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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项依据（项目研究的意义、现状分析）1 

（1）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经历了最初的以“问题、疾病”为中心的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到

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盛行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再到现在的以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为导向

的发展历程。 

国外 Jahoda 早在 1958 年就对“心理健康就是心理疾病的消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

心理疾病的缺失不能有效地定义一个人的心理健康，而只是心理健康的必要而非充分标准，

并首次提出了积极心理健康的科学概念[1]。Cowen 更是进一步主张“健康不仅仅是疾病的

缺乏，而应该被定义为积极特征的‘存在程度’”[2]。Greenspoon 和 Saklofske 于 2001

年首次正式提出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 (a Dual-Factor System of Mental Health) [3]；

2005 年 Keyes [4]、2008 年 Suldo、Shaffer、Doll 等学者 [5,6]相继提出类似的模型。

Greenspoon 和 Saklofske[3]、Suldo 和 Shaffer[5]、Keyes[7]、Koivumaa- Honkanen 等

[8]分别在中小学、成人、精神病患者中进行了实证研究，验证了模型的存在及其可利用性。 

国内尹可丽等[9，10]对心理健康的模型进行了总结，她认为心理健康测评的理论假设

有心理疾病取向、积极心理机能取向及完全心理健康取向等三种，而所谓的完全心理健康

取向就是心理疾病与心理健康的双因素模型，并对中国成人进行了研究；熊俊梅等[11，12]

以此为理论依据对中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进行了研究，认为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适

用于我国高中生，心理病态和主观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两个重要指标，能够从积极和消极

两个层面共同描述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王鑫强等[13]基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的视角，

以大学生为被试，考察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与心理健康消极指标、心理健康积极指标生活

满意度的关系。 

综述所述，国内外研究者们已逐渐不再从消极[14,15]或积极[16，17]单一的角度来研

究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而是认为消极层面的心理病态指标和积极层面的主观幸福感都是

不可或缺的因素，应同时考虑，分别从负向和正向两方面--双因素--来刻画心理健康状况

[3]，但是目前国内对此的实证研究还很缺乏，需用进一步加强。 

（2）研究意义：从降低心理疾病和增强积极心理机能两方面双因素着手提升大学生心

理健康水平。 

    近年来各高校、全国、乃至世界各国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在不断增加,但这并没有

                                                                 
1 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但不得附其他无关材料。下同。 



 

真正减少人们的心理疾病,相反，心理问题却在增加[18-19]。因此,有必要反思传统心理健

康教育模式，探索更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和途径。 

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以“心理问题”为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进

一步发展和完善。传统心理健康教育为维护我们的心理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近年来，

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和深层次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深思和质疑。我国的心理健康

教育是伴随着青少年学生心理问题的增多而逐渐开展和完善的，出于对心理疾病的危害性

的认识，学生、教师和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把注意的焦点集中到心理问题方面。教师把学

生存在的问题当做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常常采

用先出现问题，后寻求解决方法的教育模式，采用大量的问题事例来进行教育，“问题”是

教育工作的核心，这样的教育模式不仅会使有类似问题的学生更加关注自己问题的局部，

而且一些没有问题的学生也会开始注意自己的心理问题，从而使学生养成了关注自己的消

极品质，而忽视积极品质培养的思维与行为定势。这种消极心理学取向使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的内容、形式和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总目标和基本原则；而我国的

心理健康教育目前存在形式化、片面化和医学化倾向，这两方面制约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进

一步发展和完善。 

    基于双因素模型的心理健康教育不只是让学生没有心理疾病、还包括积极的心理机能

的获得。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对以“心理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研究范式进行矫正，认为即

使个体的心理疾病得到了治愈也不足以确保或维护其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等积极指标有必要补充进心理健康的内容。因而它从更包容的视角出发，

主张心理健康不仅仅是心理疾病的消除，也不仅仅是拥有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而是一种

两者结合的更完全状态，包括心理疾病的缺失和高主观幸福感的存在[3，20]，即心理健康

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没有各种心理问题的困扰，二是指各种积极品质（virtues）和

