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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llege students with anxiety and those without
anxiety, we will explore whether the anxiety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H-T-P drawing test. Methods:
372 college students from 4 universities in Hefei were requested to fill out the questionnaires of
the State of Anxiety Scale (SAS) and finish H-T-P drawing test. Results: Anxiety could be reflected
in the HTP; anxiety students showed more anxiety with the painting characteristics in HTP than
non-anxiety students, specifically in the five entries of “repeated description of roof line”, “repeate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ground line of tree”, “repeated correction”, “local black” and “small
screen”.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grade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peated description of
roof line”, and freshman appeared more in this entry than junior and senior; it is more likely for
female students to have “repeated correction” behavior than male students. Conclusion: Anxiety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HTP test, and th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and different sexe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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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了研究存在焦虑的大学生和不存在焦虑的大学生在房树人测验绘画特征的差异，探究焦虑状态
是否会在房树人测验上有所体现。方法：本研究以合肥4所高校的372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问
卷，进行焦虑自评量表测验和房树人测验，并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结果：焦虑状态会在房树人测验上
有所体现，存在焦虑的大学生比不存在焦虑的大学生在房树人测验中表现出较多的具有焦虑性质的绘画
特征，具体表现在“屋顶线条的反复刻画”、“树的地面线的反复刻画”、“反复涂改”、“局部涂黑”、
“画面过小”这5项条目上。在存在焦虑的大学生中，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屋顶线条的反复刻画”这一
项目上表现有显著差异，大一的大学生比大三、大四的大学生出现更多的“反复描绘屋顶线条”的行为；
在处于焦虑状态的大学生中，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出现“反复涂改”的行为。结论：焦虑状态能够在房树
人测验上有所体现，并且不同年级和不同性别的大学生焦虑性绘画特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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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焦虑(anxiety)是指个体面对不确定的危险而又缺乏有效应对手段时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情感反应方式
(田代信雄，2008)。焦虑作为一种基本的情绪反应，它在人类的心理生活中有着普遍而亘久的存在历史。
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过焦虑体验。作为一个文化素养和自我调控能力都比较高的群体，
总的来说，大学生的心理素质相对较好，他们富有朝气，积极进取，精力旺盛、思想新潮，适应能力较
强。但是，由于素质教育的走偏，管教方式的不当导致了大学生在心理素质上具有先天不足的特点，加
上父母的期望值过高、校方的学业压力与就业形式的严峻以及受市场经济及个别具体情况的影响，许多
大学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焦虑，“焦虑是一种普遍而常有的情绪体验”(陈博，陈宇，2007)对这一问题
进行专门探讨，有着现实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大学生焦虑状况的研究多是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这样很有可能使被
试产生心理上的防御，从而影响到被试的真实反应。并且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大学生不愿直言
袒露自己内心的焦虑或者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心里的焦虑以及焦虑的程度，因此对焦虑进行投射测验
