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卫生

【基金项目】 　 广东省医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Ａ２０１６３００)ꎮ
【作者简介】 　 林琼芬(１９８３－　 )ꎬ女ꎬ广东饶平人ꎬ硕士ꎬ主管医师ꎬ主

要研究方向为儿童青少年卫生与健康教育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７.０１５

中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在学习压力源与睡眠质量间的作用

林琼芬１ꎬ黄若楠２ꎬ余平１ꎬ陈玉霞１ꎬ沈振敏１

１.广东省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ꎬ５１０１８０ꎻ２.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摘要】 　 目的　 探讨中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学习压力源与睡眠质量之间的关系ꎬ为进一步改善学生的睡眠质量提供

理论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在广州市 １４ 所中学共 ５ ７８１ 名学生中进行学习压力源(ＳＳＡ)、成就目标定

向(ＡＤＧ)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ＳＱＩ)问卷调查ꎮ 结果　 广州市中学生 ４ 类成就目标定向得分分别为:成绩趋近(２５.９８
±６.７６)分ꎬ成绩回避(１５.５２±４.１２)分ꎬ掌握趋近(２５.８７±６.７７)分ꎬ掌握回避(１５.１９±４.１２)分ꎬ学习压力源总分为(１４９.５３±
４２.４６)分ꎬ睡眠质量总分为(６.４５±２.８６)分ꎻ成就目标定向中的成绩趋近、掌握回避和成绩回避目标均与学习压力源、睡眠

质量总分呈正相关( ｒ＝ ０.１２ ~ ０.５３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ꎻ掌握趋近目标与学习压力源、睡眠质量总分均呈负相关( ｒ ＝ － ０.１４ ~
－０.２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４ 类成就目标定向直接作用睡眠质量ꎬ成绩回避和掌握趋近目标通过学习压力源间接作用于睡眠质

量ꎮ 结论　 中学生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压力、睡眠质量存在密切相关ꎻ成绩回避、掌握趋近目标可通过学习压力源间接影

响睡眠质量ꎬ积极的成就目标定向有利于降低中学生学习压力ꎬ从而提高睡眠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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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研究表明ꎬ目前青少年睡眠障碍检出率偏

高ꎬ睡眠质量不容乐观[１－３] ꎬ其中学习压力是影响中学

生睡眠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４－６] ꎮ Ｌａｚａｒｕｓ 认知评价理

论认为ꎬ压力是个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ꎬ个
体的认知评价在压力形成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ꎬ主要

通过对环境的价值评价和应对能力的认知等影响压

力[７] ꎮ 成就目标定向是个体追求成就行为的目的及

任务理由的认知表征[８] ꎬ作为重要的社会认知模式ꎬ
已被证明与个体压力的应对相关[９] ꎮ

在成就情境中ꎬ不同个体目标定向必然产生不同

的情感、认知和行为特征[１０] ꎮ 从另一个角度讲ꎬ不同

目标所采取的与成就有关的思维、行动ꎬ影响了个体

的不同情绪应对[１１] ꎮ 情绪与睡眠质量的密切关系已

被证实[１２－１４] ꎮ 本研究基于 Ｌａｚａｒｕｓ 的认知评价视角ꎬ
将 Ｅｌｌｉｏｔ[１５]和 Ｐｉｎｔｒｉｃｈ 等[８]提出的成就目标定向概念ꎬ
引入学习压力与睡眠质量的研究中ꎬ为有针对性地培

养积极的成就目标取向ꎬ有效降低学习压力ꎬ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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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学生的睡眠质量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根据 ２０１６ 年广州市在校中学生的数据ꎬ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在广州市 ８５ 所完

全中学中随机抽取 １４ 所中学初一至高三在校学生作

为研究对象ꎮ 每所学校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２ 个班ꎬ共
对 １６８ 个班级的全体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共发放问卷

６ ３００ 份ꎬ剔除无效问卷后ꎬ获得有效问卷 ５ ７８１ 份ꎬ有
效率为 ９１.７６％ꎮ 其中男生 ２ ５７６ 名ꎬ女生 ３ ２０５ 名ꎻ初
中生 ２ ４３４ 名 ( 初一 ７３９ 名ꎬ初二 ８８７ 名ꎬ初三 ８０８
名)ꎬ高中生 ３ ３４７ 名(高一 １ １８１ 名ꎬ高二 １ １４５ 名ꎬ高
三 １ ０２１ 名)ꎮ 年龄 １２ ~ ２０ 岁ꎬ平均年龄(１５.６±１.７２)
岁ꎮ 本研究通过了广东省医学科研伦理委员会的审

