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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人格特质与应对方式对汶川地震幸存青少年出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 PTSD）症状的影响，

并检验应对方式在人格特质与 PTSD 症状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在汶川地震发生半年后，选取四川省绵竹市某乡镇学

校 4～8 年级学生共 168 人参加此次研究。 施测量表包括事件冲击量表儿童版、艾森克人格问卷青少年版以及中学生

应对方式量表。 结果：神经质、情绪型应对与 PTSD 症状相关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 0.399（P<0.001），0.367（P<0.001）；
两变量共解释 PTSD 症状 20.1%的变异 （Adjusted R2=0.192）。 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情绪型应对部分中介了神经质对

PTSD 症状的影响。 结论：人格影响创伤后应激障碍。 情绪型应对部分中介神经质对 PTSD 症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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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personality and coping o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surviv-
ing adolescents approximately 6 months after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Methods: A total of 168 students from the
5th to 8th grade,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ree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CRIES-13, EPQ-Junior and Middle School Stu-
dents’ Coping Measure. Results: Both neuroticism and emotion-oriented coping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TSD symp-
tom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ere 0.399（P<0.01） and 0.367（P<0.01） respectivel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se two vari-
ables explained 20.1% of the variance in the CRIES-13 together. With regard to the whole sample, emotion-oriented cop-
ing partl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neuroticism on PTSD symptoms.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ed that personality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TSD. Coping works as a mediator between the above two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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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突发性、 威胁性或灾难性

生活事件导致个体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存在的精神

障碍 [1]，其核心症状包括三组：闯入性症状、回避症

状和警觉性增高症状[2]。 针对 2008 年汶川地震受灾

群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发现， 震后 1-3 个月绵

竹市受灾群众的 PTSD 检出率高达 82.6%[3]， 震后 6
个月灾区老年人的 PTSD 检出率为 32.9%[4]。 几项研

究显示, 灾区中小学生震后不同时期的 PTSD 检出

率在 15.9%~44.3%之间[5-8]。 目前所见关于此次震后

青少年 PTSD 的研究中， 研究者多关注检出率及其

在年龄、性别上的差异，也有研究关注了地震经历、
社会支持等外部因素对 PTSD 的影响 [8，9]，但对于心

理因素的探讨仍显不足。

候彩兰和李 凌 江 曾 对 1991~2005 年 关 于 人 格

特质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两者关系的西文文献进行了

较系统的综述，他们认为高负性情绪型人格是 PTSD
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10]。 国外的一些实证研究也在

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人格特质和 PTSD 的关系。 一项

针对越战老兵的大样本研究发现， 战后应激障碍患

者的神经质维度得分显著高于非患者 [11]。 针对火灾

幸存者的追踪研究也表明， 神经质是人格特质中预

测 PTSD 水平最重要的维度[12]。 但是，大部分研究都

针对成人， 关于青少年人格特质与 PTSD 关系的实

证研究很少。 事实上，对青少年 PTSD 的研究也滞后

于成人 [13]。 本研究主要考察人格特质对 PTSD 症状

的影响， 这将有利于确定经历创伤事件青少年中的

高危群体，以便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
另外，与人格特质类似，应对方式也可能影响创

伤后应激障碍的产生与发展[14]。 应对方式是人们面

对内外环境要求以及由此产生的情绪困扰而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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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方法、手段或策略[15]。Lazarus 和 Folkman 将应对

方式分为两类：问题型（question-oriented）应对和情

绪型(emotion-oriented)应对[16]。 多项实证研究表明，
情绪型应对有可能会加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17-19]。

考虑到人格特质与应对方式都与创伤后应激障

碍存在密切关系， 因此有必要探讨两者如何共同影

响 PTSD。 那么首先要认清人格特质与应对方式两

者间的关系。 实际上，在压力情境下，人格特质能够

影响人的应对方式[20]。 从生物学角度看，对压力的反

应行为可以从人的气质、 逃避以及注意调节系统等

方面进行解释[21]；从期望—价值论的角度看，乐观者

与悲观者在结果预期上的差异能够影响应对方式的

选择[22]。 一项追踪研究发现神经质能够反向预测问

题型应对，正向预测情绪型应对[23]。 因此，有研究者

开始关注应对方式在人格对个体适应性以及幸福感

等变量的影响中可能起到的中介作用， 并且得到了

有意义的结果， 比如有研究表明情绪型应对中的逃

避应对(avoidance coping)中介了神经质对生理症状

以及抑郁症状的影响[24，25]。
综合以上文献的结论， 作者假设应对方式在人

格特质对 PTSD 症状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

在 验 证 应 对 方 式 与 人 格 特 质 会 影 响 震 后 青 少 年

PTSD 症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应对方式的这种中介

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四川省绵竹市某乡镇学校 4-8 年级学生中，
共发放 问卷 180 份， 有效 回收 168 份， 回 收 率 为

