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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大学一年级学生社会自我效能感、适应和学业成绩的关系。 方法：采用社会自我效能感、学业适

应和社交适应、抑郁症状自评等量表，收集了学生的学业成绩这个客观指标，通过跨时间的研究设计，对华东地区某

综合性大学 417 位一年级学生进行调查，并采用偏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假设。 结果：①社会自我效能感能

正向预测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学业适应、社交适应和心理适应；②学业适应能正向预测学业成绩，社交适应对学业成

绩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心理适应和学业成绩相关不显著。 结论：学业适应和社交适应对社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绩

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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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self-efficacy, adjust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freshmen. Methods: Academic achievem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417 freshmen in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n east
China. Also, the participa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social self -efficacy scale, academic and social adjustment scale 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in this longitudinal study.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ere
taken to test the hypothesis. Results: ①Social self-efficacy could predict academic,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positively. ②Academic adjustment could predict academic achievements positively, while social adjustment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academic achievement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Conclusion: Academic and social adjustment could mediate the effect of social self-efficacy on academic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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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在社会交往中获

得和维持人际关系的能力的信念 [1]，是 自我效能感

在人际情景下的具体表现。进入大学，是学生们职业

生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期， 尤其是大学一年级的

学生往往面对着一个崭新而富有挑战的环境。 在这

个新环境中， 高社会自我效能感的学生能够更积极

主动地与他人建立和维持关系， 主动表达求助意愿

和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2]，从而可能获得更 多的社会

支持[3，4]。 显然，对于大学一年级学生来说，进入大学

后在学习内容、方式等方面都完全不同于高中时期，

老师、 同学的支持和帮助是学生获得良好的学校适

应[5]和学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换句话说，社会自

我效能感高的学生由于其在社会互动中表现出更多

的主动性和亲社会行为， 因而能够为自己创设更多

的支持性环境，从而促进自己的适应和学业成就。尽

管有关社会自我效能感与学校适应及学业成就关系

的研究不多，但仅有的研究发现，社会自我效能感与

学业成绩显著正相关 [6-8]，同时，在新环境中高社会

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可能产生适应性反应， 表现出

更少的焦虑和抑郁、更积极的自我评价，面对压力和

人 际 冲 突 会 更 多 地 采取 适 应 性 的 问 题 解 决 策略
[2，4，7，8，10]， 即社会自我效能感也是影响新学生适应的

重要因素[9，11，12]。
另一方面， 学生在大学的第一年面临很多适应

性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学业上的适应，也包括能够

对学业和大学生活产生影响的人际方面的适应以及

心理上的适应。 学生在这些方面的适应状态可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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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学业成绩产生重要的影响。 许多研究也支持适应

能够预测学业表现的观点，比如有研究发现，学生在

大学里的适应对于学业表现有显著的积极作用，适

应好的学生更有可能在学年末取得更高的成绩 [13]，
社会不适应性和抑郁都能预测低的学业成绩 [14]。 因

此， 我们认为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适应可能在社会自

我效能感与学业成绩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将以大学一年级学生为对象，探讨

大学新生的社会自我效能感、 学校适应和学业成绩

三者之间的关系，试图探索适应的中介效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沿海地区一所综合性大学的 559 位大学一

年级学生，分别来自哲学、历史、法语、国际经济与贸

易、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物理学、化学和地理等 9
个专业。 最终有效被试为 417 人，有效率为 74.6%。
其中男生 118 人，女生 299 人；文科生 157 人，理科

生 247 人，文理兼修学生45 人；平均年龄为 19.506±
0.810 岁。
1.2 工具

采用孟慧等修订 [9]的 Smith 和 Betz 的成人社交

自我效能感量表 [1]的中文版，共 18 道题目，为单维

度结构。
采用孟慧等修订的中文适应量表测量学业适应

和社交适应。 该量表来自 Black 针对外派经理人编

制的适应性量表 [15]，后经 Gong 和 Fan 修订用于学校

情境[12]。
通过抑郁症状自评量表（SDS）中的 18 个题目

（剔除了倾向性比较强的两个问题—“我与异性密切

接触时和以往一样感到愉快”和“我认为如果我死了

别人会生活得更好”）测量心理适应，采用四级评分。
在本研究中的 α 系数为 0.799。

学期末的学业成绩则由学校有关方面提供，是

被试当学期末的平均绩点。
本研究也选择了 5 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首先，

研究发现在个体进入新环境时， 一般自我效能感作

为一个稳定的人格特征可能会对个体的适应和学业

成绩产生影响[16]，因此，本研究将一般自我效能感作

为控制变量，采用 Chen 等人编制的量表，该量表共

8 个项目，为单因素结构[17]，Fan 和 Meng 等修订了中

文版，采用五级评分，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

同意[18]。在本研究中其 α 系数为 0.892。其次，兴趣与

学习成绩也有一定的关联。因此，专业兴趣度也是本

研究的一个控制变量， 通过直接询问学生对本专业

感兴趣的程度测量其专业兴趣度，1 到 10 评分。 最

后，学生的专业类别、性别和年龄也是本研究的控制

变量。本研究按照专业特点，将学生所在的专业分为

三类：“文科”、“理科”和“文理兼修”。
1.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19.0 和 Mplus5.1 进行数据分析。为了

