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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是指人格特征明

显偏离正常，使患者形成了一贯的反映个人生活风

格和人际关系的异常行为模式。人格障碍通常始于

童年期或青少年期，并长期持续发展至成年或终身
[1]。在 DSM-V中，将人格障碍分为 A、B、C三个类

别，C类人格障碍包括强迫型、依赖型、回避型，临床

表现通常以高度焦虑、行为狭窄及习惯性退缩为特

点，在大学生人格障碍调查中，该类人格障碍的检出

率最高 [2，3]。人格障碍显著地影响个体的社会功能

及职业功能，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适应不良及痛苦，

且是多种精神疾病的病前人格基础。已有研究提

示，人格障碍的形成与个体早期创伤、不良家庭功能、

父母教养方式及不良亲子关系等因素有关 [4]，而这

些因素会持续影响个体对生活的总体感受和观点，

从而阻碍个体心理一致感的发展。

心理一致感是个体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是指个体对生活的总体感受和认知，是个体内部稳

定的心理倾向，它综合体现了个体在面对内外环境

时是如何应对的，表达了个体所拥有的普遍、持久、

动态的信心感[5]。心理一致感包括：意义感、可理解

感、可控制感。意义感是指个体认为自己是值得为

周围环境的压力和挫折付出努力的；可理解感是指

个体认为来自生命历程中内外部的压力是结构化

的、可解释的；可控制感是指自己能够取得足够的资

源去有效应对压力和挑战，这三个成分分别体现了

心理一致感的动机、工具、认知水平。心理一致感与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编号：13BSH060）
通讯作者：卢宁，lnpsy@163.com

自尊异质性在心理一致感和C
类人格障碍倾向间的中介效应

林玉凤，卢宁
（深圳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与咨询中心，深圳518060）

【摘要】 目的：探讨心理一致感、自尊异质性与人格障碍的关系。方法：采用人格障碍筛查问卷、心理一致感量表、

Rosenberg自尊量表、条件自尊和不稳定自尊量表对542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①除意义感与强迫型人格

障碍倾向相关不显著外，心理一致感及其各维度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及其各分型存在负相关（P<0.01）；与条件自

尊、不稳定自尊存在负相关（P<0.01），与一般自尊存在正相关（P<0.01）。②心理一致感、条件自尊及一般自尊能预

测C类人格障碍倾向。③条件自尊、一般自尊在心理一致感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

别占总效应的25.40%、22.16%。结论：心理一致感能直接影响C类人格障碍，同时也通过条件自尊、一般自尊影响C
类人格障碍。

【关键词】 C类人格障碍；心理一致感；自尊异质性；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R395.2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8.03.013
Heterogeneity of Self-Esteem as a Mediator of the Link between Sense of
Coherence and Cluster-C Personality Disorde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LIN Yu-feng, LU Ning
Research and Counseling Center of Applied Psychology,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self-esteem heterogene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e of
coherence(SOC) and Cluster-C personality disorde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Personality Disorder Questionnaire
for CC⁃MD-2-R, Sense of Coherence Scale(SOC-13),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Self-Esteem ContingentScale and In⁃
stability of Self-esteem Scale were used among 542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①SOC and its dimension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ntingent self-esteem, unstable self-esteem,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steem(P<0.01).Excep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eaningfulnessand 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 SOC and its dimension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luster-C personality disorders(P<0.01). ②Self-esteem,contingent self-esteem and SOC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Cluster-C personality disorders(P<0.01). ③Self-esteem and contingent self-esteem partially mediated the associ⁃
ationbetween SOC and Cluster-C personality disorders respectively,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ed for 25.40% and 22.16%
of the total effect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Developing SOC，improving self-esteem and reducing contingent self-esteem
may prevent and treat Cluster-C personality disorders.
【Key words】 Personality disorder; Sense of Coherence; Heterogeneity of self-esteem; Mediating effect

··477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6 No.3 2018
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有重要关系[6-8]。