93.3%，其中男生 80 人，女生 88 人，年龄为 12.36 ±
1.54 岁。被试利用自习时间在教室内完成问卷。主试

均为接受过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 施测时间是 2008
年 12 月 27 日~2008 年 12 月 29 日(约地震后半年)。
1.2 工具

1.2.1 事件冲击量表儿童版（CRIES-13） 本量表共

13 个项目，包括“闯入”、“回避”和“唤起”三个维度。
采用 4 点量表形式作答：0=几乎没有，1=偶尔，3=有

时，5=经常。 国内应用表明，该量表能够客观反映儿

童在灾难性事故后表现出来的应激反应强度[26，27]。
1.2.2 艾森克人格问卷（青少年版，EPQ-Junior） [28]

本量表共 88 个项目，包括“精神质”、“内外向”、“神

经质”和“掩饰型”四个维度。
1.2.3 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29] 本量表共 36 个项目，
包括“问题型应对”、“情绪型应对”两个维度。 “问题

型应对”包括“问题解决”、“寻求社会支持”和“积极、
合理化的解释”3 个因子；“情绪型应对” 包括 “忍

耐”、“逃避”、“发泄情绪”和“幻想否认”4 个因子。
1.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15.0 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多元

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人格特质和应对方式与 PTSD 症状的相关

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1），人格

特 质 中 只 有 神 经 质 一 个 维 度 同 PTSD 症 状 相 关 显

著。 情绪型应对与 PTSD 症状的相关显著。
以神经质和情绪型应对为预测变量，PTSD 症状

为因变量，以强行进入法将两个预测变量纳入模型，
所得结果显示方程回归系数显著（β=0.292，t=3.718，
P<0.001; β=0.232，t=2.951，P<0.01）， 神经质和情绪

型 应 对 共 解 释 PTSD 症 状 20.1%的 变 异 （Adjusted
R2=0.192）。

表 1 PTSD 症状与人格特质、应对方式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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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 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本研究中，PTSD 症状（y）与神经质（x）相关显

著，根据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30]，即使

y 对某一变量（m）的回归不显著，只要 m 对 x 的 回

归以及 y 对 x 的回归是显著的， 中介效应仍然有可

能存在。 因此，分别以应对方式的情绪型应对（m1）、
问题型应对（m2）两个维度作为可能的中介变量进行

检验。
情绪型应对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2)表明，

此类型应对方式在神经质对 PTSD 症状的影响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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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计算得到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

比为 26.9%。 而问题型应对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

示， 第三步 y 对 m2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进行 Sobel
检验，检验统计量 z=1.639，P>0.05。 可见，问题型应

对在神经质对 PTSD 症状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没有达

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可表示为附图， 括号内所示

为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前，PTSD 症状同单一变量的相

关系数。

表 2 情绪型应对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附图 情绪型应对在神经质对 PTSD
症状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模型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人格特质中的精神质和内外向

与问题型应对有显著的正相关， 而神经质与问题型

应对有显著的负相关， 与情绪型应对有显著的正相

关。 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一致[23]。 对 PTSD 症状而

言， 只有神经质与情绪型应对两个变量同 PTSD 症

状显著正相关， 并且共同解释了 PTSD 症状 20.1%
的变异。 有研究者认为神经质水平高的人会更快地

被唤起， 会持续关注创伤性事件相关的刺激及其产

生的后果， 会采取消极的特别是高唤起水平的应对

方式[31]，因此提高了 PTSD 症状的水平。
应对方式对 PTSD 症状的影响，或可由 Wegner

的心理控制逆加工理论 （ironic processes of mental
control）进行解释。根据该理论[32]，地震经历者若频繁

采用忍耐地震相关的负性情绪、 逃避和幻想否认痛

苦经历等情绪型应对， 可能会导致心理控制逆效应

的发生， 最终反而加深了负性情绪和痛苦经历对其

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作者提出的中介

作用假设， 情绪型应对方式部分中介 了神经质对

PTSD 症状的影响。 这揭示出人格特质与创伤后应

激障碍间的复杂关系。 除了直接影响， 神经质还可

以通过情绪型应对间接影响 PTSD 症状。 因此，在危

机干预过程中，考虑到人格特质相对稳定，为在短时

间内缓解震后青少年的 PTSD 症状， 帮助其减少对情

绪型应对方式的依赖，应该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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