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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情绪智力、学业复原力、应对方式和学业成绩的关系。 方法：取样 1902 名青少年并进行 EIS 情绪

智力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学业复原力量表和学业成绩问卷调查。 结果：情绪智力、积极应对方式对学业成绩和

学业复原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消极应对方式对学业成绩和学业复原力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学业复原力在应对方式

和学业成绩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并受到情绪智力的调节，调节作用体现在高情绪智力能够更加显著的提升高学业

复原力学生的学业成绩。 结论：学业复原力与学业成绩之间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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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dolesc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cadamic resilience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 Methods: A survey with a cluster sample of 1902 ado-
lescents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role of EI, acadamic resilience and coping styles on aca-
demic achievement. Results: EI and coping styles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acadamic performance. Complete mediation ef-
fect of academic resilience existed in the relationship of coping style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EI moderated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resilience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academic resilience was much
stronger in higher EI adolescents. Conclusion: The affect of acadamic resilience on adolesc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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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复原力 (Resiliency) 是伴随着对压力应对

和个体发展模式的深入探讨而逐渐 兴起的研究 领

域，是调节压力、高危情境与消极结果之间关系的保

护因子或保护过程 [1]。 近年来，特定领域的复原力，
如学业复原力、 生涯领域复原力等成为研究重点。
学业复原力（academic resilience）指学生成功应对学

校日常学习活动中典型的学业挫折与挑战的能力，
它侧重从积极心理学角度探讨复原力， 将所有学生

均纳入研究范围 [2]。 Martin 和 Marsh 认为，学业复原

力强调对应激和压力事件的应对能力， 也包括对事

件引发的不良情绪的应对能力， 有效的应对方式会

缓解应激事件带来的冲击， 避免 出 现 过 度 的 负 面

情绪[3]。 在早期，心理复原力常用良好适应、应对和

抗压力等术语来表达， 但复原力与压力应对的关系

一直没有深入的研究。

应对方式（coping styles）是 指个 体 面 临 压 力 时

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做出认知和行为努力的过程，
是个体为摆脱精神紧张而采用的自我心理适应或心

理支持机制。 Martin 和 Marsh 将“日常困扰”和“应对

方式”的研究整合到心理复原力的概念下，并指出，
日常性学业复原力是指学生对于每天的学业困扰、
压力与紧张等方面问题的指向性应对反应 [4]。 腾沁

和张宁 [5]研究表明，积极应对方式是学业复原力的

重要保护因子， 自尊和社会支持通过应对方式影响

复原力。 应对方式一直被作为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

的因素进行研究，较少探讨与青少年学习的关系 [6]。
研究认为成熟型应对方式与学习总体适应性呈极显

著正相关； 不成熟型应对方式与学习总体适应呈极

显著负相关。 Connor-Smith 和 Flachsbart 在 2007 年

的一项元分析表明，应对方式对个体的自尊、自我效

能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并且对人格形成有重要影

响。也就是说应对方式会影响个体心理品质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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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bell-Sills, Cohan 和 Stein 及腾沁和张宁的研究

发现应对方式会影响复原力。
Salovey 和 Mayer 认为， 个体识别和表达情绪、

理解情绪、 将情绪同化为思想以及调节自己和他人

积极与消极情 绪的能力被 称为情绪智 力 (emotional
intelligence，EI)[7]。 Schutte 和 Malouff 研究发现 [8]，大

一学生的情绪智力分数与学年末的平均绩点存在显

著相关。 Petride 等[9]以青少年为被试的研究也表明，
情绪智力对认知智力和学业成绩有调节作用， 学业

成绩与情绪智力的多个维度相关。 也有研究发现情

绪智力与学业成绩总体相关微弱， 情绪智力只与学

习适应性存在显著相关。 情绪智力对学业成绩的影

响是如何发生的呢？ 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王娟研究

表明 [10]，青少年对情境事件的情绪调节能力将影响

到学业复原力， 情绪智力与复原力之间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情绪智力高的人也具有较强的复原力。情绪

智力如何对学业复原力产生作用呢？ 值得进一步的

分析。
综上所述， 情绪智力体现的是情绪调节与控制

能力，学业复原力体现的是自我信念和意志品质，应

对方式体现的是认知和行为特质， 三者均属于非智

力因素的范围。 非智力因素不直接承担对机体内外

信息的接收、加工和处理等任务，其对认知过程的制

约表现在对认识过程的动力作用和调节作用中。 简

言之，本研究进一步考察情绪智力、应对方式、学业

复原力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 以及这些影响因

素之间的作用机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山东、江西、四川、广东

的 1902 名中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初中被试 938 人，
平均年龄 15.10±0.97 岁。 其中，初一 291 人，男 生

127 人，女生 164 人；初二 372，男生 192 人，女生180
人；初三 275 人，男生 142 人，女生 133 人。

高中生被试 964 人， 平均年龄 17.29±0.88 岁。
其中，高一 525 人，男生 252 人，女 生 273 人；高二

439 人，男生 206 人，女生 233 人。

1.2 工具

1.2.1 EIS 情绪智力量表（修订版） 本研究采用李

霓霓等修订的 EIS 情绪智力量表 [11]，该量表包含 19
个项目， 要求青少年报告每个项目与自身实际情况

的符合程度。 采用五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

全符合”分别计 1~5 分。
1.2．2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姜乾金编制的应对

方式问卷 [12]，该问卷包含 20 个条目，包含消极应对

和积极应对两个分量表。
1.2.3 学业复原力量表 采用 Martin 和 Marsh 日常性

学业复原力量表的中文修订版 [4]。 该量表包含 4 个

条目， 用以测量学生在日常的学校生活中有效处理

挫折、挑战和压力的能力。采用五点计分，从“完全不

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5 分。
1.2.4 学业成绩测量 参考同类的研究文献 [13，14]，要

