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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症状自评量表》对 25 所高校的 404 名高水平运动员进行测量，评定高校高水

平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状况。结果表明：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心理健康水平各

项指标得分均高于全国成人常模；女子运动员在人际关系、焦虑、精神病性 3 个因子上显著高于

男运动员；不同年级运动员在人际关系因子、焦虑因子及精神病性因子上，差异均有显著性；一

年级、四年级运动员的心理健康水平较差；焦虑因子与性别、年级的主效应均有关，精神病性因

子与性别的主效应有关；焦虑因子与性别与年级的交互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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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used the Symptom Checklist 90 to test 404 high performance athletes from 25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evaluated their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mental health con-

dition of high performance college athletes is relatively poor; various indexes of their mental health level are higher 

than normal values of adults nationwide;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xiety and mental illness factors of high 

performance female college athlete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ame of male athlet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xiety and mental illness factors between high performance college 

athletes of different classes; the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of higher performance freshman and senior college athletes 

is relatively poor; the anxiety factor is related to the main effect of gender and class; the mental illness factor is re-

lated to the main effect of gender; the anxiety factor is related to the interaction of gender and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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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和世界心理卫生协会所提

出的心理健康标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标准可以概括

为 5 个方面，即情绪稳定、心境良好、情绪变化合理，

焦虑水平适度，人际关系和谐，自我意识发展良好，

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及独立性强[1]。近年的研究表明，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堪忧。高校高水平运动员

作为大学生的一个特殊群体，截至 2007 年，经教育部

批准备案可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高校全国共 235 所，

研究其心理健康状况对发展高校竞技体育运动，活跃

校园文化体育生活，促进高校之间在竞技体育方面的

交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本 文 采 用 症 状 自 评 量 表 [2](Symptom Checklist 90 ，

SCL-90)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进行调查，旨在掌握高校

高水平运动员存在的心理问题。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建筑

工业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 25 所高校高水平运动

员进行 SCL-90 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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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份，有效问卷 404 份，其中男运动员 228 人，女

运动员 176 人；大一 105 人，大二 129 人，大三 122

人，大四 48 人。 

1.2  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 

(1)测量工具。运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进行测

量，并与全国成人常模对照，量表共有 9 个因子，包

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

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分别反映测试对象 9

个方面的症状。此外，包括 1 个其它因子，反映睡眠

及饮食情况。每项事件的刺激强度根据经历该事件时

的心理感受分“从无(0 分)、轻度(1 分)、中度(2 分)、

偏重(3 分)、严重(4 分)进行评分。(2)9 个因子的分半相

关系数介于 0.77~0.91(校正后)，总体分半相关系数为

0.85；用库德—理查逊(K-R20)进行内部一致性的分析

后发现，各因子的内部一致性在 0.62~0.89，而全量表

的则高达 0.96，说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3)SCL-90 的效度。采取因素分析的方式对效度进行检

验。经二阶因素分析并加以正交旋转后，发现 9 个因

子的累积贡献率为 81.9%，各因子的因素负荷量介于

0.44~0.73，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4)测试程

序。在调查前对全体被试者解释调查的意义，被试者

同意接受调查后运用统一指导语，现场发放与回收。 

2)数理统计。 

将采集的全部数据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并结合

Excel 在电脑中进行分析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高校高水平运动员 SCL-90 各因子得分与全国成

人常模比较 

由表 1 可以看出，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健康

水平各项指标得分均高于全国成人常模，说明高校高

水平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差。 

 

表 1  SCL-90 各因子得分( sx ± )与全国成人常模
[3]
比较 

因子 高水平运动员 全国成人常模 t 
躯体化 1.53±0.22 1.37±0.38 14.5371)

强迫症状 1.80±0.25 1.62±0.58 14.3921)

人际关系 1.93±0.19 1.65±0.61 30.0791)

抑郁 1.63±0.19 1.50±0.59 13.5711)

焦虑 1.70±0.20 1.39±0.43 31.8901)

敌对 1.77±0.47 1.46±0.55 13.3721)

恐怖 1.43±0.26 1.23±0.41 15.4921)

偏执 1.72±0.32 1.43±0.57 18.0371)

精神病性 1.48±0.27 1.29±0.41 13.7231)

1)P<0.001 

造成以上差别的原因可能有：(1)高校高水平运动

员要承受学习和训练比赛的双重压力。(2)大学时期是

自我意识迅速发展、感情也较为丰富的人生阶段，同

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和人生价值观念，也必然会

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影响。(3)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文化

学习成绩比一般大学生要差，而他们大学毕业后大多

不向专业队发展，因此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压力很大，

心理上容易出现问题。 

2.2  性别、年级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1)高校男女高水平运动员在 SCL-90 各因子得分

