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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应对方式与学校生活满意度对太原市城区初二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ꎬ为开展健康服务提供线

索ꎮ 方法　 在太原市城区随机选取 ４ 所普通中学 ６３８ 名初二学生ꎬ运用症状自评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青少年学校生

活满意度评定问卷进行调查ꎮ 结果　 初二学生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敌对 ３ 项指标因子得分分别为(２.１４±０.６１) (１.８８
±０.６６)(１.８２±０.７２)分ꎮ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表明ꎬ应对方式与学校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条目会对心理健康 ３ 项指标产生影响

(Ｆ 值分别为 ２９.０６ꎬ２７.２９ꎬ１８.３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ꎬ发现不恰当应对方式直接影响心理健康ꎬ标化偏

回归系数为 ０.４８９(Ｐ<０.０５)ꎻ良好的同学因素对心理健康有直接保护作用ꎬ标化偏回归系数为－０.２６(Ｐ<０.０５)ꎻ教师因素与

同学因素会直接影响学生对自己学习效果的满意程度ꎬ标化偏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２９ꎬ０.２７(Ｐ 值均<０.０５)ꎻ教师因素还会直

接影响学生对自己学习环境的满意程度ꎬ标化偏回归系数为 ０.５２(Ｐ<０.０５)ꎮ 结论　 应对方式与同学关系直接影响心理健

康ꎮ 学校应广泛开展生活技能教育ꎬ并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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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ꎬ心理发展具有矛盾

性ꎬ易出现心理卫生问题ꎮ 调查显示ꎬ初中学生心理

问题发生率较高[１－５] ꎮ 学生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发展

任务ꎬ因而各个年级学生的心理状况又各具特点ꎮ 初

二年级学生要面对学习新学科的压力ꎬ需要适应更重

的学业负担ꎬ易出现两极分化ꎬ因而ꎬ相应人群的心理

健康状况应受到关注ꎮ
研究表明ꎬ应对方式通过调节与生活事件有关的

情感反应ꎬ对中学生心理健康产生影响[６－７] ꎬ初中生学

校生活满意度与其抑郁焦虑症状密切相关[８] ꎬ由此推

断ꎬ初中生学校生活满意度可能与其心理健康有关ꎮ
应对方式作为中介变量ꎬ除直接影响心理健康外ꎬ还
可能通过影响学校生活满意度间接影响心理健康ꎮ
已有研究显示ꎬ应对方式与学校生活满意度都对中学

生自杀行为产生影响[９] ꎮ 本文分析学校生活满意度

与应对方式对初二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ꎬ为开展学生

健康服务提供线索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５ 年 ３—４ 月ꎬ在太原市城区随机选取

４ 所普通中学ꎬ每所中学根据初二年级每班平均人数ꎬ
随机选取 ３ ~ ４ 个班ꎬ抽取班级全体学生作为调查对

象ꎮ 共调查 ６５１ 名学生ꎬ回收有效问卷 ６３８ 份ꎬ有效应

答率为 ９８.０％ꎮ 其中男生 ３２２ 名ꎬ女生 ３１６ 名ꎻ年龄 １１
~ １５ 岁ꎬ平均年龄(１４.０８±０.４８)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症状自评量表( ＳＣＬ－９０) [１０] :主要

用于调查研究对象在某段时间内是否存在某种心理

症状ꎬ以及严重程度ꎮ 既往研究提示ꎬ太原市城市初

中学生前 ３ 位心理问题为敌对、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

感[１] ꎬ本次调查选用了与该 ３ 个因子有关的条目ꎮ 每

个条目按照 １(没有) ~ ５(严重)的 ５ 级评分ꎬ分别计算

３ 个因子分ꎮ 本次调查敌对、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

３ 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 ０. ９２ꎬ０. ９１ꎬ
０.９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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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应对方式问卷[１０] :用于调查研究对象遇到困

