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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青少年适应性障碍的人格特点以及合理体育锻炼对青少年适应性障碍的影响ꎬ为提升青少年身

心健康水平提供参考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２０１５ 年 ２ 月景德镇精神卫生中心诊断为适应障碍的青少年 ４０ 名作为研

究组ꎬ另随机抽取某高级中学正常青少年 ４０ 例作为对照组ꎬ通过中国青少年人格量表对全部对象进行评价ꎬ 对 ２ 组对象

各维度得分情况进行比较ꎮ 对适应障碍的青少年实施为期 １ 年体育锻炼ꎬ观察干预效果ꎮ 结果　 体育锻炼前ꎬ研究组青少

年外向性维度总体得分及该维度下二级因素“合群”得分低于对照组( ｔ 值分别为 ５.５８１ꎬ１１.９３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才干维度总

分 ２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１.９５１ꎬＰ>０.０５)ꎬ但沉稳得分研究组低于对照组( ｔ ＝ ５.８１６ꎬＰ<０.０１)ꎻ研究组人际关系维度总

体得分及其二级因素“温和”“谨慎”“委婉”得分均低于对照组( ｔ 值分别为 ５.７３９ꎬ８.８５８ꎬ７.７３６ꎬ８.７０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研究

组情绪性维度总体得分及其二级因素“敏感”“急躁”“悲观”得分均低于对照组( ｔ 值分别为 ２５.３４２ꎬ１８.８４０ꎬ３２.８６５ꎬ１５.９２６ꎬ
Ｐ 值均<０.０１)ꎻ２ 组处世态度维度总体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８９５ꎬＰ> ０.０５)ꎬ但自信得分研究组低于对照组( ｔ ＝
２.３１５ꎬＰ<０.０５)ꎮ 对体育锻炼前 ２ 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分析ꎬ体育锻炼后ꎬ研究组各维度得分均较体育锻

炼前明显改善(Ｐ 值均<０.０５)ꎬ且锻炼后研究组与健康对照组人格各维度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以人格角度分析青少年适应障碍的特点ꎬ给予针对性的体育锻炼项目ꎬ能够实现适应性障碍的有效转归ꎬ从而促进身心健

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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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玲(１９７３－　 )ꎬ女ꎬ江西景德镇人ꎬ硕士ꎬ讲师ꎬ主要研

究方向为体育教育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６.１０.０１７

　 　 适应性障碍是一种由于多个原因导致的精神疾

病ꎬ如日常生活中的不良刺激、患者本身的易感个性

以及适应能力差等[１] ꎬ尤其正处于人格形成期的青少

年ꎬ更容易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２] ꎮ 青少年适应

８９４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３７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１０



障碍主要表现为情绪障碍ꎬ并伴有不同程度的不良行

为或生理功能障碍[３] ꎮ 适应性障碍存在多种临床表

现形式[４] ꎬ如情绪障碍、品行障碍、躯体不适、工作学

习能力下降、社会退缩等ꎮ 有报道指出ꎬ适应性障碍

的青少年更易出现攻击行为、敌视社会等品行障碍ꎬ
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十分不利[５] ꎮ 通过体育锻

炼来调节青少年心理障碍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ꎬ特别

是从生理机制角度进行的研究ꎬ如分散注意假说、单
胺假说、内啡呔释放假说等[６－９] ꎮ 笔者以景德镇精神

卫生中心确诊为适应障碍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ꎬ旨在

探索体育锻炼对青少年适应障碍的影响ꎬ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２０１５ 年 ２ 月景德镇精

神卫生中心诊断为适应性障碍的青少年 ４０ 例作为研

究组ꎬ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４
版(ＣＣＭＤ－４)中适应性障碍的诊断标准[１０] ꎮ 其中男

生 ２２ 例ꎬ女生 １８ 例ꎬ年龄范围 １２ ~ １７ 岁ꎬ平均(１４.６２
±１.８５)岁ꎮ 另随机抽取某高级中学正常青少年 ４０ 名

作为对照组ꎬ男生 ２１ 名ꎬ女生 １９ 名ꎬ年龄范围 １２ ~ １７
岁ꎬ平均(１４.４７±１.６４)岁ꎮ 本研究入组对象一般情况

良好ꎬ无烟、酒等不良嗜好ꎬ无重度焦虑、抑郁和强迫

症患者ꎬ无精神疾病家族史等ꎮ 被试者均签署知情协

议ꎮ 两组青少年的年龄、身高、体重及受教育年限等一

般资料经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显示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可进行进一步对照研究ꎮ
１.２　 方法　 人格评价采用王登峰等[１１] 编制的中国青