批ꎬ在进行调查前均已取得学生及其家长的知情

同意ꎮ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中学生学习压力源(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ＳＳＡ) [１６] 　 该问卷包含任务要求压力、竞争压力、挫折

压力、自我发展压力和期望压力 ５ 个维度ꎮ 采用 １ ~ ５
级计分ꎬ１ ~ ５ 分别表示没有压力、较小、中等、较大、很
大ꎬ得分越大ꎬ学习压力越大ꎮ 用个体学习压力各因

子总分除以问卷的题项数ꎬ计算个体平均得分ꎬ代表

学习压力等级分ꎮ 各维度和总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分别为 ０.９６ꎬ０.８７ꎬ０.８７ꎬ０.８５ꎬ０.７０ 和 ０.９０ꎮ
１.２.２　 成就目标定向量表(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ＡＤＧ) [１７] 　 以 Ｐｉｎｔｒｉｃｈ 提出的成就目标定

向分类为理论依据ꎬ问卷共 ２９ 个条目ꎬ包括成绩趋近

目标、成绩回避目标、掌握趋近目标和掌握回避目标 ４
个分量表ꎬ其中成绩趋近目标包含 ９ 个条目ꎬ成绩回避

目标包含 ６ 个条目ꎬ掌握趋近目标包含 ９ 个条目ꎬ掌握

回避目标包含 ５ 个条目ꎬ采用 ５ 级评分的方式 １ ＝完全

不符合至 ５ ＝ 完全符合ꎬ该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ꎮ 本

研究中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４ꎬ４ 个分量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７７ꎬ０.７５ꎬ０.７９ 和 ０.６６ꎮ

１.２.３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
ｄｉｔｇ ｉｎｄｅｘꎬ ＰＳＱＩ) [１８] 　 量表包含主观睡眠质量、入睡

时间、睡眠时间、睡眠障碍、睡眠效率、催眠药物、日间

功能障碍 ７ 个因子ꎬ各因子按 ０ ~ ３ 级计分ꎬ累计各项

得分为 ＰＳＱＩ 总分(范围为 ０ ~ ２１ 分)ꎮ 得分越高ꎬ则睡

眠质量越差ꎬ以 ＰＳＱＩ≥８ 分作为判断睡眠质量问题的

标准ꎮ 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４ꎬ各成分与总分

间的平均相关系数为 ０.７２ꎬ２ 周后的重测信度系数为

０.８１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现场向学生说明此次调查仅用

于学术研究ꎬ对结果予以保密ꎻ问卷由经统一培训的

课题组成员发放ꎬ调研对象在统一指导语要求下ꎬ当
场填答ꎮ 问卷录入过程中ꎬ不完整、逻辑错误的问卷

作为无效问卷予以剔除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进行双录入ꎬ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各变量数据资料

均呈正态分布ꎬ以 ｘ±ｓ 表示ꎻ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压力

源及 ＰＳＱＩ 之间的关系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ꎻ根
据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和参照以往研究来确定纳入

模型的因素ꎬ并采用 ＡＭＯＳ ２１.０ 软件构建三者的路径

模型图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学习压力源和睡眠质量总

体状况　 结果显示ꎬ广州市中学生 ４ 类成就目标定向

得分分别为:成绩趋近 ( ２５. ９８ ± ６. ７６) 分ꎬ成绩回避

(１５.５２±４.１２)分ꎬ掌握趋近(２５.８７±６.７７)分ꎬ掌握回避

(１５.１９±４.１２)分ꎻ学习压力源总分为(１４９.５３±４２.４６)
分ꎬ睡眠质量总分为(６.４５±２.８６)分ꎮ
２.２　 中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学习压力和睡眠质量的相

关分析　 ４ 类成就目标定向、学习压力源与睡眠质量

总分之间ꎬ除掌握趋近目标与学习压力源和睡眠质量

总分呈负相关外( ｒ 值分别为－０.１４ ~ － ０.２２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ꎬ其他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１２ ~ ０.５３ꎬＰ 值

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中学生成就目标学习压力源与睡眠质量得分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５ ７８１)

