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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考察大学生群体中强迫特征与自闭特征的关系， 为深入探讨强迫症与自闭谱系障碍的关系奠定基

础。 方法：采用方便取样，选取大学生 1918 名；用帕多瓦量表（Padua Inventory，PI）和自闭症量表（Autism-Spectrum
Quotient，AQ）进行测查。 结果：①男生在受驱使与行为失控感、检查、强迫症状总分、对细节的注意、沟通能力、想象能

力和自闭症状总分上的得分均高于女生；②强迫症状总分及各因素均与自闭症状总分及各因素呈显著正相关，其中

强迫症状总分与自闭症状总分的相关为 0.310（P<0.01）；③强迫特征高低分组（前后 27%）和自闭特征高低分组（前后

27%）具有良好的一致性（kappa=0.531，P<0.001）。 结论：大学生强迫特征与自闭特征存在部分重叠，提示强迫症和自

闭谱系障碍可能在病理机制等更深层的方面存在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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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sessive-compulsive and autistic traits in college stu-
dents,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nd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Methods: A total of 1918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Padua Inventory (PI) and Autism-Spectrum
Quotient (AQ). Results: ①Males scored higher than females on Impulses, Checking subscale, the total score of PI, Atten-
tion to Detail, Communication, Imagination subscale and the total score of AQ. ②All PI subscales and its total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ll AQ subscales and its total score. Particularly, for the total score of PI, the corre-
lation coefficient was 0.310 to the total score of AQ (P<0.01). ③There was good consistency between High Obsessive-
Compulsive group and High Autistic group, and Low Obsessive-Compulsive group and Low Autistic group (kappa=0.531,
P<0.001). Conclusion: There is partial overlap of obsessive-compulsive and autistic traits in college students, implying
there may be overlap of mechanism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nd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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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是

一种包括反复性闯入思维、 画面 （强迫思维，obses-
sions），以及对抗这些思维、画面以减轻焦虑的重复

行为、仪式（强迫行为，compulsions）的焦虑障碍[1]。强

迫 症 的 终 身 患 病 率 为 1%~3% [2]。 自 闭 谱 系 障 碍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是具有社会交往活

动损伤， 并伴有刻板性和重复行为的多种广泛性发

展障碍，主要包括自闭症、阿斯伯格综合症、未分类

型广泛性发展障碍 [1]。 自闭谱系障碍在人群中的发

病率为 0.6%[3]。
从诊断来看， 强迫症和自闭谱系障碍是完全不

同的两种疾病，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二

者表现出许多相似症状，如重复行为、囤积、抽动和

社交障碍[4]。Rumsey 等发现，高达 86%的自闭症患者

出现诸如洗手、排列物品、重复拍手、刻板性触摸物

体等强迫行为[5]。 Bejerot 等的研究也显示，近 20%的

强迫症患者表现出自闭症状[6]。 Chasson 等回顾了近

年来考察强迫和自闭谱系障碍之间关系的研究，发

现 3%~7%的强迫症患者符合阿斯伯格综合症的诊

断标准， 这一比例远高于阿斯伯格综合症在人群中

的患病率[7]。 实证研究也表明，强迫症患者与自闭症

患者在耶鲁-布朗强迫量表上的总分和分量表得分

无显著差异；自闭症患者的自闭谱系分数更高，但二

者在社 会 技 能和对细节的 注 意力分量表无显著差

异[8，9]。
目前， 强迫症与自闭谱系障碍在症状上的重叠

已经得到了越来越一致的结论， 但这些研究结果都

源于强迫症患者和自闭谱系障碍患者。那么，在大学

生样本中， 强迫特征与自闭特征是否也存在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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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呢， 本研究将在大学生群体中考察强迫特征与

自闭特征之间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某高校按方便取样的原则发放问卷 2100 份，
收回问卷 1983 份，回收率为 94.43%。 对收回的问卷

