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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 4-6 年级学龄儿童应激事件、自我知觉和抑郁症状的调查，探寻儿童自我知觉在应激事件与

抑郁症状关系中的作用。 方法：初测采用儿童自我知觉量表、儿童抑郁调查量表和儿童应激事件量表对 833 名 4-6
年级学生进行调查，并间隔 2 个月对所有学生采用儿童抑郁调查量表和儿童应急事件量表追踪调查，共追踪调查 3
次。 结果：儿童自我知觉的 6 个维度，学习能力、社交能力、运动能力、外表知觉、行为知觉以及总体一般知觉与儿童

应激事件水平和抑郁症状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对儿童抑郁症状的多层线性模型预测分析发现，儿童自我知觉的 6
个维度与应激事件水平的交互作用对抑郁症状预测均不显著。 结论：儿童自我知觉受其所经历应激事件的影响，同

时自我知觉也会影响儿童抑郁症状程度,但儿童自我知觉不能显著调节应激事件与抑郁症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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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y investigating grade 4 to 6 students with Children’s Hassles Scale(CHAS), Children’s Depres-
sion Inventory (CDI), Self-Perception Profile for Children (SPPC), to explore the role of children’s self-percep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tress and depression. Methods: In the initial test, 833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CHAS, CDI, and
CHAS, in the 3 times follow-up tests, CHAS and CDI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all subjects. Results: The 6 aspects of chil-
dren’s self-perception: academic, social communication, sports, appearance, behaviors, and global perception had signifi-
cantly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stress and depression. The multilevel linear mode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the 6 aspects of self-perception with stress couldn’t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change of children’s depressive symptoms.
Conclusion: Children’s self-perception might been affected by the stress events; at the same time, it may affect depres-
sion. However, the children’s self-perception couldn’t significant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of stress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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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大多数儿童抑郁研究仍然沿用成人抑郁理

论， 而基于儿童自身的抑郁理论却较为缺乏，Cole[1]

提出了针对儿童自身以能力为依据的抑郁认知易感

模型（Competency-Based Model），该理论认为儿童和

青少年早期抑郁的最重要认知易感风险是个体在多

个领域的个人能力低下感， 这种个人能力低下感是

源于重要他人负性反馈所形成的对自我的认识，即

对自我的知觉。 Cole 等人[2]对小学 3 年级学生为期 4
年的追踪研究发现， 儿童对自我能力的知觉与其后

期的抑郁症状程度呈负相关， 但该研究并没有考察

应激事件与自我知觉的交互作用对抑 郁症状的预

测。抑郁认知易感理论的核心假设认为，抑郁认知易

感个体只有在经历负性事件时才更可能体验抑郁症

状的加重 [3]， 因而 Cole 等人的研究并没有对以自我

知觉为认知易感因素的抑郁认知易感理论进行验证。

国内学者对自我知觉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到抑郁问

题， 较为相近的研究是考察儿童自我知觉与孤独感

的关系。有研究发现，儿童社交自我知觉对孤独感有

显著影响 [4，5]。 熊明生[6]的研究则发现儿童身体自我

知觉与孤独感也存在显著的关系。 尽管抑郁与孤独

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但孤独并不意味着抑郁，因此

有必要对自我知觉与抑郁间的关系展开研究， 以明

确中国文化背景下自我知觉与抑郁之间的关系。 此

外，虽然 Cole 提出的基于能力的认知易感模型在西

方儿童群体中得到了部分实证研究 的支持 [7]，但考

虑到自我知觉可能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性[8]，因此有必

要在国内儿童群体中验证自我知觉是否是抑郁的认

知易感因素之一， 从而为在国内儿童中开展抑郁的

有效干预和预防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持。

1 方 法

1.1 研究工具

儿童抑郁调查量表 [9]（Children’s depress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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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ory，CDI），由 kovacs 在 Beck 抑郁量表的基础上

编制，是专门用于儿童青少年抑郁的调查量表，被试

适用的年龄范围为 7-17 岁， 国外有近 50%有关儿

童抑郁的调查研究使用该量表 [10]，是目前使用最为

广泛的儿童抑郁量表。 该量表共有 27 个条目，按 0-
2 分计分，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症状程度越重，对国内

儿童群体的研究证实 CDI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1，12]。
本次研究 CDI 四次测量的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84、
0.88、0.89、0.90。

儿童自我知觉量表 （Self-Perception Profile for
Children，SPPC），Harter 等 人 [13]编 制，主 要 用 来 反 映

儿童对自身评价和自尊的程度。SPPC 共 36 个条目，
包括六个分量表：①学习能力知觉，如“完成作业”；
②社交能力知觉，如“在同龄人中受欢迎”；③运动能

力知觉，如“比其他同龄孩子运动做得更棒”；④外表

知觉，如“长相漂亮”；⑤行为知觉，“对自己的行为举

止满意”；⑥总体一般知觉，如“对自己满意”。六个分

量表基本对自尊范畴的大多数问题都可进行估测，
总分越高表示对自我的评价越高。 已有的对中国儿

童被试的研究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8，14]。
儿童应激事件量表 （Children’s Hassles Scale，