是一种比较适宜的方法。投射测验(projective tests)是心理学的三大测验技术(问卷测验、投射测验和情境
测验)之一，它通过被试对模糊不清、结构不明确的刺激的反应，分析、推断其人格特点(孔祥娜，2007)。
投射测验的特点是通过某种能够躲开受测者所具有的本能的防御心理的方式，从而获得其内心深处真实
想法和观点的一种测验。房树人测验(House-Tree-Person drawing test)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投射技术。房、
树、人包含着比较深层次的象征意义。房，是人居住的地方，可引起对家庭及亲人的联想，可以了解被
测者在家庭和社会成员中的自我形象。树木，则代表着生命的成长历程和方向。人，反映被试的自我形
象和与别人相处时的情形(陈祉妍，1999)。这三个主题是大学生所熟悉的，会降低他们的防御心理，从而
能够反映他们内心的真实状况。也正是由于房树人测验能有系统地把人的潜意识释放出来，使得其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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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状况的诊断以及治疗中扮演着重要的地位。
但通过大量的文献查阅，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对外关于焦虑与房树人绘画特征的研究比较少，而通
过房树人测验与问卷结合起来的方式研究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焦虑状况就更少了。因此，对大学生的焦虑
与房树人绘画特征进行研究是属于心理学研究领域中被开辟的较少的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本研究
重在探索存在焦虑的大学生与不焦虑的大学生相比较在房树人绘画上所表现的不同绘画特征。对于高校
针对大学生心理焦虑的判定，疏导，及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也具有借鉴价值。能够为高校以及学生本人
提供更多的了解他们心理焦虑的途径，也为学校及学生本人能采取更好的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
据，能够使得研究焦虑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并为丰富相关方面的理论提供研究依据，具有一定的实践意
义。在这里，我们假设焦虑状况会在房树人测验上有所体现，存在焦虑的大学生比不焦虑的大学生在房
树人测验中表现出较多的具有焦虑性质的绘画特征。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合肥市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向合肥学院，滨湖学院，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建筑工业大学这 4 所高
校发放问卷，为了方便取样，以班级、宿舍为单位的方法发放问卷，总共发放问卷 450 份，回收了 404
份，问卷的回收率是 90%，其中有效的问卷是 372 份，问卷有效率 92%，问卷的有效性很好。在 372 份
问卷中，男生有 180 份，女生 192 份。各年级分别有 97、93、121、61 份。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完成。问卷的一面是焦虑自评量表(SAS)，另一面是白纸，被试需要
在填完问卷后，在另一面的白纸上做房树人绘画测验。
焦虑自评量表由 20 个题目组成，其中反向计分的题目有 5 个，采用 4 级记分，“没有或很少时间”
表现出题目中所描述的情况记为 1 分，“小部分时间”表现出题目中所描述情况记为 2 分，“相当多时
间”表现出题目中所描述情况记为 3 分，“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表现出题目中所描述情况记为 4 分，
主要统计指标为量表得分。将 20 个项目的各个题目的得分相加，即得粗分；用粗分乘以 1.25 后取整数
部份，就得到标准总分。按中国常模结果，SAS 的标准分的分界值为 50 分，50 及 50 以上表明被试存在
焦虑，属于焦虑组，SAS 问卷得分低于 50 分则表明被试不存在焦虑，属于正常组。
房树人绘画特征的编码条目：根据已有的研究和经验以及查阅相关的资料，得出处于焦虑状态的人
在房树人绘画测验中常见的几种表现形式：① 多次重复描绘的线条反映了个体的烦躁比如强调地平线、
浓粗的屋顶线、墙线、门线、烟囱线；② 局部绘画的涂黑现象常常表现了个体焦虑情绪的聚集，比如涂
黑的手、腿、椅子、花盆等(陈侃，2006)；③ 对绘画内容的涂改则反映出个体的犹豫和焦虑；④ 个体常
常通过较轻的笔压，过小的绘画比例来反映内心的不安等负性情绪；⑤ 绘画中的人物表情或动作僵硬，
比如人物上肢夹紧躯体；⑥ 绘画中树的树冠颤抖不定表现作画者心情的浮动(张同延，张涵诗，2007)。
根据这些表现形式，共列出 21 项反应焦虑状态的房树人测验绘画特征(见表 1)。
绘画特征编码条目解释及操作定义：① 多次重复描绘的线条是指所画的线条重复 3 次或 3 次以上；
② 涂改指的是在整幅绘画中有 3 处及 3 处以上的修改痕迹；③ 画面比例过小指的是所占面积小于整张
纸的九分之一；④ 颤抖型轮廓指的是树的轮廓有 2 层或 2 层以上。
房树人测验的编码方法：在绘画作品中，绘画特征均采用 0、1 记分的方式，如果房树人绘画中出现
该特征，则记为 1 分，没有出现该特征则记为 0 分。具体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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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haracteristics and assignment of HTP on anxiety
表 1. 焦虑心理 21 项房树人测验的绘画特征与赋值
绘画特征

