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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队基层战士的心理健康、应对方式及个性特征调查研究

周艳萍 1 、 陈云芳 2 、 董　萍 2 、 胡宝军 3

【摘要】目的　调查分析某部队基层战士的心理健康、应对方式及个性特征。方法　采用症状自

评量表（SCL-90）、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和艾森克人格测验问卷（EPQ）量表对某部队 362 名

基层战士进行调查。结果　① 362 名基层战士的 SCL-90 除人际敏感与抑郁因子外，其余各因子评分

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P< 0.05），且人际敏感、抑郁、偏执评分显著低于军队常模（P< 0.05）；②战士

的 SCSQ 积极应对评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而消极应对评分显著低于全国常模（P< 0.05）；③基层战

士的 EPQ-E 评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EPQ-N 与 EPQ-P 显著低于全国常模（P< 0.05），EPQ-L 无明显

差异（P> 0.05）；④ EPQ-N、EPQ-P 与 SCL-90 各维度评分、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性，与积极应对

呈显著负相关性（P< 0.05）；EPQ-L 维度与 SCL-90 各维度评分、消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性（P< 0.05），

与积极应对无明显相关性（P> 0.05）；EPQ-E 与 SCL-90 人际敏感、抑郁、敌对、恐怖、总评分及消

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性，与积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性（P< 0.05）。结论　基层战士的整体心理健康

状况良好，个性属于外向稳定，普遍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应对方式及个性特征可直接或间接影响心

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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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mental health，coping styles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

tics of grass roots soldier. Methods　The Symptom Check List-90（SCL-90），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and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aire（EPQ）scal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362 soldiers in an armed police 

force. Results　① For the 362 cases of soldiers，the scores of every factor in the SCL-90 scal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norm except that of the somatization and depression（P<0.05），and the scores of the somatization，

depression，paranoid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norm of Chinese soldiers（P<0.05）；② The positive coping style 

score of SCSQ scale of the soldier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ational norm，while the negative coping 

style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P<0.05）；③ The EPQ-E score of the soldier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ational norm，the EPQ-N and EPQ-P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efer-

ence of EPQ-L between the soldiers and national norm（P>0.05）；④ The scores of EPQ-N and EPQ-P were signifi-

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very factor in the SCL-90 scale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P<0.05），and had signifi-

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coping style score（P<0.05）；The score of EPQ-L had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very factor in the SCL-90 scale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P<0.05），and had no correlated with posi-

tive coping style score（P>0.05）；The score of EPQ-E ha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ction with somatization，depres-

sion，hostility，horror，total score of SCL-90 scale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P<0.05），and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ction with positive coping style score（P<0.05）. Conclusion　The overall mental health of the grass roots soldier 

are better，and their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is outgoing-stable，positive coping style is generally adopted. The c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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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应激学说认为，良好的个性特征与积极的

应对方式可能对某些身心健康领域有积极影响［1］。

本研究采用心理测验法拟探讨部队基层战士的心理

素质，分析其人格特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状况

之间的相关性，旨在为促进我军心理健康工作的开

展提供支持和保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我国某部队基层战士 400
名，因问卷填写不完整剔除 38 名，有效问卷为 362
份。调查样本均为男性，年龄 19~37 岁，平均（24.14
±2.34）岁；军龄 1~16 年，平均（4.01±1.12）年；文

化程度：135 名初中，191 名高中，36 名大专及以上；

军衔：131 名列兵，122 名上等兵，109 名士官；婚姻

状况：257 名未婚，105 名已婚。

1.2　研究方法

严格按照测试程序，由经专业培训的医师与 1
名助手进行现场操作，在安静环境下，采用统一指

导语现场、团体实施并由战士独立填写，问卷均当

场收回。

1.3　研究工具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2］评价心理健

康状况；采用解亚宁等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SCSQ）［3］评价受挫或遇到困难时采取的应对方式；

采用修订版艾森克个性问卷（EPQ）［4］评价个性特征；

根据部队基层战士作业环境特点设计一般情况调查

问卷，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及军

衔等。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误差（x±s）表示，比较经 t
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方法对应对方式、人格

特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进行分析，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层战士 SCL-90 评分与全国常模比较

