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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适应是指学生运用自身调节系统做出一系

列反应，使自己的心理和行为更加符合环境变化和

自身发展的要求，达到一种自身与环境和谐、平衡的

状态[1]。一般学者认为学校适应是学生最为重要的

适应形式之一，与心理健康有密切关系[2-4]。学校适

应不良往往会产生自卑、孤独等心理问题。

在众多学校适应的研究中，人格因素是学者们

较为关注的变量。已有的研究发现，人格是影响学

校适应的重要因素，能有效预测大学新生的学习适

应 [5-8]。心理控制源是影响学校适应的重要人格因

素之一，指个体对自己行为方式、行为结果的责任的

认知或定向，由概括化期望发展而来[9，10]。现有的研

究表明：心理控制源对学校适应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越倾向于内控的大学生学校适应越好[11-14]。

应对方式是与心理控制源、学校适应均密切相

关的变量，指个人面临压力事件的时候，调节自身情

绪、认知、行为和环境，有意识的意志努力。许多学

者对应对方式与学校适应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结果表明：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学校适应较

好，而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会产生学校适应不

良的问题 [15-17]。然而，应对方式与心理控制源的关

系，各学者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表明，面

对压力时，内控性强的大学生相信自己能掌控事件

的结果而更多的采用面对、求助、解决问题等积极的

应对方式，较少采用退避、忍耐等消极应对方式 [18-

23]；倾向于机遇的大学生则较多采用幻想、退避的方

式，较少采用问题解决的方式[16]。但也有研究显示，

内控的个体更多使用主动应对策略，而外控的个体

更多使用积极的主动应对策略[24]。还有研究显示心

理控制源与应对方式关系并不显著[25，26]。

综上所述，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学校适应三

者间两两关系密切，但是心理控制源是如何影响学

校适应这一问题的探索较少。本文以应对方式为中

介变量，试图建立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与学校适应

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探索心理控制源影响学校适

应的心理机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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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分层取样的方法在广西三所高校取样。在

取样过程中对性别、年级、专业进行匹配，共发放问

卷 550份，最终有效问卷共 523份。其中，男生 218
人，女生305人；大一224人，大二74人，大三97人，

大四128人；文科269人，理科254人。

1.2 工具

1.2.1 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IPC 量

表） 该量表为Levenson 1981年所编制的 Internali⁃
ty，Powerful Others，and Chance Scale的中文版。包

括3个分量表，即内控性（相信自己能够驾御生活）、

有势力的他人（相信他人能够控制自己生活中的事

件）及机遇（相信机遇可以影响他的生活经历与事情

经过）。每一个分量表包含8个条目，整个量表共24
个条目，以7分制评定。此次研究中，分量表 I的α系
数为0.70，分量表P的α系数为0.85，分量表C的α系
数为0.81。
1.2.2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共20个项目，积极应对

维度包括项目1到12，主要反映积极应对的特点；消

极应对维度包括项目13到20，主要反映消极应对的

特点。此次研究中，积极分量表α系数为 0.70，消极

分量表α系数为0.76。
1.2.3 中国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 该量表由方晓

义等人编制，共60个项目，包含7个维度，分别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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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究中，总问卷信

度0.91。
1.3 统计方法

运用 spss17.0和 amos17.0进行相关分析、回归

分析、路径分析。

2 结 果

2.1 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和学校适应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各

个维度均与学校适应显著相关。心理控制源中的内

控性与积极应对显著正相关，机遇、有势力他人与消

极应对显著正相关。见表1。
表1 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和学校适应的相关分析（r）

2.2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检验

2.2.1 积极应对在内控性与学校适应间的中介作

用 积极应对在内控性与学校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

检验结果见表 2。第一步、第二步所得的回归方程

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第三步回归方程中，内控性和

积极应对回归系数均显著，且加入积极应对后内控

性的回归系数由原来的 0.45降到了 0.33，说明积极

应对在内控性与学校适应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

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39×0.30/0.45=26.00%。

表2 积极应对在内控性与学校适应的中介检验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3 消极应对在机遇与学校适应的中介检验

2.2.2 消极应对在机遇与学校适应之间的中介作

用 消极应对在机遇与学校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检

验结果见3，第一步、第二步所得的回归方程系数均

达到显著水平，第三步回归系数方程中，机遇的回归

系数不显著而消极应对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消极

应对在机遇与学校适应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表4 消极应对在有势力的他人与学校适应的中介检验

2.2.3 消极应对在有势力的他人与学校适应间的

中介作用 消极应对在有势力的他人与学校适应间

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见表4，第一步、第二步所得的

回归方程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第三步回归系数方

程中，有势力的他人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消极应对

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消极应对在机遇与学校适应

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3 讨 论

3.1 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与学校适应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控制源倾向于内控性

时更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从而学校适应越好；而

变量

内控性

机遇

有势力的他人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学校适应

内控性

1
0.27***
0.27***
0.39***

-0.05
0.45***

机遇

1
0.82***
0.01
0.49***

-0.17***

有势力

的他人

1
-0.01
0.44***

-0.15**

积极

应对

1
0.06
0.43***

消极

应对

1
-0.26***

学校

适应

1

检验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45X1
M1=0.39X1
Y=0.33X1
+0.30M1

回归系数检验

SE =0.15，t=11.36***
SE =0.03，t=9.75***
SE =0.16，t=8.05***
SE =0.21，t=7.48***

检验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17X2
M2=0.49X2
Y=-0.06X2

-0.23M2

回归系数检验

SE =0.15，t=-3.92***
SE =0.03，t=12.77***
SE =0.17，t=-1.17
SE =0.27，t=-4.74***

检验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15X3
M2=0.44X3
Y=-0.05X3

-0.24M2

回归系数检验

SE =0.14，t=-3.53**
SE =0.02，t=11.17***
SE =0.15，t=-1.04
SE =0.25，t=-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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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控制源倾向于机遇或有势力的他人，则会更多

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导致学校适应不良，这与已有

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19，20]。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内

控性与消极应对的相关不显著，机遇、有势力的他人

与积极应对相关也不显著，这与已有的研究不符[13，

14，18]。可能是由于以往研究针对的是不同的、具体的

应对方式与心理控制源的关系，如问题解决与机遇

心理控制源的关系，而本研究考查的是简易应对方

式与心理控制源的关系。

3.2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在心理控制源

与学校适应间的中介作用是不相同的。中介作用模

型表明：积极应对在内控性与学校适应间起到部分

中介作用；消极应对在机遇与学校适应间起到了完

全中介作用；消极应对在有势力的他人与学校适应

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依据Rotter的预期--价值

模型BP=E+RV[5]。心理控制源倾向于内控性的个体

相信自己的行为能够达到想要的效果，即对行为的

预期（E）很高，在学校适应良好这个价值（RV）的激

励下，会做出解决问题、寻求帮助等积极的应对行

为，克服学校适应中遇到的困难，达到一种平衡的状

态。同时，内控性的个体本身相信自己能驾驭生活

的信念就能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学校适应。所以，内

控性既直接影响学校适应，又通过积极应对影响学

校适应。而心理控制源倾向于机遇或有势力的他人

的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一定能达到预想的效果，

还是要看机遇因素或有势力的他人的作用，即对行

为的预期（E）较低。在面对学校适应问题的时候，

会采用逃避等消极的应对方式。消极应对行为导致

了学校适应的不良结果。以上结论为提高大学生学

校适应提供了理论支持。在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

教育的时候，一方面要强调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减

少大学生归因于外部的现象，另一方面要培养大学

生采用问题解决、求助等积极应对方式来面对学校

适应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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