赋值说明

屋顶线反复刻画

无 = 0；有 = 1

墙壁线反复刻画

无 = 0；有 = 1

门线反复刻画

无 = 0；有 = 1

烟囱线反复刻画

无 = 0；有 = 1

树干线反复刻画

无 = 0；有 = 1

树的地面线反复刻画

无 = 0；有 = 1

人轮廓线反复刻画

无 = 0；有 = 1

屋顶有瓦片

无 = 0；有 = 1

反复涂改

无 = 0；有 = 1

颤抖的树冠

无 = 0；有 = 1

三角形的树冠

无 = 0；有 = 1

局部涂黑

无 = 0；有 = 1

房顶涂阴影

无 = 0；有 = 1

树冠涂阴影

无 = 0；有 = 1

上肢夹紧躯体

无 = 0；有 = 1

画面过小

画/纸 > 1/9 = 0，<1/9 = 1

有窗帘

无 = 0；有 = 1

手背后

无 = 0；有 = 1

强调地平线

无 = 0；有 = 1

强调地平线

无 = 0；有 = 1

笔压轻

背面无痕或无虚线 = 0；有痕且有虚线 = 1

2.3. 施测过程
本研究是以班级、宿舍为单位发放问卷，通过纸笔方式，进行焦虑自评量表和房树人测试。要求试
按照指导语独立进行测试，测试结束后搜集问卷。

2.4. 数据处理
将问卷采集到的原始数据输入计算机后，使用 SPSS16.0 软件对数据独立样本 t 检验、卡方检验、方
差分析等方式进行处理。

3. 研究结果
3.1. 大学生焦虑状况的总体描述
分析数据得出，在 372 份问卷中，总共有 48 份问卷得分在 50 分及 50 分以上，属于焦虑组，324 份
问卷得分在 50 分以下，属于正常组。各年级均存在有焦虑的大学生，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表 2 括号内
为各组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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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distribu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anxiety
表 2. 各年级处于焦虑状态的大学生的分布情况
性别/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总计

男

7 (60)

5 (46)

6 (45)

4 (29)

22 (180)

女

6 (37)

5 (47)

10 (76)

5 (32)

26 (192)

总计

13 (97)

10 (93)

16 (121)

9 (61)

48 (372)

3.2. 大学生房树人测验结果
对房树人测验结果进行频数统计分析，并进行卡方检验。在房树人测验结果中，焦虑组大学生与正
常组大学生在“屋顶线条重复刻画”(p = 0.000 < 0.001)、“树的地面线反复刻画”(p = 0.018 < 0.05)、“反
复涂改(p = 0.014 < 0.05)、局部涂黑”(p = 0.014 < 0.05)、“画面过小”(p = 0.025 < 0.05)这五个条目上存
在显著差异。与正常大学生相比，存在焦虑的大学生在房树人绘画作品中表现出了更多的焦虑绘画特征。
当处于焦虑状态时，大学生会更多地出现反复描绘线条，涂黑，多次涂改等，其绘画也更易表现出很小
的篇幅比例。反复描绘的线条或涂黑的部分代表着一种情绪能量的聚集(陈侃，2006)，也就是表明了他们
在作画时处于犹豫不定或者烦躁不安的情绪状态，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房树人作品中判断出大学生内
心是否存在焦虑情绪。这从而也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假设，即处于焦虑状态的大学生其绘画作品与正常的
大学生有所不同，会更多地出现表达焦虑的绘画特征。

3.3.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房树人测验结果比较
为了查看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房树人测验结果上是否存在差异，运用方差分析查看不同年级的大学
生的焦虑状况发现，四个年级焦虑人数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 = 0.879 > 0.05)，表明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
焦虑量表上的表现没有显著的不同，各年级焦虑状况相差不大。对已经编码好的房树人结果进行卡方检
验，在“屋顶线重复刻画”方面，四个年级存在显著差异(p = 0.032 < 0.05)，但在其他的条目上，不同年
级的大学生没有显著差异。为了探究具体是哪些年级在“反复描绘房子屋顶”条目上存在差异，我们将
两两年级之间进行卡方分析，发现在焦虑的大学生中，大一学生与大三大四的学生在“反复描绘房子屋
顶”条目上差异显著(p = 0.011 < 0.05, p = 0.011 < 0.05)，其他各年级之间无显著差异。在房树人测验中，
“屋顶线重复刻画”代表因担心无法摆脱空想而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陈祉妍，1999)。这表明，大一的大
学生容易由空想产生焦虑情绪，而其余年级则较少因为无法摆脱的空想而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

3.4.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房树人测验结果比较
为了比较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房树人测验结果上是否存在差异，对不同性别的人的焦虑状况进行独
立样本 t 检验，发现焦虑状况在性别上并没有差异(p = 0.675 > 0.05)，这表明不同性别的人在焦虑状况上
没有不同。对房树人结果进行卡方检验，得到男、女大学生在“复返涂改”这一条目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22 < 0.05)并且女生高于男生，这说明在焦虑的大学生当中，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出现反复涂改的行为。
原因可能是，与男生相比，处于焦虑状态下的女生更加敏感，更容易追求完美，喜欢注重修饰细节，容
易情绪波动，当房树人绘画测验过程中出现不满意的地方，会出现更多的修改行为，处于焦虑状态中的
男生对细节方面的关注度显然没有女生多，所以修改的地方没有像女生那么多，对这一问题的确切解释
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4. 分析与讨论
以往对大学生焦虑状况的研究大多只发放问卷，问卷相对比较省事省力效率较高，但仅仅只用问卷
DOI: 10.12677/ap.2018.84061

