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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医学生压力知觉、情绪调节策略与异常进食行为之间的关系ꎬ为指导医学生在面临压力情境时

形成健康的进食行为提供参考ꎮ 方法　 利用中文版压力知觉问卷、情绪调节量表和荷兰进食行为问卷ꎬ对分层随机整群抽

取的山西省 ３ 所医科院校 ７７７ 名医学生进行调查ꎮ 结果　 不同性别、专业医学生异常进食行为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
临床医学专业类学生的异常进食行为总得分及限制性进食、情绪性进食、外因性进食 ３ 个维度得分均高于非临床医学专业

类学生( ｔ 值分别为 ３.５６ꎬ３.４５ꎬ３.０４ꎬ４.１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女生异常进食行为总得分及限制性进食与外因性进食得分均高于

男生( ｔ 值分别为 ２.２８ꎬ２.５８ꎬ２.４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压力知觉与异常进食行为呈正相关ꎬ认知重评与异常进食行为呈负相关

( ｒ 值分别为 ０.６９ꎬ－０.７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认知重评在压力知觉预测异常进食行为间起部分中介效应ꎬ效应值为 ３６.８９％ꎬ且
男生的认知重评中介效应高于女生ꎻ表达抑制在压力知觉预测异常进食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无统计学意义ꎬ且性别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ꎮ 结论　 压力知觉既可直接又可间接通过认知重评影响医学生的异常进食行为ꎮ 应帮助医学生形成认知重评的

情绪调节技巧ꎬ学会表达情绪并从新的视角建立对压力情境的认识ꎬ积极应对压力变化及其所产生的不良行为ꎮ
【关键词】 　 情绪ꎻ压力ꎻ知觉ꎻ进食障碍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Ｂ ８４４.２　 Ｒ ７４９.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６￣０８５０￣０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ＬＵ Ｊｉａｏ ＪＩＮ Ｚｈｅｎｚｈ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ｉｃｈ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ｈａｎｘ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ａｉｙｕａｎ
 ０３０００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ａｎｄ Ｄｕｔｃｈ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ｗｅｒ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 ａｍｏｎｇ ７７７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ｓｅｌｅｃｅｔｅｄ ｂｙ ａ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ｒａｎｄｏｍ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ｕｎ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ｙ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ｎ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 ３.５６ Ｐ<０ ０１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ｅｘｏｇｅｎｉｃ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ｎ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 ＝ ３.４５ ３.０４ ４.１９ Ｐ<０.０１ .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ｅｘｏｇｅｎｉｃ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
２.２８ ２.５８ ２.４６ Ｐ< ０.０５ .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
０.０１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  Ｐ<０.０１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ｅａｐ￣
ｐｒａｉｓ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３６ ８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ｂｏｙｓ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ｇｉｒｌ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ｅｄ ｎｏ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ｌｙ ｗｈｉｌ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ｎｏ ｓｕｃｈ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Ｅ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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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医科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ＸＪ２０１８１３１ꎬ２０１７０１８)ꎻ
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Ｊ２０１７０４５)ꎮ

【作者简介】 　 陆姣(１９８８－　 )ꎬ女ꎬ山西运城人ꎬ博士ꎬ讲师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行为决策与健康管理、饮食行为与健康等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７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ꎬ受到“瘦文化”的影响ꎬ异常

进食行为在青少年中日渐流行ꎬ增加了青少年营养不

良、自杀意图、滥用药物乃至进食障碍发生的可能[１] ꎮ
异常进食行为包括限制性进食、情绪性进食和外因性

进食[２] ꎬ是正常进食与进食障碍的中间阶段[３] ꎬ受到

多种因素的影响ꎮ 有研究发现ꎬ负性情绪与进食行为

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ꎬ压力作为其中一种普遍的负性

情绪ꎬ会诱发个体的异常进食行为[４] ꎮ 个体可能会通

过异常进食行为宣泄情感、缓解或逃离压力[５] ꎮ
对负性情绪的发生与表达进行调节ꎬ可有效缓解

０５８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第 ４０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６



