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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完美主义在依恋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 方法：采用成人亲密关系经历量表中文修订版、近乎完

美量表修订版的中文修订版和 Beck 抑郁问卷对 500 名大学生集体施测， 用 SPSS12.0 和 Lisrel 8.70 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完美主义的消极维度部分中介了依恋焦虑和抑郁间的关系、完全中介了依恋回避和抑郁间的关系，完美主义

的积极维度与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和抑郁都不相关。 结论：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促进了完美主义消极维度的形成，进

而加重个体的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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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fectionism between attachment and depression. Methods: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Chinese Revised (ECR-CR), Almost Perfect Scale Revised Chinese Revised
(APS-R-CR), and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 were administered to 500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SPSS 12.0 and
Lisrel 8.70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The negative dimension of perfectionism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attachmen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hile fu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attachment avoidance and depres-
sion. The positive dimension of perfectionism ha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attachment anxiety, attachment avoidance,
and depression. Conclusion: Both attachment anxiety and attachment avoidance facilitate the formation of the negative di-
mension of perfectionism, which in turn leads to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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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attachment）最早由英国精神病学家 Bowl-
by 提出，用来解释婴儿与其主要抚养者（主要是母

亲）之间的情感联结[1]。 最初研究者将依恋研究的注

意力放在了儿童领域。 随着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家们

的加入，依恋的研究拓展到了成人阶段 [2]。 Hazen 和

Shaver 根据 Ainsworth 等人的观点将成人依恋划分

为 安 全 型 、 焦 虑/矛 盾 型 和 回 避 型 三 种 类 型 [3]。
Bartholomew 和 Horowitz 认为 单一的回避 型依恋可

能从概念上混淆了成人回避型依恋的不同模式，进

一步将成人依恋划分为安全型、迷恋型、恐惧—回避

型和冷漠—回避型，其中后三种 类 型 的 依恋都是不

安全依恋[4]。 Brennan，Clark 和 Shaver 收集了当时大

量的成人依恋自评量表，对大学 生 被 试 施测后进行

因素分析，得出焦虑(Anxiety)和回避(Avoidance)两个

高阶因子。 他们从依恋维度的角度编制了亲密关系

经历量表，包括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维度[5]。 依

恋焦虑以对他人支持的过度需要，担心被 拒 绝 和 被

抛弃为主要特征，依恋回避以对自立的过度需要，害

怕亲密行为和人际依赖为主要特征。 在依恋焦虑和

依恋回避两个维度得分都低的个体是安全依恋，在

任何一个维度得分高或两个维度得分都高的个体是

不安全依恋 [5-7]。 在考察依恋与抑郁的关系时发现，
不安全依恋与抑郁显著正相关[8-10]。

作为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的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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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后继的实证研究者陆续提出完美主义是

一种多维的人格特质 [12-14]。 对几个常用的完美主义

量表进行高阶因素分析发现， 完美主义可被区分为

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 [15-17]。 完美主义的积极维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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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为高标准[14]、适应良好完美主义
[17，18]。 完美主义的消极维度以总是对自己的表现不

满意、 对自我不完美的不接纳和对自己行为的过度

批评为主要特征，也称为差异[14]、适应不良完美主义
[17，18]。 在考察完美主义与抑郁的关系时发现，完美主

义的积极维度与抑郁不相关或负相关， 完美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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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维度与抑郁显著正相关[14，18-21]。
许多理论家认为， 完美主义的产生与儿童早期

发 展 经 验 ， 尤 其 是 与 父 母 的 依 恋 关 系 相 关 [8，9，18]。
Hollender 认为完美主义者在童年是一个 敏感的不

安全的小孩，他们的父母很难被满足，他们认为“如

果我再努力些，如果做得更好些，如果我变得完美，
我的父母就会爱我”[22]。 Hamachek 认为成长在不能

获得父母的接纳，缺乏必要的反馈，不能将自己的表

现同外部标准进行比较的环境中的儿童， 会设置不

合理的个人高标准，产生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23]。 近

年来， 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安全依恋与完美主

义的积极维度显著正相关或不相关， 不安全依恋与

完美主义的消极维度显著正相关[8，24，25]。 Rice 和 Mirzadeh
研究了依恋、完美主义和抑郁三者之间关系，结果表

明同安全依恋相比，不安全依恋的 被 试 更 容易成为

适应不良完美主义者，体验到更显著的抑郁情绪 [8]。
Wei 等人以大学生 为 被 试 的 研究发现，适应不良完

美主义部分中介了依恋焦虑和抑郁间的关系， 完全

中介了依恋回避和抑郁间的关系[9，10]。
综上所述，在依恋、完美主义和抑郁三者关系方

面，既往研究所用被试均为国外大学生，未在中国大

学生样本中进行探讨， 另外既往实证研究未具体探

讨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对完美主义人格特质形成的

影响。因此本研究通过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拟探讨

个体的依恋模式如何影响完美主义的形成， 进而影

响个体的抑郁水平。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在天津某大学整群抽取 500 名大学生， 共发放

