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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初中生社会支持状况进行分类并考察其与自我效能感、焦虑的关系。 方法：利用潜在剖面分析法和

辨别分析法对 345 名初中生社会支持进行分类， 利用相关分析法和方差分析法探讨不同社会支持类型初中生的特

点及其与自我效能感、焦虑的关系。 结果：①初中生社会支持分为亲密无间型、若即若离型和家庭疏远型三种。 ②亲

密无间型初中生的社会支持最高，家庭疏远型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家庭支持最低，而若即若离型的社会支持处于亲密

无间型和家庭疏远型之间。 ③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显著正相关，而与焦虑显著负相关；不同社会支持类型初中生

的自我效能感、焦虑差异显著。 结论：初中生社会支持可分为三种类型，社会支持类型对自我效能感、焦虑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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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ypes of social suppor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elf-effi-
cacy and anxiety. Methods: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and discriminant analysis were used to probe types of social support of
345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variance analysis we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characteristics of dif-
ferent types of social support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elf-efficacy and anxiety. Results: ①Middle school students’ so-
cial suppor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namely, intimacy type, lukewarm relationship type and family alienation
type. ②Students of intimacy type had the highest level of social support; those had family alienation type had the lowest
level of social support, while those had lukewarm relationship type had the intermediate level of social support. ③Social
suppor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fficacy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xiet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of self-efficacy and anxiety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support. Conclusion: Social support can be classified in-
to three different types;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support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elf-efficacy and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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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不仅对个体身心健康有重要影响[1]，而且

对个体心理和行为适应具有一定的保护性作 用 [2]，
因而日益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和重视。 研究者们对

儿童[3]、青少年 [4]、成年人 [5]等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社

会支持类型进行过研究。 这些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社

会支持类型的认识，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 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一直是心理

学界给予较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1，6]，近年来社会

支持与自我效能感、 焦虑之间的关系备受研究者的

关注，但是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支

持与自我效能感正相关 [7，8]，而与焦虑负相关 [9，10]，但

也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 焦虑的相关

很弱甚至没有相关[11]。 这些结论的不一致可能是因

为以往研究主要是从变量水平上分析社会支持与自

我效能感、焦虑的关系，而没有从个体差异的视角考

察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不仅从变量水平上

考察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焦虑的关系，而且从个

体差异的视角分析不同社会支持状况类型初中生的

自我效能感、焦虑差异，从而更全面的探讨社会支持

与自我效能感、焦虑的关系。
初中阶段是具有人生奠基意义的阶段， 是青少

年期个体发展的关键时期。 对初中生的社会支持状

况的类型及其与自我效能感、焦虑的关系进行研究，
不仅可以发现初中生社会支持中的一些独特之处，
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初中生的身心健康发展状

况，为教师、家长针对不同类型学生进行教育教学辅

导等提供一定的借鉴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山东省 济南市一所 普通初级中 学集体施

测，共发放问卷 36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45 份。 其中

初一 116 名（男 64 名，女 52 名），初二 114 名（男 68
名，女 46 名），初三 115 名（男 66 名，女 4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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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工具

1.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 Zimet 等编制的领悟

社会支持量表 [12]测量初中生的社会支持，该量表共

12 个题目，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三个分

量表组成，每个分量表含 4 个项目。本研究中三个分

量 表 及 总 体 的 Cronbach α 系 数 分 别 为 0.75、0.72、
0.77、0.82。
1.2.2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Schwarzer 等使用

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13]测量初中生自我效能感。
该量表共 10 个项目，总得分越高自我效能感水平越

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 0.78。
1.2.3 焦虑自评量表 该量表共 20 个项目，总得分

越高焦虑水平越强[14]。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3。
1.3 研究方法

目前社会支持的类型研究大部分是利用聚类分

析法进行的，但是，近年来研究者发现在对异质群体

分类时潜在剖面分析法优于聚类分析法 [15]。 在对社

会支持进行分类时， 潜在剖面分析法能够使用极大

似然估计法做出每个个体属于某一社会支持类型群

体的可能性估计， 并借助艾凯克信息准则和平均信

息量等拟合信息帮助确定最合理的社会支持类型，
从而保证分类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因此，本研究

利用潜在剖面分析法对社会支持的类型进行分类，
并进一步用辨别分析法对潜在剖面分析法分类的准

确性进行验证。 在潜在剖面分析中常用的拟合信息

有艾凯克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
罗-梦戴尔-鲁本校正似然比（LMRT）、平均信息 量

（Entropy）等。 一般说来一个模型如果有更高的 En-
tropy，更低 的 AIC、BIC，达 到 显 著 性 的 LMRT，说 明

这个模型的拟合程度越高[15]。
1.4 数据分析

利用 Mplus5.0 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利用 SPSS16.0
进行辨别分析、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

