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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河南省家庭发展研究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郑州大学护理与健康学院、河南智库教育研究院、中卫众康（北京）医学科学研

究院、河南省家庭发展研究会、河南省人民医院、新乡医学院、湖南省人民医院、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郑州人民医院、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8医院、郑州师范学院心理学国

际联合实验室。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瑞星、程秀红、常淑莹、苑兰芳、赵悦玲、唐攀、李飞飞、寇洁、张红星、

卢颖、董晓倩、白文辉、秦冰、刘豫、曹素霞、郑喜灿、李红锋、连楠、姜杉、李艳艳、万欢、唐伟、

李赛、王海勇、龙江、薛春丽、田自跃、裴晓阁。

本文件涉及知识产权：河南智库教育研究院【智库高校心理健康检测系统（登记号：2021SR0959263），

智库高校心理健康检测系统小程序（登记号：2021SR0930675）】、中卫众康（北京）医学科学研究院

【优名心理健康检测系统（登记号：2021SR0986917）、优名心理健康检测系统小程序（登记号：

2021SR093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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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心理健康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校学生心理健康评估的基本原则、评估资质、评估场地及设施、评估对象、评估形

式、评估指标、评估流程、评估结果判定及使用、服务评价与改进及认定与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评估、心理问题的筛查，自我（职业）发展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教思政厅〔2011〕1号

《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2005年

《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2009年

《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心理的各个方面及活动过程处于一种良好或正常的状态。心理健康的理想状态是保持性格完好、智

力正常、认知正确、情感适当、意志合理、态度积极、行为恰当、适应良好的状态。

3.2 心理评估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采用科学方法与工具对高校学生心理和行为做全面、系统的描述与评定的过程。

4 基本原则

4.1 预防为主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有效预防心理危机事件发生。

4.2 自愿原则

心理评估服务应得到评估对象的同意，遵循自愿原则，不可强制进行。在评估过程中，评估对象随

时可要求终止。

4.3 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原则

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部门应以科学、严谨、公平、公正的态度尊重每位评估对象，使大学生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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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中获益，努力使其得到合适的心理健康帮助并避免伤害。

4.4 动态评估原则

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建立持续与定期评估工作体系，综合动态评估。

4.5 保密原则

评估机构对大学生采集的信息和心理评估结果作为评估对象个人隐私，除评估对象的老师，不可外

泄于其他人员，保密例外除外。

4.6 专业化评估原则

评估人员要求具有心理学教育背景，并接受过心理评估专业培训，通过评估工具、方法采集信息，

对大学生进行综合评估，由专业机构出具评估结果。

5 评估资质

5.1 心理评估人员

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心理治疗师或护士、心理健康指导师、心理咨询师，并经过专业的心理评估

培训。

5.2 评估系统

5.2.1 系统资质

要求有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软件著作权证书、中国软件评测中心软件产品登记测试报告。

5.2.2 系统环境

见表1。

表 1 系统环境

系统运行环境

硬件要求

安卓电子设备要求运存 4G 以上、内存 64G 以上、操作系统：Android+10.0 及以上版本；苹果电

子设备要求运存 4G 以上、内存 64G 以上、操作系统：iOS+10.0 及以上版本；鸿蒙电子设备要求

4G 以上、内存 64G 以上、操作系统：HarmonyOS 2.0 及以上版本。电脑要求 CPU 双核以上、内存

4G 及以上、硬盘（机械硬盘 500G 以上、固态硬盘 256G 以上）、操作系统：Windows7 旗舰版及

以上版本

软件要求 微信、网页浏览器最新版

网络要求 网络通畅稳定

5.2.3 系统前端基本功能

见表2。

表 2 系统前端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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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使用

评估通道 使用方便，免安装，免账号登陆、加密性好，可使用微信小程序，H5 页面，操作方法简单明了

评估记录 可方便快速的查看评估记录、下载评估报告（可根据教育部门或学校需求设定学生是否可下载）

心理咨询 可直接在线咨询学校心理老师

专家预约 可以在线预约专业机构的心理专家进行咨询

5.2.4 系统后台管理模块及功能

见表3。

表 3 系统后台管理模块及功能

系统管理

密码修改 可以修改登录密码。

系统管理

量表管理 可以新增、修改、删除心理评测量表。

五级管理

五级管理 可以与上级教育部门逐级联网，五级权限管理。

评估学校管理

评估学校管理
可以增加、修改、删除参与评估的学校信息，可以给参与评估的学校分配账号、添加心

理评估所用的心理量表。

危机预警

心理预警
可以为评估学校提供心理问题人员预警数据信息，并可查看疑似有心理问题的评估对象

所做的心理量表详情。

档案统计查询

项目查询

可以根据评估对象所在的学校类型、所在区域、学校名称、所在院系、年级、专业、班

级、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性别、年龄范围、所用心理量表名称、评估日期等

条件筛选评估对象信息，系统智能统计、分析结果可分别以列表和柱状图形式展示，并

可可按照年级、班级导出、下载、打印被筛选评估对象的心理评估结果数据。

用户评估统计

《个人心理健康评估

报告》查询、打印、

下载与个人心理量表

详情查询

可以自动生成 PDF 格式的《个人心理健康评估报告》，并可直接下载、打印，还可批量

下载评估对象所在学校全体评估对象的评估报告。可以查看每个评估对象心理量表的完

成情况和答题详情。

心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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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 可以查看学生咨询内容，并在线回复。

