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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学校适应不良图式对中小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以及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方法：

采用中小学生学校适应不良图式问卷、学业自我效能问卷、学业成绩评定方法，对 2372 名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

学生进行测查。 结果：学校适应不良图式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成就呈显著负相关，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呈

显著正相关；在控制性别、年龄段的作用后，学校适应不良图式对学业成就有极其显著的负向预测效应；学业自我效

能感在学校适应不良图式影响学业成就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结论：学校适应不良图式对学业成就有显著的消极

影响，并且学业自我效能感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学校适应不良图式； 学业成就； 学业自我效能感； 中介作用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3)05-0820-03

School Maladaptive Schema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Mediation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TAN Qian-bao， PENG Yang， ZHONG Yi-pi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chool maladaptive Schema 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between them. Methods: The research surveyed
2372 students from primary grade five to secondary grade three by using the inventor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school maladaptive schema, inventory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achievement
assessment. Results: School maladaptive schema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academic self-ef-
ficac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achievement; After controlling the effects of gender and age, school mal-
adaptive schema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ly impact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cademic self-efficacy significant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maladaptive schema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Conclusion: School maladaptive schema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te role in this relation-
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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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图式是关于自我的认知概括， 包括以具体

的事件和情境为基础的认知概括， 也包括较为抽象

的来自本人或他人评价的认知概括 [1]。 自我图式是

随着自我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有积极与消极、适应良

好与适应不良之分。 Beck 的抑郁认知理论认为，消

极的自我图式使个体具有抑郁素质。 个体在童年时

期遭遇不幸事件、 失败经验导致个体的消极自我图

式形成。 适应不良图式（Maladaptive Schemas）是自

我挫败的情绪和认知方式，从个体发展的早期开始，
在一生中不断重复[2]。 对于儿童来说，除了重要的家

庭生活以外，学校生活是儿童发展中另一重要经历，

那么， 儿童在学校生活中是否会形成关于自我以及

自我与教师、同学等之间关系的不良图式呢？从经验

层面上看， 我们常常发现儿童会存在这些消极的自

我认识，如“我读书不行”、“我觉得自己是孤独的”、
“我觉得被老师所忽视”等；已有实证研究发现：中小

学 生 存 在 学 校 适 应 不 良 图 式 （School Maladaptive
Schema，SMS），可由失败感、不信任感、自我放纵性、
无助感、猜疑感、压抑与忽视感、自我放弃感、依赖性

等 8 个维度组成[3]。
来自于过去经验的自我图式不仅影响与自我有

关信息的加工，而且会影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研究

还显示， 早期适应不良图式可以调节儿童经历和回

避型人格障碍特征之间的关系[4]。 研究者普遍认为，

适应不良图式一旦形成就会影响到个体生活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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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甚至可能影响终生。 那么，作为一种消极的自

我概念， 学校适应不良图式可能对学生的学校表现

（例如学业成绩等）存在不良影响。 尽管没有直接证

据表明这点，但是有关自我概念，尤其学业自我概念

研究显示， 学业自我概念与其学业成绩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 [5]，其对学生的学习行为有重要的定向 和调

节作用， 被视为学生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水平的重

要影响因素[6]。 同时，学业自我效能感也是影响学生

学 业 成 绩 的 一 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7]。 依 照 班 杜 拉

（Bandura）的社会认知理论，自我效能感可理解为个

体对自己行为动因的能力信念， 其在某种程度上控

制着个体的观点和行动， 从而影响行为的结果。 在

学生自身特征影响学业表现及其成 绩的相关研 究

中， 学业自我效能感常常被作为其它因素影响学业

成就的中介变量。基于此，本研究以学校适应不良图

式为重要变量， 考察其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及自

我效能感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所选被试来自于湖南省某市城区 2 所初中及 2
所小学、农村 2 所初中及 2 所小学、广东省某市 2 所

九年制学校， 共 10 所学校的五年级到九年级学生。
本次调查共发出 2571 份问卷，收回 2521 份问卷，有

效样本为 2372 名。 其中，男生 1276 名，女生 1096
名；小学生 926，初中生 1146；农村学生 797 名，城市

学生 1575 名。
1.2 工具

1.2.1 学校适应不良图式问卷 采用谭千保等编制

的中小学生学校适应不良图式问卷，问卷共 55 个项

目，包含失败感、不信任感、自我放纵性、无助感、猜

疑感、压抑与忽视感、自我放弃感、依赖性 8 个维度。
项目采用 Liker 4 点记分，从“完全不这样”到“经常

这样”，依次记 1-4 分 [3]。 均采用正向计分，分数越

高， 表示学生学校适应不良图式越明显。 本次测得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
1.2.2 学业自我效能问卷 选用的学业自我效能问