负性情绪所导致的不良后果[６] ꎮ Ｇｒｏｓｓ[７] 认为ꎬ情绪调

节是指个体对情绪发生、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

程ꎬ分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大类ꎮ 认知重评指改

变对引发情绪事件的理解和认知ꎬ使个体更积极乐观

地看待引发消极情绪的事件ꎻ表达抑制指抑制正在发

生的或即将发生的负性情绪表达ꎬ两者均可对负性情

绪表达产生有效作用ꎮ 本研究试图探讨不同情绪调

节策略在医学生压力知觉与异常进食行为中的中介

效应ꎬ以期为帮助医学生在面对压力时形成健康的进

食行为习惯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８ 年 ８—１０ 月ꎬ采用分层随机整群

抽样方法ꎬ以山西省山西医科大学、山西中医药大学、
长治医学院 ３ 所本科医学院校一~三年级的全日制在

校本科生为研究对象ꎮ 首先ꎬ按年级和专业分层ꎬ利
用简单数字表法在临床医学类专业与非临床医学类

专业中各分别随机抽取 １ 个代表专业ꎻ其次ꎬ在所抽取

的 ２ 类专业中各分别随机整群抽取 １ 个班级ꎬ以班级

内所有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ꎮ 共发放问卷 ９１０ 份ꎬ回收

有效问卷 ７７７ 份ꎬ有效率为 ８５. ３８％ꎮ 其中男生 ３４１
名ꎬ女生 ４３６ 名ꎻ临床医学类专业 ４２１ 名ꎬ非临床医学

类专业 ３５６ 名ꎮ 平均年龄为(２０.５２±２.１２)岁ꎮ 研究经

山西医科大学伦理委员批准ꎬ 征得调查对象知情

同意ꎮ
１.２　 研究工具 　 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
ｃｅｉｖ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ꎬ ＣＰＳＳ) 由 Ｃｏｈｅｎ 等编制、 杨延忠

等[８]修订ꎬ包含压力的紧张感和失控感 ２ 个维度ꎬ评
估应激源的改变、重大事件、日常琐事 ３ 种压力情境ꎮ
共 １４ 道题目ꎬ每个维度各 ７ 道题目ꎬ采用 ０ ~ ４ 的 Ｌｉｋ￣
ｅｒｔ ５ 点计分ꎬ得分越高ꎬ表明压力知觉越敏锐ꎮ 本研

究中总量表及各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９７ꎬ
０.９８ꎬ０.９５ꎮ

情绪调节量表(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ＥＲＱ) 由 Ｇｒｏｓｓ 等[９]编制ꎬ包含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 ２

个维度ꎬ测量个体所倾向的情绪调节策略ꎮ 共 １０ 道

题目ꎬ其中认知重评 ６ 道题目ꎬ表达抑制 ４ 道题目ꎬ采
用 １ ~ ７ 的 Ｌｉｋｅｒｔ ７ 级评分ꎬ得分越高ꎬ表示个体使用该

策略的频率越高ꎮ 本研究中总量表及各维度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８１ꎬ０.９４ꎬ０.８２ꎮ

荷兰进食行为问卷( Ｄｕｔｃｈ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ＤＥＢＱ) 由 Ｓｔｒｉｅｎ 等[１０] 编制ꎬ分为限制性进

食、情绪性进食和外因性进食 ３ 个维度ꎬ分别包含 １０ꎬ
１３ 和 １０ 道题ꎬ共 ３３ 道题ꎮ 采用 １ ~ ５ 的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评

分ꎬ得分越高ꎬ表示个体的异常进食行为水平越高ꎮ
本研究中总量表及各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９７ꎬ０.９８ꎬ０.９８ꎬ０.９５ꎮ
１.３　 质量控制　 由经过专业培训的调查员采用统一

调查表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ꎬ调查完成后要求调查员

现场检查问卷的真实性和完整性ꎬ如出现漏项、错项

等需及时补缺、更正ꎮ 问卷编码、汇总、录入、整理由

专人负责ꎬ采用平行双录入ꎬ确保录入数据质量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双录入建立数据库ꎬ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与 ＡＭＯＳ ２２.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ꎮ
统计方法包括描述统计、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结构建

模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程序对多重

中介效应进行检验ꎮ 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法来验证是

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ꎮ 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

果表明ꎬ特征根值大于 １ 的因子共有 ６ 个ꎬ第 １ 个因子

解释的变异量为 ３５％ꎬ小于临界标准 ４０％ꎬ表明本研

究无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性别专业医学生异常进食行为比较　 女生

异常进食行为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男生ꎬ除情绪性进

食外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临床医

学类专业学生异常进食行为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非

临床医学类专业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不同专业医学生异常进食行为比较(ｘ±ｓ)

性别与专业 人数 统计值 异常进食行为 限制性进食 情绪性进食 外因性进食
性别 男 ３４１ ９１.６４±３１.６９ ２８.７０±１０.０８ ３７.１４±１３.１６ ２５.８０±８.９８

女 ４３６ ９６.６５±２８.５９ ３０.５０±９.０５ ３８.８１±１２.０１ ２７.３４±８.２１
ｔ 值 －２.２８∗ －２.５８∗∗ －１.８３ －２.４６∗

专业 非临床医学 ３５６ ９０.３６±２７.４３ ２８.４４±８.７６ ３６.６２±１１.４９ ２５.２９±７.８０
临床医学 ４２１ ９７.９２±３１.７５ ３０.７７±１０.０６ ３９.３２±１３.２６ ２７.８３±９.０５

