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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思维、
人格特征与抑郁情绪的关系研究
王 翼袁武亭亭

渊合肥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心理系袁安徽
摘

合肥

圆猿园园远员冤

探讨反刍思维、
人格类型对个体抑郁情绪的影响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要院

使用

反刍思维反应量表（砸砸杂）、大五人格量表（晕耘韵原云云陨）和贝克抑郁问卷对 源源苑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
量。

不同性别大学生反刍思维、神经质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反刍思维及其 猿 个维度均和

抑郁情绪呈正相关；人格特征中神经质与抑郁情绪呈正相关，开放性、外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与
抑郁情绪呈负相关。

症状反刍与神经质水平可以正向预测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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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渊则怎皂蚤灶葬贼蚤燥灶冤在韦氏新大学辞书中被界定

学生为被试的研究显示袁 通过控制被试初始的抑

为野个体重复陷入思索的状态冶袁并且这种过程常常

郁程度袁 具有反刍倾向的被试比没有反刍倾向的

是恣意和迟缓的 遥 研究者对反刍思维的界定因研

被试在地震后的第 员园 天和第 苑 周体验到更多的

反刍思维的定义为袁个体总是不自觉地关注自己本

间越久袁对消极情绪的反刍效应越久咱苑暂遥 国内学者以

咱员暂

咱圆暂

究取向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袁晕燥造藻灶鄄匀燥藻噪泽藻皂葬 等 对
身的动作和想法袁对曾经产生的情感和情感产生的
原因尧会造成的结果以及相应事件的细节在脑中不
断思虑袁却没有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遥 悦燥灶憎葬赠 等咱猿暂

烦躁与抑郁情绪曰此外袁被试的抑郁情绪持续的时
高二学生为研究对象袁结果表明反刍思维在心理控制

源和抑郁之间有重要的中介作用咱愿暂遥 杨会芹咱怨暂对处于

抑郁状态高中生的人际尧文化尧认知等各种心理社

认为反刍思维是一种人格特质袁表现为持续思考负

会易感因子的研究显示袁 反刍思维作为抑郁的认

性事件及其情境袁陷入悲伤情绪不能自拔袁导致交往

知易感性因子之一袁 能够正向预测抑郁且差异显

动机降低袁影响个体积极行为遥 尽管研究的侧重点

著遥 吴明证等咱员园暂对青少年自尊与抑郁尧反刍思维的

不同袁但研究者一致认为反刍思维的主要特点是反

关系研究显示袁反刍思维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遥 一

复的消极思维袁个体在经历负性事件之后或者面临

系列相关研究都证实袁反刍思维越多袁个体的抑郁

负性事件时自动反复思虑的思维倾向袁包括对当时

情绪越严重尧抑郁状态越容易反复遥

负性情绪和负性事件的起因尧结果和意义的思索袁与

国外临床对比研究表明袁 反刍思维在神经质与

个体的抑郁尧悲伤愤怒等情绪相关 遥

抑郁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袁反刍思维与神经质尧悲观倾

均揭示了反刍思维是抑郁的认知易感因子曰 反刍

思维的形成与特定人格类型有关袁具有忧郁尧高完美

咱源暂

现有针对反刍思维与抑郁之间的关系研究袁

向和无助感显著相关咱远暂遥 来水木等咱员员暂研究发现袁反刍

思维能作为个体抑郁情绪的评估因子袁 能维持并

主义倾向尧 焦虑和神经质人格的个体更容易出现反

遥 国外一

刍思维遥很多研究报告也表明袁人格特征与抑郁情绪

示袁被试的抑郁状态可以通过反刍思维体现袁同时

征对抑郁情绪是否存在预测作用袁 以及探讨三者间

加重抑郁状态以及延缓抑郁状态的康复

咱缘暂

项 对 圆缘猿 名 失 去 亲 人 的 被 试 进 行 的 研 究 结 果 显
反刍思维能够预测抑郁情绪

咱远暂

遥 另一项以斯坦福大

存在相关性袁 故本研究旨在验证反刍思维与人格特
的关系遥

基金项目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野谦虚心内隐效应及青少年谦虚心道德德育模式构建冶渊员缘再允悦员怨园园圆园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远原园苑原员园
作者简介院王翼渊员怨愿远原 冤袁男袁安徽亳州人袁硕士袁研究方向为临床心理学袁通信作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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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对象与方法
渊一冤研究对象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法在安徽农业大学尧安徽建
筑工业大学和合肥师范学院 猿 所本科高校中选取
猿猿园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袁共发放问卷 猿猿园 份袁回收有
效问卷 猿园猿 份袁有效回收率 怨圆豫遥 采用问卷星在网
上收集 员缘苑 份数据袁剔除无效数据 员猿 份袁有效率为