难与挫折时可能采取的态度与做法ꎮ 问卷共 ２０ 个条

目ꎬ按照原量表条目的次序将各条目分别标记为

ｃｏｐ０１ ~ ｃｏｐ２０ꎬ其中 ｃｏｐ０１ ~ ｃｏｐ１２ 属于积极应对因子

的条目( ｃｏｐ０１ꎬ通过工作学习或一些其他活动解脱ꎻ
ｃｏｐ０２ꎬ与人交谈ꎬ倾诉内心烦恼ꎻｃｏｐ０３ꎬ尽量看到事物

好的一面ꎻｃｏｐ０４ꎬ改变自己的想法ꎬ重新发现生活中什

么重要ꎻｃｏｐ０５ꎬ不把问题看得太严重ꎻｃｏｐ０６ꎬ坚持自己

的立场ꎬ为自己想得到的奋斗ꎻｃｏｐ０７ꎬ找出几种不同解

决问题的方法ꎻｃｏｐ０８ꎬ向亲戚朋友或同学寻求建议ꎻ
ｃｏｐ０９ꎬ改变原来的一些做法或自己的一些问题ꎻ
ｃｏｐ１０ꎬ借鉴他人处理类似困难情境的办法ꎻｃｏｐ１１ꎬ寻
求业余爱好ꎬ积极参加文体活动ꎻｃｏｐ１２ꎬ尽量克制自己

的失望、悔恨、悲伤和愤怒)ꎬｃｏｐ１３ ~ ｃｏｐ２０ 归属为消极

应对因子的条目(ｃｏｐ１３ꎬ试图休息或休假ꎬ暂时把烦恼

抛开ꎻｃｏｐ１４ꎬ通过吸烟、喝酒、服药或吃东西解除烦恼ꎻ
ｃｏｐ１５ꎬ认为时间会改变现状ꎬ唯一要做的便是等待ꎻ
ｃｏｐ１６ꎬ试图忘记整个事情ꎻｃｏｐ１７ꎬ依靠别人解决问题ꎻ
ｃｏｐ１８ꎬ接受现实ꎬ因为没有其他办法ꎻｃｏｐ１９ꎬ幻想可以

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ꎻｃｏｐ２０ꎬ安慰自己)ꎮ 每个条

目ꎬ从“不采取” ~ “经常采取”赋值 ０ ~ ３ 分ꎮ 该量表的

重测相关系数为 ０.８９ꎬ本次调查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 ０.９０ꎬ０.８８ꎮ
青少年学校生活满意度评定问卷[１１] :用于综合评

价青少年学校生活满意度情况ꎮ 问卷共 １２ 个条目ꎬ按
照原量表条目的次序将各条目分别标记为 ｓａｔ０１ ~
ｓａｔ１２ꎬ本文从条目角度进行分析ꎮ 其中ꎬｓａｔ０１(老师对

“我”学习表现的满意程度)、ｓａｔ０２(老师对“我”行为

表现的满意程度)、ｓａｔ０５(对从老师那里获得帮助的满

意程度)、ｓａｔ０９(对老师对“我”态度的满意程度)为与

教师有关条目ꎬｓａｔ０３(同学对“我”学习表现的满意程

度)、ｓａｔ０４(同学对“我”行为表现的满意程度)、ｓａｔ０６
(对从同学那里获得帮助的满意程度)、ｓａｔ０７(对与同

学关系的满意程度)、ｓａｔ１０(对同学对“我”态度的满意

程度)是与同学有关的条目ꎬ其他条目包括 ｓａｔ０８(对

自己学习效果的满意程度)、ｓａｔ１１(对学校学习环境的

满意程度)等ꎮ 从“很不满意” ~ “非常满意”赋值 １ ~ ５
分ꎮ 该量表重测相关系数为 ０.９１ꎬ本次调查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系数为 ０.９５ꎮ
１.２.２　 质量控制　 对研究对象进行现场调查ꎬ调查前