514

心理学进展

王燕，陈伟海

进行调查可能存在有以下问题：第一，大学生可能由于对自己的状况感知不是特别清晰，问卷可能没法 完
全反映其心理状况的真实水平；第二，可能会因为“社会赞许效应”或“好恶倾向”将其真实的想法掩
盖起来。而房树人测验是一种投射测验，具有投射测验相对比较模糊以及开放性的反应方式等特点，能
够有效避免被试的社会赞许效应、默认倾向、中庸倾向等反应倾向和防御心理，能在被试没有觉察调查
意图的情况下测得被试的真实反应(王萍萍，许燕，王其峰，2010)。所以，通过发放问卷结合房树人测验
的方式对大学生的焦虑状况进行研究，更容易获得比较真实的资料。

4.1. 反复刻画的屋顶
本研究表明，存在焦虑的大学生，其房树人测验中更多地出现反复描绘房子屋顶的现象。屋顶是房
子的最高部位，经常涉及到情感、幻想等因素，如果画的屋顶很大，其余很小，显示出好空想，逃避现
实生活及人际关系。反复刻画屋顶是对屋顶的强调，表明唯恐自己不能摆脱空想，因而焦虑不安，努力
去控制自己。大学生由于长期待在校园里，还没有进入社会，实践经验相对比较少，想法相对比较单纯，
会经常存在幻想，因此而产生焦虑，表现在在房树人测验上就是十分强调屋顶。本研究还显示，在存在
焦虑的大学生被试中，屋顶线反复图画具有年级差异，不同年级的人对反复刻画屋顶线条表现会有所不
同。大一的学生会更倾向表现出更多数量的屋顶线重复刻画的行为，而大二大三及大四的学生这一行为
有所减少。不难理解，低年级的学生考虑的实际问题相对较少，人生经历也较少，因此更易幻想。而高
年级的学生，特别是大四的学生，会更多面临就业问题，工作实习，社会实践也相对增多，他们在思考
问题会更多地从实际出发，对待事物的看法也更符合实际，空想行为减少。所以房树人测验上，反复刻
画房子屋顶的行为也有所减少。简言之，存在焦虑的大学生，他们在房树人测验上会反复刻画屋顶，屋
顶线条多个线条重叠，显得特别浓粗，尤其是大一的大学生，他们的房树人测验更易出现“屋顶线条反
复刻画”的现象。

4.2. 树的地面线的反复刻画
树的地面线是树与大地接触的地方，是与安全，现实生活相关的东西。在本研究中，与不具有焦虑
心理的被试相比较，存在焦虑的被试其在画树的时候表现出更多的反复刻画树的地面线的行为。反复地
描绘地面线，体现出对紧紧抓住地面的需要，表明存在焦虑的大学生对安全感的强烈要求和需要，希望
能够立足现实，实实在在地生活，想要牢牢抓住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真实的物质性的东西，渴望真实。不
过，这同时也投射出其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安全感，无法得到踏实，安稳，因而产生焦虑的负面情绪体
验，反复描绘的树的地面线恰恰是对内心不安的补偿，在潜意识里希望能够像树抓住地面一样掌握一些
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所以，树的地面线的反复刻画反映了被试内心的焦虑纠结。

4.3. 反复修改
本研究表明存在焦虑的大学生会更多地反复涂改其房树人作品。反复修改是一种追求完美的表现，
一些大学生过分地追求完美，甚至出现强迫倾向，做事情总是力图做到最好，稍有偏差就要重新来做，
因此他们会比一般的大学生更容易产生焦虑。本研究还表明，焦虑的女大学生与不焦虑的男大学生相比，
出现了更多的涂改行为，这点值得我们关注。一些女生具有完美主义情节，她们可能自信心不足，经常
不安，要求过高，追求完美，一有不合适的地方会立即涂掉，重新去画。具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会比一
般人更容易焦虑，他们在房树人上的表现就是反复涂擦修改，所以当女生在做房树人测验时，出现了多
次修改的行为，心理辅导者要多加注意，她的问题可能就是焦虑，其焦虑来源很有可能是过于追求完美，
完美主义倾向严重，当然这种解释仍是一种假设，目前尚不能下定论，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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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局部涂黑
局部涂黑反应被试情绪能量的聚集，局部的涂黑或有阴影常与现实生活中的悲观，苦闷情绪相联系，
当个体处于焦虑或抑郁情绪状态，往往会不由自主多次进行涂画。本研究中，焦虑的被试出现了更多的
涂黑现象，与非焦虑存在显著差异。局部涂黑包括，被试会把绘画中的人物的手、腿、脚，树干被涂黑，
以及涂黑的椅子，花盆，小动物等。一般来说，涂黑的部位会与焦虑情绪有某种关系，例如一个有心理
焦虑的被试可能会把绘画中人物的手给涂黑，这表明使其内心焦虑不安的事件可能与手有关，比如做了
一件特别后悔愧疚的事，那么这件事所带来的负面情绪体验，会让被试在房树人测验中把能量集中在手
上的涂画上。因此心理辅导者可以据此作出初步的判断，把来访者的焦虑情绪与手联系起来，从而找到
开始心理辅导的着手点。

