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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和汉族首发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心理防御机制和应对方式对比研究

沈晓玲 、 董再全 、 王　旭 、 卓　瑜 、 黄　霞 、 罗珊霞

【摘要】目的　探讨藏族和汉族首发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心理防御机制及应对方式的差异。

方法　采用防御方式问卷（DSQ）及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分别对 60 例藏族及 60 例汉族首发广

泛性焦虑障碍患者进行评定。结果　在防御方式上，藏族受试者的不成熟型防御机制的投射、躯体

化因子分及中间型防御机制的假性利他因子分高于汉族受试者（P< 0.05），而成熟型防御机制的升华

因子分低于汉族受试者（P< 0.05）；在应对方式上，藏族和汉族受试者的积极应对因子没有差异，但

在消极应对方式上，藏族受试者的得分低于汉族（P< 0.05）。结论　藏族和汉族首发广泛性焦虑障

碍患者在心理防御机制及应对方式的运用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对理解其疾病的形成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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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s and coping styles between Tibetan and Han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HEN Xiaoling，DONG Zaiquan，WANG Xu，et al . Mental Health 
Center，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 and coping styles be-

tween Tibetan and Han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Methods　Defense Style Questionnaire（DSQ）

and 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TCSQ）were used to evaluate 60 Tibetan and 60 Ha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Results　Tibetan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 higher scores on projection，somatization and 

pseudo altruistic factor than Han patients（P<0.05），while the former group of patients had lower scores on sublimation

（P<0.05）. As for coping styles，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cores of positive coping factor on both groups of 

patients（P>0.05）. However，Tibetan patients had lower scores than Han patients in negative coping factor（P<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ibetan and Ha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

order in 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 and coping style，which helps explore causes of their anxiety.

【Key words】Tibetan nationality；Han nationality；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

nism；Coping style

焦虑是指由紧张、焦急、忧虑和恐惧等感受交

织而形成的一种复杂的情绪反应［1］。当自我不能采

用有效的心理防御机制及应对方式时，便会产生病

理性的焦虑，心理动力学理论也认为不同的心理防

御机制及应对方式可能导致疾病表现形式不同［2］。

目前关于酒依赖、癌症患者的防御机制及应对方式

的研究较多［3-4］，对存在有文化差异民族之间的研究

较少［5］。因此本研究重在探讨藏、汉族首发广泛性

焦虑障碍患者的防御机制及应对方式，旨在分析它

们之间的差异，为更好的理解不同文化间心理机制

提供依据，也为更好的开展相关的治疗提供基础。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择 2016 年 1 月 1 日 ~2017 年 1 月 1 日在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病房就诊的首发广泛性

焦虑障碍患者。纳入标准：（1）符合《国际疾病分

类（第 10 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tenth edition，ICD-10）关于广泛性焦虑障碍的诊断标

准［6］，至少经 2 名精神专科主治以上职称医师复核诊

断，为首次发病入院治疗的患者；（2）受试患者均有

自知力，能独立完成测评；（3）年龄 18 到 60 周岁；

（4）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能完整理解研究内容者。

排除标准：（1）患有严重躯体疾病、精神发育迟滞、

［作者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心身障碍病房（成都，610041）。

［第一作者简介］沈晓玲（1989.11-），女，四川眉山人，本科，护师，研究方向：精神病学。

［通讯作者］罗珊霞（Email：37419973@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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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障碍、酒精及其他物质依赖或滥用等精神疾病

者；（2）拒绝加入本研究者。受试患者入组方式为：

有一例藏族患者符合条件时则在同一时期收治的汉

族患者中以抽签的方式抽取一例患者作为对照，患

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填写问卷。

1.2　调查方法

1.2.1　一般人口学资料收集　采用自编一般人

口学资料问卷收集受试者的民族、性别、年龄、受

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常住地址和经济状况等。

1.2.2 研究工具：采用防御方式问卷（DSQ）及特

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共 2 个问卷，其中 DSQ 该

问卷有 88 个条目，包括 24 种防御机制，构成为 4 个

因子，分别是不成熟型防御机制（F1）、成熟型防御

机制（F2）、中间型防御机制（F3）及掩饰因子（F4）；

TCSQ 有 20 个条目，分为积极应对（PC）和消极应对

（NC）两个维度。以上两个问卷证明均有较好的信

度和效度［7］。

1.2.3　统计学处理　将全部数据输入计算机，

运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

料采用 t 检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χ2 检验分析，

P<0.05 视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藏族汉族受试者一般人口学资料对比

藏族受试者共入组 60 例，其中男性 20 例，女

性 40 例，年龄 21~57 岁；汉族受试者共入组 60 例，

其中男性 25 例，女性 35 例，年龄 19~56 岁。藏、汉

族受试者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宗教信仰上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1。

