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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 B 群人格障碍症状与功能不良信念的关系。 方法：采用人格诊断问卷第四版（PDQ-4+）中的 B 群

人格障碍分量表、B 群人格障碍信念问卷， 对 53 名未成年劳动教养人员管理所中的成人学员和 560 名大学生施测。

结果：B 群人格障碍症状与功能不良信念呈显著相关；B 群人格障碍及各亚型阳性组在相应功能不良信念上的得分

显著高于阴性组的得分；除自恋型外，反社会型、表演型和边缘型功能不良信念对其亚型症状都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解释率分别为 22.3%、16.7%、26.5%，三种亚型信念共解释 B 群人格障碍症状总变异的 38.3%。 结论：B 群人格障碍症

状与特异性的功能不良信念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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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ymptoms of cluster -B personality disorders and
dysfunctional beliefs. Methods： A total of 53 adult students from juvenile reeducation-through-labor administration office
and 560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subscales of cluster -B of 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 -4 +
（PDQ-4+）and Cluster-B Personality Disorders Belief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symptoms of cluster-B personality dis-
orders and dysfunctional beliefs ha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The scores in corresponding dysfunctional beliefs of the posi-
tive groups of the cluster-B personality disorde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negative group. Except for the
narcissistic, dysfunctional beliefs of antisociety, histrionics and borderline predicted the corresponding symptoms signifi-
cantly. The interpretation fractions were 22.3% , 16.7% , 26.4% , and these three dimensions interpreted 38.3% of the
symptoms of cluster-B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all. Conclusion： There is a correl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ymptoms
of cluster-B personality disorders and dysfunctional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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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Ⅳ依据行为表现的不同将人格障碍分成

3 个组群，其中 B 群人格障碍（Cluster-B）包括反社

会型（antisocial）、边缘型(borderline)、表演型(histrion-
ic)和自恋型(narcissistic)，以过度表现、情绪化或不稳

定为特点。该组人格障碍与当前青少年、大学生出现

的行为问题可能有更密切的关系，因而受到学者的广

泛关注[1]。
近年来， 关于人格障碍的认知特点研究越来越

引起重视，归结起来，主要集中在认知图式(schemas)
或信念(beliefs)与神经认知功能(neurocognitive func-
tions)两方面[2]。 其中人格障碍的认知图式或信念，在

人格障碍的形成、 症状维持及治疗中都起着重要作

用。 Beck 等人[3]提出的人格障碍认知理论，一个显著

特点就是强调功能不良信念的重要性。 理论假设每

一种人格障碍亚 型 都 有 一套特异 性 的 功 能 失 调信

念，这些信念决定了个体如何典型地看待自己、他人

以及世界，是人格障碍的特征。 Young[4，5]强调对围绕

个人及其人际关系有关的早期适应不良图式（Early
Maladaptive Schemas，EMS）的识别。 他认为 EMS 发

展于整个童年时期，并经过选择性过滤，会在个体一

生中延续下来。大体上说，这些图式控制着外在的意

识，并表现出显著的功能不良。图式是一种稳定持续

的结构，并形成了个体自我概念的核心。 EMS 曲解

了关于自我和环境的信息，使个体更加拒绝改变，且

负性的自动思维和主观痛苦增加[6]。
关于人格障碍与功能不良信念之间的关系，国

外已有较多实证研究， 基本都认同两者之间存在一

定的相关关系，但程度不一[3，7，8]。 而在国内关于该问

题的研究很少。 本文旨在初步探讨 B 群人格障碍症

状与功能不良信念的联系， 为国内关于该问题的深

入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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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的被试来自湖南省未成年劳动教养人员

管理所中 18-30 岁的学员，及湖南省五所不同层次

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共发放问卷 660 份，回收有效问

卷 613 份，有效率为 92.88%。其中男生为 389 人, 女

生 为 205 人，19 人 未 填 性 别， 平 均 年 龄 为 23.14±
2.28 岁。 未成年人教养所的学员都为男性，53 人，平

均年龄为 23.65±3.55 岁；在校大学生中，男生为 336
人， 女 生 为 205 人，19 人 未 填 性 别， 平 均 年 龄 为

23.09±2.12 岁。
1.2 方法

1.2.1 人格诊断问卷第四版 （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 -4+ ，PDQ-4+ ） [9] 该 问 卷 由 美 国

Hyler 博士编制， 包括 107 个条目，12 个分量表，用

于测评 DSM-Ⅳ系统的 12 种人格障碍类型。 本研究

选取其中的反社会型、自恋型、表演型和边缘型四个

分量表，构成 B 群人格障碍的四种亚型，共 53 个项

目。各亚型的阳性划界分为 5~6 分。杨蕴萍等[10]的研

究表明， 该问卷对人格障碍的诊断有较高的灵敏度

和较低的特异度，适合作为筛查问卷使用。
1.2.2 B 群 人 格 障 碍 信 念 问 卷 由 人 格 信 念 问 卷

（Personality Belief Questionnaire，PBQ） 中的反社 会

型、自恋型、表演型三个分量表和人格障碍信念问卷

（Personality Disorder Belief Questionnaire，PDBQ）中

的边缘型分量表组成。 本研究将组合后的英文问卷

翻译成中文，采用四点计分，其中前三个分量表分别

为 14 个条目，边缘型分量表为 20 个条目，共 62 个

条目。 研究表明该问卷用于中国大学生中的信效度

较高[11]。

2 结 果

2.1 B 群人格障碍症状与功能不良信念的相关

B 群人格障碍各亚型与其相应的功能不良信念

呈显著正相关， 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0.408~0.515；B
群人格障碍症状总分与 B 群人格信念总分相关系

