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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郑州大学教育学院ꎬ河南 ４５０００１ꎻ２.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初步探讨 ＤＳＭ－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表成人版在大学生中的适用性ꎬ为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工

作方向和重点提供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式ꎬ选取郑州市 ８５８ 名大学生ꎬ使用 ＤＳＭ－５ 一级跨界

症状量表对精神健康状况进行测查ꎮ 结果　 ＤＳＭ－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３ꎬ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Ｂｒｏｗｎ 分半信

度系数为 ０.８８ꎬ重测信度为 ０.８４ꎻ内容效度指数(ＣＶＩ)为 ０.８８ꎮ 大学生 ＤＳＭ－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表总分为(１６.９３±１３.００)分ꎬ
其中抑郁(１.２６±０.８４)分、躁狂(１.１０±０.８１)分、焦虑(０.８８±０.８３)分ꎬ物质使用(０.１１±０.４３)分、精神病性(０.５２±０.７３)分ꎮ 男

生总体精神健康状况(１８.７２±１４.６８)差于女生(１５.４７±１１.２７)分( ｔ＝ ３.５７ꎬＰ<０.０１)ꎬ不同年级学生总体精神健康状况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Ｆ＝ ２.７８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ＤＳＭ－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表信、效度良好ꎬ郑州市大学生精神健康状况良好ꎮ 地方

高校应重视学生抑郁、躁狂、焦虑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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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指出ꎬ
我国国民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巨大ꎬ但寻求心理健康服

务尚不够便利[１] ꎮ 各地区在规划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前ꎬ应该对本地区各类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充分的

了解ꎬ以确保高效利用当前的心理健康服务基础设

施ꎮ ＤＳＭ－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表与精神障碍诊断标准

相呼应[２] ꎬ具有相对良好的信度和临床实用性[３－５] ꎮ
本研究拟以郑州市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了解其精神健

康状况ꎬ为该地区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工作方

向和重点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在郑州市 ３ 所高校(郑州

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知情同意

后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ꎮ 共调查 ６ 个学院(文、理
各半)ꎬ２８ 个班级(每班 ３２ ~ ４５ 人)ꎬ发放问卷 ９００ 份ꎬ
收集有效问卷 ８５８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５.３３％ꎮ 其中男

生 ３８５ 名ꎬ女生 ４７３ 名ꎻ大一学生 ４５６ 名ꎬ大二学生 ３１０
名ꎬ大三学生 ９２ 名ꎮ 年龄 １７ ~ ２３ 岁ꎬ平均( １９. ２０ ±
１.１４)岁ꎮ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ＤＳＭ－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表成人版　 采用 ＤＳＭ
－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表成人版(ＤＳＭ－５ Ｓｅｌｆ￣Ｒａｔｅｄ Ｌｅｖｅｌ
１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Ａｄｕｌｔ)ꎬ对第 ５ 版«精
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涉及的 １３ 项精神健康领
域症状的强度和频率进行测量[２] ꎬ包括抑郁、愤怒、焦
虑、躁狂、躯体症状、自杀意念、精神病性症状、睡眠问

题、记忆问题、重复思维与行为、分离、人格功能和物

质使用ꎮ 问卷共包括 ２３ 个项目ꎬ询问过去 ２ 周的具体

９０９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２



症状ꎮ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量表评分( ０ ＝ 没有或根本没

有ꎻ１ ＝轻微或罕见ꎬ少于一两天ꎻ２ ＝轻微或几天ꎻ３ ＝中

度或半天以上ꎻ４ ＝ 严重或几乎每天)ꎮ 本研究依据标

准程序对英文版 ＤＳＭ－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表进行翻译

与回译ꎮ
１.２.２　 校标工具　 已有研究证实ꎬ简明健康调查量表

(３６￣Ｉｔｅｍ 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ꎬＳＦ － ３６) 的精神健

康亚量表与心理症状有关[６－７] ꎬ控制感也与精神症状

密切相关[８－１０] ꎬ因此本研究采用简明健康调查量表中

文版与控制感量表作为效标问卷ꎮ
ＳＦ－３６ 量表包括生理健康亚量表、精神健康亚量

表以及 １ 项健康变化指标ꎬ共 ３６ 个条目[１１] ꎮ 本研究

中仅使用精神健康亚量表(包括精神健康、情感功能、
精力、社会功能 ４ 个子维度)ꎬ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功能

越好ꎬ心理亚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０.７２ꎮ
控制感量表包括个人掌控感和限制感 ２ 个维度ꎬ

共计 １２ 个项目[１２] ꎮ 量表采用 ７ 点计分(１ ＝非常不同

意ꎬ７ ＝非常同意)ꎬ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越高表明控制感

越强ꎮ 本研究中ꎬ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ꎮ
１.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录入并分析数据ꎮ 首

