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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某医科大学女生瘦身倾向和不满体形的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进食障碍问卷（EDI）的瘦身倾向分

量表和不满体形分量表、BMI 体象量表（BMI-SMT）、青少年及成人身体自尊量表（BES）和 SCL-90 人际关系敏感分

量表测查了 181 名某医科大学大三女生。 结果：体重满意感、对自身体形的期望偏差和认识偏差对于个体的瘦身倾

向具有预测作用；而体重满意感、对自身体形的期望偏差对于个体的不满体形具有预测作用。 体形指数正常组的个

体对自身体形的认识偏差、期望偏差显著高于低体重组，身体自尊和体重满意感显著低于低体重组，不满体形、瘦身

倾向显著高于低体重组。 结论：女大学生对自身体形的歪曲认识、不合理的期望及较低的体重满意感是影响瘦身倾

向的重要因素，而对自身不合理的期望及较低的体重满意感是影响不满体形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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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dictors of drive for thinness and body dissatisfaction in female students
from a medical college in Tianjin. Methods: A total of 181 female students took part in the study. They completed the
Drive For Thinness of EDI, the Body Dissatisfaction of EDI, BMI-based Silhouette Matching Test(BMI-SMT) and the Sen鄄
si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SCL-90. Results: While the weight satisfaction, the deviation of perception and the de鄄
viation of expectation for individual were found to be forecasters of drive for thinness, the weight satisfaction, the deviation
of perception were found to be predictors of body dissatisfaction. For those in the group of normal Body Mass Index, the
deviation of perception, the deviation of expectation of one’s own bod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group of
underweight; the body -esteem and weight satisfa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eir body dissatisfaction and drive for
thinness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Conclusion: F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he cognitive distortion, the unreasonable ex鄄
pectation of one’s own body and the low weight satisfaction are important factors to influence their drive for thinness; and
their own unreasonable expectations and the low weight satisfaction are important predictors of body dissatisfaction.
【Key words】 Ｅating disorder； Ｄrive for thinness； Ｂody dissatisfaction； Ｔhe deviation of perception； Ｔhe devi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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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身倾向(drive for thinness)可能引发为减轻体

重而节食等异常行为， 可以用来预测进食障碍的发

病情况。 不满体形（body dissatisfaction）是对整体体

形和某些身体部位（如臀部、大腿）的大小不满意。不

满体形被认为是导致进食障碍患者采用体重控制行

为的主要因素 [1]。 在国外纵向研究中发现不满体形

可对饮食失调的形成发展进行预测， 就如同饮食失

调的先导[2]。 对体形、体重歪曲的认识与期望是进食

障碍的重要心理病理特点[3]。
身体自尊是评价自己身体的概念， 通过自我认

知和幸福感直接或间接的与整体自尊相关， 反映出

个体对于自身身体的满意程度。对女性而言，对自身

外形所形成的身体自尊(body-esteem)占据 了 整体自

尊的重要位置。 国外研究认为低身体自尊与抑制进

食和情绪化进食相关[4，5]。 本研究将身体自尊从整体

自尊中独立出来， 考察大学女生身体自尊状况对瘦

身倾向和不满体形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被试为天津某医科大学在校全日制本科三年级

女生，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9 个班级作为

研究对象。其中临床专业 75 人，护理专业 106 人，共

181 人。 平均年龄 21.42 岁。
1.2 工具

1.2.1 进食障碍问卷（EDI） 采用进食障碍问卷（E鄄
DI）中的两个分量表—瘦身倾向 （drive for thi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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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和不满体形(body dissatisfaction，BD)分量表。 瘦

身倾向分量表共 7 个项目； 不满体形分量表共有 9
个项目。 采用 6 点计分，按“总是、通常、时常、有时、
很少、 从不” 分别计为 3 分、2 分、1 分、0 分、0 分、0
分， 得分越高表明问题越严重。 该量表已在香港多

次使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6]。
1.2.2 体象障碍量表（BMI-based Silhouette Match鄄
ing Test，BMI-SMT） 为图形量表，男女各两题。测