变量 成绩趋近 掌握趋近 成绩回避 掌握回避 任务要求 竞争 挫折 自我发展 期望 学习压力源总分
掌握趋近 ０.７８
成绩回避 ０.５３ －０.４３
掌握回避 ０.７３ ０.７２ ０.４０
任务要求 ０.３１ －０.２０ ０.４４ ０.３３
竞争 ０.２９ －０.１７ ０.４４ ０.３３ ０.６０
挫折 ０.２４ －０.２１ ０.５２ ０.１８ ０.６８ ０.６８
自我发展 ０.２５ －０.１７ ０.４１ ０.２０ ０.５５ ０.４７ ０.５０
期望 ０.３５ －０.１６ ０.４６ ０.３６ ０.７８ ０.６７ ０.６８ ０.７６
学习压力源总分 ０.３５ －０.２２ ０.５３ ０.３４ ０.８９ ０.８１ ０.８５ ０.７１ ０.９２
睡眠质量总分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３１ ０.１２ ０.３１ ０.２４ ０.２１ ０.２３ ０.２７ ０.３０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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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中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学习压力源对睡眠质量的

作用　 各量表间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ꎬ满足中介效应

分析的前提ꎬ现将成就目标定向各维度作为自变量ꎬ
睡眠质量作为因变量ꎬ学习压力源作为中介变量ꎬ建
立结构方程模型ꎮ 根据路径模型的拟合程度要求ꎬ一
般认为ꎬ相对拟合指数(包括 ＴＬＩꎬＣＦＩꎬＮＦＩꎬＩＦＩ 值等)
大于 ０.９０ꎬ绝对拟合指数 ＡＧＦＩ 值大于 ０.８５ꎬＲＭＳＥＡ 值

小于 ０. ０５ 表示模型拟合好[１９] ꎮ 结果显示ꎬ χ２ / ｄｆ ＝
１２.５９ꎬ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ꎬ ＧＦＩ ＝ ０. ９３ꎬ ＡＧＦＩ ＝ ０. ９２ꎬ ＴＬＩ ＝
０.９２ꎬＮＦＩ ＝ ０.９４ꎬＣＦＩ ＝ ０.９４ꎬＩＦＩ ＝ ０.９４ꎮ 可以判断该模

型拟合相对较好ꎮ
绘制路径分析图ꎬ图中各项路径系数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图 １　 中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学习压力源对睡眠质量的作用路径模型

　 　 由图 １ 可见ꎬ掌握趋近、成绩回避目标对睡眠质量

均存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ꎻ成绩趋近、掌握回避目

标对睡眠质量的直接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ꎬ而间接效

应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根据温忠麟等[２０] 提出的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ꎬ验证发现学习压力源是成就目标

定向作用睡眠质量的中介变量ꎻ在对睡眠质量的影响

中ꎬ主要存在 ５ 条路线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中学生成就目标与睡眠质量的直接或间接效应分析(ｎ ＝ ５ ７８１)

作用路径 直接或间接效应值
掌握趋近—睡眠质量 －０.１０
掌握趋近—学习压力源—睡眠质量 －０.０９
成绩趋近—学习压力源—睡眠质量 ０.０３
成绩回避—睡眠质量 ０.２１
成绩回避—学习压力源—睡眠质量 ０.０９
掌握回避—学习压力源—睡眠质量 ０.０７

３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ꎬ在成就目标定向方面ꎬ广州市中

学生更多的是掌握回避目标ꎬ持成绩回避目标的个体

较少ꎮ 可能与青少年阶段正处于自我意识的飞跃期ꎬ
以自我为中心和自我矛盾的心理特征有关ꎬ一方面想

真正掌握知识ꎻ另一方面自尊心又强ꎬ学习过程中为

了避免不理解ꎬ故意避开一些显得自己低能的题目ꎮ
中学生学习压力源总分为(１４９.５３±４２.４６)分ꎬ从总体

看处于中等程度ꎬ与陈江波[２１]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睡眠

质量总分为(６.４５±２.８６)分ꎬ略高于同经济水平地区已

有研究[２２] ꎬ表明广州市中学生睡眠质量问题较为突

出ꎬ应引起足够重视ꎮ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ꎬ成绩趋近、掌握回避和成绩

回避目标均与学习压力源呈正相关ꎬ与其他研究结果

一致[２３－２５] ꎮ 可能是由于成绩取向的个体关注的是学

习成果和自身能力得到他人认可ꎬ在学习过程中为达

可及目标ꎬ会选择低任务目标ꎬ当遇到竞争失败时ꎬ往
往把结果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ꎬ期望落差大ꎬ从而感