问卷 500 份，回收 5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469 份，有

效率为 93.8%。 其中男生 184 人，女生 285 人；文科

270 人，理科 199 人；大一 383 人，大二 28 人，大三

55 人，大 四 3 人。 年龄 17~23 周 岁（M=20.11，SD=
1.15）。
1.2 工具

1.2.1 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的中文修订版 [26] 选用

杨丽等修订的 APS-R 中文修订版 （APS-R-CR）测

量完美主义。 选用差异作为完美主义消极维度的指

标，选用高标准作为完美主义积极维度的指标。本研

究中， 高标准和差异分量表的 α 系数分别是 0.765
和 0.868。
1.2.2 成人亲密关系经历量表中文修订版[2] 选用李

同归和加藤和生共同修订的 ECR 中文修订版 （E-

CR-CR）测量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 该量表包含 36
个条目，为 7 级评分（从一点也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本研究中，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分量表的 α 系数分

别是 0.762 和 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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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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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α 系数为 0.900。
1.3 研究程序

研究所用的 三个问卷按 照不同的顺 序随机排

列。 每位被试自愿参加测试，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测

试后发放一份小礼物。 对参加测试的被试采取集体

施测，测试时间约 20 分钟左右，测试结束后当场收

回问卷。 使用 SPSS 12.0 和 Lisrel 8.70 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

2 结 果

2.1 依恋、完美主义和抑郁的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法，对完美主义、依恋和抑郁进

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依恋回避与高标准不相关， 与差异和抑郁显著

正相关；依恋焦虑与高标准不相关，与差异和抑郁显

著正相关；高标准与抑郁不相关；差异与抑郁显著正

相关。

表 1 完美主义、依恋和抑郁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n=469）

注：*P＜0.05，**P＜0.01

表 2 依恋对完美主义的多元回归分析

2.2 依恋对完美主义的回归分析

以完美主义的消极维度差异为因变量， 依恋焦

虑和依恋回避为预测变量， 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

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
2.3 完美主义在依恋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针对差异在依恋（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
和抑郁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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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介模型，从依恋到抑郁的

路径被估计；完全中介模型，从依恋到抑郁的路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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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被设定为 0。 使用 Lisrel 8.70 软件，采用最大似然

法进行模型估计。
差异在依恋焦虑和抑郁之间中介效应的完全中

介模型和部分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见表 3。 比较两

个模型的拟合指数，可以看到部分中介 模 型 的 拟合

程度好于完全中介模型，故选取部分中介模型，路径

图见图 1。
差异在依恋回避和抑郁之间中介效应的完全中

介模型和部分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见表 4。 比较两

个模 型 的 拟 合指数，可以看到完全中介模型的拟合

程度好于部分中介模型，故选取完全中介模型，路径

图见图 2。

差 异

0.48** 0.32**

依恋焦虑 0.18** 抑 郁

图 1 差异在依恋焦虑和抑郁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

差 异

0.19** 0.41**

依恋回避 抑 郁

图 2 差异在依恋回避和抑郁间的完全中介效应模型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依恋的两个维度与完美主义

的积极维度不相关，与完美主义的消极维度、抑郁显

著正相关，此结果与既往研究基本一致 [9，10]。 本研究

发现个体的依恋水平能显著地预测完美主义的消极

维度，此结果支持了“完美主义的起源与父母-儿童

关系相关”这一观点[9，18]。 依恋焦虑的儿童可能会习

得如果他们是“完美的”，他们更可能得到父母的爱

和认可[9]。 因此依恋焦虑的个体试图通过追求完美、
做到完美、 成为完美的人的方式来获得重要他人认

可。 依恋回避的儿童倾向于描述自己是完美的，他

们可能要求自己达到完美以避免他人的拒绝以及尽

量隐瞒自己的不完美感 [9]。 如果儿童习得成年抚养

者的爱和接纳是有条件的， 只要表现得好就会被接

纳，而不去关注自身的情感需要，儿童就有可能成为

完美主义者 [8，27]。 另外从回归方程可知，与依恋回避

相比，依恋焦虑的个体更有可能成为高水平的完美

主义者，此结果与既往研究一致[9，25]。

研究结果表明完美主义的消极维度部分中介了

依恋焦虑和抑郁之间的关系、 完全中介了依恋回避

和抑郁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基本支持了既往研

究[9，10]。 分析研究结果，我们认为：第一、依恋回避与

抑郁间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依恋 回 避 不能直接影响

个体的抑郁水平， 只能通过完美主义消极维度间接

影响个体的抑郁水平。第二、依恋焦虑既可以直接影

响个体的 抑 郁 水平，也可以通过完美主义消极维度

间接影响个体的抑郁水平。 本研究中完美主义在依

恋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提示我们三者间的关系和作

用机制可能是这样的： 儿童在早期与父母互动过程

中产生的依恋关系会影响个体完美主义的形成，进

而影响抑郁水平。 高依恋焦虑或依恋回避的个体通

过“追求完美”来获得认可或避免拒绝，但是这种“完

美”的标准通常是不切实际和难以达到的，而达不到

完美标准会让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产生怀疑，
进而产生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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