得到了山西医科大学科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

(２０１４０９７)以及研究对象、监护人及学校的知情同意ꎮ
调查员由本校毕业班本科生担任ꎬ调查前经过培训考

核ꎬ调查现场每班保证有 ２ 名调查员ꎬ通过随机抽样方

式确定主调查员、调查员分组以及负责调查的班级ꎮ
利用自习课时间进行调查ꎬ当场回收问卷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１.５ 统计软件进行资料

的录入、整理ꎬ并进行统计描述以及 ｔ 检验、多元逐步

回归分析等统计推断ꎮ 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采用 ＡＭＯＳ ２１.０ 统计软件ꎮ 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初二学生主要心理健康问题　 初二年级学生强

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敌对 ３ 项指标的因子得分分别

为(２.１４±０.６１)(１.８８±０.６６)(１.８２±０.７２)分ꎬ性别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初二学生心理健康各因子得分比较(ｘ±ｓ)

性别 人数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敌对
男 ３２２ ２.１１±０.６２ １.８７±０.６６ １.８７±０.７４
女 ３１６ ２.１６±０.６０ １.８９±０.６６ １.７７±０.６９
合计 ６３８ ２.１４±０.６１ １.８８±０.６６ １.８２±０.７２
ｔ 值 －１.０９ －０.３０ １.８０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初二学生主要心理健康问题影响因素的多元逐

步回归分析　 分别以简易应对方式、学校生活满意度

２ 个量表的条目作为自变量ꎬ以初二年级学生强迫症

状、人际关系敏感、敌对 ３ 项指标为应变量ꎬ进行多元

逐步回归分析ꎬ引入方程标准 α ＝ ０.０５ꎬ剔除标准 β ＝
０.１０ꎮ

结果显示ꎬ以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敌对 ３ 项

指标为应变量的多元逐步回归方程的 Ａｄｊ Ｒ２ 值分别

为 ０.２０ꎬ０.２８ 及 ０.２２ꎮ 从表 ２ 可以发现ꎬ归属积极应对

方式的 ｃｏｐ０１ꎬｃｏｐ０６ 分别作为危险因素引入了人际关

系敏感和敌对的多元逐步回归方程ꎬｃｏｐ０３ꎬｃｏｐ０７ 分

别作为保护因素引入了人际关系敏感和敌对的多元

逐步回归方程ꎻ归属消极应对方式的多个自变量均作

为危险因素分别引入了 ３ 个因子的多元逐步回归方

程ꎻ归属学校生活满意度的多个自变量均作为保护因

素分别引入了 ３ 个因子的多元逐步回归方程ꎮ 应对方

式与学校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条目对心理健康 ３ 项指标

产生的影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２　 初二学生应对方式学校生活满意度

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ｎ＝ ６３８)

自变量 条目 强迫 人际关系敏感 敌对
应对方式 ｃｏｐ０１ － ０.１０⑦ －

ｃｏｐ０３ － －０.１０⑧ －
ｃｏｐ０６ － － ０.１３⑥

ｃｏｐ０７ － － －０.１０⑦

ｃｏｐ１３ ０.０９⑤ － －
ｃｏｐ１４ － － ０.２０①

ｃｏｐ１５ ０.１４④ ０.１５③ ０.１１⑤

ｃｏｐ１７ － ０.１４④ ０.０８⑨

ｃｏｐ１９ ０.２６① ０.２２① ０.０９③

学校生活满意度 ｓａｔ０４ － －０.０９⑥ －
ｓａｔ０７ － －０.１６② －０.０９⑧

ｓａｔ０８ －０.１６③ － －０.１２④

ｓａｔ１０ － －０.１２⑤ －
ｓａｔ１１ －０.１７② － －０.１２②

Ｆ 值 ２９.０６ ２７.２９ １８.３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Ａｄｊ Ｒ２ 值 ０.２０ ０.２８ ０.２２

