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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患者完美主义与自尊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杨　巍 、 张　焱 、 李锦光 、 戈　瑶 、 曹　威 、 梁　宝

【摘要】目的　分析抑郁患者完美主义与自尊水平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 66 例抑郁症患者及

66 例健康体检者，均进行自尊与完美主义测评。比较两组研究对象自尊量表（SES）、内隐联想测

验（IAT）、中文 frost 完美主义量表（CFMPS）评分。结果　观察组 SES 评分低于对照组，IAT 评

分高于对照组（均 P< 0.05）。观察组行动疑虑（DA）与担心错误（CM）评分高于对照组，父母期

望（PE）评分低于对照组（均 P< 0.05）。对照组 SES 评分、IAT 评分与完美主义之间均无相关性

（P> 0.05）。低评分组患者 SES 评分与 DA 评分、CM 评分呈负相关［（r= -0.322，P< 0.05）、（r= -0.330，

P< 0.05）］；高评分组 SES 评分与 DA 评分、CM 评分呈显著负相关［（r= -0.504，P< 0.01）、（r= -0.489，

P< 0.01）］。低评分组 IAT 评分与 PE 呈明显负相关（r= -0.358，P< 0.05）。结论　抑郁症患者消极完

美主义与自尊水平呈明显负相关，当发现抑郁症患者有完美主义追求倾向，应积极对其进行心理干

预以引导其自我认知及自我评价，提高其自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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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self- esteem in depressed patients 
　　YANG Wei，ZHANG Yan，LI Jinguang，et al. Wuhan mental health center affiliated to Tongji Medical College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mental hospital），Wuhan 43001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self-esteem in depressed patients. 

Methods　66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66 healthy subjects were selected，the self-esteem and perfectionism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The score of self-esteem scale，the score of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the score of Chinese 

Frost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ES score of observa-

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and the IAT score was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all P<0.05）. The DA scores 

and CM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and the PE score was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all 

P<0.05）. There were no correlation between SES score，IAT score and the perfectionism in control group（P>  0.05）. 

The scores of SES in low score group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A score and CM score［（r= -0.322，P<0.05），

（r= -0.330，P<0.0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S score in high score group with 

the DA score and the CM score ［（r= -0.504，P<0.01），（r= -0.489，P<0.0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AT score and the dimension of PE in low score group and（r= -0.358，P<0.05）. Conclus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negative perfectionism and the level of self-esteem in depressive 

patient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should actively engaged to guide their self-awareness and self-evaluation to improve 

their self-esteem level whe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have a tendency to perfectionism

【Keywords】 Depression，Perfectionism，Self-esteem，Correlation

抑郁症为常见精神障碍疾病，对患者情绪、心

理均有较大影响。完美主义是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的人格特质，早期研究［1］多认为完美主义是一种病

态的单维人格特质，近年有专家提出［2］其为多维人

格特质。近年有学者提出［3］，完美主义应辩证看待，

适应良好完美主义使自尊水平获得提高；适应不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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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主义则易引发焦虑、抑郁及低自尊。目前普遍认

为［4］，高自尊可强化个体适应性，低自尊则往往与

抑郁、暴力等有关。有认知心理学家提出［5］，抑郁

症患者自尊结构复杂，内隐自尊高于外显自尊。本

研究以 66 例抑郁症患者为例，分析抑郁患者完美主

义与自尊水平的相关性，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本院心理科门诊 2014 年 6 月 ~2017 年 3 月

收治的 66 例抑郁症患者纳入观察组。入组标准：符

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精神障碍

分类）》［6］中抑郁症诊断标准，自评抑郁量表（SDS）

评分＞ 53 分；年龄 18~60 岁，具备基本认知与理解

能力，可配合完成相关量表的测评；文化程度初中以

上；入组前 8 周内未服用过抗抑郁药或接受专业心理

治疗；研究获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签署同意

书。排除标准：合并精神疾病、恶性肿瘤、躯干疾病、

运动性迟滞者；有药物滥用史、有自杀倾向者。从同

期健康体检者中随机抽取 66 例作为对照组。

观察组男 31 例、女 35 例；年龄 24~52 岁，平均

（39.68±10.31）岁；婚姻状况：未婚 25 例、已婚 30
例、离异或丧偶 11 例；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 33 例、