求青少年对自己在语文、数学、英语三门主科上的学

业表现进行评价。研究表明，学生对自己学业成就的

知觉与实际考试成绩相关十分密切。因此，这种主观

评定方法也可以提供有效的信息， 并且该方法反映

的不仅是被试一次考试的成绩， 更能体现被试一段

时间内的学业水平。 问卷采用五点计分，1 表示“很

不好”，5 表示“很好”。最后计算 3 个项目的平均分，
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的学业成绩越好。
1.3 程序

在征得学校领导和青少年本人的同意后， 以班

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 被试完成全部问卷约需 20
分钟，所有问卷当场回收。

2 结 果

2.1 初步的统计分析

各研究变量的平均数、 标准差及相关矩阵如表

1 所示。 消极应对方式与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负相

关。 学业复原力、情绪智力、积极应对方式均与学业

成绩存在显著正相关。 学业复原力与情绪智力呈显

著但微弱的相关， 说明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具有相对

的独立性，适合做后续的调节效应检验。应对方式与

情绪智力均与学业成绩呈显著相关， 说明二者都是

学业成绩的重要影响因素[15]。

表 1 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注：*P<0.05，**P<0.01，***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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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业复原力在应对方式和学业成绩间有调节

的中介效应检验

参考温忠麟，侯杰泰，张雷的研究 [16]，检验有调

节的中介效应时，先要检验中介效应，然后检验调节

效应。 将四个变量学业成绩（Y）、应对方式（X）和情

绪智力(U) 、学业复原力(W)做中心化处理，预先设定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的四步程序，第一步做 Y 对

X 和 U 的回归，X 的系数显著；第二步做 W 对 X 和

U 的回归，X 的系数显著；第三步 Y 对 X、U 和 W 的

回归，W 的系数显著。 至此说明学业复原力(W)的中

介效应显著。第四步做 Y 对 X、U、W 和 W 与 U 交互

项的回归，W 与 U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 说明 U
的调节作用显著。 最后可得 W 在 X 与 Y 间是有调

节的中介效应[17]。
应对方式有积极应对（Xa）和消极应对（Xb）两

个维度，本研究分别进行检验。 表 2 所示，方程一、

二说明情绪智力、积极应对方式对学业成绩和学业

复原力有正向预测作用；方程三表明，学业复原力的

回归系数显著，积极应对方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

明学业复原力在积极应对方式与学业成绩之间起完

全中介效应。 表 3 所示，方程一、二表明，情绪智力

对学业成绩和学业复原力有正向预测作用，消极应

对方式有负向预测作用；方程三表明，学业复原力的

回归系数显著，消极应对方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

明学业复原力在消极应对方式与学业成绩之间起完

全中介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两种研究下，情绪智力与学业复

原力的交互项也达显著性水平。 根据回归方程分别

取学业复原力和情绪智力正负一个标准差的值进行

简单效应图分析，见附图。 简单斜率检验表明，无论

情绪智力高或低的学生，当有较高的学业复原力时，
其学业成绩都会显著提高，但其上升幅度不同。当情

绪智力较低时， 学业复原力高的青少年比学业复原

力低的青少年的学业成绩表现显著的上升趋势。 积

极和消极应对方式下的检 验值分别是 （b=0.13，t=
3.09，P<0.01）（b=0.11，t=2.46，P<0.05）； 当情绪智力

较高时， 学业复原力高的青少年比学业复原力低的

青少年的学业成绩表现出更加显著的上升趋势。 积

极和消极应对方式下的检验值分别是 （b= 0.255，t=
9.31，P<0.001）（b=0.249，t=8.80，P<0.001）。 说明情绪

智力起重要的增强作用， 其调节作用体现在高情绪

智力能够更加显著的提升高学业复原力学生的成绩。

附图 情绪智力对学业复原力与学业成绩的

调节作用（左为 Xa 条件下，右为 Xb 条件下）

3 讨 论

教育界倡导快乐学习， 但学习本身是需要用意

表 2 学业复原力、情绪智力、积极应对方式与学业成绩间的回归分析

表 3 学业复原力、情绪智力、消极应对方式与学业成绩间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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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品质克服困难的过程，一般来讲 15 岁以前，儿童

还不能完全明白学习是自己的事情，遇到困难的时

候儿童情绪起伏较大， 内心应对困难的力量不能被

完全释放，而应对困难的能力涉及到学生的应对方

式及其心理复原力。 应对方式是对应激的反应，与

个体的身心健康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同时也与个

体的生活经历、心理特点及人格建构有关 [18]，但其与

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关系较少有人探讨。 本研究的结

果很好的说明了应对方式通过学业复原力影响学业

成绩，而这是否说明与应激相关的问题如防御方式、
社会支持、 生活事件等也会通过学业复原力影响学

生的学业成绩呢？ 仍需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表明情绪智力对学业成绩有显著的预测

作用。 研究表明， 情绪智力是学业复原力与学业成

绩间的调节变量， 调节效应的实质是调节作用体现

在高情绪智力能够更加显著的提升高学业复原力学

生的成绩。 一直以来， 情商是情绪智力的一种测量

结果。 近年来逆商（个体应对逆境中的能力商数）在

个体成功中的作用也被社会广泛接受， 而学业复原

力正是学生应对学业困难和挫折的能力。 本文的研

究证明了学业复原力的中介效应和情绪智力的调节

作用， 但这是否能说明情商和逆商在青少年学业成

绩中的相互关系还需要后续研究的证实。 此外，情

绪智力与学业成绩的关系仍存在争议， 与先前研究

一样，本研究也是横向研究，还缺少纵向研究结论的

支持，所以情绪智力、学业复原力和学业成绩研的发

展性研究是很有价值的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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