基层战士的 SCL-90 的人际敏感与抑郁评分与

成人全国常模［2］无明显差异（P>0.05），其余评分均

显著高于全国常模（P<0.05）；基层战士的人际敏感、

抑郁、偏执评分显著低于军队常模［5］（P<0.05），其

余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 1。

表1　基层战士SCL-90评分与全国常模比较（x±s，分）

维度
基层战士 
（n=362）

军队常模 
（n=19 662）

全国常模 
（n=781）

躯体化 1.56±0.59* 1.55±0.57* 1.37±0.48

强迫症状 1.79±0.61* 1.77±0.60* 1.62±0.58

人际敏感 1.65±0.62# 1.78±0.61* 1.65±0.51

抑郁 1.54±0.62# 1.64±0.60* 1.50±0.59

焦虑 1.55±0.61* 1.52±0.52* 1.39±0.43

敌对 1.58±0.61* 1.62±0.62* 1.48±0.56

恐怖 1.39±0.47* 1.35±0.45* 1.30±0.41

偏执 1.51±0.61*# 1.67±0.63* 1.43±0.57

精神病性 1.50±0.48* 1.51±0.50* 1.29±0.42

总均分 1.57±0.52* 1.63±0.30* 1.44±0.49

注：与全国常模比较，*P<0.05；与军队常模比较，#P<0.05。

2.2　基层战士 SCSQ 评分与全国常模比较

该部队基层战士的消极应对评分显著低于全国

常模［3］，积极应对评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P<0.05）。

见表 2。

表2　基层战士SCSQ评分与全国常模比较（x±s，分）

维度 基层战士（n=362） 全国常模（n=846）

消极应对 0.93±0.22* 1.59±0.66

积极应对 2.12±0.34* 1.78±0.52

注：与全国常模比较，*P<0.05。

2.3　基层战士 EPQ 评分与全国常模比较

该部队基层战士的 EPQ 量表中，E 评分显著

高于全国常模［4］，N、P 评分显著低于全国常模

（P<0.05），而 L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 3。

表3　基层战士EPQ评分与全国常模比较（x±s，分）

维度 基层战士（n=312） 全国常模（n=843）

E 13.32±3.53* 8.05±2.67

 N 2.88±2.72* 4.57±3.06

P 2.81±2.51* 3.00±2.00

L 5.14±3.23 4.90±2.66

 注：与全国常模比较，*P<0.05。

2.4　应对方式、人格特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

分析

EPQ-L 与 SCL-90 各维度评分及消极应对呈显

ing style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ca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 the mental health.

【Key words】Grass roots soldier；Mental health；Coping style；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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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负相关性（P<0.05），EPQ-N、EPQ-P 与 SCL-90
各维度评分及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性，与积极应

对呈显著负相关性（P<0.05）；EPQ-E 与 SCL-90 量

表人际敏感、抑郁、地对、恐怖、总分及消极应

对呈显著负相关性，与积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性

（P<0.05）；积极应对方式与人际敏感、抑郁、焦虑、

恐怖、偏执及总体健康呈显著负相关性（P<0.05），

消极应对方式与 SCL-90 各维度评分均显著正相关性

（P<0.05）。见表 4。
表4　应对方式、人格特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分析（r）

维度 E N P L 消极应对 积极应对

躯体化 -0.006 0.621* 0.401* -0.412* 0.383* -0.068

强迫症状 -0.078 0.634* 0.351* -0.378* 0.341* -0.070

人际敏感 -0.151* 0.623* 0.393* -0.391* 0.357* -0.104*

抑郁 -0.172* 0.692* 0.445* -0.365* 0.372* -0.122*

焦虑 -0.039 0.685* 0.421* -0.401* 0.333* -0.108*

敌对 -0.168* 0.671* 0.519* -0.424* 0.369* -0.049

恐怖 -0.223* 0.573* 0.327* -0.311* 0.318* -0.108*

偏执 -0.086 0.591* 0.411* -0.372* 0.339* -0.107*

精神病性 -0.100 0.597* 0.382* -0.308* 0.357* -0.093

总均分 -0.125* 0.612* 0.403* -0.381* 0.392* -0.108*

消极应对 -0.131* 0.357* 0.169* -0.331* — —

积极应对 0.335* -0.182* -0.151* 0.027 — —

注：*P<0.05，有显著相关性。

3　讨论

SCL-90 调查分析显示，无论是基层部队战士还

是军队常模，在 SCL-90 评分方面普遍高于全国成人

常模。可能与战士艰苦环境、生活单调，且肩负重

任等有关，这与既往研究结果［6］一致。同时，基层

战士的躯体化与军队常模基本一致，强迫症状、焦

虑及恐怖评分略高于军队常模，可能与基层部队的

任务具有多样性、多发性与危险性，加之频繁的军

事考核、高强度的训练及紧张的军衔制管束有关。

此外，基层部队战士的人际敏感、抑郁、偏执评分

显著低于军队常模（P<0.05），整体心理健康水平相

对较高。本研究表明，部队基层战士的健康水平高

于全国军队平均水平，但仍存在焦虑、紧张、恐惧

等问题。

合理应对方式是个体在面临压力或挫折时采取

的措施，从而实现认知与情绪反应的内在平衡［7］。

本研究中，基层战士的 SCSQ 积极应对评分普遍居于

中等偏上水平，明显高于普通成人常模，而消极应

对评分居于中等偏下水平，明显低于普通成人常模，

与兰天等［8］报道相似（P<0.05）。表明部队基层战

士在面临工作、学习、生活及训练等方面的困难或

问题时，更多地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而较少采取应对

方式。

本研究中，基层战士的 EPQ-E 评分显著高于全

国成人常模（P<0.05），EPQ-N 和 EPQ-P 评分显著

低于全国常模（P<0.05），严凤等研究也发现基层部

队战士整体心理素质较高［9］。本研究中，基层部队

战士的 EPQ-L（L 维度主要用于测试掩饰或说谎）评

分略高于全国常模，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可能与军人特殊生活环境及职业需要等有关。

相关性分析显示，部队基层战士的积极应对方

式评分与 SCL-90 各维度及总均分呈现负相关性。 

EPQ 各维度评分与 SCL-90 评分也存在明显相关性，

而 EPQ-N、EPQ-P 与 SCl-90 评分呈显著正相关性。

应对方式是压力与心理应激对个体生理、心理

健康影响的重要调节或中介变量，对调节和维持个

体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作用［10］。本研究中，积极应对

方式与 EPQ 各维度评分也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部队基层战士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

良好，优于中国军队常模，但不及地方成人常模。

人格特征趋向于外向、友善，应对方式多采取积极

应对方式而较少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心理健康、应

对方式与个性特征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完善心理与人格特征的筛查、评估，并完善心理健

康教育与干预，对塑造战士优良的心理素质与完善

的人格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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