　 注:①~ ⑨为引入多元回归方程的次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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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应对方式与学校生活满意度对初二学生心理健

康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　 本模型共设置 ５ 个潜变量ꎬ
心理健康潜变量包含 ３ 个测量指标ꎬ分别为强迫、人际

关系敏感、敌对ꎻ应对方式中的恰当应对潜变量ꎬ包含

归属积极应对方式的条目 ｃｏｐ０１ ~ ｃｏｐ１２ 中去掉

ｃｏｐ０１ꎬｃｏｐ０６ 后的条目ꎬ共 １０ 个测量指标ꎻ应对方式中

的不恰当应对潜变量ꎬ亦包括 １０ 个测量指标ꎬ即属于

消极应对方式的条目 ｃｏｐ１３ ~ ｃｏｐ２０ꎬ加上归属积极应

对方式的 ｃｏｐ０１ꎬｃｏｐ０６ ２ 个条目ꎻ学校生活满意状况

中的教师因素潜变量ꎬ包含 ４ 个测量指标ꎬ分别为

ｓａｔ０１ꎬｓａｔ０２ꎬｓａｔ０５ꎬｓａｔ０９ꎻ学校生活满意状况中的同学

因素潜变量ꎬ包含 ｓａｔ０３ꎬｓａｔ０４ꎬｓａｔ０６ꎬｓａｔ０７ꎬｓａｔ１０ ５ 个

测量指标ꎮ 考虑学校生活满意度量表中的 ｓａｔ１２ 为反

应指标ꎬ不纳入结构方程模型中ꎮ 利用极大似然法对

数据进行拟合ꎬ得到结构方程模型ꎮ 对于该模型而

言ꎬ其适配统计值分别为 α２ / ｄｆ ＝ ２.７７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６ꎬ
ＧＦＩ＝ ０.８７ꎬＡＧＦＩ ＝ ０.８４ꎬＮＦＩ ＝ ０.８０ꎬ ＩＦＩ ＝ ０.８６ꎬＣＦＩ ＝
０.８６ꎮ 见图 １ꎮ

　 注:ｃｏｐ０１ 通过工作学习或一些其他活动解脱ꎻｃｏｐ０２ 与人交谈ꎬ倾诉

内心烦恼ꎻｃｏｐ０３ 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ꎻｃｏｐ０４ 改变自己的想法ꎬ重新

发现生活中什么重要ꎻｃｏｐ０５ 不把问题看得太严重ꎻｃｏｐ０６ 坚持自己的立

场ꎬ为自己想得到的斗争ꎻ ｃｏｐ０７ 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ꎻ
ｃｏｐ０８ 向亲戚朋友或同学寻求建议ꎻｃｏｐ０９ 改变原来的一些做法或自己

的一些问题ꎻｃｏｐ１０ 借鉴他人处理类似困难情境的办法ꎻｃｏｐ１１ 寻求业余

爱好ꎬ积极参加文体活动ꎻｃｏｐ１２ 尽量克制自己的失望、悔恨、悲伤和愤

怒ꎻｃｏｐ１３ 试图休息或休假ꎬ暂时把或烦恼抛开ꎻｃｏｐ１４ 通过吸烟、喝酒、
服药或吃东西来解除烦恼ꎻｃｏｐ１５ 认为时间会改变现状ꎬ唯一要做的便

是等待ꎻｃｏｐ１６ 试图忘记整个事情ꎻｃｏｐ１７ 依靠别人解决问题ꎻｃｏｐ１８ 接

受现实ꎬ因为没有其他办法ꎻｃｏｐ１９ 幻想可以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ꎻ
ｃｏｐ２０ 自己安慰自己ꎮ ｓａｔ０１ 老师对“我”学习表现的满意程度ꎻｓａｔ０２ 老

