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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检验白熊抑制问卷中文版在中国大学生中的信度和效度。 方法：用中文版白熊抑制问卷先后测量了

396 名大学生，并在 4 周后对其中 68 人进行了重测。被试同时完成了贝克抑郁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及强迫症状

问卷。 结果：①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支持问卷的单因素结构；②白熊抑制问卷总分与贝克抑郁量表、强迫症状问卷总

分、状态焦虑、特质焦虑总分均存在显著相关；③总量表的 α 系数为 0.83，4 周后的重测相关系数为 0.82。 结论：中文

版白熊抑制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以用来测量我国大学生的思维抑制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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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White Bear Suppression
Inventory (WBSI) in Chi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ample. Method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WBSI was used to assess
396 undergraduate students, 68 of whom participated in the retest 4 weeks later. BDI, STAI, and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 Scale were used as the criteria-related validity instrument. Results: ①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e
scale was composed of single factor; ②WBSI ha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BDI, S-AI, T-AI, and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 Scale. ③Cronbach’s α coefficient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WBSI was 0.83, and 4 weeks later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WBSI was 0.82. Conclu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WBSI has acceptable psychome-
tric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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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Wegner 等在实验 条件下， 要求 Texas
大学的学生不去想一只白熊， 实验假设 Texas 大学

的学生几乎从没自发想到过一只白熊，因此，抑制期

间任何有关白熊的思维出现的迹象 都表明抑制 失

败。 研究结果表明，5 分钟的抑制期间，被试以言语

或按铃形式都报告了需要抑制的“白熊”思维的回归
[1]。 该实验是思维抑制研究的第一个实验，也称为白

熊实验。 Wegner 等以此开创了思维抑制的研究。
思维抑制是一种认知控制策略， 指个体有意不

去想某些事情， 尤其是那些会引起不愉快情绪的事

情[2]。 有些人会更经常使用这种心理控制策略，但使

用这种策略时动机和效果常背道而驰， 要抑制的不

受欢迎的思维（unwanted thought）不仅没有消失，反

而出现的频率更高[3]，即反弹现象。Wegner 用批判加

工理论（ironic process theory）来解 释思维抑制 的反

弹现象。该理论认为存在两个相互作用的系统：①有

意识的操作过程（intentional operating process），它追

求中意的情绪状态， 并引导注意回避不受欢迎的思

维；②批判 监控系统 (ironic monitoring system)，搜 索

失败的迹象并力求达到预期的状态。 当操作系统的

容量被占有或被压力分散时，监控系统接管，用它搜

索的产物填补意识， 如此个体的意识又回到了不受

欢迎的思维上 [4]。 已有研究发现个体在经历持续的

抑制和抑制失败后可能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进而

引起精神病理学状态，如广泛性焦虑障碍、强迫症、
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失眠等[5]。

为测量个体抑制不受欢迎思维的倾向和意愿，
Wegner 和 Zanakos 1994 年 编 制 了 白 熊 抑 制 问 卷

（White Bear Suppression Inventory，WBSI）[6]， 自发表

以来，WBSI 被广泛使用，并被翻译成多个语言版本

（荷兰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土耳其语等）[7-11]。 本

研究拟考察白熊抑制问卷中文版的信、效度。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样本一：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对 211 名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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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施测，得有效问卷 200 份，有效率为 95%。 其

中，男生 132 人，女生 46 人，22 人性别资料未填；城

镇 31 人，农村 135 人，34 人居住地资料未填；被试

年龄在 18～23 岁之间。
样本二：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对 200 名本科生

集体施测，得有效问卷 196 份，有效率为 98%。 其

中，男生 56 人，女生 138 人，2 人性别资料未填；城

镇 48 人，农村 145 人，3 人居住地资料未填；被试年

龄在 18～23 岁之间。
全体有效被试同时完成了白熊抑制问卷、 贝克

抑郁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及强迫症状问卷。 其

中 68 名学生 4 周后进行了重测。
1.2 工具

1.2.1 白熊抑制问卷 （White Bear Suppression In-
ventory，WBSI） 共 15 个条目，采用 1~5 级评分。问

卷首先由本文作者翻译成中文， 再请中英文双语翻

译专业人员回译成英文， 然后对照原英文版逐条确

定不一致的地方，确定最终译稿。
1.2.2 贝 克 抑 郁 量 表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12] 21 个条目，0～3 级评分，总分范围 0～63 分。
1.2.3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te-Trait Anxiety In-
ventory，STAI） [13] 40 个项 目， 含状态焦 虑 分 量 表