2.2　藏族汉族受试者防御方式和应对方式对比

在防御方式上，藏族受试者的不成熟型防御机

制的投射、躯体化因子分及中间型防御机制的假性

利他因子分高于汉族受试者（P<0.05），而成熟型防

御机制的升华因子分低于汉族受试者（P<0.05）；在

应对方式上，藏族和汉族受试者积极应对因子没有

差异，但在消极应对方式上，藏族受试者的得分低

于汉族（P<0.05）。见表 2 。

3　讨论

心理防御机制是精神心理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能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个体的心理调适能力，并与精神

心理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有着密切的联系［8］。心

理防御机制多数在潜意识中进行，若合理使用，将有

助于维持相对健康的心理，帮助适应社会生活，也可

以促进成长甚至发挥潜力，但某些或某种防御机制使

用不当，便会阻碍人际交往，甚至破坏人际关系，导

致精神疾病［9］。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藏族精神疾病患者走出藏族聚居区，来到汉族聚居

地，藏族人民的语言从单语种逐渐向双语、多语种转

变，这势必导致藏族患者的民族感情、民族意识、独

特的风俗习惯和信仰都受到冲击，因此藏族患者在运

用心理防御机制和应对方式时具有其独特性。

本研究显示，藏族患者不成熟防御机制的投射、

躯体化因子分及中间型防御机制的假性利他因子分高

于汉族，这可能与藏汉族不同的文化有关。藏族人民

多崇拜高山，藏传佛教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核心，藏族

几乎全民信教，他们对佛和神灵的崇拜几乎超越了一

切，广大的藏民愿意用自己大部分辛勤劳动的钱财和

物品供给寺院活佛，甚至千里迢迢来到拉萨朝佛［10］。

藏族人民认为神无处不在，无时无刻都会受到神灵的

表1　藏族汉族受试者一般人口学资料对比

藏族 汉族 t或χ2值 P

性别

　　男 20 25 0.889 0.346

　　女 40 35

　　年龄 43.43±9.99 41.60±12.24 0.899 0.371

受教育程度

　　小学 26 16 6.323 0.097

　　初中 8 13

　　高中 17 14

　　大学及以上 9 17

常住地址

　　农村 16 8 3.333 0.068

　　城市 44 52

宗教

　　无宗教信仰 7 39 36.099 <0.01

　　有宗教信仰 53 21

婚姻状态

　　未婚 9 11 0.302 0.86

　　已婚 45 44

离异或丧偶 6 5

家庭经济收入（年）

　　5千及以下 22 25 0.891 0.828

　　5千到1万 23 22

　　1万到2万 6 7

　　两万以上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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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佑，当自己出现过失或者出现不为社会认可的欲念