查女性的两题中呈现相同的 4 幅由瘦至胖的女性体

形图， 图下方均给出以这 4 幅图为 4 个基本点由左

至右展开的 27 点评分表格 （4 幅图分别对应第 5、
11、17、23 点）， 第一题让被试选择最能反映自己当

前体形的方格， 第二题让被试选择最能反映自己理

想体形的方格。 按由左至右的方格计为 1 分至 27
分，并直接转换为客观体重指数（BMI）14 至 40。 体

象障碍量表具有生动、客观、易于施测的特点，已有

研究显示其在不同种族间、 青少年的不用年龄段间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7]。
1.2.3 青少年及成人身体自尊量表（Body-Esteem Scale
for Adolescents and Adults） 由 Mendelson 和 White
编制并多次修订。 量表共三个维度： 对外表的感知

（BES-Appearance）共 10 个 项 目 ，社 会 评 价 （BES-
Attribution）共 5 个项目，体重满意感（BES-Weight）
共 8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按“总是、常常、有时、很

少、从不”分别计为 4 分、3 分、2 分、1 分、0 分，得分

越高表明身体自尊越高。 量表在已有的研究中显示

信效度良好[8，9]。
1.2.4 症状自评量表（SCL-90）的人际关系敏感分
量表 9 个项目，每一项采用 5 级评分制，按“严重、
偏 重、中 等、很 轻、没 有”分 别 计 4 分、3 分、2 分、1
分、0 分[10]。
1.3 程序

研究者发放问卷、 现场调查， 被试自愿填写姓

名。 每份问卷均收集被试的年龄、民族、家庭成员、
经济水平等人口学资料， 获取被试一个月前的体检

表，得到客观实际的身高、体重值。 最后用 SPSS17.0
进行 t 检验及相关、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不同 BMI 组的理想 BMI、认识偏差与期望偏差

BMI=体重（kg）÷身高 2（m2）。 以 BMI＜18.5 为低

体重组，18.5-24.9 为正常组，＞25 为超重组。 根据被

试体检表上的身高、体重值，计算出她们的实际 BMI
值，发现低体重者占 21.7%，体重正常者占 74.9%，

超重者占 3.4%。 由于体重超重者的进食障碍及相关

态度行为的性质和特点可能与正常体重或低体重者

不同，而且超重组人数过少，因此本研究暂不对这部

分被试做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被试理想体形指数为 18.69±1.22，组

内配对 t 检验发现低体重者目前体形指数与理想体

形指数差异不显著， 而正常体重者目前体形指数与

理想体形指数差异显著（t=16.75，P=0.000）。 对自身

体形的认识偏差分值为 5.58±2.23，期望偏差分值为

3.22±3.04， 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不同体形组的被试

理想体形指数、对自身体形的认识偏差、期望偏差分

值存在显著差异。 见表 1。

表 1 不同体形组理想体型指数、对自身

体形的认识偏差与期望偏差比较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 不同体形组瘦身倾向和不满体形情况

被试在瘦身倾向量表上的得分为 4.11±4.51，其

中低体重者得分为 2.35±3.43， 正常组得分为 4.70±
4.64，这两组得分差异显著（t=-2.642，P＜0.01）。 在不

满体形量表上的得分为 9.44±6.99，其中低体重者得

分为 5.10±4.53， 体重正常者得分为 10.82±6.98，独

立样本 t 检验发现两组得分差异显著 （t=-5.599，P＜
0.001）。
2.3 不同体形组身体自尊情况

被试在身体自尊量表的总分为 52.37±11.49，其

中低体重组为 56.55±9.72， 正常组为 50.84±11.39，
低 体 重 组 得 分 显 著 大 于 正 常 体 重 组 （t=2.570，P＜
0.05）。 对外表的感知维度得分为 25.32±5.69，其中

低体重组为 26.00±5.42，正常体重组为 25.20±5.29，
得分差异不显著。 社会评价维度得分为 9.27±3.25，
其 中 低 体 重 组 为 9.35±2.85， 正 常 体 重 组 为 9.28±
3.26， 得 分 差 异 不 显 著。 体 重 满 意 感 维 度 得 分 为

17.39±6.37，其中低体重组为 21.19±5.26，正常体重

组为 16.21±6.19， 低体重者得分显著大于正常体重

组（t=4.127，P＜0.001）。
2.4 不同体形组人际关系敏感情况

被试的人际敏感因子分为 1.19±0.63，低体重组

为 0.99±0.50，正常体重组为 1.25±0.65，两组得分显

著差异（t=-2.456，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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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身体自尊与人际关系敏感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SCL-90 量表中人