CHAS）[15]，量表列出了 39 项儿童日常生活中可能遭

遇的应激事件，每一项目按 0-3 计分，分数越高表

明遭遇的生活应激事件越多越频繁， 以往研究表明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6]。 本项研究中量表四

次测量的一致性信度为 0.91-0.93。
1.2 被试

选取长沙市和湘潭市两 所小学 4-6 年级 的小

学生， 初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866 份， 回收有效问卷

833 份。 其中 4 年级 285 人，5 年级 269 人，6 年级

279 人；男生 449 人，女生 383 人，1 人未填写性别；
年龄介于 7-13 岁之间，平均年龄 9.6±1.1 岁。 追踪

调查中，由于请假，转学等原因，第一次追踪调查缺

失 20 人（男 11 人，女 9 人）；第二次追 踪调查缺失

82 人(注：第二次和第三次追踪调查时间是在初测调

查时间的下一个学期，由于部分学生转学，因而没有

参加调查的学生人数较多。 )（男 42 人，女 40 人）；第

三次追踪调查缺失 74 人（男 39 人，女 35 人）。
1.3 调查程序

首先向学生发放知情同意书及家庭基本情况调

查表，由学生带回家请家长填写，并于第二天收回。
利用班队课时间， 采用整群取样的方式在课堂上向

填写了知情同意书的学生发放所有问卷， 调查时请

班主任老师协助，并给予班主任老师一定报酬。学生

问卷完成后当场回收。 初测后每间隔两个月对所有

学生再次施测儿童应激事件量表和儿童抑郁调查量

表，共追踪 3 次。

2 结 果

2.1 描述性统计

以初测抑郁症状水平、 应激事件水平和儿童自

我知觉量表的 6 个维度为变量， 计算各变量间两两

相关结果，并统计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结果见表

1。 表 1 显示，抑郁症状水平以及应激事件水平均和

儿童自我知觉量表的 6 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此外，
表 1、 表 2 中抑郁症状和应激事件水平初测和追踪

测量均值结果表明， 不同时间点测量值存在一定程

度的波动变化。

表 1 各变量初测的相关及均值标准差（n=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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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追踪测量的应激水平和抑郁水平均值与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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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由于多层线性模型初步分析中， 性别和年龄变

量对追踪过程中抑郁症状的预测均不显著， 因此正

式分析时， 性别和年龄变量没有纳入多层线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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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使用 SAS 9.0 作为多层线性模型统计分析工具，
并设定使用 MIXED 过程以及最大似然估计。 设定

被试间自变量为初测儿童抑郁症状得分和儿童自我

知觉量表 6 个维度测量得分，均做标准化处理，被试

内自变量则为追踪测量应激事件水平的波动情况，
因变量为追踪过程中抑郁症状得分波动情况， 由于

追踪过程中应激水平和抑郁症状的波动为被试内变

量，因此将应激事件和抑郁症状都做中心化处理。多

层线性模型的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3 儿童自我知觉与应激水平对抑郁症状的预测

注：初测抑郁症状和应激事件水平对追踪测量抑郁症状水平的预测，

在儿童自我知觉量表 6 个维度的预测中基本一致， 因此表中只给出

了学习能力知觉预测模型中的数据分析结果。

3 讨 论

研究结果发现，儿童自我认知的学习能力知觉、
社交能力知觉、运动能力知觉、外表知觉、行为知觉

以及总体一般知觉都与儿童应激事件水平和抑郁症

状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研究结果与 Cole[1，2]有关

儿童自我知觉与抑郁关系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由

此可能说明儿童自我知觉和抑郁之间关系具有普遍

性。 Beck[17]在其抑郁认知易感理论中提出，个体的抑

郁质认知图式是导致抑郁的最重要因素， 而抑郁质

认知图式则源于个体童年的负性经历所形成的对自

我、周围世界和未来的不合理认知。 换句话说，个体

对自我的不合理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童年遭遇的

应激事件有关，本研究的结果基本支持 Beck 的理论

假设。
在对抑郁认知易感理论的验证研究中， 国内学

者 分 别 在 儿 童 群 体 中 验 证 了 抑 郁 的 无 望 理 论 和

Beck 抑郁认知理论 [18，19]，其研究结果和本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 即认知易感因素与应激事件的交互作用

不能显著预测儿童抑郁症状的变化。 Cole 和 Turner
[20，21]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对抑郁认 知易感理论 进

行了修订，他们认为在儿童青少年中，认知易感因素

并不是先于应激事件的个体内在特质， 而是在应激

事件的影响下会发生改变的变量， 因而在应激事件

与抑郁的关系中， 认知易感因素不是作为调节变量

出现， 而是作为中介变量影响应激事件与抑郁的关

系，吴文峰等人 [22]对儿童失调态度的研究结果支持

认知易感因素作为中介变量的假设。 结合以往和本

次研究的结果， 我们认为儿童自我认知在应激事件

与抑郁的关系中，可能也具有中介作用，但这一假设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予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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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具体来说，与非图式化的父母

相比， 性别图式化的父母持有更传统的性别角色教

养态度。 其原因可能在于，与非图式化父母相比，性

别图式化父母可能更强调男孩与女孩之间的差异，
更注重子女的行为应该符合其自身性别角色特点，
因而也就持有更传统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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