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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在考虑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对消极成分与抑郁间关系调节效应的情况下，探讨自尊在完美主义的消

极成分与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方法：采用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的中文修订版、自尊量表和 Beck 抑郁问卷对 488 名大

学生进行集体施测，用 SPSS 12.0 和 Lisrel 8.70 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在整合模型中高标准调节了差异和抑郁间的关

系，自尊部分中介了差异和抑郁间的关系。 结论：在控制了高标准对差异和抑郁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的情况下，自尊仍

然部分中介差异和抑郁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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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consider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positive component of perfectionism on the relation鄄
ship between the negative component of perfectionism and depression ,we explor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be鄄
tween the negative component of perfectionism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lmost Perfectionism Scale Revised Chinese Re鄄
vised(APS-R-CR), The Self-Esteem Scale（SES） and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 were administered to 488 under鄄
graduate students, and SPSS 12.0 and Lisrel 8.70 were used to analyse the data. Results: In the integrated model, high
standards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repancy and depression. Conclusion: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high standard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repancy and depression, self-esteem still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repancy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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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和心理健康关系密切的人格特质， 完美主

义一直备受临床心理学家的关注。 在早期的实证研

究中， 完美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单维的人格特

质， 包含着对不现实的高目标的强迫性的和无休止

的追求[1]。 后继的实证研究者相继提出完美主义是

一种病态的多维的人格特质，包括错误在意度、个人

标准、行为迟疑度、父母期望、父母批评、指向自我完

美主义、指向他人完美主义、指向社会完美主义等多

个维度 [2，3]。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完美主义

人格特质的积极方面 [4]，认为完美主义 不但具有消

极成分，还具有积极成分 [5]。 对几个常用的多维完

美主义量表的维度进行高阶因素分析也发现完美主

义可以被区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高阶因子[6-8]。 完美

主义的积极成分以为自己的表现设置高标准， 对自

己的表现有很高期待为主要特征， 也被称作个人标

准完美主义 [9]、高标准[10]、积极追求完美 [11]、积极完美

主义 [12]和积极追求成就 [6]，与自信、自我效能感和正

性情绪等适应良好的心理指标正相关[6，10，11]。 完美主

义的消极成分以总是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 总是对

不完美的自我不接纳和对自己行为的过度批评性评

价为主要特征，也 被 称 作 自 我 批 评完美主义 [9]，差

异 [10]、对不完美的消极反应 [11]、消极完美主义 [12]和适

应不良的在意评价 [6]，与抑郁、焦虑和负性情绪等适

应不良的心理指标正相关[6，10，11]。
在考察完美主义与抑郁的关系时发现， 完美主

义的积极成分与抑郁不相关或负相关 [10，11，13-15]，完美

主义的消极成分与抑郁显著正相关[10，11，13-15]。 自尊是

个体对自我的总体评价，包括自我价值、重要性和能

力等方面 [16]。 国内外对完美主义和自尊关系的研究

结果一致表明：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与自尊正相关，
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与自尊负相关 [13-15]。 对自尊和

抑郁的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自尊与抑郁负相关 [13]。
Robert 等将自尊看 成是应激后 抑郁发生的 易 感 素

质， 他们指出不稳定的低自尊者更易表现出应激性

抑郁反应[17]。
在上述关于完美主义、 自尊和抑郁三者间的相

关研究中， 我们可以看出这三个变量中任意两个间

都存在相关， 那么三者整体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Blankstein 等指出， 从概念、 临床和实证的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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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自尊都是完美主义和心理痛苦间的一个符合逻

辑的中介变量[18]。 自尊是完美主义和抑郁间的一个

中介变量的假设也得到了一系列实证研究的支持。
Preusser 等人用 Hewit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HMPS)来
测量完美主义的研究发现： 自尊在社会决定完美主

义和抑郁间的中介模型在男、女被试中都成立，而自

尊在指向自我完美主义和抑郁间的中介模型只在女

性被试中成立 [19]。 Kenneth 等以近乎完美量表(APS)
和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FMPS)来测量适应良好

