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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武警基层战士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方法：采用应对方式问卷、社会支持评定

量表和症状自评量表对 381 名湖南基层武警战士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武警战士消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对心理健

康有直接预测作用，消极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向武警战士提供良好的社会支

持，加强应对指导，有利于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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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ping style,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of armed police
soldiers. Methods: 381 armed police soldiers were tested with EPQ, CSQ and SCL-90. Results: Negative coping style
and social support of armed police soldiers could predict mental health directly. Negative coping style was a partial inter-
mediary factor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Conclusion: Offering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guidance to
armed police soldiers could contribute to their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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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武警部队在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武警基层战士

具备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是新形势下完成执勤、
处突等任务的基本条件和保证。 而由于担负任务的

多样性，执勤工作紧，生活环境固定而狭小，武警战

士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1]。 认知应激学说认为心

身反应是在心理中介因素（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个

性特征等）作用下心理应激的结果[2]。 应激是否导致

健康损害，与应激源强度、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个性

特征、个人认知等因素有关。某些心理中介因素缓冲

心理冲击，有利心理健康，某些因素则对心理健康有

消极影响[3]。 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表明，积极应对

有利于心理健康，而消极应对则不利于心理健康，积

极应对在社会支持和心 理 健 康 间 起 部 分 的中介作

用 [4]。 本研究以武警战士为研究对象，探讨应对 方

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尝试构建三者的作

用路径，为武警战士的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武警湖南某支队随机选取战士 450 名作为研

究对象，进行现场问卷测试。 回收有效问卷 381 份，
合格回收率为 84.7%。 武警战士年龄为 16 至 23 岁，

均为男性，躯体健康，无精神疾病史。
1.2 工具

1.2.1 应对方式问卷（CSQ）[5] 由肖计划编制，分解

决 问 题、自 责、求 助、幻 想、退 避、合 理 化 6 个 分 量

表，可组合成两种类型：积极应对（解决问题、求助）
与消极应对（幻想、退避、自责、合理化）。
1.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6] 由肖水源编制，
共 10 道题目。 本研究中将配偶改为父母，夫妻（恋

人）改为恋人，删除儿女选项。
1.2.3 症状自评量表(SCL-90)[7] 共 90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制，各因子得分越高说明症状越严重。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3.0 进行相关分析，采用 AMOS7.0 进

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2 结 果

2.1 武警战士心理健康的现状

武警战士 SCL-90 得分与全军常模［8］比较显示，
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偏执、精神病性

各因子分显著低于全军常模。 见表 1。
2.2 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武警战士应对方式、 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

的相关见表 2。 其中社会支持与积极应对呈显著正

相关，与消极应对、SCL-90 总均分呈显著负相关。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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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应对与 SCL-90 总均分呈显著正相关。

表 1 武警战士 SCL-90 各因子分与全军常模比较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3 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结构方程模

型分析

以总的社会支持为自变量，积极应对方式、消极

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 心 理健康为因 变量， 采用

Amos 分析技术，经过检验和修正，并采用最大似然

法进行拟合，最终获得指标较优的模型，见附图，模

型中各项拟合指标见表 3。 模型显示：消极应对方式

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 2 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 SCL-90 总均分的相关分析

社会支持 -0.22 SCL-90 总分

-0.19 0.47

消极应对

附图 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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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是应激与身心健康的中介

机制，对个体身心健康有重要作用。 本研究显示，武

警战士应对方式、 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

关。 这与国内外关于社会支持、 应对方式与心理健

康相关分析结果一致[9-11]。 武警战士社会支持与积极

应对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说明

武警战士如果得到良好的社会支持， 能够从家庭成

员和周围战友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就 会 更 倾 向

于采取解决问题和求助的积极应对方式，而较少采

用幻想、 退避和自责等消极的应对方式。 社会支持

与 SCL-90 总均分呈显著负相关， 说明武警战士获

得社会支持越多，越有利于缓冲外界压力对身心状

况的消极作用，维持良好的情绪体验和心理状态，从

而保持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此结果验证了社会支

持的“缓冲器”模型[12]。消极应对与 SCL-90 总均分呈

显著正相关，说明退避、自责的消极方式不利于心理

健康，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3]。
通过构建路径模型发现： 消极应对在社会支持

与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说明社会支持一方

面直接影响心理健康水平， 另一方面通过增加或减

少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而间接影响心理健康水平。

因此，进行心理干预时，要重视武警基层战士社

会支持的获得与维持，同时帮助他们克服采取逃避、
自责等消极的应对， 从而提高武警战士的心理健康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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