数为 0.618。 反社会型、表演型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症

状与其对应的功能不良信念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
而自恋型人格障碍症状与表演型人格障碍信念相关

系数最大 （r=0.446）， 表演型人格障碍信念与边缘

型、 自恋型人格障碍症状的相关系数均大于其与表

演型人格障碍症状的相关系数。 详见表 1。

表 1 B 群人格障碍症状与功能不良信念得分的相关系数

注：1：反社会型；2：自恋型；3：表演型；4：边缘型；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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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B 群人格障碍各亚型阴阳性组在相应功能不良信念上的差异分析（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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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反社会型；2：自恋型；3：表演型；4：边缘型；S0、S1 、S2 、S3 、S4 分别代表阴性组，反社会型、自恋型、表演型和边缘型人格障碍

阳性组的信念量表得分；***P<0.001。

2.2 B 群人格障碍各亚型阴性组与阳性组功能不

良信念比较

在相应功能不良信念上，B 群人格障碍各亚型

阴性组与阳性组的得分之间有显著差异。 经过事后

多重比较可知， 各亚型阳性组在所有信念上的得分

都显著高于阴性组（P<0.001）；此外，在反社会型信

念上，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阳性组的得分显著高于自

恋 型 （P=0.008）、 表 演 型 （P<0.001） 和 边 缘 型 （P <
0.001）阳性组；在自恋型信念上，自恋型人格障碍阳

性组的得分显著高于表演型阳性组（P=0.047），反社

会型阳性组的得分显著高于表演型（P=0.002）和边

缘型阳性组（P=0.014）；在表演型信念上，表演型人

格障碍阳性组的得分显著低于反社会型阳性组（P=
0.01）；在边缘型信念上，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阳性组

的得分显著高于自恋型(P=0.003)、表演型（P<0.001）
和边缘型阳性组（P=0.023）。 详见表 2。
2.3 B 群人格障碍各亚型功能不良信念对相应亚

型症状的预测

以四种功能不良信念作为预测变量， 分别以四

种人格障碍症状及症状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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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分析，结果显示，除了自恋型外，反社会型、表演型

和边缘型三种功能不良信念都是作为第一个变量进

入预测相应亚型人格障碍症状的回归方程， 分别可

单独解释相应人格障碍症状的 22.3%、16.7%、26.5%，

且各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 而自恋型症状的预测

中， 首先进入回归方程的是表演型信念， 决定系数

R2=0.199，自恋型信念是第二个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
只单独解释自恋型人格障碍症状的 3.5%。 详见表 3。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B 群人格障碍症状与功能不良信

念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首先， 本研究中症状量表各

维 度 与 功 能 不 良 信 念 问 卷 各 维 度 之 间 的 相 关 为

0.408~0.515，B 群症状量表总分与功能不良信念问

卷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618。自恋型人格障碍症

状与表演型信念相关系数最大（r=0.446），这个特殊

结果与国外 Nelson-Gray RO 等人 [7]的结果一致（r=
0.46）。 除了自恋型外，其它 B 群亚型人格障碍症状

都与其相应亚型功能不良信念有着最高的相关。 其

次，B 群各亚型人格障碍阴性组与阳性组在功能不

良信念上的得分都有显著差异， 且各亚型阳性组皆

显 著 高 于 阴 性 组。 这 与 国 外 学 者 的 研 究 结 果一

致[3，7，8]。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阳性组在反社会型功能

不良信念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其它三个亚型的得分。
比较结果显示，B 群人格障碍阳性个体具有较多功

能不良的信念，且对不同的亚型，其信念有一定的特

异性。最后，通过对各亚型人格障碍症状的回归分析

发现，除了自恋型外，反社会型、表演型和边缘型功

能不良信念均以第一变量进入其对应人格障碍症状

的回归方程，且边缘型人格信念对边缘型人格障碍的

解释率达到 26.5%。 这说明大体上，相比其它亚型，
特定人格障碍功能不良信念对其相应人格障碍症状

的影响最大。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 Beck 的理论

假设的合理性。

但是本研究的结果并不完全符合 Beck 关于人

格障碍认知理论的假设。首先，本研究的被试是量表

筛查阳性，并非临床诊断的人格障碍患者。 其次，结

果发现， 并非每种人格障碍症状都由其特定的功能

不良信念来解释。 例如，在一定程度上，表演型功能

不良信念和边缘型、 自恋型人格障碍症状的关系更

密切； 表演型功能不良信念较自恋型功能不良信念

对自恋型人格障碍症状的预测作用更大。此外，在本

研究中，自恋型、表演型和边缘型阳性组都不能在相

应亚型的信念上都显著高于其它亚型， 甚至还出现

了相反的情况。如在表演型信念的得分上，表演型阳

性组显著低于反社会型阳性组； 在边缘型信念的得

分上，边缘型阳性组显著低于反社会型阳性组。这说

明功能不良信念并不具有完全的特异性。 出现这些

情况的原因：第一，可能是因为不同亚型的信念内容

之间有所重叠。第二，在症状量表和信念问卷之间可

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叠。正如 Beck 自己的解释[3]，

尽管他已经删除了 PBQ 中的一些与症状量表里关

于信念的相似条目， 但人格障碍诊断问卷测量的一

些 DSM 诊断标准似乎就已经暗示了其内在的信念。

第三，可能与本研究中的被试有关，如有些被试的内

在人格障碍亚型可能还不够达到 DSM 关于人格障

碍诊断的程度，但具有较高的信念分数[8]。
（下转第 784 页）

注：1：反社会型；2：自恋型；3：表演型；4：边缘型；*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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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B 群人格障碍各亚型功能不良信念预测 B 群人格障碍症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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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从而提高治疗效果，促进海洛因依赖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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