先ꎬ对 ＤＳＭ－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表进行内部一致性信

度、分半信度及重测信度分析ꎬ并检验校标关联效度、
内容效度ꎻ其次ꎬ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方差分析比较

ＤＳＭ－ 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表得分在性别、年级上的差

异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ＤＳＭ－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表的信度分析　 ＤＳＭ－５
一级 跨 界 症 状 量 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 为 ０. ９３ꎬ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Ｂｒｏｗｎ 分半信度系数为 ０. ８８ꎮ 施测 １ 个月

后ꎬ随机抽取参与过初测的 １００ 名大学生进行重测ꎬ全
量表重测信度为 ０. ８４ꎬ亚量表的重测信度在 ０. ７８ ~

０.９１之间ꎮ 以上指标均表明 ＤＳＭ－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

表具有较理想的信度ꎮ
２.２　 ＤＳＭ－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表的效度分析

２.２.１　 内容效度(ＣＶＩ) 　 运用专家评定法对量表的内

容效度进行评价ꎬ专家小组由 ３ 位具有 １５ 年以上临床

经验的专家组成ꎬ其中 ２ 位为主任医师ꎬ１ 位为副主任

医师ꎮ 专家评定量表各个条目与其对应亚量表的关

联性选项共有 ４ 个等级(１ 表示不相关ꎬ２ 表示弱相

关ꎬ３ 表示较强相关ꎬ４ 表示非常相关)ꎬ将所有专家对

各条目给出的评分进行计算ꎬ最终得到 ＤＳＭ－５ 一级

跨界症状量表的 ＣＶＩ ꎮ 本研究中ꎬＣＶＩ＝所有条目被评

为 ３ 或 ４ 的次数除以 ３ 位专家评定总次数ꎬ即 ６０ / ６９ ＝
０.８８ꎮ
２.２.２　 效标关联效度　 相关分析显示ꎬＤＳＭ－５ 一级跨

界症状量表的 １３ 个亚量表与简明健康调查量表的精

神健康亚量表( ｒ 值分别为－０.５６ꎬ－０.５１ꎬ－０.１９ꎬ－０.５５ꎬ
－０.４２ꎬ － ０. ３７ꎬ － ０. ２５ꎬ － ０. ３７ꎬ － ０. ３６ꎬ － ０. ５４ꎬ － ０. ４９ꎬ
－０.５８ꎬ－ ０. ２０) 及控制感( ｒ 值分别为 － ０. ３４ꎬ － ０. ３３ꎬ
－０.１２ꎬ－ ０. ３７ꎬ － ０. ２８ꎬ － ０. ２２ꎬ － ０. ２０ꎬ － ０. ２５ꎬ － ０. ２９ꎬ
－０.３６ꎬ－ ０. ３２ꎬ － ０. ３８ꎬ － ０. １３) 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 <
０.０１)ꎬ说明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较好ꎮ
２.３　 ＤＳＭ－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表得分情况　 ８５８ 名大

学生 ＤＳＭ － 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表总均分为 ( １６. ９３ ±
１３.００)分ꎬ其中在抑郁、躁狂、焦虑相关症状上得分较

高[(１.２６±０.８４)(１.１０±０.８１)(０.８８±０.８３)分]ꎬ在物质

使用、精神病性相关症状上得分较低[( ０. １１ ± ０. ４３)
(０.５２±０.７３)分]ꎮ

不同性别大学生量表总分、躁狂、焦虑、躯体症

状、精神病性症状、睡眠问题、记忆问题、重复思维与

行为、分离、物质使用上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ꎬ均为男生高于女生ꎻ不同年级大学生

睡眠问题、重复思维与行为、分离、人格功能得分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大学生 ＤＳＭ－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性别和年级 人数 统计值 抑郁 愤怒 躁狂 焦虑 躯体症状 自杀意念 精神病性症状
性别 男 ３８５ ２.５６±１.７１ ０.８６±０.８９ ２.４５±１.７８ ２.８５±２.５５ １.６２±１.７１ ０.３８±０.７８ １.２４±１.６３

女 ４７３ ２.４８±１.６７ ０.８７±０.８２ ２.００±１.４５ ２.５０±２.４４ １.３９±１.５４ ０.３３±０.７１ ０.９０±１.３０
ｔ 值 ０.６６ －０.１５ ４.００ ２.０７ ２.０４ ０.９９ ３.３２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年级 大一 ４５６ ２.４３±１.６９ ０.８５±０.８４ ２.１９±１.６０ ２.５５±２.４８ １.３７±１.５４ ０.３３±０.７０ １.００±１.４３
大二 ３１０ ２.６４±１.７１ ０.９２±０.９０ ２.２６±１.６８ ２.７７±２.５９ １.６３±１.６７ ０.４２±０.８０ １.１４±１.５６
大三 ９２ ２.５２±１.６０ ０.７８±０.７７ １.６８±１.５３ ２.７６±２.２３ １.６３±１.８３ ０.２６±０.６８ ０.９８±１.３０