大专及以上 33 例。对照组男 33 例、女 33 例；年龄

26~55 岁，平均（40.32±10.67）岁；婚姻状况：未婚

22 例、已婚 21 例、离异或丧偶 13 例；文化程度：高

中及以下 35 例、大专及以上 31 例。两组性别、年龄、

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有均衡性。

1.2　方法

1.2.1　自尊水平测评　使用自尊量表（SES）评

估自尊水平，该量表共包含 10 个条目，Likert 4 级评

分法，评分越高自尊水平越高。

1 .2 .2　 内 隐 自 尊 测 评 　 使 用 内 隐 联 想 测 验

（IAT）评价内隐自尊，共 5 个组块，每组块 1 个辨

别任务，反应时间≥ 3000 ms 按 3000 ms 算，≤ 300 

ms 按 3000 ms 算。计算不相容及相容测验的平均反

应时，差值为内隐自尊强度。

1.2.3　完美主义测评　使用中文 Frost 完美主义

问卷（CFMPS）评价完美主义，共条理性（OR）、个

人标准（PS）、行动疑虑（DA）、担心错误（CM）、父

母期望（PE）5 个维度，27 个条目。OR 为积极完美

主义，其余为消极完美主义。消极完美主义评分越

高完美主义越严重。

1.3　观察指标

1.3.1　自尊与完美主义评分　比较两组研究对

象的 SES 评分、IAT 评分及 CFMPS 各维度评分。

1.3.2　SES 评分及 IAT 评分与完美主义的相关

性分析　对照组及观察组的 SES 评分、IAT 评分与

完美主义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x±s）
表示，组内差异比较行配对 t 检验，组间差异比较

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相关性采取 Pearson 相关分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自尊与完美主义评分

观察组 SES 评分低于对照组，ITI 评分高于对照

组（均 P<0.05），OR 与 PS 评分的差异 P>0.05。观

察组 DA 与 CM 评分高于对照组，PE 评分低于对照

组（均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自尊与完美主义评分的比较（x±s，分）

组别 SES评分 ITI评分
完美主义

OR评分 PS评分 DA评分 CM评分 PE评分 消极完美主义总分

观察组（66） 25.89±5.21 360.87±120.30 23.24±3.89 20.10±4.32 13.51±3.57 17.40±4.58 14.32±3.78 65.33±5.37

对照组（66） 29.52±5.74 251.60±104.54 24.11±4.20 18.82±3.89 11.60±2.45 14.53±4.22 16.15±3.53 61.10±4.88

t值 3.804 5.570 1.235 1.789 3.584 3.744 2.875 4.736

P值 0.000 0.000 0.219 0.076 0.001 0.000 0.005 0.000

2.2　对照组 SES 评分、IAT 评分与完美主义的

相关性

对照组 SES 评分、IAT 评分与完美主义之间均

无相关性（P>0.05）。见表 2。

2.3　观察组 SES 评分与完美主义相关性

66 例抑郁症患者 SDS 评分在 55~65 分，按评

分高低分为高评分组（≥ 60 分，n=36）与低评分组

（＜ 60 分，n=30）。高评分组与低评分组患者 SES

评分与 DA、CM 评分均呈负相关（P<0.05），与 OR、

PS 及 PE 评分无相关性（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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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刘剑涛等［7］的研究显示，老年抑郁人群的抑郁