(S-AI) 和特质焦虑分量表(T-AI)，1～4 级评分。
1.2.4 大学生强迫症状问卷 齐晓栋等人编制，共

有 18 个条目，1～5 级评分，总分范围 18~90，分值越

高，强迫程度越高[14]。
1.3 统计分析

用 SPSS13.0 和 Liserl8.70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条目分析

基于样本一的分析发现， 各条目得分与量表总

分的相关系数在 0.38 到 0.69 之间。将被试按量表总

分高低排序，取前面 27%为高分组，后面 27%为低

分组，以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两组各条目上的差异。

各条目 t 值均达到 0.000 显著水平。
2.2 效度检验

2.2.1 结构效度检验 ①探索性因素分析。 样本一

数据的 KMO 指数为 0.86，Bartlett 球形检验在 0.000
水平上显著，适合做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正

交旋转的方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共抽取 3 个特

征 根 大 于 1 的 因 素 ， 因 素 的 累 计 方 差 解 释 率 为

47.23%。 第 1 个因素的特征根为 4.62，方差解释率

为 30.77%，第 2 个因素的特征根为 1.29，方差解释

率为 8.61%，第 3 个因素的特征根为 1.18，方差解释

率为 7.85%。 各条目在因素上的负荷见表 1。②验证

性因素分析。为进一步考察问卷的结构，用样本二的

数据对问卷的单因素模型[6]、二因素模型[15]及三因素

模型[16]进行验证。 结果表明，单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数

优于二因素和三因素模型。 见表 2。
2.2.2 效标效度检验 根据批判加工理论以及 WBSI
英文版在不同样本中得到的实证结果， 思维抑制与

抑郁、强迫以及焦虑情感有关，思维抑制在厌恶消极

思维的个体中可以预测个体抑郁易感性， 在强迫思

维倾向个体中是预测临床强迫的一个危险性因素，
而具有思维抑制特质的个体在面临刺激时可能体验

放大的和持久的焦虑情绪[6]。 因此，本研究用贝克抑

郁量表、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及大学生强迫症状问卷

作为效标。 结果表明，白熊抑制问卷得分与 BDI、S-
AI、T-AI 以 及 强 迫 症 状 问 卷 总 分 的 相 关 为 0.34、
0.33、0.31 和 0.40（均为显著相关，P<0．01）。

表 1 白熊问卷因素负荷

注：条目在各因素上的负荷不够清晰，故未对因素命名。 已有

研究对条目的归属也有不同意见 [10]。

表 2 白熊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2.3 信度检验

问卷的克龙巴赫 Alpha 系数在样本1 中为 0.83。
间隔 4 周的重测信度为 0.82。

3 讨 论

项目分析发现，问卷的 15 个条目均与总分显著

相关，相关系数在 0.38～0.69 之间，高分组和低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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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项目上的得分差异显著， 说明问卷各项目的鉴

别力都达到良好水平。

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了 3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

子， 累计解释总变异的 47.23%， 与原量表不一致。

Wegner 和 Zanakos 使用主成分分析最大方差旋转得

到一个因子，解释总变异 55.0%。 但该问卷自发表以

来，随着引用率的增加，问卷的因素结构也引起了争

议[10]。 一些研究者提出了用 2 个或 3 个因素来代替

原来的单因素。 如，H觟ping 等 [8]、Rassin[17]、Rodríguez
等 [18]、Schmidt 等 [10]都 认 为 WBSI 其 实 包 含 了 抑 制

（suppression）与侵入（intrusion）两个因素；Luciano 等

从数据与模型 拟 合 程 度 的角度认为 WBSI 包含了

抑制（supprusion）、 侵入（intrusion）、 自我分心（self
distraction）三个因素 [15]。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

明，单因素模型的拟合度最好。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

上支持了原编者的单因素模型。

WBSI 中文版效标检验与批判加工理论设想以

及原量表编制报告结果一致。 WBSI 中文版与抑郁

量表总分、状态焦虑总分、特质焦虑总分以及大学生

强迫症状问卷总分均显著相关。 WBSI 中文版的克

龙巴赫 Alpha 系数 为 0.83，4 周后的重 测信度系数

为 0.82。 这些信度指标符合测量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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