完美主义与适应不良完美主义的研究表明： 在大学

生中， 自尊部分中介了适应不良完美主义和抑郁间

的关系， 适应良好完美主义和抑郁间则没有直接相

关或通过自尊间接相关[13]。 张秀阁等以初中生为被

试，以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APS-R）的中文修订版

为工具测量完美主义的研究表明： 自尊部分中介了

适应不良完美主义和抑郁的关系， 对适应良好完美

主义与抑郁的关系没有中介作用[14]。
近几年， 研究者陆续发现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

可以作为调节变量影响完美主义消极成分与心理健

康指标的关系[12，20]。 Bergman 等的研究发现高积极完

美主义也具有消极的心理功能， 且高积极的完美主

义可以增强消极完美主义对心理指标的影响 [12]。 与

Bergman 等的结果一致， 杨宏飞和沈模卫的研究发

现积极完美主义对消极完美主义和心理健康的关系

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主要表现为高积极完美主义

条件下消极完美主义与心理健康（包括抑郁、焦虑两

个消极指标和自尊、生活满意度两个积极指标）之间

的联系更为密切， 说明高积极完美主义增强了消极

完美主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而低积极完美主义则

相反，能缓冲消极完美主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20]。
既往对自尊在完美主义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的

研究将完美主义的两个成分割裂开来， 只探讨了自

尊在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没

有考虑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对自尊在完美主义的消

极成分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的影响。 本研究拟在控

制了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对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和

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的情况下， 探讨自尊在完美主

义的消极成分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进而呈现一个

更加全面的完美主义、自尊和抑郁的中介关系模型。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整群抽取 488 名大学生，其中男生 307 名，女生

173 名，8 人性别不详。 年龄从 16 到 23 周岁 （M=

18.74，SD=0.943）。 444 人是汉族，36 人是少数民族，
8 人民族不详。年级分布为一年级 425 人，二年级 46
人，三年级 9 人,8 人年级不详。
1.2 研究工具

1.2.1 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的中文修订版 近乎完

美量表修订版的中文修订版 （Almost Perfectionism
Scale Revised Chinese Revised，APS-R-CR） 由杨丽

等[21]修订完成，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 本研究中，采

用高标准分量表测量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 采用差

异分量表测量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
1.2.2 自尊量表 由 10 个条目组成，受试者直接报

告这些描述是否符合他们自己。分值越高，自尊水平

越高。
1.2.3 Beck 抑郁问卷 共 21 个条目， 总分范围为

0-63 分。
1.3 研究程序

所有的问卷按照不同的顺序随机排列。 每位参

加者自愿参加测试，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测试后得到

一份小礼品。 对学生采取集体施测，当场收回问卷，
测试时间 20 分钟左右。问卷收回后采用人工录入的

方法整理数据， 并用 SPSS 12.0 和 Lisrel 8.70 进行

数据分析。

2 结 果

2.1 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法，对完美主义、自尊和抑郁进

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完美主义、自尊和抑郁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n=488）

注：*P＜0.05，**P＜0.01

２.2 未控制高标准的调节作用的情况下，自尊在差

异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为了验证既往自尊在完美主义和抑郁间关系的

中介效应的结果， 并方便对是否控制了高标准的调

节作用下自尊在完美主义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进行

比较，本研究首先在不考虑高标准对差异和自尊、抑

郁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的情况下， 直接检验自尊在差

异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针对自尊在差异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设

定了理论上可以接受的 2 个相互竞争的模型：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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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模型，从差异到抑郁的路径被估计；完全中介模

型， 从 差 异 到 抑 郁 的 路 径 参 数 被 设 定 为 0。 利 用

Lisrel8.70 软 件，采 用 最 大 似 然 法（maximum likeli鄄
hood，ML）进行模型估计。 完全中介模型和部分中介

模型的拟合指数见表 2。
对比完全中 介模型和部 分中介模型 的拟合指

数，可以看到部分中介模型拟合指数整体优于完全

中介模型，故选取部分中介模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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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