ｔ 值 －３.５６∗∗ －３.４５∗∗ －３.０４∗∗ －４.１９∗∗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压力知觉情绪调节策略与异常进食行为的相关

分析　 医学生压力知觉与异常进食行为呈正相关ꎬ认
知重评与异常进食行为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６９ꎬ

－０.７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结构模型　 以压力知觉为预测变量ꎬ情绪调节策

略(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异常进食行为为内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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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多重中介模型ꎬ其中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与

表达抑制)为中介变量ꎮ 经检验ꎬ该模型的拟合指数
χ２ / ｄｆ ＝ ３.７３ꎬＧＦＩ ＝ ０.９５ꎬＣＦＩ ＝ ０.９８ꎬＴＬＩ ＝ ０.９８ꎬＮＦＩ ＝
０ ９７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６ꎬＡＧＦＩ ＝ ０.９２ꎬ模型拟合较好ꎮ 压力

知觉、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与异常进

食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ꎬ压力知觉对

异常进食行为存在直接影响作用ꎬ情绪调节策略(认

知重评与表达抑制)在压力知觉和异常进食行为之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医学生压力知觉情绪调节策略与

异常进食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

２.４　 多重中介作用模型检验　 采用重复随机抽样的

方法在原始数据中抽取 ２ ０００ 次ꎬ计算 ９５％ＣＩꎮ “压力

知觉→认知重评→异常进食行为”的间接效应路径和

“压力知觉→异常进食行为”的直接效应路径的 ９５％
ＣＩ 均不包含 ０ꎬ表明该模型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ꎬ
而“压力知觉→表达抑制→异常进食行为”的间接效

应路径的 ９５％ＣＩ 包含 ０ꎬ表明此路径的中介效应无统

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医学生压力知觉情绪调节策略与

异常进食行为中介效应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ｎ ＝ ７７７)

路径
标准化间接

效应估计

占总效应

的比值 / ％
９５％ＣＩ

压力知觉→认知重评→ 异常进食行为 ０.２６ ３６.８８ ０.１９~ ０.３３
压力知觉→表达抑制→异常进食行为 ０.００ ０.２８ ０.００~ ０.００
压力知觉→异常进食行为 ０.４５ ６３.４０ ０.３９~ ０.５０

２.５　 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　 分别以性别为组别变量

进行中介模型的多组分析发现ꎬ男、女生在认知重评

的中介路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而在表达抑制的中介

路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以性别为组别变量建构中

介模型 Ｍ１ꎬＭ２ꎬＭ３ꎬ模型的拟合结果见表 ３ꎬ模型的拟

合度基本可接受ꎮ Ｍ１ 中设置男女生模型相同ꎬ路径系

数自由估计ꎮ 在 Ｍ１ 的基础上建构 Ｍ２ꎬ限定男女模型

中对应的所有结构权重均相等ꎬ结果表明ꎬＭ２ 与 Ｍ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Δχ２(３１)＝ ６７.７１ꎬＰ<０.０１]ꎬ即中介

模型 Ｍ２ 的结构权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在 Ｍ１ 的基

础上建构 Ｍ３ꎬ限定感知压力对认知重评及认知重评对

异常进食行为的路径系数相等ꎬ结果显示ꎬＭ３ 与 Ｍ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Δχ２(２)＝ １０.１８ꎬＰ<０.０１]ꎬ表明认

知重评的中介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进一步依次

限定上述 ２ 条路径系数相等ꎬ结果显示ꎬ男生的感知压

力对认知重评的负向预测作用大于女生[β男 ＝ －０.５１ꎬ
β女 ＝ －０.３４ꎻΔχ２(１) ＝ ４.８７ꎬＰ ＝ ０.０２７]ꎻ男生认知重评

对异常进食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同样大于女生[β男 ＝
－０.６６ꎬβ女 ＝ －０.６０ꎻΔχ２(１)＝ ３.８３ꎬＰ ＝ ０.０１]ꎮ 以上结果

表明男生认知重评的中介效应大于女生ꎬ其中男生认

知重评的中介效应量为 ０.３４ꎬ相对效应量为 ４６.０７％ꎻ
女生的中介效应量为 ０.２０ꎬ相对效应量为 ２７ １８％ꎮ

表 ３　 医学生压力知觉情绪调节策略与

异常进食行为中介不同模型的拟合结果

模型 χ２ 值 χ２ / ｄｆ 值 ＧＦＩ 值 ＡＧＦＩ 值 ＣＦＩ 值 ＲＭＳＥＡ 值
Ｍ男 １５３.０５∗∗ １.８０ ０.９５ ０.９２ ０.９９ ０.０５
Ｍ女 ２７５.２８∗∗ ３.２４ ０.９２ ０.８８ ０.９７ ０.０７
Ｍ１ ４２８.２９∗∗ ２.５２ ０.９３ ０.９０ ０.９８ ０.０４
Ｍ２ ４５６.０９∗∗ ２.４５ ０.９２ ０.９０ ０.９８ ０.０４
Ｍ３ ４３８.４４∗∗ ２.５５ ０.９３ ０.９０ ０.９８ ０.０５