目前较少关于心理一致感与人格障碍关系的研

究，但从两者与家庭功能、教养方式及应对方式的关

系中，可以推测心理一致感对人格障碍可能有重要

影响。有研究表明，心理一致感的发展可由父母的

教养方式及家庭功能预测[9，10]，不良的教养方式及家

庭功能是人格障碍的基础。心理一致感高的个体在

压力情境下体验到的消极情绪更少[11]，采取的反应

方式更成熟[12]。反之，心理一致感低的个体更易体

验到过度的消极情绪，采用非适应的行为反应方式，

这对C类人格障碍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因此，心理

一致感的形成是否能够减少和预防人格障碍的发

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人格障碍患者通常存在情感脆弱，低自尊或脆

弱高自尊的特点 [13，14]。有研究显示条件自尊、一般

自尊在消极完美主义及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起中介

作用[15]，回避型人格障碍的大学生一般自尊低于正

常大学生，内隐自尊无差异[16]。表明自尊异质性在

C类人格障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外，青少年

的自尊与心理一致感正相关[17]，而早期经历会通过

心理一致感影响自尊[9，10]。表明在C类人格障碍、自

尊异质性及心理一致感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理解人格障碍的病

理心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索自尊异

质性在心理一致感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间的中介作

用，揭示其作用路径，以期丰富人格障碍病理心理机

制研究，同时对人格障碍评估及干预提供参考角度。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对广东省某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整群抽样，现

场发放问卷并回收。总共回收问卷 552份，根据作

答完整度及测谎结果剔除部分无效问卷，有效问卷

542份，回收率98.19%。平均年龄19.12±1.0岁。男

生 142（26.2%）人，女生 393（72.5%）人，7 人未回

答。C类人格障碍倾向者 200人。其中单一无共型

C类人格障碍阳性筛出：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53人，

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18人，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49
人；共型C类人格障碍80人。

1.2 研究工具

1.2.1 人 格 障 碍 筛 查 问 卷 (Personality Disorder
Questionnaire for CCMD-2-R, PDQC) 卢宁和刘

协和[18]依据 CCMD-2-R 编制的人格障碍筛查量表，

涵盖 8 型人格障碍。共103个条目，4级计分。该问

卷信效度良好，灵敏度较高。各型别人格障碍筛检：

以每个分量表选择2-3分的条目超过该分量表总条

目的半数为该型别阳性筛出标准。各型人格障碍分

量表总均分越高，则相应型别人格障碍倾向越明显。

1.2.2 心理一致感量表 (Sense of Coherence Scale,
SOC-13) 该量表由包蕾萍、刘俊升[19]引入。共有

13个条目，分可理解感，可控制感和意义感三个维

度。每个维度由 4-5个条目组成，7级计分，其中 5
个条目反向计分，每个维度的记分方法为该维度条

目的粗分相加。量表总分为各条目粗分相加。得分

越高表明心理一致感水平越高。量表的克隆巴赫α
系数为0.76。
1.2.3 不稳定自尊量表（Instability of Self-esteem
Scale, ISES） Chabrol等人 [20]编制，共 4个条目，4级

计分。该量表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64。其内部一致

性系数α=0.89，重测信度 r=0.89，同时效度 r=0.81。
本项目研究中，该量表的分半信度和α系数分别为

0.83和0.80。
1.2.4 条件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Contingent
Scale, CSES） Paradise和Kernis[21]编制，用于测量事

件结果、竞争标准、他人评价对自尊的影响。共 15
个条目，5级计分，分数越高代表自尊条件性越高。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0.85，间隔大约 4周的

重测信度 r=0.77。本项目研究中，该量表的分半信

度和α系数分别为0.74和0.78。
1.2.5 Rosenberg自尊量表（RSES）[22] 测量总体自

尊水平即一般自尊。该量表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0。
1.3 统计方法

采用excel录入数据，SPSS21.0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相关分析结果

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显示，除了心理一致感中

的意义感维度与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相关不显著

外，心理一致感总分及其各维度均与C类人格障碍

倾向及其各分型倾向呈负相关。心理一致感及其各

维度与条件自尊、不稳定自尊呈负相关；与一般自尊

成正相关。条件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及其各分

型倾向呈正相关；不稳定自尊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

及其各分型倾向呈正相关；一般自尊与C类人格障

碍倾向及其各分型倾向呈负相关。具体见表1。
2.2 回归分析结果

将心理一致感、条件自尊、不稳定自尊及一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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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作为预测变量，C类人格障碍倾向作为因变量进

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理一致感、条件自

尊、一般自尊依次进入方程，均对C类人格障碍有显

著的预测作用。总的决定系数为0.323（表2）。
表1 心理一致感及其维度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及其分型倾向的相关分析（n=542）