卷由王振宏参考 Pintrich 和 De Groot 编制的自我效

能问卷编制而成，共 24 道测题，本研究采用 5 级计

分，主要测量学生一般的自我效能感水平[8]。 所有测

题分数之和为该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 得分越

高，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本次测得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 0.88。
1.2.3 学业成就评定 将学生的期中语、数、外学习

成绩以班级为单位分别转化成标准分数 Z， 求三个

Z 分数的平均数，作为学业成就的评定结果。
1.3 统计分析

用 SPSS 17.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初步统计分析

对人口统计学变量、学校适应不良图式、学业自

我效能感、学业成就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发

现（见表 1），学校适应不良图式与学业自我效能感、
学业成就呈显著负相关（P<0.01）；学业自我效能感

与学业成就呈显著正相关（P<0.01）；此外，年龄段与

学校适应不良图式、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成就的相

关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性别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学

业成就的相关系数亦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研究变量的相关（r）

注：*P<0.05，**P<0.01；下同。 变量编码：性别：女=0，男=1；年龄段：小学高年

级=0，初中=1。

表 2 学校适应不良图式对学业成就的回归分析(Enter)

2.2 学校适应不良图式对学业成就的独立作用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在控制性别、年龄段影响的

基础上， 考察学校适应不良图式对学业成就的独立

作用，结果见表 2。
表 2 显示，在控制性别、年龄段的作用后，学校

适应不良图式对学业成就有极显著的负向预测效应

(β=-0.30，P<0.01)，解释率为 8.4%。 即控制了上述因

素的影响后，学生的学校适应不良图式越明显，其学

业成就越差。
2.3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为了检验自我效能感（M）在学校适应不良图式

（X）与学业成就（Y）之间是否起中介作用，根据温忠

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复回 归分析 [9]。
第一个回归方程考察学校适应不良图式对学业成就

的预测作用， 第二个回归方程考察学校适应不良图

式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预测作用； 第三个回归方程

考察学校适应不良图式、 学业自我效能共同对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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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的预测作用，结果见表 3（小写字母 y，x，m 代表

相应的标准化变量）。 结果显示，四个 t 检验显著，所

以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学校适应不良图式和学业成就

之间起着部分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

为 0.75×0.594/0.555=80.27%。

表 3 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学校适应不良图式

和学业成就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检验

注：SE 为标准误。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学校适应不良图式与学业成

就 呈显著负相 关 (r=-0.34，P<0.01)，在 控 制 性 别、年

龄段的作用后， 学校适应不良图式对学业成就有极

其显著的负向预测效应(β=-0.30，P<0.01)，学校适应

不良图式越明显， 其学业成就越低。 说明学校适应

不良图式对学业成就有明显的消极影响。 尽管目前

尚未发现其他有关学校适应不良图式与学业成就关

系的报告，但有研究显示：高学业焦虑被试报告的早

期适应不良图式也高[10]；学校适应图式越明显，学生

拖延行为越突出[11]。 这些表明，学生的适应不良图式

与其学业表现密切相关。 学校适应不良图式涉及学

生对自我以及自我与教师、 同学等之间关系的消极

认知，其属于自我图式的范畴，而存储于记忆中的自

我图式一经建立可立即发挥其选择性功能， 如决定

是否关注信息、信息重要性如何以及如何处理信息。
学校适应不良图式可能不仅影响学生如何面对学习

信息、学习过程，还可能影响学生在学校适应中如何

处理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以及影响其学习动机、学

习自信等价。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学校适应不

良图式、学业自我效能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
在学业适应研究领域内，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作

用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本研究发现， 学校适

应不良图式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呈显著正相关， 学业自

我效能部分中介学校适应不良图式对学业成就的负

向预测效应：适应不良图式越明显，学业自我效能感

越低；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将导致学业成就的降低。学

业自我效能感是学习者对自己能否利用所拥有的能

力或技能去完成学习任务的自信度的评价， 在学习

者的学习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

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密切相关， 研究者普遍

认为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起着

决定的作用，可视为学业成就的预测因素之一。在众

多证据中， 最有力的是 Multon 等人的元分析研究，
他们对 1977 年至 1988 年发表的 36 篇有关学业自

我效能感的研究报告进行分析， 发现自我效能感与

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38，有 14%的学业成

绩的变异可以归因于自我效能感[12]。 同时，从影响机

制上看，学业自我效能感是作为其它因素的中介，对

学业成就起着影响作用[7]。 本研究发现，学业自我效

能感是学校适应不良图式影响学业 成就的中介 因

素。 一些相关研究也显示， 自我效能在学生个体特

征影响学业行为及其表 现中也具有 中介作用 [13，14]，
本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以往类似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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