积极活力（positive strength，意指促使人走向完美的身体、精神或道德上的活力）的产

生和增加。同时，它强调主观幸福感指标在心理健康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不反对或替

代精神病理学指标，相反是进一步强调了两指标的不可替代性及不可或缺性[3-6], 这一理

念对于全面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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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 

1.具体改革内容、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改革目标：基于文献研究、问卷调查、专家讨论和访谈法之上，改革原来单纯地从

消极或积极某一个方面改善大学生心理素质，转而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同时入手，构

建双因素模型视角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并用实验研究验证该教育模式的效果。 

总体框架图： 

 

 

 

 

 

 

 

 

 

 

 

 

 

 

 

 

    改革内容 

研究一：基于双因素模型调查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相关因素。以问卷

调查的方式从积极心理健康和消极心理健康两方面研究大学生心理素质现状及正负两方

面的关系，并探讨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和相关因素。 

研究二：构建双因素模型视角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在总结文献研究的基

础上,参考研究一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现状、影响因素及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再结合

专家咨询、深入访谈，确定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包括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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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内容及路径。 

研究三：用实验研究的方法验证双因素模型视角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为

了探讨研究二构建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是否有效，我们设计研究三的内容，就是用实验

研究的方法验证该模式。分别选取被试建立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实验前进行心理健康水

平的评估，在两组心理健康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的前提下进行实验。对实验组进行双因

素视角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实验完毕，再对两组进行心理

健康水平的评估，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检验研究二所构建的心理健康教育模

式对大学生的效果。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探讨选用合适的量表测量大学生心理健康正、负两方面的指标，确保指标的有效

性和稳定性，这是保证研究顺利而有效进行的关键点、重点。 

    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Dual-Factor Model of Mental Health，DFM) 突破了以往以

精神病理学指标作为心理健康的唯一衡量标准，融入了主观幸福感 (Greenspoon & 

Saklofske, 2001)。以主观幸福感为积极指标，精神病理学为消极指标，逐渐发展出四

分说 (Suldo & Shaffer, 2008) 和六分说(Keyes, 2002)。四分说的积极指标是主观幸

福感，六分说的积极指标包含情感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四分说的消极指

标包含内化、外化问题，六分说的消极指标是内化问题，这为 DFM 采用简化指标提供了

依据。DFM 的贡献之处在于筛查出处于“风险边缘”的易感人群，并强调积极心理健康

因素对人的保护作用。以四分说为基础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效度较高 ( 董文婷，熊俊

梅，王艳红，2014；Greenspoon & Saklofske, 2001；Suldo & Shaffer, 2008)，六分

说常用于研究成人心理健康(Keyes, 2002, 2007)。本研究的被试为大学生，故采用六分

说的理论框架。 

六分说的积极指标包含情感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本研究拟采用的心

理健康连续体量表(MHC-SF) ( 成人版)是美国心理学家 Keyes 根据自己提出的六分说理

论而研制的测量积极指标包含三种幸福感的量表，尹可丽（2012）的研究表明该量表在

中国的测试表明，结构效度、效标关联效度及内部一致性信度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可用于测量中国成人的积极心理健康状况。六分说的消极指标是内化问题，海曼等研究

者（2015）认为可选取抑郁作为构建 DFM 的消极指标。但这两者均未在研究生被试上研



 

究过，所以本研究需要探讨该复合指标对研究生被试的有效性及稳定性。 

（2）探讨尽量提高所构建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生态效度及可推广性。 

    如何在保证内在效度高的同时还有较高的生态效度，能顺利地将研究的模式推广至

更广阔的人群，这是该研究努力突破的，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2.实施方案、实施方法、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及可行性分析 

