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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
der，BPD）是当下实践领域和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因其表现出情绪急剧波动、对人际关系过度敏感和

偏执、时常伴有对自己或他人的伤害行为等而在临

床治疗中造成诸多风险和困难。

目前对BPD的研究主要涉及到流行病学[1-4]、生

理因素[5-7]、家庭暴力[8，9]、情绪失调[10]、遭受虐待[11-14]、

特征信念[15，16]、防御机制[17，18]、内部表征[19-22]等。其结

论较为一致：边缘型人格与早年恶劣的养育环境、虐

待和创伤经历密切相关，长此以往，这样的经历使他

们强化了内部的消极表征，固化了对自己和他人的

消极评价，因而经常使用极端的、不成熟的防御机制

应对现实人际环境，反过来进一步使其与他人相处

日益困难，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在临床实践中，针对边缘型来访者的各主

要疗法如移情焦点治疗、心智化治疗、辩证行为治疗

等都试图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降低来访者使用不

成熟的防御机制的强度，以避免造成现实中的人际

困难。其关键就在于来访者业已形成的内部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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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个体的边缘型人格倾向以及内部表征对投射防御机制的影响。方法：在大学生群体中选取

PDQ-4+边缘型分量表得分在阳性划界分5分以下和以上的被试各64名作为边缘型人格低分组和高分组，在两组中

分别各选取32名被试进入内部表征中性启动组和消极启动组，实验设计为2*2组间设计，检验人格分组以及表征启

动对被试使用投射防御机制的影响。结果：①高分组与低分组的投射防御机制差异不显著。②消极表征启动较中

性表征启动更多地表现出投射防御机制。③人格分组和表征启动的交互效应显著：消极表征启动条件下，高分组较

低分组被试更多地表现出投射防御机制，中性表征启动条件下的高分组和低分组被试投射防御机制则没有显著差

异；在高分组被试中，消极表征启动较中性表征启动条件更多地表现出投射防御机制，低分组被试的消极表征启动

和中性表征启动条件下投射防御机制则没有显著差异。结论：边缘型人格倾向以及内部表征对个体使用投射防御

机制存在相互的调节效应，互为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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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effect on projection defense mechanism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internal representation. Methods: 64 low BPD traits and 64 high BPD traits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based on PDQ-
4+, who were divided into neutral representation group and negative representation group to examine the effect on projec⁃
tion defense mechanism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and internal representation. Results: ①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pro⁃
jection defense mechanism was observed between participants with low BPD traits and high BPD traits. ②The negative rep⁃
resentation group participants showed more projection defense mechanism than the neutral representation group partici⁃
pants. ③The internal representation and BPD traits exerted an interaction effect on projection defense mechanism. High
BPD traits participants showed more projection defense mechanism than low BPD traits participants in negative representa⁃
tion, but not in neutral representation. The negative representation group showed more projection defense mechanism than
the neutral representation group in high BPD traits participants while not in low BPD traits participants. Conclusion: BPD
traits and Internal Representation exerts a moderate effect of projection defense mechanism to each other.
【Key words】 Borderline personality; Internal representation; Defense mechanisms; Pro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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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心理世界对自己、他人、以及相应的人际关

系等的反映过于僵化、消极[23]，需要通过稳定的设置

以及耐心的工作引导其逐渐向中性、甚至积极的方

向转变。移情焦点治疗将目标聚焦于来访者的身份

认同弥散——即表征混乱的问题，帮助来访者对自

体和客体进行区分理解，建立起适当的内部表征的

界限[24]；心智化治疗认为边缘型来访者感知、表征自

体和客体的情绪、心理状态、人际因果等的能力受到

了损坏，即失去了心智化的能力，治疗核心是修复这

一缺陷[25]；辩证行为治疗则改变了传统认知行为治

疗过分强调改变的理念，认为这样容易挫败来访者

的自我效能感，激发起消极的内部表征，而导致脱落
[26，27]。目前尚未有研究进行这方面的探讨，本研究

试图通过实验方式检验边缘型人格倾向及内部表征

对投射（projection）防御机制的影响。

投射是一种心理操作，是指将某些自己不喜欢

的、或不道德的、或不那么为他人和社会所赞许的特

质置于他人身上，认为不是自己而是他人具有这些

特质[28]。投射是边缘型人格最具有代表性的防御机

制之一，是内部的心理过程，不是外化的行为，相对

来说比见诸行动、被动攻击等安全性更高，比投射性

认同更简单，比分裂更接近真实的人际情境，更有操

作性，关于投射防御机制的实验研究已有较成熟的

范式[29]。

1 方 法

1.1 被试与工具

采用人格诊断问卷（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
tionnaire, PDQ）第四版（PDQ-4+）中的边缘型分量表