-0.60** -0.40**

差异 0.29** 抑郁

图 1 自尊在差异和抑郁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

２.3 考虑了高标准的调节作用的情况下，自尊在差

异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根据温忠麟提到的有中介的调节和有调节的中

介的混合模型的结构方 程模型处理 方法 [22，23]，首先

建构出如图 2 所示的假想的结构模型， 然后将有关

变量做中心化变换， 利用 Lisrel 8.70 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得出整合模型 M1 及其拟合指数。
M1 的 拟 合 指 数 分 别 为 χ2/df =3.42、RMSEA=

0.070、NNFI =0.94、CFI =0.95、IFI =0.95、PNFI =0.75、
ECVI=0.83，表明此模型拟合良好。 检查模型中各条

路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发现差异×高标准→自尊、
高标准→抑郁这两条路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无统计

学意义，删除这两条路径进行重新拟合，得到如图 3
所示的整合模型 M2。 M2 的拟合指数分别为 χ2/df=
3.42、 RMSEA=0.070、 NNFI=0.94、 CFI=0.95、 IFI=
0.95、PNFI=0.76、ECVI=0.83。 表明高标准在差异和

抑郁间有调节效应， 高标准在差异和自尊间没有调

节效应，自尊在差异和抑郁间有部分中介效应。

差异

自尊

高标准

抑郁

差异×高标准

图 2 高标准和自尊在差异和抑郁间效应分析的假想结构模型

注：差异×高标准代表差异和高标准的交互作用项，下同。

差异 -0.71**

0.33** 0.30** 自尊

高标准 0.36** -0.39**

0.13** 抑郁

差异×高标准

图 3 高标准和自尊在差异和抑郁间效应分析的整合模型M2

３ 讨 论

本研究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完美

主义的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正相关 [13，15]、完美主义的

积极成分和自尊正相关 [14，15]、和抑郁不相关 [13]、完美

主义的消极成分和自尊负相关[13-15]、和抑郁正相关[13，14]。
然而，有些结果与前人不一致：①在张秀阁等人的研

究中，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不相关、和抑

郁负相关，究其原因可能是被试群体的不同所致。张

秀阁等人的研究所用的被试为初中生， 相比本研究

大学生被试来说人格还不够稳定， 这可能会导致结

果的差异。 ②在 Rice 等人的研究中，完美主义的积

极成分和自尊不相关， 而在本研究中完美主义的积

极成分和自尊存在低度的正相关。 出现这一差异的

原因可能与测量工具的不同有关，Rice 等人的研究

从不同的完美主义量表中抽取相关维度来测量适应

良好完美主义，其测量的并不是“纯粹的”完美主义

的积极成分， 这样测量出来的结果可能并不能真正

地代表完美主义积极成分和自尊之间的关系[15]。
在本研究中， 自尊部分中介了差异和抑郁间的

关系，此结果与 Kenneth 等[13]和张秀阁等的研究 [14]一

致，表明差异既可以直接影响抑郁，也可以通过自尊

间接地影响抑郁。一方面，当个体总是感觉自己的实

际表现和自己想要达到的标准间有差距， 对自身的

表现不满意， 对自己的缺点不容忍和对自己的失败

不接纳时，可以直接引发抑郁；另一方面，个体的上

述倾向性也可以通过使个体对自己的自我价值、重

表 2 自尊在差异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模型的拟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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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和能力等方面的整体评价（即自尊）降低，进而