实施方案、方法及步骤： 

（1）基于双因素模型调查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相关因素（问卷调查法）。

2016 年 9 月-10 月 

    第一步：选取被试。根据整群抽样原则，首先确定调查学校、专业，再以年级分层，

以班为单位随机整群抽样构成调研样本约 1000 人进行问卷调查和心理测量。 

    第二步：进行正、负双因素心理健康问卷调查。采用 Keyes 编制的简版心理健康连

续体量表 (MHC-SF) ( 成人版)测量幸福感、抑郁量表测量负性指标以及相关因素量表、

自编的影响因素问卷、相关问卷进行正式的问卷调查。 

    第三步：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从双因素的视角探讨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

素、相关因素。 

（2）基于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深入访谈构建双因素模型视角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模式（文献法、Delphi 法、访谈法）。2016 年 11月-12 月 

    第一步：研究人员广泛查阅国内外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文献，提炼观点，形

成初步意见和结论。 

    第二步：通过匿名的方式向预先确定好的心理学、管理学、思想政治学和高等教育

学等领域的专家广泛征求意见，通过两轮反复的信息交流和反馈修正，使专家的意见逐

步趋向一致，最后依据专家的最终意见，形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初稿。 

    第三步：对大学生、教师、辅导员及行政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士进行深入访谈，

修改和完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第四步：最后形成确定的双因素视角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3）用实验研究的方法验证双因素模型视角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实验法）。

2017 年 1 月-12 月 

    第一步：选取被试。以自愿报名的方式招募 100 名大学生进行实验研究，研究基于

双因素模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效果。 

第二步：建立实验组和对照组。完全随机设计，按照专业、年级、性别三个方面将

被试随即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50 人。 

第三步：实验前测。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心理健康水平的评估。分别以 Keyes 编

制的简版心理健康连续体量表 (MHC-SF) ( 成人版)测量幸福感、抑郁量表测量负性指标

为心理健康水平的指标。在二组的心理健康水平没有差异的前提下进行实验。 

    第四步：进行实验。实验组接受双因素视角下的心理健康教育，对照组不处理。 

    第五步：实验后测。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心理健康水平的评估。仍然分别以 Keyes

编制的简版心理健康连续体量表 (MHC-SF) ( 成人版)测量幸福感、抑郁量表测量负性指

标为心理健康水平的指标。比较二组实验后的心理健康水平差异，同时也分别对二组实

验前后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比较。并尝试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追踪研究。 

    第六步：统计分析。通过实验、数据、统计分析检验双因素模型视角下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效果。 

 

可行性： 

    课题负责人已经熟练掌握双因素心理健康模型的理论及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已经

掌握大学生心理健康（从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的现状及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

的问题和弊端，熟悉传统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案和模式，并且也已经初步设计好双

因素模型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案。 

 

 



 

3.项目预期成果及其实践运用预期（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成果形式:论文、咨询报告、其他：基于双因素模型视角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研究成果的预计去向及预期社会效益等：高等院校、教育部门、科研部门等。 

    （1）构建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可以直接提供给各高校作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的采用，可以改善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2）该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也可以提供给中小学、研究生、甚至针对成年人工作的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作为改善心理健康教育的参考模式。 

    （3）该研究关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研究的结果可以提供给国内外从事相关科研工

作的人员以作参考。 

4.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点 

（1）将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用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长期以

来施行的是以“问题、疾病”为中心的传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本世纪初开始关注积极

心理健康教育，双因素模型强调主观幸福感指标在心理健康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不

反对或替代精神病理学指标，相反是进一步强调了两指标的不可替代性及不可或缺性，

这一理念对于全面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2）文献法、调查法、访谈法以及实证研究的方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研究基于双因

素模型的教育模式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四、项目建设基础 

1.与本项目有关的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工作成绩 

    课题负责人一直从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与辅导实践工作十多年，是《大

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的负责人和主要任课老师；已对心理健康教育进行了相关前期研究，

完成课题各级相关课题 6项，发表相关文章十多篇，主编或副主编大学生心理健康、心

理咨询等相关教材 6部，获得相关省、市级奖励 5 项。 

     

    主持 6 个省部、市厅、校级心理健康教育的课题： 

（1）主持“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与途径研究——基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的视角”，

“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2万，2016，在研； 

（2）主持“积极心理学视野下大型、高效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和实践研究”，广东