症状反刍和强迫思考维度在性别上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袁女生得分均高于男生渊表 员冤遥
表员

大学生反刍思维各维度得分及性别差异 渊分袁x 依 s冤

变量
反刍思维总分
症状反刍
强迫思考
反省深思

男

源猿援猿怨
圆圆援缘愿
员园援缘远
员园援圆缘

依
依
依
依

苑援怨源
源援苑员
圆援员苑
圆援缘缘

女

源缘援猿圆
圆源援园园
员员援员圆
员园援圆员

依
依
依
依

贼值
原圆援源苑远
原猿援园缘远
原圆援远缘猿
园援员怨缘

愿援猿源
源援怨愿
圆援圆猿
圆援缘员

孕值
园援园员源
园援园园圆
园援园园愿
园援愿源缘

怨圆豫遥 本研究对象为 源源苑 名在校大学生袁其中男 员怨源

渊二冤大学生被试大五人格特征及性别差异

三学生 员圆愿 人袁大四学生 苑源 人曰来自城市的学生 愿远

得分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袁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曰

人袁女 圆缘猿 人曰大一学生 员源员 人袁大二学生 员园源 人袁大
人袁来自农村的学生 猿远员 人遥
渊二冤研究工具

反刍思维量表渊砸砸杂冤袁由 晕燥造藻灶鄄匀燥藻泽噪泽藻皂葬 编写

而成袁由 圆圆 个题目组成袁该问卷有症状反刍尧强迫思
考和反省深思 猿 个维度袁问卷使用 源 级评分标准袁分
别是从不尧有时尧经常尧总是发生袁得分越高表明反刍
思维倾向越严重曰韩秀等咱员圆暂在本科生群体中检验了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袁结果显示此问卷有良好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尧结构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袁适合在我国
大学生群体中应用遥
大五人格量表渊晕耘韵鄄云云陨冤袁由 悦燥泽贼葬 和 酝糟悦则葬藻

编制并优化袁得出一套含有 远园 个题项的简版 晕耘韵鄄

独立样本 贼 检验结果显示袁 大学生神经质水平
外倾性尧开放性尧宜人性和责任心 源 个维度在性别上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表 圆冤遥

变量
神经质
外倾性
开放性
宜人性
责任心

表圆

大学生人格特征的性别差异 渊分袁x 依 s冤

男

猿圆援苑愿
猿怨援怨苑
猿苑援苑员
源园援圆园
源园援愿员

依
依
依
依
依

苑援远园
远援远远
源援猿猿
源援愿怨
远援源愿

女

猿缘援苑员
源园援园苑
猿愿援源愿
源园援怨缘
源园援员源

依
依
依
依
依

苑援猿猿
远援缘源
缘援圆圆
源援远远
缘援怨园

贼值
原源援员员源
原园援员远圆
原员援远苑远
原员援远远远
员援员缘园

孕值
园援园园园
园援愿苑员
园援园怨源
园援园怨远
园援圆缘员

渊三冤大学生被试抑郁状况
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使用 园耀猿 级评分标准袁根

云云陨袁该量表分 缘 个维度袁分别是神经质尧开放性尧外

据其抑郁情绪评判标准可知袁 大学生群体中无抑郁

被验证与完整版的信度相符合袁且与其他人格测验

占 员源援猿豫曰中度抑郁的人数为 源愿 人袁占 员园援苑豫曰重度

倾性尧宜人性和责任心袁采用 员耀缘 级评分遥 晕耘韵鄄云云陨

人数为 猿园缘 人袁占 远愿援圆豫曰轻度抑郁的人数为 远源 人袁

有良好的聚合效度袁被普遍应用于科学及临床研究

抑郁的人数为 猿园 人袁占 远援愿豫遥 结果显示袁有相当一

中咱员猿暂遥

部分大学生处于抑郁状态袁 其中处于中度及严重抑

贝克抑郁问卷第二版袁共有 圆员 个问题袁采用 园耀

猿 级评分遥 问卷最终得分是各个题目的得分相加袁小
于 员猿 分被视为没有抑郁情绪袁大于 员猿 分且小于 员怨

郁状态的被试占 员苑援缘豫遥 通过对抑郁的独立样本 贼

检验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袁抑郁在性别变量尧城乡变
量和年级变量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遥

