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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情绪行为问题之间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 方法：采用儿童青少年社会

支持评定量表、心理弹性量表、长处和困难量表中文版及自编一般人口学变量调查表，对中山市两所中学 1092 名青

少年进行调查，收回有效问卷 1070 份。 结果：①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对青少年的情绪行为问题均具有保护作用，主

观支持与对支持的利用度既直接影响青少年的情绪行为问题，又通过心理弹性对其产生间接影响，中介效应占总效

应的比例分别为 11.2%和 14.3%。 ②心理弹性对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与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结论：增

加社会支持，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的心理弹性，对青少年情绪行为问题具有保护作用；心理弹性的保护作用在客观社

会支持与主观社会支持两个维度上的作用机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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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roles of resili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emotional-behavioral problems in adolesc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092 adolescents from two middle schools
in Zhongshan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Students were sampled to fill out 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Resilience Scal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and a self-made general demographic question鄄
naire. Results: ①Ｂoth 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had protective effects on emotional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re鄄
silience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emotional-behavioral problems. ②Resilience also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emotional-behavioral problems. Conclusion: High social support
contributes to increasing resilience and thus protecting adolescents from emotional-behavioral problems. The protective
mechanisms of resilience of objective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 ar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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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近年来中国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发生

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1，2]，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

高达 14%~17%[3]。 常见心理问题包括情绪问题及行

为问题（如焦虑、抑郁、多动障碍、人际交往困难等），
具有发生率高、波及面广，并影响个体的心理社会功

能的特点。 世界卫生组织（WHO）预测，2020 年世界

范围内发生神经心理问 题 的 儿 童 与 青 少 年将增加

50%以上，这些问题将成为导致儿童青少年疾病、残

疾和死亡的前五位原因之一 [4]。 对青少年情绪行为

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是对其进行科学预防和

有效控制的基础。
以往的研究表明， 社会支持与青少年的情绪行

为问题存在密切联系： 社会支持可以显著预测青少

年的情绪行为问题， 较高的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心理

健康具有保护作用[5，6]。 但社会支持对于心理健康产

生影响的具体方式，研究者们有着不同的意见。有关

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有主效应和缓冲器

两种假设模型。 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具有普遍

的增益作用，无论个体的当前社会支持水平如何，只

要增加社会支持，必然导致个体健康状况的提高[7，8]。

缓冲器模型则认为， 社会支持仅在应激条件下与身

心健康发生联系。 作为缓冲器的社会支持主要通过

人的内部认知系统发挥作用[9，10]。
心理弹性是个体经历了逆境或者创伤后仍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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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或很快恢 复正 常 的 心 理 机 能 [11]，是“自 我 调 适 机

制”的成功应对[12]。 心理弹性是青少年情绪行为问题

的重要保护因素。例如，对心理弹性与情绪问题关系

的研究表明，心理弹性与焦虑、抑郁呈显著负相关，
心理弹性好的青少年， 其焦虑、 抑郁症状较轻 [13]。
Pietrzak 等人的研究表明高心理弹性的个体拥有丰

富的心理资源，如生活满意感、乐 观 主 义 和 宁 静 心

境 [14]，这些个体在面对压力环境时能够及时调用其

心理资源，应对困难并走出逆境，表现出良好的适应

结果。对医学生的研究表明，心理弹性在负性生活事

件与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15]。
此外， 同时关注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的研究表

明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一般

认为社会支持有利于促进个体心理弹性的发展 [16]。
国内对地震后青少年幸存者的研究表明， 社会支持

能够通过提高个体的心理弹性从而降低 PTSD 症状

水平， 提示良好的支持系统有利于促进心理弹性发

展，提高个体战胜逆境的能力[17]。
根据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作用机制的主效应模

型和缓冲器模型以及有关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心

理健康关系的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心理弹性可能

在社会支持与情绪行为问题之间起中介作用 (中介

效应模型)。 本研究也认为，心理弹性可能在社会支

持与情绪行为问题之间起调 节作用 （调节 效应模

型）。 具体来说，心理弹性可能会增强社会支持的保

护作用。研究显示，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 PTSD、抑

郁症状间具有调节作用， 高心理弹性的个体能更好

的调用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来应对困难，适应环境，
从而保护自身的心理健康 [14，18]。 这种分析也与保护

因子—保护因子模型(protective-protective model)的
预测相符， 即一种保护因子会 增 强 另 一 种 保 护 因

子 的 作用[19]。
为验证上述设想，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青少年

进行调查，其结果将为揭示青少年的社会支持、心理

弹性与其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提供一些实证线索。

１ 对象与方法

１.1 对象

获得学生所在学校领导和班主任以及学生自己

的知情同意后，于 2011 年 4 月，方便选取中山市火

炬开发区规模较大、 生源来自城镇和农村的两所初

中的全部初中一年级 20 个教学班的学生。 学生为

自愿参加，中途也可以自由退出，并承诺对学生的个

人信息保密。回收问卷 1092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

获得有效问卷 107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8.0%。 有效

被 试 年 龄 11 -16 岁 （13.28 ±0.68）； 男 生 594 人

（55.5%）；独生子女 353 人（33.0%）。
１.2 工具

１.2.1 儿童青少年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SSRS -
CA) 肖水源 [20]1986 年设计，含 10 个条目，包括 客

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本研

究中对 SSRS 有关条目做了适合青少年的调整 (如：
原量表第 5 条中家庭成员的支持删去“夫妻”，增加

“监护人”， 将原量表中有关 配偶的条目 改成同伴

等)，并对调整后的量表试测。 SSRS-CA 完全保持原

量表的三因素结构，重测信度理想(间隔 2 周全量表

重测信度 r=0.87)。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83。
１.2.2 心理弹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RS） 该量表