强迫型人障碍倾向

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

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

C类人格障碍倾向

意义感

可理解感

可控制感

心理一致感

意义感

-0.055
-0.210**
-0.394**
-0.264**

可理解感

-0.260**
-0.328**
-0.443**
-0.419**

可控制感

-0.298**
-0.357**
-0.476**
-0.460**

心理一致感

-0.271**
-0.375**
-0.537**
-0.479**

条件自尊

0.334**
0.348**
0.372**
0.428**

-0.119**
-0.340**
-0.281**
-0.316**

不稳定自尊

0.263**
0.280**
0.311**
0.347**

-0.266**
-0.429**
-0.390**
-0.451**

一般自尊

-0.145**
-0.393**
-0.429**
-0.372**
0.465**
0.406**
0.456**
0.533**

投入变量顺序

1. 心理一致感

2. 条件自尊

3. 一般自尊

多元相关系数R

0.479
0.561
0.568

决定系数R2

0.229
0.315
0.323

增加量ΔR2

0.229
0.086
0.008

F更改值

161.095
66.703
6.378

非标准化系数B
44.033
-0.468
0.529

-0.335

标准化系数Beta(β)

-0.330
0.291

-0.107

t值
7.644**

-7.730**
7.656**

-2.525*

注：*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2 C类人格障碍倾向对心理一致感、自尊异质性的回归分析（n=542）

2.3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23]。将所有

变量中心化，用回归方程来描述各变量之间的关

系。检验心理一致感、条件自尊、C类人格障碍倾向

之间的中介效应，步骤如下：第一步，检验自变量对

因变量的总效应 c，以C类人格障碍为因变量，心理

一致感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心理一致感对

C类人格障碍倾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1），c=-
0.479。第二步，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效应 a及
控制了自变量后，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b，得到

控制了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

c′。以心理一致感为自变量，条件自尊为因变量进

行回归，显示心理一致感对条件自尊有显著的预测

作用（P<0.01），a=-0.316；以C类人格障碍倾向为因

变量，心理一致感及条件自尊为自变量进行回归，显

示心理一致感、条件自尊对C类人格障碍倾向有显

著的预测作用（P<0.01），b=0.307，c′=-0.382。第三

步，检验 c′是否显著。在第二步的检验结果中，c′显
著（P<0.01）。因此为部分中介效应（见表 3）。心理

一致感对C类人格障碍倾向的总效应为-0.479，直
接效应为-0.382，通过条件自尊产生的间接效应 ab
为-0.09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ab/c为20.25%。

采用同样的方法检验心理一致感、一般自尊、C
类人格障碍倾向之间的中介效应。得到 c=-0.479，
a=0.533，b=-0.163，c′=-0.392，且四个系数均显著

（P<0.01），因此为部分中介效应（见表4）。心理一致

感对C类人格障碍倾向的总效应为-0.479，直接效

应为-0.392，通过一般自尊产生的间接效应 ab为-
0.08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ab/c为18.14%。

表3 条件自尊在心理一致感及C
类人格障碍倾向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Y为“C类人格障碍倾向”，X为“心理一致感”，M为“条件

自尊”

表4 一般自尊在心理一致感及C
类人格障碍倾向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Y为“C类人格障碍倾向”，X为“心理一致感”，M为“一般

自尊”

3 讨 论

3.1 心理一致感与C类人格障碍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除心理一致感中的意义感

维度与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未呈现相关外，心理一

致感及其各维度与C类人格障碍倾向均呈显著负相

关，心理一致感中可控制感维度与C类人格障碍倾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479X+11.30
M=-0.316X+6.71
Y=-0.382X

+0.307M+10.67

回归系数检验

SE=0.054**，t=-12.692**
SE=0.032**，t=-7.752**
SE=0.053**，t=-10.167**
SE=0.068**，t=8.167**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479X+11.30
M=0.533X+3.50
Y=-0.392X

-0.163M+11.17

回归系数检验

SE=0.054**，t=-12.692**
SE=0.017**，t=14.626**
SE=0.063**，t=-8.898**
SE=0.137**，t=-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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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相关程度最高。表明心理一致感越低，个体C类