咨询记录 可以记录有需求心理咨询的评估对象的咨询过程，配合建立完整的个人心理咨询档案。

6 评估场地及设施

6.1 有独立的心理评估场地，环境安静、私密性强、整洁、宽敞、明亮、通风良好，室内温度适宜。

6.2 应配备有电话、计算机、打印机等。

6.3 宜配备有音频、视频等设备。配备与功能相适应的信息管理系统，信息化建设符合国家和所在区

域相关要求。

6.4 符合国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教思政厅〔2011〕1 号

要求。

6.5 确保被测量的大学生情绪状态稳定，不被打扰。

7 评估

7.1 评估对象

高校学生。

7.2 评估形式

通过专业心理评估系统，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估，并自动生成其《个人心理健康评估报告》，由心理

评估人员进行审核。

7.3 评估指标

根据大学生心理发展的需要，心理健康评定需要考虑不同层面的评估需求，标准的制定从症状评定、

健康人格、社会适应三种不同的取向的心理状态评估提供指导。

7.3.1 症状评定取向的评估

运用自陈式问卷评估的方式，以是否具有精神病症状学表现和其程度为主题，评估大学生的感觉、

情感、思维、意识、行为直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等方面的状态，采用的测量工具是由 Derogatis,

l.R于 1975年编制的《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适用于焦虑、抑郁、强迫等精神症状为主诉

的大学生，以评定其精神症状的严重程度。

7.3.2 健康人格取向的评估

运用自陈式问卷评估的方式，以健康人格为取向，评估大学生的幸福体验、人际和谐、积极乐学、

情绪调控、目标追求、勇于挑战六个方面的状态，测量工具是由程科等于 2009年编制的健全人格取向

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适用于以个体发展为诉求的大学生。

7.3.3 社会适应取向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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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自陈式问卷评估的方式，以校园和社会的整体适应能力为主题，评估大学生的人际关系适应、

学习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适应、自我适应、满意度七个方面的适应情况，测量工具是

由方晓义等于 2005年编制《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适用评定大学生的适应能力。

7.4 评估流程

评估流程见图1。

图 1 高校学生心理健康评估流程图

8 评估结果判定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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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评估结果生成

评测结束后，系统自动生成《个人心理健康评估报告》。

8.2 评估结果判定

评估结果由心理评估人员分析，分正常、轻度、中度、重度四种。

8.3 评估结果的使用

心理评估结果需要与访谈结果结合，不能断章取义，对于评估结果与访谈信息相悖的地方，要进一

步进行确认，以科学地评价被试者的心理健康水平。

8.3.1 评估结果正常的，打印、下载《个人心理健康评估报告》，分类归档。

8.3.2 评估结果轻度的，提供心理健康常识，给予科学指导，纳入随访指导。

8.3.3 评估结果中度的，建议由心理专业人士给予心理咨询，纳入随访指导。

8.3.4 评估结果重度的，建议转入医疗机构心理专业科室进一步诊断，纳入随访指导。

9 服务评价与改进

9.1 心理健康评估质量控制

9.1.1 应制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评估工作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

9.1.2 应建立高校学生心理健康评估质量管理小组并制定心理健康评估质量评价制度。

9.2 持续改进

高校学生心理健康评估质量管理小组通过问卷、信息网络、电话调查或者面谈等方式，征求心理健

康评估对象的意见，并对心理健康评估结果进行跟踪调查，了解存在问题，总结经验，持续改进服务质

量。

10 认定与规范

10.1 标准认定

10.1.1 自愿采用本标准，经归口管理单位认定的企业单位，由评审专家对申报单位依据《综合评分要

求》进行评审，经认定后的系统，由归口管理单位颁发“团体标准授权使用证书”，有效期三年，批准

文号为：豫家研会用准字[年份]XXXXX。同时可将高校学生心理健康评估技术规范标准标志添加在系统

展示页。

10.1.2 “团体标准授权使用证书”有效期三年，到期重新评审换发，逾期不参加评审或不申请换发凭

证的，禁止继续使用过期的“团体标准授权使用证书”。

10.1.3 已获得评审认定的企业单位，如有企业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变更的，应在

三十日内向归口单位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10.2 标准标志

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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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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