 

省教育厅，2014 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1 万，2014-2017，

在研；  

（3）主持并完成“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研究”，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一五”规划 2010 年度研究项目,2010tjk185，1 万，2010-2012，

结题； 

（4）主持并完成“积极心理学视角下中学生幸福感提升的实验研究”，湛江市科技局，

湛江市科技攻关计划项目，2012c3104021，0.5 万，2012-2014，结题； 

（5）主持并完成“积极心理取向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广东医科大学，学校教

育教学项目，JY0908，0.5 万，2010-2012，结题； 

（6）主持并完成“积极心理素质取向的团体咨询提升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实验研究”，广

东医科大学，青年基金，XQ1040，2009-2011，结题。 

 

    相关文章（第一或通讯）： 

（1）Yu Yulan(通讯)，Mediation Role of Hope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ran J Public Health(SSCI）, 2016,45(3) 

（2）Yu Yulan(第一)，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the Well-being and Ill-being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Journal of Discrete  

Mathematical Sciences and Cryptography(EI）, 2016，19（3）:623-633 

（3）Yu Yulan(通讯)，Core Self-evaluation Mediates the Effect of Mindfulness 

on Life Satisfaction in Adolescent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SSCI）, 

2016 ,44( 6) 

（4）Yu Yulan(第一)，Middle School Students’Norms for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CL-90-R,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SSCI）, 2017,45(7） 

（5）禹玉兰(通讯),积极情绪体验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视

角，医学研究与教育，2012 年第 29 卷第 5 期。 

（6）禹玉兰(第一)，翻转课堂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学校教育研究，2015

年 2 月 

（7）禹玉兰（通讯），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和心理素质现状，医学研究与教育，2012，29

（4） 

（8）禹玉兰(第一)，幸福感溯源及与生命质量的关系，医学与哲学（人文社科版），2015

年 3 月 



 

（9）禹玉兰(第一)，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中学生幸福感教育，学校教育研究，2015 年

1月 

（10）禹玉兰(第一),积极人格与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关系，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2 第 

3 期 

（11）禹玉兰(第一),大学生感恩与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关系，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3

第 11 期 

（12）禹玉兰(第一),医学女生积极心理品质、身心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西北

医学教育，2012 年第 20 卷 第 2 期。 

 

 相关专著: 

（1）禹玉兰（主编），大学生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素质训练，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 

（2）禹玉兰(副主编)，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6-1 

（3）禹玉兰（副主编），咨询心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8-1 

（4）禹玉兰(副主编)，生命彩虹——追寻幸福踪迹，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6-1 

（5）禹玉兰（副主编），生命远航——大学生生命文化教育团体辅导教程，2016 年。 

（6）禹玉兰（第二著者），生命质量研究导论，科学出版社，2016 年 3 月 

（7）禹玉兰（参编），生命文化概论，第五章--积极心态，幸福生活，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8-1 

（8）禹玉兰（参编），大学生心理素质训练与心理健康，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年 8 月 

    相关成果奖项： 

（1）大学生正性心理素质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实践课题，荣获广东省第六届教育教学二

等奖； 

（2）《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训练》获得广东省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专业学术年会

著作二等奖；（3）医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家庭关怀度的关系，获东莞市优秀科技论文三等

奖。 

（4）团体心理咨询改善高压力大学生应付方式、心理控制及身心健康的研究，获东莞

市优秀科技论文三等奖。 

（5）获东莞市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     



 

2.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含有关政策、经费及其使用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有

关文件），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学校充分支持项目的开展 

     具备开展研究的条件。 

3.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所承担的教学改革和科研项目情况 

课题组成员罗军，主持“基于 MOOC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以《营销策划》专业

课程为例”，2015，在研。 

五、经费预算 

预算经费总额 1.0（万元） 

序号 支出科目 预算 支出用途 

1 论文版面费 
0.3 

发表论文用 

2  
0.1 文献检索费、资料查询

等 

3  
0.4 复印、发放问卷；调研

等费用 

4  0.2 数据输入、分析等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