人格障碍倾向越高，在面对压力、应激事件时，可控

制感低可能是C类人格障碍突出的共同特点。

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与心理一致感及其可理解

感、可控制感维度呈负相关。强迫型人格障碍者表

现为过分追求完美和秩序，沉湎于细节、规则和次

序，以至忽略事物的主要方面，本研究结果表明这可

能是由于该类型人格障碍的整体控制感低，而试图

通过过度地苛求细微之处来获得整体控制感，以此

缓解自身无法应对生活应激的认知所带来的焦虑。

依赖型人格障碍与心理一致感及各维度同样存

在高相关，与可控制感的相关最突出。缺乏可控制

感，缺乏解决问题的自信倾向的个体，无法独立自

主，难以在生活中为自己做出决定和承担责任，习惯

于紧密依附他人，长此以往最终易于发展为依赖型

人格障碍。

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与心理一致感及其各维度

的相关程度最高。表明心理一致感及其各维度发展

水平全面低下对回避型人格障碍形成有显著影响，

心理一致感低的个体缺乏面对内外刺激的稳定而有

意义的一般自信倾向，此影响个体对压力情境和事

件的解释和态度，基于自我和他人的消极图式，导致

其对社交信息失之偏颇的加工过程，使之对拒绝或

消极评价性反馈过度敏感，由此易于产生焦虑，最终

使其采取社交抑制策略，支持回避型人格障碍者自

卑、行为退缩回避，过度人际疏离的特点。

总的来说，在C类人格障碍中回避型人格障碍

与心理一致感及其各维度的相关最高，说明回避型

人格障碍的心理一致感发展最为薄弱，该类型人格

障碍者人际交往策略的非适应性也最为突出，提示

回避型人格障碍在三类人格障碍中的病理程度最

高，需全面促进其社会功能的发展，其次为依赖型人

格障碍，此支持以往研究结果[3，15]。

3.2 自尊异质性与C类人格障碍的关系

相关分析表明条件自尊、不稳定自尊越高，C类

人格障碍倾向越严重；一般自尊越低，C类人格障碍

倾向越严重。其中，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与各自尊

的相关程度最高，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最低，此支持

以往研究结果[3，15]。

逐步回归分析表明，条件自尊、一般自尊能够预

测C类人格障碍倾向。低一般自尊是C类人格障碍

良好的预测指标 [24]，高条件自尊是C类人格障碍倾

向大学生的典型特点[2]。高条件自尊的个体将自尊

建立在是否取得某种优秀的标准或者符合某些人的

期望上，将自我感受建立在他人的评价之上，其需要

不断地取得成就去维持、验证这种感受。因此，其自

我价值感和自我接纳程度易受外界不可控因素的影

响，当遭遇挫折时更易自我否定、产生情绪波动，而

负性情绪和认知是人格障碍的核心症状[25]，为了避

免由此产生的痛苦，不同人格障碍个体会激发相应

的行为进行防御，担心不被他人接纳又极度渴望被

他人接纳的回避型人格障碍者采取社交回避行为，

唯恐孤立无援而陷入孤独境地的依赖型人格障碍者

过度缠结地依附他人，竭力强调规则秩序、完美主义

的强迫型人格障碍者专注于苛求细节，以期避免无

法达到外在标准和期望。

3.3 自尊异质性在心理一致感和C类人格障碍倾

向间的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条件自尊、一般自尊分

别在心理一致感及C类人格障碍倾向中起到部分中

介作用。心理一致感低，个体无法形成稳定一致的

自尊，需要不可控的外在肯定来实现自我价值，导致

个体高焦虑以及非适应性行为反应方式，促进C类

人格障碍的形成。心理一致感能通过减少条件自尊

来减少人格障碍倾向，通过增强一般自尊来减少人

格障碍倾向，说明对自尊的运用是心理一致感的能

力体现[26，27]。条件自尊对人格障碍的形成影响系数

大于一般自尊，这意味着比起低自尊个体，防御高自

尊个体更易出发展出C类人格障碍。在心理干预过

程中，不仅要注意提高个体的一般自尊，更应关注防

御高自尊带来的负性影响。心理一致感高的个体，

对压力有正确的评估和认识，形成处理的效能感，感

受到情境对自身的意义，对压力事件做出较为成熟

的反应和处理，从而使之在内心有稳定而持续的有

意义的信心倾向，较少需要外界的某种评价或肯定

才能提升自我价值，因此条件自尊较低，一般自尊较

高，利于保持自我的坦诚和一致性，减少人格障碍的

发生。心理一致感从个体童年期开始发展，直至成

年逐渐稳定，若能通过对心理一致感的干预，逐渐瓦

解人格障碍牢不可破的模式，或许是人格障碍治疗

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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