2 结 果

2.1 初中生社会支持的类型分析

为了确定社会支持的类型， 以社会支持的三个

因素（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为指标，分别

将社会支持的类型依次分成 1 类、2 类、3 类、4 类进

行潜在剖面分析的模型拟合性估计。 结果表明社会

支持分为 2 类时明显好于 1 类， 分为 3 类明显好于

2 类；但当分为 4 类时，LMRT 没有达到显著性，En-
tropy 有所下降，虽然 AIC、BIC 也有所下降，但下降

幅度很小，因此社会支持分为 4 类不比分为 3 类好，
分成 3 类最合适。 见表 1。

为了对潜在剖面分析分类结果的准确性进行验

证，对潜在剖面分析的分类结果进行辨别分析。以潜

在剖面分析对每个个体属于某一社会支持类型的分

类结果为分组变量， 以社会支持的三个因素为因变

量进行辨别分析。 结果表明在第一种社会支持类型

中，16 名初中生被正确预测，预测准确率为 94.1%；
在第二种类型中，116 名初中生被正确预测，预测准

确率为 94.3%；在第三种类型中，200 名初中生被正

确预测，预测准确率为 97.6%。 总体而言，332 名初

中生被正确预测，预测准确率为 96.2%，说明辨别力

甚佳，也说明潜在剖面分析结果是可靠的。 见表 2。

表 1 不同社会支持类型的潜在剖面分析拟合信息

注：AIC：艾凯克信息准则；BIC：贝叶斯信 息 准 则；LMRT：罗-
梦 戴 尔-鲁 本 校 正 似 然 比 检 验；Entropy： 平 均 信 息 量。 *P<
0.05，**P<0.01，下同。

表 2 初中生社会支持类型的辨别分析结果

2.2 不同社会支持类型初中生的特点

为了比较不同社会支持类型初中生在社会支持

各个因素上是否存在差异， 以社会支持类型为自变

量，以社会支持的三个因素及总分为因变量，进行方

差分析。 结果表明三种类型初中生在社会支持的各

个因素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多重比较分析发现，不

同类型初中生在社会支持各个因素上两两比较均差

异显著。 结果如表 3。
第一种社会支持类型的初中生在家庭、 朋友和

其他支持上的得分比另外两种类型的高， 命名为亲

密无间型，205 名初中生属于此类，占所测初中生的

59.4％。 第二种社会支持类型初中生在家庭、朋友和

其他支持上的得分都低于另外两种类型， 特别是家

庭支持明显偏低，命名为家庭疏远型，有 17 名初中

生属于此类，占所测初中生的 4.9％。 第三种社会支

持类型的初中生在家庭、 朋友和其他支持上的得分

处于另外两种类型之间，命名为若即若离型，有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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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初中生属于此类，占所测初中生的 35.7％。

表 3 不同社会支持类型初中生在社会

支持各分因素上的差异分析(M±SD)

表 4 初中生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焦虑的相关矩阵

表 5 不同社会支持类型初中生的

自我效能感、焦虑的差异(M±SD)

2.3 初中生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焦虑的关系

将社会支持的三个因素及总体分别与自我效能

感、焦虑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 3 个因素

及总体与自 我效能感的 相关在 0.17-0.27 之间，与

焦虑的相关在-0.26--0.18 之间。 结果如表 4。
以社会支持类型为自变量，以自我效能感、焦虑

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社会支持类

型初中生的自我效能感、焦虑差异显著。多重比较分

析发现，不同社会支持类型初中生在自我效能感、焦

虑上两两比较均差异显著。 见表 5。

3 讨 论

3.1 初中生社会支持的类型

研究结果显示， 初中生社会支持的类型分为亲

密无间型、 若即若离型和家庭疏远型三种。 亲密无

间型的初中生遇到问题时愿意主动去寻求和利用自

己的社会支持网络， 在感情上愿意与身边的人共享

快乐和忧伤，往往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家庭疏远型

的初中生在解决问题时更愿意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

成，遇到困难时也不愿主动寻求他人的帮助，他们即

使渴望得到别人的帮助，但是由于自身或其他原因，
往往感受不到或得不到别人特别是父母的支持。 若

即若离型的初中生既不能像亲密无间型初中生那样

能够及时得到他人的帮助， 也不像家庭疏远型初中

生那样很少得到他人的支持。

本研究对初中生社会支持的类型划分与 Fagga
等将青少年的社会支持分为广泛型、 一般型和缺失

型三类的划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4]。 然而，本研究还

发现初中生不同社会支持类型的人数比例与国外有

很大的差异。 例如，Liebler 和 Sandefur 发现高交流

型和低交流型的比例分别是 39.3%和 10.2%[16]，Fag-
ga 等发现缺失性支持的比例高达 13%[4]， 而本研究

发现亲密无间型和家庭疏远型的比例分别为 59.4%
和 4.9%，由此可见我国初中生在积极支持类型上的

比例高于国外， 而在消极支持类型上的比例低于国

外。 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文化以集体主

义为价值取向，人们在做事时相互依赖、相互合作，
人与人之间更容易相互支持和帮助； 而西方文化以

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精神。但

这只是其中可能的原因之一， 是否还有其他原因有

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加以探讨。
3.2 初中生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焦虑的关系

研究发现初中生的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呈显

著正相关，而与焦虑呈显著负相关，这与已有的研究

结果[7，9]是一致的。 本研究发现不同社会支持类型初

中生的自我效能感、焦虑水平有所差异。亲密无间型

的初中生的自我效能感最高而焦虑水平最低， 而家

庭疏远型的初中生自我效能感 最低而焦虑 水平最

高， 若即若离型的初中生的自我效能感和焦虑水平

介于以上两种类型之间。 由此可见初中生的社会支

持水平越高，其自我效能感越高而焦虑水平越低。这

可能是因为社会支持一方面能为应激状态下的个体

提供保护， 另一方面个体对社会支持资源的意识与

采用的程度决定了其心理调节水平 [17]。 因此积极的

社会支持有利于增强个体应 对不良环境 的心理能

力，提升个体的自我效能感，缓解外在压力事件的消

极影响和消极体验，降低个体的焦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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