产生抑郁情绪。
在整合模型中， 对高标准调节效应进行分析可

以发现：高标准虽然不可以直接预测抑郁，但可以作

为调节变量通过差异对抑郁产生影响。 高标准的调

节效应具体表现为高标准水平较高时差异对抑郁的

影响要大于高标准水平较低时差异对抑郁的影响。
即当高标准高时，差异对抑郁的影响更大，更容易导

致抑郁的产生，而当高标准低时，个体对达到自己所

设置的目标或者是追求高标准的动 机水平相对 较

低， 使得个体在面临现实与期望不一致时失望、无

助、沮丧等情绪的产生相对较少，进一步演化为抑郁

的机率也较低。 这与 Bergman 和杨宏飞的研究结果

比较一致 [12，20]。 杨宏飞认为高积极完美主义客观上

包含着一定的消极因素， 因为越是追求高标准失败

的可能性越大，得到的消极反馈的机会越多[20]。 我们

认为，追求现实的高标准，并以此作为自己行为的动

力激励自己去实现自己设置的目标，对个体的生存、
价值体验和潜力发掘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如果个

体设置了不切实际的高标准， 并以此来苛求自己去

达到自我设置的、对自己来说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其

结果必然会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并最终会对自己

的心理健康带来消极的影响。对于差异来说，对自己

的表现不满意在多数情况下会给个体带来挫败感、
使自我评价降低， 并最终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造成

消极的影响。 然而如果个体能够理智地认识并勇敢

地面对自己的实际表现和自己想要达到的标准间的

差距，以此差距作为自己进步的动力，差异又会转化

为一种对个体进步有益的积极成分。简言之，高标准

和差异分别主要是作为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起作用

的， 但在一些情况下两者可能会向各自的反方向转

化。 这样看来， 简单的把高标准称为完美主义的积

极成分、 把差异称为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可能会有

失偏颇， 对完美主义积极成分与消极成分的划分与

称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本研究中， 高标准并没有调节差异和自尊的

关系， 这与杨宏飞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对比图 1 和

图 3 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高标准在差异和自尊间没有

调节效应的存在， 但是高标准和差异×高标准的加

入使差异对自尊的影响变大 （标准化路径系数由-
0.60 变为-0.71）， 这一趋势与杨宏飞的研究结果趋

向于一致。 然而从整合模型 M2 中我们可以看出，高

标准本身对自尊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36， 说明高

标准水平越高的情况下个体的自尊水平也越高。 这

样看来，高标准本身对自尊有正向的作用，而高标准

与差异的交互项对自尊有负向的作用， 两者在同一

模型中正负向的作用相互抵消， 这可能是造成高标

准在差异和自尊间没有调节效应结果的原因。 为自

己设置更高标准的个体在感觉没有达到自己所设置

的目标时，更容易对自己的价值、能力等产生怀疑，
进而造成对自己评价的降低和自尊水平的下降。

为了完善前人的研究结果， 使自尊在完美主义

和抑郁间中介效应的分析更加全面和科学， 本研究

在控制了高标准的调节作用的情况下， 探讨了自尊

在差异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最后拟合出一个高标

准、差异、自尊、抑郁四个变量间关系的整合模型。最

终的整合模型显示： 在控制了高标准对差异和抑郁

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的情况下， 自尊在差异和抑郁间

的部分中介效应依然存在。 对比图 1 和图 3，我们可

以发现在考虑了高标准的调节效应后， 差异和自尊

以及差异和抑郁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均有增大。
对此结果我们认为：个体越是追求高标准，在他们感

觉到自己的实际表现和想要达到的 目标间有差 距

时， 个体就越容易体验到抑郁情绪。 整合模型中显

示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结果与单独研究中介效

应和调节效应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可以更清晰和

全面地揭示自尊在完美主义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既验证和支持了前人关于自尊在完美主义和

抑郁间的中介效应的研究结果[13，14]，也是对前人研究

结果的一个补充和完善， 同时也表明考虑到完美主

义的积极成分对消极成分和心理健康指标间关系的

调节作用是必要的。
近年来研究者把自尊分为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

来研究， 并发现内隐自尊调节外显自尊与抑郁的关

系[24]，也调节外显自尊与适应性完美主义的关系 [13]。
后续研究有必要把内隐自尊引入本研究的整合模型

中，以得到更全面和科学的完美主义、自尊和抑郁的

中介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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