进行处理，删除缺失较多（>20%）的问卷 64 份，最后

剩余 1918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96.72%。 其中

男 665 人，女 1219 人，未填写性别 34 人，平均年龄

为 20.57±1.18 岁。
1.2 工具

1.2.1 帕多瓦量表（Padua Inventory，PI） 用于评定

强迫症状。 包含 60 个项目，采用 0~4 的 5 点计分，0
代表“没有”，4 代表“极重”，得分越高，强迫症状越

严重。钟杰等修订的 PI 中文版具有与国外类似的四

因素结构，分别为：污染/清洗、检查、思维失控与怀

疑感、受驱使与行为失控感，具备合格的信度[10]。
1.2.2 自闭谱系量表 （Autism-Spectrum Quotient，
AQ） 该量表由 Baron-Cohen 等人于 2001 年编制，
用于在智力正常人群中筛查自闭谱系障碍的患者或

具有自闭特征的人群。 包含 50 个项目，采用 0、1 计

分。该量表具有五个维度：社会技能（Social skill），注

意转移（attention switching），对细节的注意（attention
to detail）， 沟 通 能 力 （communication）， 想 象 能 力

（imagination）。 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1]。

2 结 果

2.1 大学生强迫特征状况

大学生强迫特征的得分见表 1。 男生在受驱使

与行为失控感、检查和强迫症状总分上高于女生。
2.2 大学生自闭特征状况

大学生自闭特征的得分见表 2。 男生在对细节

的注意、沟通能力、想象能力和自闭症状总分上高于

女生。

表 1 不同性别大学生强迫特征比较（x±s）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 2 不同性别大学生自闭特征比较（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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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学生强迫特征与自闭特征的相关性

2.3 大学生强迫特征与自闭特征的关系

大学生强迫症状总分及各因素和自闭症状总分

及各因素的 Pearson 相关分析见表 3。
根据强迫症状总得分的上下 27%，将大学生分

为 强 迫 特 征 高 分 组 和 强 迫 特 征 低 分 组 （高 分 组

59.63±17.70，低 分 组 7.74±4.04；t (1032)=64.983，P<
0.001）；根据自闭症状总得分的上下 27%，将大学生

分为自闭特征高分组和自闭特征低 分组 （高分组

27.15±2.95，低 分 组 14.35±2.21；t (1032)=78.993，P<
0.001）。

在强迫特征高分组的 517 名大学生中， 有 235
名（45.5%）也同时属于自闭特征高分组。 同时从属

于强迫特征高/低分组和自闭特征高/低分组的 601

名大学生， 在四种类型中 的分布是有 显著差异的

（χ2=169.682，P<0.001）（表 4）。 强迫特征高低分组和

自闭特征高分组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kappa=0.531，
P<0.001），说明强迫特征与自闭特征存在部分重叠。

表 4 四种类型大学生人数分布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无论在强迫特征还是自闭特征上，
男大学生的得分都显著高于女大学生。 男大学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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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更多的受驱使与行为失控感、 检查行为和强迫

症状，这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钟杰等发现，在强迫

症状总分上并不存在性别差异， 男性在污染上的得

分显著低于女性，在检查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 [10]。
而自闭特征的性别差异则与以往研 究结果较 为一

致：使用 AQ 测查的大部分研究均发现，自闭特征在

男性中更为常见[12，13]。
本研究在大学生样本中发现， 强迫特征与自闭

特征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和部分重叠， 从非临床样本

的角度扩展了以往研究在临床样本中得到的类似结

论。了解二者在现象学层面上的重叠后，研究者可以

从纵向上更深入地思考二者生理和心理病理机制，
更好地指导临床上的诊断与治疗。 许多家族研究指

出， 强迫症和自闭谱系障碍患者的亲属更可能发展

出强迫或自闭症状 [14-17]。 Zandt 等的研究发现，强迫

症患者和自闭谱系障碍患者的执行功能都受到了损

害[18]。 虽然已有研究者开始探讨二者共同的病理机

制，但仍处于起步阶段，这些研究结果还需要更进一

步的验证与深化。
本研究的样本为大学生， 这并不能代表非临床

样本的一般人群。 其次，研究样本女性（63.56%）多

于男性，由于自闭特征在男性中更为常见 [6，12]，本研

究可能低估了整体的自闭特征水平。 考虑到理工科

大学生在 AQ 上 的 得 分 显 著 高 于 人 文 社 科 大 学 生
[6，12]。 未来研究可以更全面地选取来自不同专业、不

同职业的样本， 以便更全面地考察强迫特征与自闭

特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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