师对“我”行为表现的满意程度ꎻｓａｔ０３ 同学对“我” 学习表现的满意程

度ꎻｓａｔ０４ 同学对“我”行为表现的满意程度ꎻｓａｔ０５ 对从老师那里获得帮

助的满意程度ꎻｓａｔ０６ 对从同学那里获得帮助的满意程度ꎻｓａｔ０７ 对与同

学关系的满意程度ꎻｓａｔ０８ 对自己学习效果的满意程度ꎻｓａｔ０９ 对老师对

“我”态度的满意程度ꎻｓａｔ１０ 对同学对“我”态度的满意程度ꎻｓａｔ１１ 对学

校学习环境的满意程度ꎮ
图 １　 初二学生应对方式学校

生活满意度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

　 　 由表 ３ 可见ꎬ不恰当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最大ꎬ直接效应的标化偏回归系数为 ０.４９(Ｐ<０.０５)ꎬ
越采用不恰当应对方式ꎬ越影响心理健康ꎻ良好的同

学因素是第 ２ 位的影响因素ꎬ起保护作用ꎬ直接效应的

标化偏回归系数为－０.２６(Ｐ<０.０５)ꎮ 良好的教师与同

学因素会直接影响学生对自己学习效果( ｓａｔ０８)的满

意程度ꎬ直接效应的标化偏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２９ꎬ０.２７
(Ｐ 值均<０.０５)ꎻ良好的教师因素还会直接影响学生

对学校学习环境(ｓａｔ１１)的满意程度ꎬ直接效应的标化

偏回归系数为 ０.５２(Ｐ<０.０５)ꎮ

表 ３　 应对方式与学校生活满意度

对初二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效应分解(ｎ＝ ６３８)

内生变量 外生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心理健康 恰当应对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６

不恰当应对 ０.４９∗ ０.００ ０.４９∗

教师因素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６
同学因素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２８∗

ｓａｔ０８ －０.０５ － －０.０５
ｓａｔ１１ －０.０９ － －０.０９

ｓａｔ０８ 恰当应对 －０.０３ － －０.０３
不恰当应对 ０.０２ － ０.０２
教师因素 ０.２９∗ － ０.２９∗

同学因素 ０.２７∗ － ０.２７∗

ｓａｔ１１ 恰当应对 ０.０８ － ０.０８
不恰当应对 －０.０３ － －０.０３
教师因素 ０.５２∗ － ０.５２∗

同学因素 ０.１０ － ０.１０
　 注:∗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初二年级学生强迫症状、人际关系

敏感、敌对 ３ 项指标的得分分布在性别间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ꎬ与既往对太原市城市初中生调查结果类

似[１] ꎮ 应对方式作为应激与健康的中介机制ꎬ通过改

变对应激事件的评估、调节相关的躯体与情绪反应对

心理健康产生影响ꎮ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１０] 将应对方

式分为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 ２ 种ꎬ研究表明ꎬ积极应对

方式对心理健康有利ꎬ 消极应对方式影响心理健

康[１２] ꎮ 本次研究ꎬ当以应对方式条目分作为自变量进

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时ꎬ归属积极应对方式的条目有

些对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ꎬ有些条目如“通过工作

学习或一些其他活动解脱”“坚持自己的立场ꎬ为自己

想得到的斗争”则作为危险因素引入了回归方程ꎬ以
往研究也发现了这一现象[１３] ꎮ 学习是初中生的主要

任务ꎬ也是其压力的主要来源ꎬ所以遇到其他压力时ꎬ
通过工作学习等方式解脱ꎬ对心理健康无法起到保护

作用ꎮ 初中生正处于叛逆期ꎬ成人感增强ꎬ然而解决

问题的能力尚不足ꎬ但他们盲目地坚持自己的立场ꎬ
为自己想得到的奋斗ꎬ强化了其成人感与现实能力之

间的冲突ꎬ对心理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ꎮ 由于初中生

心理发展不成熟、认知发展水平较低ꎬ无法恰当地应

用这些积极应对行为ꎬ应用越多ꎬ反而对心理健康越

不利ꎮ 归属消极应对方式的条目在各回归方程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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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地引入ꎬ且标化偏回归系数相对较大ꎬ与既往的