对北京、成都两地的大学生群体进行筛查，学校类型

包括重点院校、一般本科、大专高职，年级包括大一

到大四，专业包括中文、外语、法律、政治、教育、历

史、哲学等文科专业和电子信息、计算机、数学、物

理、化工、建筑、机械、地质、医学等理科专业，共发出

问卷 865 份，回收有效问卷 829 份。PDQ 是根据

DSM-III编制的人格障碍自评问卷，得分越高表示

边缘型人格倾向越明显。杨坚、杨蕴萍等将其引入

国内，并进行了修订和信效度研究，结果显示达到了

统计学要求[30，31]。

分别由低到高选取64名得分在阳性划界分5分
以下的被试进入低分组，由高到低选取64名得分在

阳性划界分5分以上的被试进入高分组。再从两组

被试中分别按分数平衡选取 32名被试进入内部表

征中性启动组，32名被试进入内部表征消极启动

组。实验设计为 2*2组间实验，经过方差分析和卡

方检验，4组被试在年龄、性别、文理科专业分布上

没有显著差异，中性启动组和消极启动组的 PDQ-
4+边缘型分量表得分达到一致，如表 1所示。所有

被试均取得知情同意。

被试分组
中性表征

消极表征

低分组

高分组

低分组

高分组

年龄

20.00±1.57
19.87±1.89
20.22±1.70
20.10±1.72

性别

男16，女16
男15，女17
男17，女15
男15，女17

专业

文14，理18
文16，理16
文15，理17
文17，理15

PDQ-4+边缘型分量表得分

0分25人，1分7人
6分17人，7分9人，8分4人，9分2人

0分25人，1分7人
6分17人，7分9人，8分4人，9分2人

表1 4组被试的人口学信息

1.2 实验程序

在第一阶段，所有被试在完成 PDQ-4+边缘型

分量表的同时也被要求列出12个“你很庆幸你自己

身上没有，并且你也不希望自己具有的”特质，在纸

上留下了十二条空白横线供被试填答。

四周之后，实验进入第二阶段。主试会提前为

每位被试准备不同的人格特质卡片，这些卡片是根

据每位被试在第一阶段对“你很庆幸你自己身上没

有，并且你也不希望自己具有的”特质的填答情况分

别设计的。卡片上有10个人格特质，包含了该被试

在第一阶段自己填写的前6个特质，以及另外4个填

充特质，这10个特质的呈现顺序是随机的。然后内

部表征中性启动组的被试被要求回忆并在纸上写下

自己所在学校校园的建筑及其布局，尽可能写得具

体一些、多一些细节；消极启动组的被试被要求回忆

并在纸上写下一件感到生气或者不满意的事，尽可

能详细地描述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自己的看法，

以及时间、地点等细节。完成写作之后，主试会向每

位被试出示提前准备的人格特质卡片，被试需要回

答自己是否认识或者知道有某个人在某种程度上符

合卡片上的特质描述。如果被试回答没有，则在数

据处理中计0分。如果被试回答有，则按6点计分进

一步评估自己想起这个人的容易程度，分值范围从

1到6，1代表非常困难，6代表非常容易。然后要求

被试尝试回忆是否有第二个人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卡

片上的特质描述，同样评估想起这个人的容易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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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将被试回忆起卡片上所呈现的人格特质的两个

人的难易程度相加，作为被试使用投射防御机制的

总分，以此来评估被试将自己不认同的特质投射到

他人身上的倾向。

1.3 研究假设

假设一：边缘型人格倾向低分组和高分组的分

组主效应显著。相对于低分组来说，高分组会更多

地使用投射，即更容易回忆起具有给定特质的人。

假设二：内部表征的启动主效应显著。相对于

内部表征中性启动组来说，消极启动组会更多地使

用投射，即更容易回忆起具有给定特质的人。

假设三：人格分组和表征启动的交互效应显著。

2 结 果

使用 SPSS19.0统计软件，经统计投射防御机制

总分的分布频次发现其作为因变量呈非正态分布，

因此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1 边缘型人格分组的主效应

为了检验边缘型人格低分组和高分组被试是否

表现出使用投射防御机制的差异，本研究对两组被

试投射防御机制总分的秩变量进行了比较。采用独

立样本非参数检验中的Mann-Whitney U test方法，

结果如表 2所示：低分组和高分组被试使用投射的

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水平，没有验证假设一，边缘型人

格倾向的分组主效应不显著。

表2 边缘型人格倾向低分组和高分组的投射倾向对比

2.2 内部表征启动的主效应

为了检验内部表征中性启动组和消极启动组被

试是否表现出使用投射防御机制的差异，本研究对

两组被试投射防御机制总分的秩变量进行了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中的Mann-Whitney U test
方法，结果如表3所示：消极启动组比中性启动组更