避免模型拟合方面的问题， 并考虑到所涉及的量表

都是单维结构，故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根据卞冉等

的描述，将有关变量进行了打包处理[19]。

2 结 果

2.1 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将研究涉及到的 5 个测验变量 （一般自我效能

感、社会自我效能感、学业适应、社交适应和心理适

应）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建立四个竞争模型。 使

用 Mplus5.1 对上述各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 析的

结果见表 1。 比较表 1 的拟合指标，最后接受五因子

模型[20]，表明各量表均为单因子结构，其结构效度良

好。

表 1 各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

注： 单因子模型：所有变量合并为单一因子；二因子模型：两个自我效能感变

量合并为一个因子，三个适应变量为一个因子；三因子模型：三个适应变量合

并为一个因子；四因子模型：两个自我效能感变量合并为一个因子；五因子模

型：五个变量分别为一个因子。

2.2 描述性统计和偏相关分析

从表 2 可知，社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适应、社交

适应、心理适应有显著的正相关，且与社会适应的相

关系数大于其他两个； 社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绩

的相关不显著； 学业适应和社交适应与学业成绩有

显著正相关，但心理适应与学业成绩的相关不显著。
2.3 中介作用分析

按照社会自我效能感影响适应， 适应又影响学

业成绩的顺序建立完全中介模型 1。 然后，在完全中

介模型 1 的基础上添加社会自我效能感直接指向学

业成绩的路径，形成部分中介模型。两个模型的拟合

指数见下表 3。
表 3 结果显示两种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标都达到

了良好。 对路径系数的分析发现， 在部分中介模型

中，社会自我效能感到学业成绩的路径不显著，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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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介模型和完全中介模型 1 中心理适应到学业

成绩的路径也都不显著，据此，我们删除不显著路径

后形成完全中介模型 2。 表 3 显示，完全中介模型 2
的拟合指数良好，因此，本研究最终接受完全中介模

型 2。 附图为控制了性别、年龄、文理科、一般自我效

能感和专业兴趣度之后的路径图。

由附图可知，社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适应、社交

适应和心理适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对社交适

应的作用最强； 学业适应对学业成绩有显著正向作

用，但社交适应对学业成绩有显著负向作用。综上可

见， 学业适应和社交适应在社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

成绩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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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完全中介模型和部分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

注：处理非连续变量的 Mplus 软件给出的拟合指数较 Lisrel 更少；完全中介模

型 2 是去除前两个模型中不显著的路径后的模型。

学业适应

0.189** 0.320**

社会自我效能感 0.471*** 社交适应 -0.294* 学业成绩

0.152*

心理适应

附图 结构方程建模分析结果

3 讨 论

从结果来看， 社会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预测大

学一年级学生的学业、社交和心理适应水平，社会自

我效能感高的学生在三个方面的适应水平也较高，
其中由于社会自我效能感是直接针对人际交往情境

的自我效能感，因此其对人际适应的预测力最强，这

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3]。 另一方面，学业适应对学

业成绩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这一点与本研究的理论

预期及以往的研究也一致。
另一方面，研究结果显示，社交适应与学业成绩

的偏相关系数仅为-0.134，且显著，而路径系数显示

社交适应对学业成绩确实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即社

交适应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与学业适应恰好相反，这

与理论预期相反。 究其原因， 可能是大学校园的学

习和生活相对较为宽松，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自由

参与各类社会活动， 因而那些社交适应良好的学生

可能会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人际交往、 参加社团等

活动中，导致其在学业上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减少，而

那些社交适应不良的人更可能有意识地回避更为广

泛的社会活动，把自己的精力更多投入到学业中，从

而导致上述结果，但这一推论尚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最后，结果显示，心理适应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不

显著，与本研究的预期不一致。我们认为心理适应是

针对学业适应和社交适应而产生的身心反应， 本研

究采用抑郁症状自评量表来测量学生的心理适应情

况，很可能由于在大学第一年里，学生面对多姿多彩

的新环境，更多地产生了好奇、探索的情绪，抑或学

生的学业适应和社交适应存在不一致导致了适应不

良的症状被掩盖、抵消或者忽视，抑或也有可能是在

完成测验的过程中学生更倾向于隐瞒或低估自己这

方面的症状， 最终使得心理适应的影响不显著，因

此，这一结果也有待于进一步检验。
从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来看， 社会自我效能感

通过学业适应这一中介对学业成绩产生了显著的正

向预测作用， 通过社交适应这一中介对学业成绩产

生了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心理适应不具有中介效

应。 这一结果充分解释了为什么在偏相关分析中社

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不显著， 也表

明社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成绩的正向影响更多地是

通过学业适应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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