研究相似[１３] ꎬ采用“试图休息或休假ꎬ暂时把问题或烦

恼抛开”“通过吸烟、喝酒、服药或吃东西解除烦恼”
“认为时间会改变现状ꎬ唯一要做的便是等待” 等行

为ꎬ可能与这些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低下有关ꎮ 研究表

明ꎬ自我效能感在多种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中

介作用[１ꎬ１４] ꎮ 自我效能感低的个体应激能力差ꎬ面对

未知挑战时缺乏信心ꎬ会表现出上述消极应对行为ꎬ
同时会通过影响身心调节系统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ꎮ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ꎬ将归属消极应对方式的 ｃｏｐ１３ ~
ｃｏｐ２０ 以及归属积极应对方式的 ｃｏｐ０１ 和 ｃｏｐ０６ 作为

不恰当应对潜变量的测量指标ꎬ发现不恰当应对对心

理健康的影响是最大的ꎬ与既往研究中消极应对方式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相似性[１５] ꎬ越是采用消极应对

方式ꎬ越反映出个体在自我效能感等心理特质方面的

不健全ꎬ越容易出现心理问题ꎮ 在健康教育过程中ꎬ
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自我意识ꎬ教他们学会并积

极采用恰当的应对方式ꎬ特别是要认识到不恰当应对

方式的危害并有效减少其使用ꎮ
学校是学生成长的主要环境之一ꎬ学校生活质量

对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ꎮ 当从条目角度出发进行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时ꎬ与同学因素有关的条目被较多

地引入相关心理健康因子的回归方程ꎻ说明同学是重

要的心理健康保护因素ꎬ更多地通过直接效应对心理

健康产生影响ꎮ 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ꎬ
与同龄伙伴的交往成为其人际交往的重要内容ꎬ良好

的同伴关系反映出其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１６] ꎬ同时成

为影响其自尊以及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ꎮ 在健康教

育过程中ꎬ应教给学生与伙伴相处的技能ꎬ营造良好

的班级氛围ꎬ使班级成为一个互帮互助、相互关爱的

集体ꎮ
当从条目角度出发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ꎬ发现归

属积极应对方式的条目“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找

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分别进入了人际关系

敏感与敌对的多元逐步回归方程ꎬ归属学校生活满意

度的“对自己学习效果的满意程度”“对学校学习环境

的满意程度”均被引入了强迫与敌对的多元逐步回归

方程ꎮ 在本次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中ꎬ尚未发现恰当

应对方式、学生对自己学习效果及学习环境的满意程

度对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ꎬ他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有

待进一步研究确认ꎮ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ꎬ良好的同学与教师因素会直

接影响学生对自己学习效果的满意程度ꎬ良好的教师

因素还会直接影响学生对学习环境的满意程度ꎮ 初

中生正处于社会自我向心理自我发展的过渡阶段ꎬ他
们具有自我中心性的特点ꎬ容易将教师和同学作为

“假想观众”ꎬ当自感有不足时ꎬ更会认为教师与同学

也对其没有好感ꎬ同时他们对自己学习状态与学习环

境的认知依然会受到教师及同学对自己评价与态度

的影响ꎬ所以除了构建互帮互助、相互关爱的班集体

外ꎬ作为教师ꎬ应善于发现学生的优势ꎬ更多地肯定学

生的学习与行为表现ꎬ让学生感受到真诚、温暖的教

育态度ꎬ注重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ꎬ提高学习效

率ꎬ教会学生从积极的角度去评价自己的学习效果ꎬ
认知学习环境ꎮ

本文由于条件的限制ꎬ仅就 ＳＣＬ－９０ 中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敌对 ３ 个因子进行了分析ꎬ虽得到了心

理健康相关影响因素的一些信息ꎬ但不够全面ꎬ有待

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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