4.5. 画面比例过小
本研究表明在房树人测验中，焦虑的大学生与不焦虑的大学生在画面比例上存在显著差异。焦虑的
大学生更易出现画面比例过小的现象，也就是画面小于整张 A4 纸面积的九分之一。过小的画面比例表
明了作画者的自我抑制，对自我的表达不够充分，平时较为内向，时有自卑之感，害羞腼腆，有可能有
退行倾向，童心未泯，天真幼稚，精神动力可能不足，因此人际上可能有时会有适应不良的问题，因而
产生焦虑情绪。现在一些大学生比较宅，活动范围较小，交友圈子窄，久而久之会变得内向，丧失或部
分丧失了人际交往的能力。而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都有归属和爱的需要以及尊重的需要，这
就要求人得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子，这些一个正常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由于内向和不够成熟，导
致一些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屡屡碰壁，归属和爱的需要以及尊重的需要无从得到满足，因此不可避免地
产生焦虑情绪，在房树人上的表现往往就是画面比例过小。
以往的研究表明，在房树人测验中，能够体现被试存在焦虑的除了以上所讲的反复刻画屋顶线条等
以外，还具有强调地平线、手背后、笔压轻等条目(严虎，陈晋东，2013)。本研究中，焦虑的大学生和不
焦虑的大学生在这些条目上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造成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是：1) 所选取的被试同质
性较高。考虑到数据收集的便捷性，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以班级、寝室为单位进行测试，因此
被试的个体差异性受到限制。另外，由于一些难以控制的因素，问卷发放后，收上来的情况会有所不同，
比如同样给大二和大四的男生发放 50 份问卷，大二的能够收上来 46 份，大四却只能收上来 29 份，从而
也会对房树人测验结果带来差异；2) 房树人测验编码对研究者的要求比较高，虽然查阅大量资料，并学
习了李元榕老师的相关课程，但仍难免存在不足，在对收上来的房树人进行编码上存在不可避免的偏差；
3) 这些条目不能有效反映受测者的焦虑心理，对于这一点还需要做进一步调查研究。
大学生由于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压力，就业压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压力和困扰，使得他们的心理
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而这种焦虑的心理状况，由于得不到有效的疏通很容易演变为对心理健康具有更
大危害的焦虑症。因此，提高对大学生焦虑倾向状况的关注度和重视度，采用多元化的方式对大学生焦
虑状况进行评估成为一种必要。而通过房树人测验来研究大学生的焦虑倾向，以便于加深对大学生焦虑
状况的了解和认识，从而为心理辅导工作者对大学生焦虑状况的判断提供有力的依据和更多的信息，进
而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绘画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任何创造性的活动都有利于个体的心理成长和
保持心理健康。通过房树人测验进行心理调查和心理咨询，由于能够使受测者在较少防御的情况下进行，
获得真实的资料和数据，而且房树人测验符合中国人偏向含蓄内敛的求助风格，且测验方式新颖有趣，
让受测者获得创造体验，因此会受到更多的研究者和受测者的接受及喜爱。随着房树人测验的标准化程
度的提高，以及在应用中与现代技术的广泛结合，房树人测验技术在未来将有更多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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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通过对合肥市 4 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的调查研究以及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
1) 存在焦虑的大学生和正常的大学生在房树人测验上的表现有所不同，焦虑会在房树人测验上有所
体现，存在焦虑的大学生比正常的大学生在房树人测验中表现出较多的具有焦虑性质的绘画特征。
2) 在房树人测验上，焦虑的大学生与正常的大学生在“屋顶线条的反复刻画”、“树的地面线的反
复刻画”、“反复涂改”、“局部涂黑”、“画面过小”这 5 项条目上的表现有显著不同，存在焦虑的
大学生在房树人绘画测验中更多地出现这 5 个方面的特征。
3) 在存在焦虑的大学生中，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屋顶线条的反复刻画”这一项目上表现有显著差异。
低年级的学生比高年级的学生在房树人测验中出现更多的“屋顶线条的反复刻画”的行为。
4) 存在焦虑的大学生中，房树人测验结果显示，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出现“反复涂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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