少年人格量表( ＱＺＰＳ￣Ｑ)ꎬ该量表包含外向性、善良、
行事风格、才干、情绪性、人际关系、处世态度 ７ 个维

度ꎬ分为 １９ 个二级因素ꎬ共 ２１５ 个项目ꎬ每个项目分为

１(完全不符合) ~ ５(完全符合)分ꎬ要求被试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进行选择ꎬ得分越高ꎬ表示该维度或二级因

素人格更佳ꎮ
以人格量表得分情况为依据ꎬ给予研究组青少年

为期 １ 年的针对性体育锻炼治疗ꎮ 如对外向性维度得

分偏低的青少年ꎬ让其尽可能多的参加足球、篮球、排
球、接力跑等需要团体协作的项目ꎻ对于行事风格得

分偏低的青少年ꎬ慢跑、参加游泳、长距离步行等运动

可以通过调节神经活动ꎬ增强自我控制力ꎻ对于处世

态度得分偏低的学生ꎬ可以给予俯卧撑、跳绳、广播操

等锻炼形式ꎬ增强自信心ꎻ对于才干得分偏低的青少

年ꎬ让其参加羽毛球、乒乓球、跳高、跳远等体育活动ꎬ
有助于养成果断的性格ꎮ 在实际操作中ꎬ遇到多维度

得分均较低的研究组青少年ꎬ可以将不同效果的运动

方式穿插使用ꎮ １ 年后ꎬ再次通过 ＱＺＰＳ￣Ｑ 对研究组

青少年进行人格评定ꎬ并与体育锻炼之前的评定结果

进行比较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分析ꎬ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ꎮ 研究组和对照组组间

不同维度得分差异通过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进行分析ꎬ
体育锻炼前后研究组各维度得分差异采用配对 ｔ 检验

进行分析ꎮ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体育锻炼前 ２ 组青少年 ＱＺＰＳ￣Ｑ 得分比较 　 研

究组青少年外向性维度总体得分及该维度下二级因

素“合群”得分均低于对照组(Ｐ 值均<０.０１)ꎻ才干维

度总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但研究组沉

稳得分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ꎻ研究组人际关系维度总

体得分及其二级因素得分、情绪性维度总体得分及其

各二级因素得分均低于对照组(Ｐ 值均<０.０１)ꎻ２ 组处

世态度维度总体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但
研究组自信得分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ꎻ２ 组青少年善

良维度、行事风格维度及其各二级因素得分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体育锻炼前 ２ 组青少年人格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外向性 合群 活跃 诙谐 才干 坚韧 决断 沉稳 善良 宽厚 利他 诚实 人际关系
研究组 ４０ ９２.１６±１.９５ ３５.８９±２.４２ ３１.４３±１.９２ ２３.８２±１.６８ ５２.３４±４.０１ １８.５７±１.７２ ２３.５８±２.８０ １０.１１±１.７２ ６６.２７±４.５８ ３５.５７±２.８３ １５.９２±１.４７ １５.８６±１.７４ ３８.６２±４.５１
对照组 ４０ ９４.５２±１.８３ ４１.６６±１.８７ ３２.２１±１.８９ ２４.５４±１.７１ ５４.０７±３.９２ １８.６０±１.７５ ２４.６４±２.６１ １２.２６±１.７４ ６７.１４±４.２１ ３６.１１±２.９０ １６.２９±１.５１ １５.９３±１.７７ ４４.７１±４.９７
ｔ 值 ５.５８１ １１.９３２ １.８３１ １.８９９ １.９５１ ０.０７７ １.７５１ ５.８１６ ０.８８４ ０.８４３ １.１１０ ０.１７８ ５.７３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５ ０.９３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１ ０.３７９ ０.４０２ ０.２７０ ０.８５９ <０.０１
组别 人数 温和 谨慎 委婉 处世态度 淡泊 自信 情绪性 敏感 急躁 悲观 行事风格 严谨 自制
研究组 ４０ １９.５８±１.６４ １２.１９±１.８２ １３.４７±１.０５ ２７.７２±２.０４ ７.７９±１.９４ １９.５６±２.２７ ２３.１６±１.０８ ９.２４±２.０７ ７.５５±１.０３ ７.４７±１.１９ ２２.８３±１.６９ １３.９１±３.２２ ９.４２±１.９５
对照组 ４０ ２２.７５±１.５６ １５.２７±１.７４ １５.８９±１.４１ ２８.６１±２.１６ ８.１５±１.８９ ２０.７４±２.２９ ４５.５８±５.４９ １７.５７±１.８８ １６.５４±１.３９ １２.８２±１.７６ ２２.５８±１.４７ １３.７４±３.０７ ９.８８±１.８６
ｔ 值 ８.８５８ ７.７３６ ８.７０６ １.８９５ ０.８４１ ２.３１５ ２５.３４２ １８.８４０ ３２.８６５ １５.９２６ ０.７０６ ０.２４２ １.０８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６２ ０.４０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４８２ ０.８１０ ０.２８４

