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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自尊在大学生应激性生活事件和抑郁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 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法抽取

长沙市某综合性大学 732 名大学生，运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自尊量表、Beck 抑郁自评量表等进行测评。 通过多元

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检验自尊的中介效应。 结果：自尊在应激和抑郁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

比为 0.2664，直接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 0.7336，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之比为 0.3631。 结论：自尊在应激和抑郁之间起

部分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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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between undergraduates’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732 college students were tested with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
Self Esteem Scale, and Beck’s Depression Inventory.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was tested with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between stress and depression was significant, and the ratio of
mediating effect to total effect was 0.2664, and the ratio of the direct effect to total effect was 0.7336, while the ratio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to direct effect was 0.3631. Conclusion: Self-esteem acted as a mediator between stress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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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显示，大 学 生 中 抑 郁 情 绪 的 发 生 率 为

32.10%[1]。 应激性生活事件的出现是产生抑郁情绪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应激的出现触发了个体的某种

素质，即易感因素，从而引发了抑郁情绪[2]。
自尊是人们赞赏、重视、喜欢自己的程度，反映

了人们对自己的价值、 长处和重要性总体的情感上

的评价[3]。 抑郁自尊理论认为自尊作为第三方变量，
能够调节应激对抑郁的效应， 低自尊增加了触发抑

郁的危险性， 低自尊个体更容易在应激的作用下产

生抑郁，而高自尊则是抑郁的一种保护性因素，能够

缓冲应激诱发抑郁的可能性 [4]。 有研究认为自尊可

以在应激和抑郁之间起中介效应， 即应激可以通过

影响自尊而作用于抑郁情绪 [5]，负性生 活事件能够

降低自尊从而增强抑郁情绪。 本研究旨在对自尊在

应激性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法抽取长沙市某综合性大

学 787 名大学生，在取得知情同意后，运用青少年生

活事件量表、 自尊量表、Beck 抑郁自评量表等以班

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测评。回收有效问卷 732 份，其中

男 361 人（49.32%），女 371 人（50.68%）；年龄 17～24
岁，平均 20.42±1.05 岁；大二 334 人，大三 398 人。
1.2 研究工具

①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6]：由 27 项可

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构成，每

项按事件在过去 12 个月内的发生与否和影响程度

分为 0～5 共 6 个等级。 累计各事件评分为总应激量

(以下简称“应激”)。 ②自尊量表(SES)[6]：共 10 个条

目，分四级评分，分值越高，自尊水平越高。 ③Beck
抑郁自评问卷（BDI）[6]：原量表共 21 个条目，本次研

究中“丧失性欲”条目应答率极低，故将其去掉，其余

20 个条目总分作为抑郁得分。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及得分情况显示各量

表内部一致性良好，见附表。

2.2 相关分析

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 应激和自尊的 Pearson通讯作者：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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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为-0.227（P<0.01），应激和抑郁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为 0.321（P<0.01），自 尊 和 抑 郁 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0.430（P<0.01）。

附表 量表得分情况

2.3 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将各变量得分中心化， 即各自减去相应的

均值，然后按照温忠麟等人 [7]建议的方法对自尊的

中介效应进行检验：①以抑郁为因变量，应激为自变

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回归系数 c 是否具

有显著性。 结果显示，决定系数 R2=0.103，调整 R2=
0.102，F =83.743，P =0.000；B =0.153，β =0.321，t =
9.151，P=0.000。 ②以自尊为因变量，应激为自变量

时，检验回归系数 a 是否具有显著性。 结果显示，决

定 系 数 R2 =0.052， 调 整 R2 =0.050，F =39.727，P =
0.000；B=-0.062，β=-0.227，t=-6.303，P=0.000。 ③以

抑郁为因变量，应激和自尊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

回归分析，检验应激的回归系数 c’和自尊的回归分

析 b 是否具有显著性。 结 果显示，△R2
应 激=0.052，

△R2
自 尊=0.185，即应激和自尊分别可以独立解释抑

郁 5.2%和 18.5%的变异量； 回归系数 c’，B=0.112，
β=0.235，t=7.083，P=0.000； 回归 系数 b，B=-0.656，
β=-0.377，t=-11.338，P=0.000。

以上四个回归系数均显著，因此，自尊在应激和

抑郁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 [7]，中介 效应与总效

应之比为[BaBb/(Bc’+ BaBb)]=0.2664，直接效应与总效

应之比为 1-0.2664=0.7336，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之

比为（BaBb/Bc’）=0.3631。 即应激对抑郁的效应中，有

73.36%是直接效应， 另外，26.64%是通过中介变量

自尊的间接效应（中介效应）。 在以抑郁为因变量的

回归方程中，加入自尊后，应激对抑郁变异的独立解

释量减少了 5.1%。

3 讨 论

自尊作为一种中介作用的人格变量，对认知、情

感和社会行为等均有重要影响[8]。 本研究中应激（自

变量）、自尊（中介变量）和抑郁（因变量）之间均两两

显著相关，符合中介效应的基本条件[9]。 本研究结果

显示四个回归系数均显著， 说明自尊在应激和抑郁

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 与总效应之 比为

0.2664，在以抑郁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加入自尊

后，应激对抑郁变异的解释量减少了 5.1%。 在应激

对 抑 郁 的 效 应 中， 有 73.36%是 直 接 效 应 ， 另 外 ,
26.64%是通过中介变量 自尊的间接 效应 （中介效

应）。 这与 Baron 和 Kenny[9]对中介效应的定义一致。
应激性生活事件可能会使得人们降低对自身价值、
重要性的情感上的评价，从而降低自尊，低自尊使个

体对自我的归属感和掌控感降低, 使自我价值感降

低,造成个体自我否定感和丧失感增强，从而导致抑

郁情绪的发生增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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