分被视为抑郁较轻袁 中度抑郁的得分为 员怨耀圆怨 分袁

渊四冤反刍思维尧人格类型和抑郁倾向的关系研究

园援怨源袁各项目间的相关系数为 园援员愿耀园援苑员袁题目容易

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袁 其中症状反刍及反刍思维与

重度抑郁得分为 圆怨耀远猿 分遥 问卷的克伦巴赫系数为
简洁袁且符合中国文化的表达习惯咱员源暂遥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袁 反刍思维及其 猿 个维度均

抑郁呈中等相关袁 强迫思考和反省深思与抑郁相关

渊三冤统计学分析

稍弱袁说明反刍思维和症状反刍得分越高袁抑郁水平

数据录入使用 耘载悦耘蕴 软件袁 采用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统

越高曰神经质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袁说明神经质水平

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袁统计学方法主要为

越高袁抑郁水平越高曰而开放性尧外倾性尧宜人性和责

描述性分析尧贼 检验尧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任心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渊表 猿冤遥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二尧结

果

渊一冤大学生被试反刍思维特点及性别差异
反刍思维在性别变量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袁女
生反刍思维总分高于男生渊贼越原圆援源苑远袁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曰

渊五冤反刍思维和人格特征对抑郁情绪的预测作用
以抑郁为因变量袁 反刍思维和人格各维度为自

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袁结果见表 源遥 怨 个自变量经过逐
步回归分析袁其中症状反刍尧神经质尧外倾性和责任

心 源 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袁 研究显示神经质和症状

反刍对抑郁情绪有正向预测作用且有统计学意义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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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度
员援反刍思维
圆援症状反刍
猿援强迫思考
源援反省深思
缘援神经质
远援开放性
苑援外倾性
愿援宜人性
怨援责任心
员园援抑郁

孕 约 园援园缘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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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原
原园援怨圆怨鄢鄢
原园援愿园园鄢鄢
原园援苑源猿鄢鄢
原园援缘远远鄢鄢
原园援园怨苑鄢
原园援圆苑苑鄢鄢
原园援圆员圆鄢鄢
原园援员源源鄢鄢
原园援猿苑愿鄢鄢

孕 约 园援园员遥

鄢鄢

表猿

圆
原
原园援远源猿鄢鄢
原园援缘员源鄢鄢
原园援缘怨愿鄢鄢
原园援猿源缘鄢鄢
原园援员缘缘鄢鄢
原园援圆圆怨鄢鄢
原园援圆源园鄢鄢
原园援源员愿鄢鄢

窑猿怨员窑

反刍思维尧人格类型与抑郁的相关分析

渊则 值冤

猿

源

缘

远

苑

愿

怨

原
原园援源苑源鄢鄢
原园援源愿缘鄢鄢
原园援园愿愿
原园援员源源鄢鄢
原园援员圆猿鄢鄢
原园援园远怨
原园援圆远愿鄢鄢

原
原园援圆缘猿鄢鄢
原园援园远源
原园援员园猿鄢
原园援员猿源鄢鄢
原园援园远
原园援员圆愿鄢鄢

原
原园援员怨远鄢鄢
原园援源员怨鄢鄢
原园援员怨园鄢鄢
原园援猿园圆鄢鄢
原园援源圆怨鄢鄢

原
原园援员怨猿鄢鄢
原园援员愿怨鄢鄢
原园援源圆愿鄢鄢
原园援猿远源鄢鄢

原
原园援员圆苑鄢鄢
原园援员苑远鄢鄢
原园援员苑源鄢鄢

原
原园援员猿远鄢鄢
原园援圆园源鄢鄢

原
原园援圆愿源鄢鄢

反刍思维和人格类型对抑郁的回归分析

员园

原

生相较于男生对负性情绪体验可能更深刻和持久遥

变量
月 值 标准误差 标准化回归系数 贼 值
孕值
神经质
园援圆缘源 园援园远远
原园援圆园源
猿援愿猿愿 园援园园园
外倾性
原园援圆猿远 园援园远怨
原园援员远缘
原猿援源圆远 园援园园员
症状反刍 园援源员远 园援园怨愿
原园援圆员苑
源援圆圆怨 园援园园园
责任心
原园援员缘圆 园援园苑园
原园援员园园
原圆援员愿缘 园援园圆怨