２.２　 体育锻炼前后研究组 ＱＺＰＳ－Ｑ 得分比较　 对体

育锻炼前 ２ 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分

析ꎬ体育锻炼后研究组各维度得分均较体育锻炼前明

显改善(Ｐ 值均<０.０５)ꎬ锻炼后研究组与对照组人格

９９４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３７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１０



各维度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 ０. 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体育锻炼后 ２ 组青少年人格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外向性 合群 沉稳 人际关系 温和 谨慎 委婉 自信 情绪性 敏感 急躁 悲观
对照组 ４０ ９４.５２±１.８３ ４１.６６±１.８７ １２.２６±１.７４ ４４.７１±４.９７ ２２.７５±１.５６ １５.２７±１.７４ １５.８９±１.４１ ２０.７４±２.２９ ４５.５８±５.４９ １７.５７±１.８８ １６.５４±１.３９ １２.８２±１.７６
干预组 ４０ ９４.２１±１.８９ ４１.０３±２.１４ １１.９８±１.７７ ４４.１５±４.８３ ２２.４３±１.５９ １５.１５±１.７６ １５.５２±１.５８ ２０.６９±２.２６ ４５.１１±５.３８ １７.１９±１.９２ １６.２８±１.４０ １２.７５±１.８１
ｔ 值 ０.７４５ １.４０２ ０.７１３ ０.５１１ ０.９０９ ０.３０７ １.１０５ ０.０９８ ０.３８７ ０.８９４ ０.８３４ ０.１７５
Ｐ 值 ０.４５８ ０.１６５ ０.４７８ ０.６１１ ０.３６６ ０.７６０ ０.２７３ ０.９２２ ０.７００ ０.３７４ ０.４０７ ０.８６１

３　 讨论

３.１　 适应性障碍青少年人格特点分析　 适应性障碍

是由于明显的处境变化或应激性生活事件如转校、严
重躯体疾病等ꎬ导致患者出现的情绪失调ꎬ并处于持

续的烦恼状态ꎬ从而对患者的社会功能造成一系列的

影响[１２] ꎮ 有报道称ꎬ青少年适应性障碍如果长期得不

到有效地纠正ꎬ容易演变为严重的精神障碍[１３] ꎮ 本研

究借助中国青少年人格量表对适应性障碍青少年的

人格特点进行量化分析发现ꎬ青少年在外向性、人际

关系、情绪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ꎬ与聂衍刚等[１４] 研究

结果一致ꎬ但本研究进一步细化了人格分类ꎬ发现在

外向性维度下ꎬ适应性障碍的青少年表现的更为不

“合群”ꎬ“活跃”和“诙谐”因素与正常青少年区别不

大ꎮ 另外ꎬ在才干方面ꎬ适应性障碍青少年的“沉稳”
不如正常青少年ꎬ在处世态度方面也缺乏“自信”ꎬ但
善良和行事风格上较为正常ꎮ 提示适应障碍青少年

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情绪波动大ꎬ较为敏感ꎬ容易急躁

和悲观ꎬ遇到问题缺乏自信ꎬ容易慌张不够沉稳ꎬ且人

际关系较差ꎬ加之不合群ꎬ很难找到倾诉的对象ꎮ 如

果不能针对这些问题给予及时纠正ꎬ将不利于青少年

身心健康发展ꎮ
３.２　 体育锻炼对青少年适应障碍的人格影响　 随着

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愈发关注ꎬ体育锻炼缓

解心理障碍的研究也成为近些年来研究的热点ꎮ 运

动心理学研究证明ꎬ不同的体育锻炼项目对于人格的

锻炼具有不同的效果ꎬ如足球、篮球等可以提高合作

意识ꎬ 游泳、 单双杠等可助于客服害羞、 胆怯等心

理[１５] ꎮ 因此ꎬ有针对性地进行体育锻炼ꎬ 对培养和健

全学生的人格有特殊的功效ꎮ 本研究通过结合 ＱＺＰＳ
－Ｑ 量表分析结果ꎬ对每一位青少年给出为期 １ 年的

针对性体育锻炼项目ꎬ结果发现ꎬ之前存在异常的人

格维度及二级因素得到了有效地纠正ꎬ且与正常青少

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与之前众多学者关于体育锻炼

促进人格转变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６] ꎮ 综上所述ꎬ青少年

适应性障碍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心理障碍ꎬ从人格角度

分析主要问题所在ꎬ结合正确的引导和针对性的体育

锻炼ꎬ能够使适应性障碍得到有效转归ꎬ从而促进青

少年身心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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