　 注:∗∗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本研究表明ꎬ不同专业、性别医学生异常进食行

为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临床医学类专业及女生的

异常进食行为水平更高ꎮ 医师高技能、高风险、高压

力的工作性质使得临床医学专业类生学长期面临沉

重的学习与就业压力ꎬ更易产生“压力过大”的异常进

食行为[１１] ꎮ 对女生而言ꎬ更容易受到食物的颜色、气
味等外在因素的影响ꎬ从而产生外因性进食ꎬ但女性

也常因对外貌、体重的过分关注而产生身体意象不满

并引发限制性进食[１２] ꎬ并因对负面情绪感知和体验的

过于敏感而产生情绪性进食[１３] ꎮ
本研究发现ꎬ压力知觉和异常进食行为呈正相

关ꎬ与以往研究一致[１４] ꎮ 表明当医学生感受到较大压

力时ꎬ更倾向于表现出异常进食行为ꎮ 压力、羞怯、孤
独等负性情绪会对味觉产生调节ꎬ个体在高度情绪化

的状态下也更倾向于做出考虑不周的行为ꎬ进而导致

进食过量或不足[１５] ꎮ 本研究也发现ꎬ认知重评的情绪

调节策略在压力知觉与异常进食行为间存在部分中

介作用ꎬ而表达抑制在知觉压力与异常进食行为间无

中介效应ꎮ 表明同等压力知觉水平下ꎬ个体使用认知

重评策略的水平越高ꎬ产生异常进食行为的可能性就

越低ꎮ Ｋａｔｔｅｒｍａｎ 等[１１ꎬ１６] 研究发现ꎬ以情绪调节为核

心的正念干预( 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ꎬＭＢ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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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效改善个体异常进食行为ꎮ
认知重评是一种先行关注策略ꎬ而表达抑制是一

种反应关注策略ꎻ与表达抑制相比ꎬ认知重评能更好

地降低情绪反应、神经反应和认知反应的负向作用来

调节人们的不健康行为[１７] ꎮ 具体来说ꎬ第一ꎬ对情绪

反应的正向效应ꎮ 当处于压力情境中时ꎬ善于使用认

知重评的个体能将负向情绪转化为正向情绪ꎬ体验到

的负性情绪越低ꎬ表现出的异常进食行为水平也越

低[１８] ꎮ 第二ꎬ对神经反应的削弱效应ꎮ 认知重评能减

少生理反应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ꎬ降低杏仁核的激

活水平ꎬ从而降低异常进食行为的发生[１９] ꎮ 第三ꎬ对
认知反应的保护效应ꎮ 在情绪产生后ꎬ表达抑制需要

进行持续的认知努力抑制情绪反应ꎬ而认知重评不会

干扰其他认知活动的完成ꎬ能够有效利用认知资源转

变不良情绪ꎬ降低异常进食行为水平[２０] ꎮ
此外ꎬ本研究发现ꎬ男、女生均只在认知重评的中

介效应中有统计学意义ꎬ且认知重评对男生的压力知

觉与异常进食行为的中介效应大于女生ꎮ 因为情绪

调节性别差异内在机制的复杂性ꎬ认知重评的情绪调

节效力的性别差异目前尚未得到较为一致的研究结

论ꎮ 潘朝霞等[２１]的研究发现ꎬ男、女生在负性情绪调

节效力上无差异ꎮ Ｏｃｈｓｎｅｒ 等[２０ꎬ２２] 的实验研究结果发

现ꎬ男性具有更强的认知重评能力ꎬ且采用认知重评

的情绪调节效果明显高于女性ꎮ
事实上ꎬ认知重评是一种以积极的情绪涵义来降

低负性情绪体验的策略ꎻ而表达抑制则是压抑负性情

绪ꎬ负性情绪仍然存在ꎮ 从社会现实层面上讲ꎬ使用

认知重评策略的个体能更易与他人分享情绪体验ꎬ建
立亲密关系并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ꎮ 因此ꎬ需对医学

生压力现状、情绪调节方式与异常进食行为有一定的

认识ꎬ了解其应对压力的情绪调节能力ꎻ同时ꎬ有针对

性地帮助医学生尤其是临床医学专业的女大学生转

变情绪调节方式ꎬ从新的视角建立对压力情境的认识

以缓解自身的负性症状ꎬ积极应对压力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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