 ， 女 162 人 ，3 人 性 别 信 息 缺 失 ；422 人 为 汉
族，29 人为少数 民 族 ，3 人 民 族 信 息 缺 失 ；170 人 是
来自城市，85 人来自县镇，143 人来自农村，56 人家

他们对于抑郁和精神障碍的易感性 [35]。

庭信息缺失；平均年龄为 18.51±0.77 周岁。

应激生成模型

[33，34]

。 Eberhart 等总结应激生成模型的

特征为： 个体的某些易感性因素会使其生活中更容

从以上可以看出， 素质 - 应激模型和应激生成

1.2

工具

能解释了抑郁发生的不同阶段： 抑郁的开始可能是

1.2.1 近 乎 完 美 量 表 修 订 版 的 中 文 修 订 版 （Almost
Perfect Scale Revised Chinese Revised ，APS-R-CR ）
由杨丽等 [39]修订完成，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 本研究

由应激性事件 导致的 [36]，而个 体的一些人 格特质和

中，选用差异分量表作为非适应完美主义的指标（12

行为（如消极完美主义），也可能会产生生活应激，使

个条目，如“我最好的表现似乎从来没有达到令我满

他们目前的抑郁状况得以维持， 或将自己置于抑郁

意的程度。 ”），差异分量表的 α 系数是 0.860 。

的发作和复发的危险之中 。 考虑到素质与应激很

1.2.2

少是相互独立的， 素质与应激的交互作用是相当复

dent Psychological Stress Scale ，CCSPSS ）

杂的 ，因此，将素质 - 应激模型 与应激生 成模型整

勇和郝志红 编制的《中国 大学生心 理应激量表 》。

模型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二者都认为个体的某些素
质增加了个体产生抑郁的可能性， 这两个模型很可

[37]

[31]

中国大学生心理应激量表（China College Stu[40]

选用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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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生活事件分量表（52 个条目，如“家庭成员患重

差异与第二次的抑郁的关系， 第二次的差异完全中

病”）和日常生活琐事分量表（33 个条目，如“同学关

介了第一次的主要生活事件和第二次的抑郁间的关

系紧张”）分别测量生活事件和日常生活琐事维度的

系， 第二次的差异和第二次的琐事中介了第一次的

水平。本研究中，生活事件分量表和日常生活琐事分

事件和第二次的抑郁的关系。

量表的 α 系数分别是 0.738 和 0.729 。

1.2.3

Beck 抑郁问卷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

BDI)

由 Beck 编制，每个症状为一个类别，共 21 个

表1

完美主义、主要生活事件、日常

生活琐事和抑郁的相关分析（n=454 ）



 

类别；每个类别的描述分四级，按其所显示的症状严

 

重程度排列，从“无”到“极重”，级别赋值为 0-3 分。

  

在本研究中，Beck 抑郁问卷的 α 系数为 0.812 。

1.3

研究程序
每位参与者被要求先后参加两次测试， 测试间

隔 7 周。 第一次选用中国大学生心理应激量表，第
二次选用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的中文修订版、 中国

小礼品。 对学生采取集体施测，当场收回问卷，测试
时间 20 分钟左右。 采用 SPSS 19.0 和 Lisrel 8.70 进
行数据分析。

2.1

果

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法，对第二次的高标准、第二次































  

   

 

  

 

 





  



    

完美主义、主要生活事件、日常

表2

 

    





从表 1 可以看出，第一次的主要生活事件、第一
次的日常生活琐事和第二次的差异、第二次的抑郁、
第二次的日常生活琐事，各变量之间相关均显著。而
第二次的高标准仅和第二次的差异相关显著， 和其
他变量相关均不显著。
中介效应分析
利用 Lisrel 8.70 软件， 采 用最大似然 法（maxi-

mum likelihood ，ML） 对假想模型进行估计。 得出整
合模型 M1（见图 1 ）及其拟合指数。
M1 的 拟 合 指 数 分 别 为 ：χ2/df =1.54 ，RMSEA =
0.036 ，NNFI =0.99 ，CFI =1.00 ，IFI =1.00 ，PNFI =0.55 ，
ECVI=0.2， 表明此模型拟合良好。 检查模型中各路
径的标准化系数， 发现事件 T1 到琐事 T2 的路径、
事件 T1 到抑郁 T2 的路径无统计学意义。 删除这两





生活琐事和抑郁间关系整合模型 M1

琐事、 第二次的主要生活事件和第二次的日常生活

2.2





  

图1

的差异、第一次的主要生活事件、第一次的日常生活
琐事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

 



注：**P＜0.01 ，T1 表示第一次测试，T2 表示第二次测试，下同。

自愿参加测试，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测试后得到一份

结

 

   

 

大学生心理应激量表和 Beck 抑郁问卷。每位参加者

2



图2

M2 模型的拟合指标



   















  





主要生活事件、日常生活琐事、

完美主义和抑郁间关系整合模型 M2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 整合了素质 - 应

条路径后对 模型进行重 新拟合 ， 得到 整合模型 M2

激模型和应激生成模型， 对完美主义、 主要生活事

（见图 2）。 M2 各项拟合指数见表 2。

件、日常生活琐事和抑郁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尝试对

由表 2 中模型 M2 的拟合指数可见此模型拟合

素质应激模型的作用机制进行更详细的考察。 研究

良好， 第二次的日常生活琐事部分中介了第二次的

验 证 并 整 合 了 素 质 - 应 激 模 型 与 应 激 生 成 模 型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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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消极完美主义个体的抑郁症状维持并迁延。

活琐事正相关，与抑郁正相关，主要生活事件和日常
生活琐事正相关

[21，33]

在模型 M2 中，第一次的琐事对第二次的抑郁产
生了积极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日常生活琐事的发生

。

完美主义的素质 - 应激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应激

促使个体采用问题解决或针对情绪的应对策略，并

与完美主义交互作用，进而导致抑郁 。 在模型 M2

促使个体向外寻求社会支持。 但根据温忠麟等 [43] 的

中可以看到， 第一次的主要生活事件通过第二次的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 原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总效应

差异预测了第二次的抑郁， 这表明具有完美主义人

为中介效应路径系数的乘积与直接效应路径系数之

格特质的个体经历应激性事件时， 会让个体更容易

和，根据模型结果，我们发现日常生活琐事对抑郁的

产生或者加剧抑郁状态， 同时该结果也提示， 在素

总效应仍然为正向预测，所以，不可否认的是，在日

质 - 应激的交互作用机制中， 由应激激活完美主义

常生活琐事累积或经常发生的情况下， 其主要的影

进而引起抑郁是其中一种可能的作用方式。 既往研

响仍然是导致抑郁。

[41]

究表明，完美主义者可能使用“全或无”的思维方式，
他们将注意集中于生活事件的消极方面， 并且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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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问题时，区分排斥源是十分有必要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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