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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大学生进行完美主义聚类分析。 方法：175 名大学生回答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三维完美主义量

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自尊量表、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 结果：二步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存在适应性（适应性维

度得分较高、非适应性维度得分较低）、非适应性（适应性、非适应性维度得分较高）、非完美主义者（适应性、非适应

性维度得分较低）三类群体；与非适应性完美主义者相比，适应性、非完美主义者积极心理适应水平较高，消极心理

适应水平较低，适应性完美主义者积极情感水平高于非完美主义者。 结论：存在适应性、非适应性、非完美主义者三

类群体，适应性完美主义者最健康，非适应性完美主义者心理健康程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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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ocument a typology of perfectionism in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175 college students re-
sponded to the Frost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 Three-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 and Center for Epi-
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the Self-Esteem Scale,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Results: A 2-step
cluster analysis of perfectionism scores revealed three clusters: Adaptive (high adaptive dimensions, low maladaptive di-
mensions), Maladaptive (high adaptive dimensions, high maladaptive dimensions), and Non-perfectionist (low adaptive di-
mensions, low maladaptive dimensions). Compared with maladaptive perfectionists, adaptive and non-perfectionists showed
higher positiv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lower negativ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daptive perfectionists reported
higher positive affect than non-perfectionists.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upport existence of adaptive, maladaptive, and
non-perfectionists; adaptive perfectionists are the healthiest; maladaptive perfectionists evidence the poorest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all the three 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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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主义是一种为成就设 置 高 标 准 的 人格倾

向[1]，研究者大多认为完美主义是病理性的，完美主

义者会表现出各种精神症状 [2]。 近期研究证实完美

主义存在适应性、非适应性两种成分 [3-5]，以此为基

础，研究者开始探讨完美主义者的类型划分。Gilman
等使用近乎完美主义量表， 将被试手动划分为适应

性、非适应性、非完美主义者三类[6，7]。 Paker 等使用聚

类分析得到相同的分类结果， 但对非适应性完美主

义者的特征描述存在分歧[8-10]。 三类划分法并未得到

研究者的一 致认同，Dixon 命名 了 第 四 类 群 体—弥

漫性完美主义者，其所有维度得分均最高，而非适应

性完美主义者的非适应性维度得分较高、 适应性维

度得分较低[11]。Wang 也发现第四类群体—低标准高

落差组，与 Dixon 不同，这是一类更加消极的非完美

主义者[12]。 訾非也将完美主义者划分为四类 [13]。 总

之， 完美主义者应该划分为三类还是四类， 现有研

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 对各类完美主义者的特征

界定也存在分歧。
多数研究倾向同时使用 Frost 和 Hewitt 两个多

维完美主义量表进行适应性、 非适应性完美主义研

究[3，4]，但现有研究只单独使用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量

表进行聚类 [8-11]。 本研究尝试结合使用 Frost 多维完

美主义量表和三维完美主义量表（与 Hewitt 多维完

美主义量表结构相同）进行聚类，以检验完美主义者

的类型划分及特征。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175 名大学生接受测量，其中男生 41 人，女生

134 人，年龄在 18-25 岁之间。
1.2 工具

1.2.1 Frost 多 维 完 美 主 义 量 表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MPS-F） 采用孙文影修订的中

文版[14]，29 项，包括个人标准、条理组织化、关注与怀

疑、父母压力 4 个维度，5 点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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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三维完美主义量表 量表由孙文影根据 He-
witt 三维完美主义结构编制 [15]，包括自我导向、指向

他人、社会决定完美主义 3 个维度，25 项，5 点计分。
研究者一般将自我导向、指向他人、社会决定维度与

MPS-F 结合使用， 二阶因素分析后形成适应性、非

适应性两个高阶因素， 其中自我导向完美主义归于

适应性维度，指向他人、社会决定完美主义归于非适

应性维度[3，4，14]。
1.2.3 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Scale，SES) 量表

由 Rosenberg 编制[16]，共 10 项，1-4 点计分。
1.2.4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Center for Epidemio-
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 -D） 量 表 由

Radloff 编制[16]，20 项，4 点计分。

1.2.5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量表 （PANAS） 共 20
项，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各 10 项，5 点计分[17]。

2 结 果

2.1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 相关分析和内部

一致性系数见表 1。 自我导向、个人标准、条理组织

化三个维度之间，指向他人、社会决定、关注与怀疑、
父母压力四个维度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自我导向、
个人标准、条理组织化与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社

会决定、指向他人、关注与怀疑、父母压力与抑郁、消

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 除指向他人外其他三个维度

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

2.2 聚类分析

参照 Dixon，Wang 等研究， 采用二步聚类分析

法， 根据被试在七个完美主义维度上的得分进行聚

类[11，12]。 当聚类数为由二类变为三类时，凝聚系数改

变最大， 因此选择将被试聚为 3 类。 尝试单独使用

MPS-F 亦可将被试聚为三类， 除非完美主义者外，
有两类群体在非适应性维度得分最高、 适应性维度

得分则一高一低， 无法命名类别， 因此本 研究中

MPS-F 不适合单独做聚类分析。
三类群体在七个完美主义维度上的平均数、标

准差见表 2。 第一类群体在七个维度上得分最低，命

名为非完美主义者； 第二类群体在七个维度上得分

最高，命名为非适应性完美主义者；第三类群体的自

我导向、个人标准、条理组织化得分较高，指向他人、

社会决定、关注与怀疑、父母压力得分较低，命名为

适应性完美主义者。 与非完美主义者相比， 非适应

性完美主义者报告较高的抑郁、消极情感水平，较低

的自尊水平；与非适应性完美主义者相比，适应性完

美主义者的自尊、积极情感水平较高，抑郁、消极情

感水平较低； 适应性完美主义者的积极情感水平高

于非完美主义者，但自尊、抑郁、消极情感差异不显著。

表 2 各类完美主义者的平均数与标准差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存在适应性、非适应性、非完美主

义者三类群体， 与 Paker，Hawkins，Rice 等研究结果

一致[8-10]。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自我导向、个人标准、
条理组织化与积极心理适应相关紧密， 为适应性完

美主义维度，指向他人、社会决定、关注与怀疑、父母

压力与消极心理适应正相关、积极心理适应负相关，

表 1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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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适应性完美主义维度。 三类群体的完美主义特

征与 Paker 的研 究 结 果 一致 [8]。 第一类群体的适应

性、非适应性完美主义维度得分均最低，将其命名为

非完美主义者；第二类群体的适应性、非适应性完美

主义维度得分均最高， 将其命名为非适应性完美主

义者；第三类群体的适应性维度得分较高，非适应性

维度得分较低，将其命名为适应性完美主义者。三类

群体所占比率分别为 34.9%，30.3%，34.9%。 由于男

性被试数量较少，可能会对研究结果有影响，后续研

究需进一步探讨完美主义类型的性别差异。
比较三类群体的自尊、抑郁、积极情感、消极情

感差异，结果表明三类划分法是合理的。 与适应性、
非完美主义者相比， 非适应性完美主义者的积极心

理适应水平较低、 消极心理适应水平较高， 也就是

说， 非适应性完美主义者是最不健康的。 与非完美

主义者相比， 适应性完美主义者的积极情感水平较

高，自尊和消极心理适应水平不相上下，也就是说，
适应性完美主义者虽然不会在所有心理适应指标上

具有优势，却仍然是三个群体中最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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