的比较。 

由表 2 可知，高校高水平女子运动员在人际关系、

焦虑、精神病性 3 个因子上显著高于男运动员，其它

因子则没有性别间的统计学差异。这可能与男女生思

维方式、学习和生活习惯有关。女生较男生更敏感而

多疑、容易多愁善感、情绪化等。研究发现：男女性

在对自己今后成就的期望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

女性有比男性更低的期望[4]。另有研究表明，女性的归

因模式属于一种“低期望的自我贬抑模式”，即“把成

功归于运气，把失败归于缺乏能力”[4]。正是这些女性

所具有的独特特征，使高校高水平女子运动员在行为

过程中体验到更多的焦虑和失望。 

 

表2  男女高水平运动员SCL-90各因子得分( sx ± )比较 

因子 男 女 F 
躯体化 1.51±0.24 1.56±0.20 3.646 

强迫症状 1.81±0.24 1.78±0.25 1.199 
人际关系 1.91±0.18 1.96±0.19 6.0201) 

抑郁 1.63±0.19 1.64±0.18 0.052 
焦虑 1.67±0.20 1.75±0.19 17.8032) 
敌对 1.76±0.47 1.79±0.46 0.380 
恐怖 1.41±0.25 1.45±0.28 2.291 
偏执 1.72±0.31 1.73±0.34 0.149 

精神病性 1.44±0.26 1.52±0.27 8.9301) 
1)P<0.05；2)P<0.001 

 

2)高校不同年级高水平运动员 SCL-90 各因子得

分的比较。 

进一步的多重比较发现，高校 4 个年级高水平运

动员在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敌对、恐怖、偏执

6 因子上差异无显著性。在人际关系因子上，一年级

与二年级、三年级高水平运动员相比，差异具有显著

性。在焦虑因子上，一年级与二年级、四年级高水平

运动员相比，差异具有显著性。在精神病性因子上，

四年级与一年级、二年级高水平运动员相比，差异具

有显著性(见表 3)。结果显示，一年级、四年级高水平

运动员的心理健康水平较差。这可能与一年级新生刚

踏进大学校园，还处在中学与大学之间的过渡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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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适应环境能力差有关；到

了二年级、三年级，逐渐适应了大学的环境；四年级

高水平运动员面临论文答辩、就业等压力。2005 年，

中国青年政治院一项调查显示：51.4%的大学生因为

就业压力过大而产生心理问题[5]。 

 

表 3  不同年级高水平运动员 SCL-90 各因子得分( sx ± )比较 

因子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F 
躯体化 1.57±0.22 1.51±0.24 1.51±0.19 1.54±0.25 1.995 

强迫症状 1.80±0.28 1.79±0.24 1.77±0.23 1.87±0.21 2.086 
人际关系 1.93±0.19 1.90±0.18 1.87±0.18 1.94±0.21  3.1221) 

抑郁 1.64±0.18 1.62±0.18 1.61±0.20 1.63±0.19 0.256 
焦虑 1.74±0.19 1.69±0.21 1.68±0.19 1.65±0.17  3.0091) 
敌对 1.75±0.47 1.76±0.48 1.73±0.46 1.75±0.47 0.322 
恐怖 1.42±0.33 1.43±0.24 1.41±0.24 1.43±0.22 0.120 
偏执 1.73±0.29 1.72±0.31 1.71±0.36 1.72±0.35 0.052 

精神病性 1.51±0.27 1.50±0.26 1.45±0.28 1.48±0.25  3.7861) 
       1)P<0.05 

 

3)性别、年级在 SCL-90 各因子上的主效应及交互

作用。 

从表 4 可以看出，焦虑因子与性别和年级的主效

应有关，精神病性因子与性别的主效应有关。由表 5

可以看出，焦虑因子同性别与年级的交互作用有关。 

 

表 4  性别、年级在 SCL-90 各因子上的主效应及显著性 

性别  年级 
因子 

F P F P 
躯体化 7.820 0.105 1.866 0.135 

强迫症状 1.054 0.305 1.350 0.258 
人际关系 2.378 0.124 1.121 0.340 

抑郁 0.236 0.627 0.414 0.743 
焦虑 15.331 0.000 5.007 0.002 
敌对 0.141 0.708 0.359 0.783 
恐怖 3.670 0.056 0.276 0.843 
偏执 0.152 0.697 0.197 0.898 

精神病性 19.210 0.000 5.285 0.101 
 

表 5  性别、年级在 SCL-90 各因子上的交互作用及显著性 

交互作用(性别×年级) 
因子 

F P 
躯体化 2.752 0.082 

强迫症状 0.525 0.665 
人际关系 2.365 0.071 

抑郁 0.951 0.416 
焦虑 3.300 0.020 
敌对 1.626 0.183 
恐怖 2.626 0.051 
偏执 0.754 0.521 

精神病性 6.443 0.308 

3  结论 
1)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心理

健康水平各项指标得分均高于全国成人常模。 

2)高校高水平女子运动员在人际关系、焦虑、精

神病性 3 个因子上显著高于男运动员；不同年级高校

高水平运动员在人际关系因子、焦虑因子及精神病性

因子上，均有显著性差异；一年级、四年级高水平运

动员的心理健康水平较差。 

3)焦虑因子与性别、年级的主效应均有关，精神

病性因子与性别的主效应有关；焦虑因子同性别与年

级的交互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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