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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主观幸福感的问题引

起了心理学界的广泛兴趣，并成为心理学研究中一

个较为活跃的领域。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
being)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

所作的整体评价，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

性心理指标 [1]。一般认为，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评

价和情感体验两个基本成分，前者是指生活满意度，

即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在总体上对个

人生活作出满意判断的程度；后者是指个体生活中

的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感(愉快、轻松等)和消极情

感(抑郁、焦虑、紧张等)两方面[2]。

众多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受到个体内外部因

素的影响[3-5]。社会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因素，

对主观幸福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如Ratelle, Si⁃
mard和Guay的研究发现，来自父母、朋友和恋人的

支持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呈正相关[6]。国内

相关研究也发现，社会支持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积

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显著负相关[7，8]。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研究者开始对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机制进行探讨。

国内研究者张羽和邢占军指出，社会支持可能通过

内部机制，如个体的自尊、自我控制、抑郁和孤独感

等内部因素影响其主观幸福感[5]。相关实证研究也

证实了这一观点[9-11]。那么，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一种

重要的个体内部因素，是否也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

福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呢？DeConinck的研究表

明，来自组织的支持与组织公正世界信念呈显著正

相关[12]。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个体感知到的组织公

正感水平越高[13]。此外，国内外的研究均发现，公正

世界信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4-

16]。由上述研究可以推测，社会支持可能通过影响

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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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世界信念可能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之

间起中介作用。鉴于此，本研究试图考察大学生社

会支持、公正世界信念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并探讨公正世界信念是否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

之间起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从济南三所高校选取 741名

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741份，获得有效

问卷 736份，问卷有效率为 99.33%。其中独生子女

340人，非独生子女396人，男生275人，女生461人，

平均年龄为20.85岁(SD=1.12)。
1.2 工具

1.2.1 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

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测查大学生

的社会支持状况[17]。该量表共有10个项目，包括客

观支持(3个项目)、主观支持(4个项目)和对支持的利

用度(3个项目)三个维度。社会支持总分等于3个维

度分数之和，总分越高表示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

本研究在应用该量表时，针对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对

相关项目进行了修改，即将“同事”改为“同学”，“配

偶”改为“恋人”，并删除了“儿女”一题。已有研究表

明大学生版本的社会支持量表信效度良好[11，18]。

1.2.2 公正世界信念量表 采用Dalbert等编制的

公正世界信念问卷(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测查

大学生的公正世界信念[19]。该量表包含个人公正世

界信念(6个项目)和一般公正世界信念(7个项目)两
个维度，采用 6点计分方式(1=极其不同意，6=极其

同意)，分数越高，表明公正世界信念水平越高。已

有研究表明该问卷信效度良好[14，20]。

1.2.3 生活满意度量表 采用Diener等编制的生

活满意度量表(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测查大

学生的生活满意度 [21]。该量表由 5个条目组成，采

用 7点计分方式(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分数

越高，表明被试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越高。已有研究

证明该量表信效度良好[22]。

1.2.4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 采用邱林等修订

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
tive Affect Scale)测查大学生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

水平[23]。该量表包含积极情感描述词和消极情感描

述词各 9个，要求被试回答在过去一周里多大程度

上体验到了这些词汇所描述的情感。该量表采用5
点计分方式（1=非常轻微或根本没有，5=非常强

烈），分数越高，表明积极/消极情感的水平越高。已

有研究证明该量表信效度良好[24]。

1.3 施测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由经过培训并具

有问卷施测经验的心理学研究生作为主试，施测前

向被试介绍本研究的目的、保密性以及问卷作答的

注意事项。被试作答完毕后，由主试统一收回问卷。

1.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17.0和AMOS17.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特点

以主观幸福感各因子得分为因变量，大学生性

别、独生与否为自变量，进行2(男、女)×2(独生、非独

生)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生活满意度、积

极情感和消极情感 3个因子上，性别主效应均显著

(Fs>5.91，Ps<0.05)。女生的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

水平均显著高于男生，而消极情感水平显著低于男

生。在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两个因子上，独生与

否的主效应显著(Fs>3.80，Ps<0.05)。独生子女的生

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水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性

别和独生与否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Fs<2.43，Ps>
0.05)。

附表 社会支持、公正世界信念和主

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关系（N=736）

注：*P<0.05，**P<0.01，下同。

2.2 社会支持、公正世界信念和大学生主观幸福

感的相关

社会支持与公正世界信念、生活满意度以及积

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公正世界信念与生活满意

度、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显著负相

关。见附表。

2.3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检验

首先，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社会支持与主观

幸福感的直接关系。由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存在

显著的性别和独生与否的差异，因此采用结构方程

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时控制性别、独生与否。采用最

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对主

观幸福感的直接路径系数显著(β=0.60，P<0.001)。

1社会支持

2公正世界信念

3生活满意度

4积极情感

5消极情感

1
-

0.18**
0.21**
0.29**

-0.04

2

-
0.37**
0.22**

-0.10**

3

-
0.31**

-0.05

4

-
0.08*

5

-

M
37.64
52.76
18.84
27.48
16.78

SD
5.16
9.82
5.60
6.88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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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拟合良好，χ2/df=2.43，RMSEA=0.04，CFI=0.96，
TLI=0.92。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公正世界信念在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进行检

验。采用最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附图）

发现，社会支持与公正世界信念（β=0.22，P<0.001）、

公正世界信念与主观幸福感（β=0.48，P<0.001）之间

的路径系数均显著。加入中介变量后，社会支持到

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路径系数从 0.60降低到 0.48，但
是依然显著（P<0.001），说明公正世界信念在社会支

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模型拟

合良好，χ2/df=2.89，RMSEA=0.05，CFI=0.95，TLI=
0.9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8.03%。

附图 公正世界信念在社会支持

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女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男生。

具体而言，女生生活满意度水平与积极情感水平显

著高于男生，而消极情感水平显著低于男生。其原

因可能在于，较之男生，女生的人际关系能力比较强
[25]，且更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因此更易于获得他人

的理解和支持。良好的人际支持使得女生不仅获得

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水平，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体

验，且更易于缓解自己的消极情绪。此外，本研究发

现，独生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独生子女在

生活中拥有更为丰富的物质资源和精神支持，从而

体验到更高的幸福感。

通过对社会支持、公正世界信念和大学生主观

幸福感三者之间关系的分析，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

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途径作用于大学生主观幸福

感。一方面，社会支持直接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

这与以往研究是一致的[7，10，11]。其原因可能在于，社

会支持水平较高的个体，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能体

验到更多的精神支持，如理解和尊重等，因此其生活

满意度与积极情感水平较高，消极情感水平较低。

另一方面，社会支持通过影响公正世界信念间接作

用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这可能是因为，当个体得

到较高水平的社会支持时，会倾向于认为世界是公

平的，周围的环境是稳定有序的，自己得到了公平的

对待且能够应对这种环境，即其公正世界信念水平

较高。公正世界信念水平较高的个体倾向于认为在

这个公正的世界里，人们得其所得，得其应得，更加

坚信付出就有收获，从而积极地工作、学习和生活，

对未来充满憧憬，因此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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