多使用投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验证了假设二，

内部表征的启动主效应显著。

2.3 交互效应

边缘型人格倾向的分组与内部表征的启动分组

构成了本实验的2个自变量因素，且各有2个水平，

因此本实验是2*2的实验设计。因为非参数检验并

没有可以直接检验交互效应的方法，所以为了检验

2个自变量因素是否对因变量有交互作用，首先采

用多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中的Kruskal-Wallis test

方法对4组被试投射防御机制总分的秩变量进行差

异性检验，然后采用两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中的

Mann-Whitney U test方法对 2个自变量因素分别进

行简单主效应检验，结果见表4。
表3 边缘型人格倾向低分组和高分组的投射倾向对比

表4 4组被试的投射倾向对比

表4数据显示4组被试使用投射的差异显著，可

能存在着交互效应。为进一步探求差异所在，再分

别对边缘型人格倾向分组以及内部表征启动分组这

2个自变量因素做简单主效应的检验，结果见表5和
表6。

表5 边缘型人格倾向分组的简单主效应

表6 内部表征启动的简单主效应

从数据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消极表征启动的条

件下，高分组较低分组被试更多地表现出投射防御

机制，中性表征启动条件下的高分组和低分组被试

投射防御机制没有显著差异；在高分组被试中，消极

表征启动较中性表征启动条件更多地表现出投射防

御机制，低分组被试的消极表征启动和中性表征启

动条件下投射防御机制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验

证了假设三，人格分组和表征启动的交互效应显著。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实验方式检验了边缘型人格倾向以

边缘型人格倾向

低分组

高分组

平均秩变量

55.32
63.15

Mann-Whitney U
1477.000

Wilcoxon W
3430.000

P
0.202

内部表征

中性启动组

消极启动组

平 均

秩变量

53.03
65.50

Mann-Whitney U

1344.000

Wilcoxon W

3235.000

P

0.041*

被试分组

中性启动&低分组

中性启动&高分组

消极启动&低分组

消极启动&高分组

平均秩变量

53.24
52.82
57.40
75.54

χ2

8.347

df

3

P

0.039*

内部表征

中性启动

消极启动

边 缘 型

人格倾向

低分组

高分组

低分组

高分组

平 均

秩变量

31.21
30.78
24.31
33.70

Mann-Whitney U

458.500

257.500

Wilcoxon W

923.500

753.500

P

0.925

0.029*

边 缘 型

人格倾向

低分组

高分组

内部表征

中性启动

消极启动

中性启动

消极启动

平 均

秩变量

30.23
32.77
23.40
33.52

Mann-Whitney U

441.000

237.000

Wilcoxon W

937.000

702.000

P

0.572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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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内部表征对投射防御机制的影响，相对于自评问

卷来说更具生态效度，为今后的研究积累了经验。

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表征启动的主效应、验证

了人格分组和表征启动相互的调节效应，并未验证

人格分组的主效应，这可能与实验设计有关。实验

第二阶段要求被试回忆具有人格卡片所呈现的如自

私、虚伪、小气等等 10种消极特质的人，通常来讲，

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具备 10种消极特质还是比较少

见的。虽然边缘型人格倾向较高的个体容易表现出

投射防御机制，但也有程度上的区别，本研究的边缘

型人格高分组被试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边缘型人

格障碍，因而在对投射的操作非常严格的实验条件

下，高分组被试也只有在消极表征激活时才较低分

组被试表现出更多的投射。

因此，被试的选取也可能会影响实验结果。如

果是被临床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被试，随时会

使用投射，则人格分组很可能存在主效应，反而表征

启动的影响可能就不太明显了。这种情况下，可以

考虑将卡片上的特质换成积极特质，或设计积极表

征启动的实验操作。

综上所述，投射防御机制受到边缘型人格倾向

和内部表征的共同影响，对边缘型来访者来说，对其

内部表征进行工作是促使其采用更成熟的防御机

制、更好适应现实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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