Ｆ 值 １.４６ １.２５ ０.４３ ０.７７ ２.８２ ２.２９ ０.９２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性别和年级 人数 统计值 睡眠问题 记忆问题 重复思维与行为 分离 人格功能 物质使用 总分
性别 男 ３８５ １.１５±１.１３ ０.８３±１.０１ １.７２±１.８８ ０.６８±０.９７ １.７６±１.８２ ０.６３±１.７９ １８.７２±１４.６８

女 ４７３ ０.８０±１.０３ ０.６４±０.９５ １.３８±１.７５ ０.４７±０.８１ １.６３±１.８７ ０.０９±.０５６ １５.４７±１１.２７
ｔ 值 ４.７２ ２.７６ ２.７７ ３.４０ １.０１ ５.６８ ３.５７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年级 大一 ４５６ ０.８５±１.０７ ０.７１±０.９６ １.３９±１.６７ ０.４８±０.８０ １.６０±１.７３ ０.３１±１.１８ １６.０７±１２.０４
大二 ３１０ １.０８±１.１０ ０.７４±１.０２ １.７５±２.０２ ０.６８±１.０１ １.９１±２.０３ ０.３６±１.４８ １８.３１±１４.４６
大三 ９２ １.１０±０.９８ ０.７５±１.００ １.５０±１.７２ ０.５２±０.８０ １.３７±１.７３ ０.３２±１.２０ １６.５９±１２.１８

Ｆ 值 ４.８７ ０.１０ ３.５９ ４.６２ ４.１２ ０.１９ ２.７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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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ꎬ初步检验了 ＤＳＭ－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表成人版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信、效
度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分半信度及重测信度ꎬ内容效度、校标关联效度也

达到心理测量学标准ꎬ可以认为该量表的汉化版在我

国大学生中具有适用性ꎮ
本研究中被试大学生 ＤＳＭ－５ 一级跨界症状量表

总均分为 ( １６. ９３ ± １３. ００) 分ꎬ远低于美国与加拿大

[(４０.１０ ± １４. ５７) 分] [１３] 、澳大利亚 [( ３０. ４１ ± ９. ３２)
分] [１４]地区成人的得分ꎮ 不同国家成人在 ＤＳＭ－５ 一

级跨界症状量表上得分存在巨大差异ꎬ其一ꎬ可能是

文化差异的结果ꎻ其二ꎬ受试者年龄阶段、被试群体性

质存在差异ꎮ 具体到各个条目的得分ꎬ尽管得分与比

例上存在较大差异ꎬ但不同国家被试 １３ 个症状维度严

重程度具有相似的特点ꎬ即抑郁、焦虑相关条目得分

普遍较高ꎬ而物质使用、精神病性症状相关条目得分

均较低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尽管所调查的郑州市大学

生整体精神健康状况良好ꎬ但抑郁、躁狂、焦虑问题不

容忽视ꎬ该地区高校应更多地针对这些问题制定预防

与干预方案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男大学生在量表总分及 ９ 个亚

量表上的得分均高于女生ꎬ表明男性的精神健康状况

较女生更差ꎮ 目前尚未有研究分析 ＤＳＭ－５ 一级跨界

症状量表得分的性别、年级差异ꎬ根据 ＳＣＬ－９０ 对大学

生精神健康状况的测查ꎬ结果显示ꎬ女大学生的精神

健康状况较男生更差[１５] ꎬ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ꎮ 由于

大学生心理或精神健康状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ꎬ会导

致性别差异不明确ꎮ 就抑郁而言ꎬ大学生抑郁的性别

差异并无定论ꎬ虽然许多研究发现女性抑郁检出率高

于男性ꎬ但女性的抑郁更易得到缓解ꎮ 由于男性大学

生感受到生活事件和学业压力均高于女性ꎬ导致男性

的抑郁情绪加剧[１６－１７] ꎮ 此外ꎬ精神健康状况会随着年

级的升高呈现出一定的规律ꎮ 王安辉等对大学生心

理健康状况开展了为期 ３ 年的追踪研究ꎬ结果发现大

学生自入学后心理健康水平逐渐降低[１８－１９] ꎬ与本研究

结果相似ꎮ 符合大学生精神健康的发展规律ꎬ也与多

种因素如压力密切相关[２０] ꎮ 研究表明ꎬ大学二、三年

级学生知觉到的压力最大ꎬ对学校逐渐失去新鲜感的

他们开始面临成年人的身份转变、更多学业与职业规

划压力[２０] ꎮ 综上所述ꎬ基于精神健康状况在性别、年
级上的分布特点ꎬ应根据不同性别、年级针对性地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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