程度越严重，认知功能越差。有证据显示［8］，自我

评价低是抑郁症患者的认知表现之一。袁有才［9］等

人的研究表明，精神病患者自尊水平相对偏低，且

与精神症状、社会功能之间明显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 SES 评分显著低于

健康人群，IAT 评分则更高，表明抑郁症患者显性

自尊偏低而隐性自尊相对偏高，与董江会［10］等人结

论一致。有学者［11］推测抑郁症患者的高内隐自尊是

对低外显自尊的无意识补偿，与抑郁症患者内隐自

尊脆弱且易变，遇到应激性事件自我评价波动大、

易滋生消极情绪的事实呼应。有专家提出［12］，完美

主义与心理健康相关，积极完美主义客观上包含一

定消极因素，因为对高标准的追求越是执着，失败

所受打击也就越大，得到的消极反馈也越多。本研

究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的 DA 与 CM 评分偏高，PE

评分偏低，而 DA 与 CM 评分均为消极完美主义，说

明抑郁症患者存在严重完美主义，且是负面的。

有研究认为［13］，自尊是调节消极效应的重要人

格因素。本研究中对照组的 SES 评分与 IAT 评分与

完美主义各维度评分之间均无相关性，证实完美主

义并非普遍存在。抑郁症患者自尊水平与完美主义

各维度评分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SDS 评分高评

分组（≥ 60 分）与低评分组（＜ 60 分）SES 评分与

完美主义中的 DA 评分、CM 评分均呈负相关，且高

评分组相关性更显著，表明抑郁程度越严重，外显

自尊水平与完美主义相关性越明显。在隐性自尊方

面，高评分组 IAT 评分与完美主义无相关性，低评

分组 IAT 评分则仅与 PE 呈负相关。抑郁症患者相比

健康人群易在自身智力及道德上设立较高标准，加

之自我批评过甚，行动中常犹豫不决、担心错误，

故多表现为消极完美主义。有专家认为［14］，高自尊

者普遍相信自身能力，将成功归因于自身能力。低

自尊者缺乏自信，易将失败归因于自身能力，这是

抑郁症患者消极完美主义与外显自尊呈负相关的主

要原因。抑郁症患者 PE 评分低于健康人群，可能因

为抑郁症已被大众公认为精神疾病，父母对患病子

女期望降低。PE 与高评分 SDS 患者无相关性，与低

评分 SDS 患者呈负相关。我们认为，抑郁症患者需

借助他人来认可自己。父母期望越低，抑郁症患者

得到外界认可的机会相对较高。抑郁程度严重重患

者的内隐自尊与 PE 之间无相关性，猜测原因可能与

该类患者严重不自信，外界认可度无法改变其对自

身认知，内隐自尊始终处于较低水平，难以因父母

期望的降低而改变。

综上所述，抑郁症患者消极完美主义与自尊水

平呈明显负相关，当发现抑郁症患者有完美主义追

表2　对照组SES评分、IAT评分与完美主义的相关性分析

OR评分 PS评分 DA评分 CM评分 PE评分

r P r P r P r P r P

SES评分 0.122 0.393 0.104 0.425 -0.200 0.251 -0.189 0.113 0.011 0.881

IAT评分 0.098 0.401 -0.122 0.355 0.107 0.132 -0.220 0.228 0.144 0.119

表3　观察组SES评分与完美主义的相关性分析

OR评分 PS评分 DA评分 CM评分 PE评分

r P r P r P r P r P

高评分组 0.185 0.110 -0.085 0.410 -0.504 0.000 -0.459 0.000 0.015 0.812

低评分组 0.139 0.124 -0.079 0.431 -0.322 0.014 -0.330 0.012 0.028 0.789

2.4　观察组 IAT 评分与完美主义相关性

高评分组 IAT 评分与各维度完美主义均无相关

性（P>0.05）；低评分组 IAT 评分仅与 PE 呈明显负相

关（P<0.05）。见表 4。

表4　观察组IAT评分与完美主义的相关性分析

OR评分 PS评分 DA评分 CM评分 PE评分

r P r P r P r P r P

高评分组 0.070 0.432 -0.181 0.108 0.100 0.397 -0.210 0.233 -0.213 0.139

低评分组 0.059 0.464 -0.176 0.101 0.093 0.406 -0.202 0.239 -0.358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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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倾向，应积极对其进行心理干预以引导其自我认

知，提高其自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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