际关系敏感因子分与身体自尊总分（r=-0.45）和量

表中对外表的感知维度（r=-0.49）、体重满意感维度

（r=-0.44）均显著相关。 以人际关系敏感做因变量，
身体自尊（t=2.903，P=0.004，Beta=1.608）、体重 满意

感 (t=-3.409，P=0.000，Beta=-1.164)、对 外 表 的 感 知

(t =-4.227，P=0.000，Beta=-1.111)、 社 会 评 价 (t =-
2.207，P=0.029，Beta=-0.362)均进入回归方程。
2.6 对瘦身倾向影响因素的分析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 瘦身倾向分量表

得分与对自身体形的认识偏差和期望偏差分值、身

体自尊量表总分、对外表的感知维度、体重满意感维

度、人际关系敏感分量表得分均存在相关。 见表 2。
根据相关分析以瘦身倾向为因变量， 对自身体

形的认识偏差和期望偏差、不满体形、对外表的感知

维度、体重满意感维度、人际关系敏感为自变量，采

用逐步回归的方法。 体重满意感，期望偏差，认识偏

差进入回归方程（P＜0.05）。 复相关系数为 0.74，因变

量即瘦身倾向的变异中有 55%可由联合 自变量解

释。 见表 3。

表 3 瘦身倾向与其相关因素的回归分析（n=175）

表 4 不满体形与其相关因素的回归分析（n=175）

2.7 对不满体形影响因素的分析

身体不满分量表得分与体形指数， 对自身认识

偏差、期望偏差、身体自尊总分、对外表的感知维度、
社会评价维度、体重满意感维度、人际关系敏感分量

表得分均存在相关。 见表 2。
逐步回归分析进一步显示，体重满意感、对自身

体形的期望偏差进入回归方程（P＜0.001）。 复相关系

数为 0.79，其联合解释变异量为 62%。 见表 4。

3 讨 论

本研究大部分被试（51.4%）瘦身倾向分量表得

分高于 3 分， 并且有不少人已经表达了强烈的对体

形、体重的不满，对增重的担心，对减肥的关注，以及

对体象的歪曲认识。 她们往往夸大自己的体重，对

自己的体形不满意，求瘦的欲望很强烈，反映了对身

体的病态观念正在国内的女大学生中流行[11]。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被试所认为的自身体形均比

实际体形偏胖， 并且这一认识偏差成为女大学生瘦

身倾向的预测因素。 已有的研究证明对苗条体形的

期望已经成为影响节食而影响进食障碍发病的因素[12]，
本研究采用的体象量表生动、 直观的对体形认识偏

差和期望偏差进行量化， 更精确地表明了体形上的

期望偏差对瘦身倾向和不满体形状况具有较强的预

测作用。
本研究发现低体重组与正常体重组在不满体形

分量表上的得分显著差异， 正常体重组得分明显高

于低体重组。 不满体形被认为是导致进食障碍患者

采用体重控制行为的主要因素[1]。 不满体形还与肥胖

和抑郁，社会焦虑和进食障碍，以及潜在的有害的减

肥策略（包括极端节食，催吐，滥用泻药，服用减 肥

药，过度运动）有关[13]。 本研究也证实了不满体形不

仅可预测饮食失调的形成发展， 还对女大学生的身

心健康有消极影响，应引起足够重视。
近来， 研究者已经从研究身体自尊的总体性转

为研究身体自尊的“维度”，将一个人对体重的满意

感与其对外貌的感知和对外界 评 价 的 感 受 区 别 开

来[14]。 本研究发现正常组的身体自尊显著低于轻体

重组，尤其突出表现在对体重的满意感维度。从结果

中看到，个体的身体自尊越低，个体的瘦身倾向和对

体形的不满越强。 并且体重满意感维度对瘦身倾向

和不满体形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 因此改变以瘦身

提高个体自尊状况的态度与行为将有助于预防进食

障碍的发生[9]。 当前，受到社会评价与社会比较的影

响， 女性对自身外表的身体自尊成为其全部价值感

的重要来源。国内外均有研究表明，身体自尊过低会

给个体带来负面的情绪体验[15]。 本研究的结果也表

明了身体自尊及其 3 个 维度可以预 测人际关系 敏

感。 因此改变女大学生将身体自尊作为核心价值感

的不合理信念有助于提升整体自尊， 进而有助于改

善负面情绪体验。
（下转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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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观点。 且归因在自尊与人际宽恕、自我宽恕之

间作用的不一致， 也从一个侧面上反映了在个体内

部， 给予他人宽恕和寻求自我宽恕可能不是同一个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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