此外袁本研究结果显示袁大学生被试有近 猿圆豫处于

外倾性和责任心对抑郁情绪具有负向预测作用且有

倍咱远暂遥 国内关于大学生抑郁情绪男女性别比例的研

统计学意义袁源 个自变量共同解释了抑郁变异程度
的 圆远援圆豫遥

抑郁状态袁少数为轻度抑郁袁而中度及严重抑郁状态
的被试占 员苑援缘豫遥 基于此袁高校管理工作者应对国内
大学生心理健康给予适当的关注遥 在抑郁的性别差
异方面袁 有研究揭示女性抑郁症的人数是男性的两
究的结论并不一致遥 如曲智勇等咱员苑暂关于大学生抑郁
现状的研究显示男生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袁而

三尧讨

论

咱远暂

反应风格理论 解释了抑郁症的性别差异袁即

刘贤臣等咱员愿暂对青少年的调查结果发现袁抑郁的发生
率在性别变量上差异并不显著遥
渊二冤神经质水平与反刍思维能正向预测抑郁情绪

女性与男性相比袁更加倾向于使用反刍反应风格袁而

人格特征在抑郁情绪中有重要作用袁 研究结果

男性较倾向于采用分心的反应风格袁正是因为男女

表明神经质尧外倾性尧宜人性尧责任心和开放性 缘 个

在反应风格上的差异袁才使得女性抑郁症的发病率

维度均与抑郁呈显著相关遥 其中神经质与抑郁呈正

高于男性遥 但是袁国内关于反刍思维的研究所得结

相关袁外倾性尧宜人性尧责任心以及开放性与抑郁呈

论并不完全一致遥 如韩秀等咱员圆暂研究发现袁反刍思维

负相关遥通过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袁神经质可以正

总分尧症状反刍以及强迫思考维度上的得分均存在

向预测抑郁袁外倾性和责任心能够负向预测抑郁遥

性别差异袁而反省深思维度上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袁杨扬

咱员缘暂

众多研究表明反刍思维对抑郁的出现尧 持续和

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之相一致遥 郭素

复发起到重要作用遥本研究的相关分析显示袁反刍思

在大学生反刍思维尧情绪智力和孤独感的研

维以及各个维度与神经质水平呈正相关袁与外倾性尧

究中发现袁女生的反刍思维总分和各个维度上的得

宜人性尧责任心和开放性呈负相关遥反刍思维以及各

分均高于男生袁但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个维度与抑郁情绪呈正相关袁 其中症状反刍与抑郁

然等

咱员远暂

渊一冤反刍思维与人格特征存在性别差异

情绪呈中等程度的相关袁 通过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女生的反刍思维总分尧症状反

现袁症状反刍能预测抑郁情绪遥在反刍思维的 猿 个维

刍得分以及强迫思考得分均高于男生遥 可能的原因
是院反刍思维在性别上的差异不具有跨文化的一致

度中袁症状反刍与抑郁的关系最为密切袁这与许多研
究结果相一致遥

性袁不同的环境文化袁反刍思维的展现方式可能不

综上所述袁 本研究显示大学生群体中有一定的

同曰除此之外袁被试群体为在校大学生袁并非临床确

反刍思维曰大学生神经质水平有着显著的性别差异曰

诊的抑郁患者袁他们的年龄尧思考方式尧生活方式尧心

神经质与抑郁情绪呈正相关并且可以正向预测抑郁

智水平等方面比较相似遥

情绪袁宜人性和责任心尧开放性尧外倾性与抑郁情绪

大学生的神经质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袁具

呈负相关袁外倾性和责任心能负向预测抑郁情绪曰抑

体表现为女生的神经质水平总分高于男生袁说明女

郁情绪和反刍思维及其 猿 个维度呈正相关袁 症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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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对抑郁情绪具有正向预测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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