或想法时，则易于把他归因到神灵，进而来减轻自己

的心理压力和焦虑。同时藏教中深信因果报应，相信

人本来就需要为自己的过错赎罪，则易使藏族患者较

少的表达自己的情绪，而当他们出现心理问题时就只

能更多的采用转移心理问题为生理症状来解决，更多

的指向躯体本身。因此，藏族患者的投射和躯体化因

子分高于汉族。众所周知，藏传佛教是一种出世哲学，

它强化天堂的价值存在，使得广大的藏民特别看重来

世的幸福，他们认为只要今生广接佛缘、多行善事，

来生自己就可以到达幸福的彼岸［11］，换言之，其实他

们在行善过程中不仅能帮助他人，但同时也能满足自

己的欲望和冲动，此外藏族也是一个积极进取、包容、

能歌善舞的民族，民族文化的差异能在潜意识层面影

响民族个体，使得藏族患者的中间型防御机制的假性

利他因子分高于汉族。

本研究显示，虽然随着藏汉文化的日益交融，

但藏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仍有保留，在藏族仍然有很

多以游牧和农耕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的人们，受

牧业生产方式的影响，藏族人们仍需不断的与外来

的侵害作斗争，而这种多斗争的生活方式更崇尚个

人的勇敢和独立，换言之这种淡薄依从观念和独立

意识也易形成孤独、适应环境较差的人格倾向，这

种人格倾向势必影响藏族人的防御机制，体现在成

熟防御机制的升华因子分较汉族低。

本研究显示，在应对方式上，藏族患者的消极应

对方式低于汉族患者，这可能与藏汉族不同的教养方

式有关，有研究显示［12］，藏族家庭的父亲表现出比汉

族父亲更多的理解与情感温暖，母亲对其子女则表现

出比汉族母亲更少的否认、拒绝行为，同时藏族父母

都表现出了比汉族父母更少的偏爱行为。在汉族家庭

多为独生子女，多是在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中长大，

在遇到问题时他们都不需要亲自去解决，而多是由

父母帮忙。对比藏族家庭多有兄弟姐妹，平时在家中

有很多与同龄人相处的问题要处理。在兄弟姐妹之间

的交往中，藏族患者在成长过程中就有更多的实践锻

炼，他们更知道采用何种应对方式才是成熟有效的，

这就使得藏族患者使用较少的消极应对。

综上所述，藏汉族广泛性焦虑障碍在心理防御

机制和应对方式的运用上是存在差异的。在临床工

作中，因重视这种差异，对患者进行心理健康指导

及治疗时，可针对性的采用不同的健康指导方式，

以便能更好、更快的促进患者的康复进程。但本研

究也存在不足，例如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工具在藏族

中的适用性的问题，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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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藏族汉族受试者防御方式和特质应对方式对比

藏族 汉族 t值 P值

不成熟防御机制

　　投射 31.26±13.97 25.68±13.78 2.204 0.029

　　被动攻击 15.18±6.00 16.08±8.47 0.672 0.503

　　潜意显现 20.23±8.53 20.70±10.04 0.274 0.784

　　抱怨 10.70±6.12 11.67±6.54 0.835 0.405

　　幻想 4.57±2.88 4.90±2.94 0.626 0.532

　　分裂 13.02±4.59 13.48±5.77 0.49 0.625

　　退缩 9.68±4.40 9.17±5.04 0.598 0.551

　　躯体化 11.25±5.07 9.68±4.61 2.223 0.028

成熟防御机制

　　升华 15.88±5.31 18.10±5.42 2.262 0.026

　　压抑 9.28±3.88 10.47±4.47 1.547 0.125

　　幽默 9.72±3.48 11.12±5.98 1.567 0.120

中间型防御机制

　　反作用形成 20.00±6.95 19.17±8.72 0.579 0.564

　　解除 13.18±6.40 13.97±6.59 0.66 0.510

　　制止 24.97±5.60 23.53±9.86 0.979 0.329

　　回避 13.43±5.88 15.68±7.64 1.868 0.064

　　理想化 11.02±4.01 9.62±4.54 1.789 0.076

　　假性利他 6.75±2.21 4.40±4.54 5.241 0.000

　　伴无能之全能 24.27±8.07 21.17±10.62 1.8 0.074

　　隔离 16.02±7.04 15.48±6.44 0.433 0.666

　　同一化 3.35±2.65 3.08±2.60 0.556 0.579

　　否认 13.25±4.52 14.17±6.23 0.923 0.358

　　交往倾向 8.87±4.59 8.72±4.62 0.178 0.859

　　消耗倾向 9.72±5.09 9.52±4.43 0.229 0.819

　　期望 11.95±3.68 11.02±4.34 1.271 0.206

　　掩饰因子 46.90±16.73 47.55±16.89 0.238 0.812

应对方式

　　积极应对 26.77±8.88 24.71±10.26 1.17 0.244

　　消极应对 24.75±7.43 27.77±7.68 2.186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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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抑郁症患者身体的氧化应激水平，提高机体抗

氧化酶活性及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降低机体细胞

损害，改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西酞普兰联合米氮平能有效提高重

度抑郁症伴睡眠障碍症患者睡眠质量、生活质量，

以及降低了氧化应激水平，值得临床作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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