由 Wagnild 和 Young[2１]编制，中文版由范方 [2２]修 订，
包括 25 个条目，7 点评分，含两个因子:个人胜任力

因 子（personal competence）和 自 我 悦 纳 因 子 (accep鄄
tance of self and life)。 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弹性越好。
１.2.3 长处和困难量表中文版(Strengths and Diffi鄄
culties Questionnaire，SDQ) 由 Goodman[2３]编 制，国

内儿童青少年人群中应用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４]。
包括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不能、同伴交往

问题和亲社会行为 5 个因子。 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

缺少社会支持对青少年身心的负面影响， 故只采用

了 SDQ 的困难部分。 本研究中困难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 α 系数为 0.71。

２ 结 果

２.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

表 1 列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矩

阵。相关分析表明，社会支持各维度均与心理弹性呈

显著正相关(Ｐ<0.001)，与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

注意问题、同伴交往问题、困难总分呈显著负相关；
心理弹性与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问题、同

伴交往问题、困难总分呈显著负相关(Ｐ<0.001)。
２．2 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情绪行为问题之间的

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探讨社会支持、 心理弹性与情绪行

为问题的关系，采用中介效应检验程序[2５]。 通过层次

回归分析，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年龄、性别、是否独生

子女、母亲教育程度、父亲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情况）
的影响后， 对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各维度与情绪行

为问题之间可能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表 2 列出了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情绪行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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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之间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 x1，x2，x3 分别表示客观

支持、 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m 表示心理弹

性，y 表示情绪行为问题。 依次检验结果表明，主观

支持与对支持的利用度对情绪行为问题的预测作用

显著，客观支持对情绪行为问题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心理弹性在主观支持对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作用中

起 部 分 中 介 作 用 ， 中 介 效 应 占 总 效 应 的 比 例 为

11.2%； 心理弹性在对支持的利用度对情绪行为问

题的影响作用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

应的比例为 14.3%。 中介作用路径见图 1。

表 2 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情绪

行为问题之间中介效应的依次检验

图 1 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与情绪行为问题路径图

２．3 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情绪行为问题之间的

调节效应检验

表 3 是控制了年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母亲

教育程度、父亲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情况后，心理弹

性对社会支持影响情绪行为问题的调节效应分析结

果。 从表 3 的层次分析中发现， 在控制了人口统计

学各类变量之后，自变量社会支持进入回归方程，极

其显著地增加了回归方程可解释的变异， 说明社会

支持对情绪行为问题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在调节

变量心理弹性进入回归方程后， 也显著地增加了对

回归方程的解释量。 社会支持各维度与心理弹性的

交互作用进入回归方程，△R2 达到显著性， 说明心

理弹性对社会支持与情绪行为问题间的关系有的调

节作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与心理弹性的交互作用

图分别见图 2、图 3。

表 3 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情绪行

为问题之间调节效应的依次检验

图 2 心理弹性在客观社会支持

与情绪行为问题之间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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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心理弹性在主观社会支持

与情绪行为问题之间的调节效应

３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对青少年的

情绪行为问题均具有保护作用。中介效应检验表明，
主观支持与对支持的利用度既直接影响青少年的情

绪行为问题，又通过心理弹性对其产生间接影响，中

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 11.2%和 14.3%。 也

就是说，青少年主观的、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以及

个体对支持的利用度越高，个体的心理弹性越高，进

而对情绪行为问题的抑制作用越高。
在社会支持的三维度中， 心理弹性只在主观支

持、 对支持的利用度与情绪行为问题之间存在中介

作用， 在客观支持与情绪行为问题之间不存在中介

作用。 也就是说，只有青少年主观的、体验到的情感

上的支持以及个体对支持的利用程度会通过心理弹

性的中介作用来影响青少年的情绪行为状况。 这与

前人关于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的

结论一致。可见对于个体知觉到的情感支持、对支持

的利用程度和他所获得的物质上的实际帮助来说，
前两者对心理弹性的提高以及保护心理健康的直接

作用更明显，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2６，2７]。 此结果

提示我们， 在青少年情绪行为问题的预防和干预工

作中，不能仅仅关注他们物质生活上的满足，更应该

关注他们对外界的各种社会支持的领悟程度和利用

程度。
本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对社会支持与情绪行为问

题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心理弹性对客观支持、主观

支持和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具有积极的缓冲作用：
高心理弹性水平正向缓冲社会支持和情绪行为问题

的关系， 即社会支持水平低但具有高心理弹性水平

的个体，与低心理弹性水平的个体相比，会出现更少

的情绪行为问题。 同时，本研究发现，在客观支持维

度上， 低心理弹性水平负向缓冲社会支持和情绪行

为问题的关系， 即社会支持水平高但具有低心理弹

性水平的个体，与高心理弹性水平的个体相比，倾向

于出现更多的情绪行为问题， 即客观社会支持的保

护作用在高心理弹性的个体中比在低心理弹性的个

体中更明显， 这一发现支持了保护因子—保护因子

模型。在主观支持维度上，心理弹性的保护作用在低

支持水平的个体上表现更明显， 这正体现了心理弹

性的重要价值———心理弹性是保护个体在经历了逆

境或者创伤后仍能保持或很快恢复 正常的心理 机

能。 在主观支持维度上， 调节效应的存在并没有支

持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 但这也说明了客观支

持与主观支持对个体心理的影响机制不同， 具体的

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本研究结果提示，对于

有情绪行为问题的青少年进行干预及治疗时， 既要

考虑增加他们的社会支持水平， 同时还要关注他们

心理弹性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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