知较大的学习压力ꎮ 掌握回避目标个体评价标准是

在自我比较的基础上尽力避免任务失控的状态[２６] ꎬ虽
具积极的一面ꎬ但面对复杂的学习问题ꎬ容易禁锢不

前ꎬ而采取较高的回避取向ꎮ 掌握趋近目标与学习压

力源呈负相关ꎬ表明高掌握趋近目标的个体所感知的

学习压力更低ꎮ 因为掌握趋近目标定向的个体往往

更在乎努力学习的过程与知识的掌握ꎬ将困难的任务

看作是一种挑战和掌握的机会ꎬ把失败视为学习的一

部分ꎬ从而较少感知学习成就所产生的压力ꎮ 同时ꎬ
他们能感受学习过程所带来的愉快感、自豪感ꎬ有利

于个体在面对困难时保持积极的情绪ꎬ从而挫折压力

感受较低ꎮ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ꎬ睡眠质量总分与成绩趋近、

掌握回避和成绩回避目标定向均呈正相关ꎬ与掌握趋

近目标呈负相关ꎮ 说明睡眠质量较差的个体在成就

目标定向上会采取较高的成绩取向和回避取向ꎬ较低

水平的掌握趋近目标ꎮ 可能由于成绩目标个体长期

形成的一种非适应性的“无助”动机模式ꎬ导致了消极

的情绪、敏感的社会认知、不适的社会行为ꎻ情绪反应

既是压力作用于睡眠质量的途径之一ꎬ又是睡眠质量

重要的调节变量[２７] ꎬ而积极的情绪有利于改善睡眠质

量、有效调节压力ꎮ 研究还发现ꎬ睡眠和体育活动等

健康行为与认知能力和学业成绩的提高密切相

关[２８－２９] ꎬ即较高的睡眠质量能提高社会认知能力ꎮ 高

成绩取向和高回避取向个体的负性自我认知和不良

的情绪ꎬ表现为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等心理症

状ꎬ容易诱发睡眠障碍ꎮ 积极的成就目标如高的掌握

趋近目标个体能对心理健康起促进作用ꎬ可有效改善

睡眠质量ꎬ与 Ｌａｖｉｎｉａ 等[３０] 研究发现的睡眠质量较高

的学生拥有更好的学习成就目标一致ꎮ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ꎬ成绩回避、掌握趋近目

标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睡眠质量ꎬ还可以通过学习压

力源间接作用于睡眠质量ꎮ 成绩回避目标个体采取

回避的态度ꎬ一旦遇到具有挑战性的学习ꎬ会产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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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压力感、睡眠障碍等诸多不良影响ꎮ 掌握趋近目

标对内在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较强ꎬ可激发良好

的学习动力与应对方式ꎬ有利于提高睡眠质量ꎻ另一

方面在掌握趋近目标占优势的中学生ꎬ情绪调节、学
习适应性好ꎬ往往能取得较好的学习成绩ꎬ进而有利

于改善睡眠质量ꎮ 学习压力源在成绩趋近、掌握回避

目标对睡眠质量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ꎮ 说明成

绩接近目标虽不以学习为目标ꎬ但是想要表现自己的

能力ꎬ会努力去超越ꎬ在过程中的压力感会随之提高ꎬ
从而影响睡眠质量ꎮ 掌握回避目标具有情绪双面

性[３１] ꎬ高自我标准的掌握回避目标个体愿意付出努力

去争取更好的成绩ꎬ但面对困难时坚持性低ꎬ具有回

避挑战、低犯错误的消极特征ꎬ他们的低能力评价会

诱发更加强烈的情绪反应、压力认知ꎮ
积极的成就目标定向有利于指导学生的学习活

动ꎬ能有效调节个体的情绪、认知和行为ꎮ 因此ꎬ在日

常教学中ꎬ要积极引导学生建立掌握趋近目标倾向的

成就动机ꎬ使学生明确学习的目的在于真正理解并掌

握知识和技能ꎻ引导学生以任务的掌握和自我能力的

发展为目标ꎬ而不是把目标放在与别人的竞争和比较

上ꎻ真正体验学习过程本身所带来的愉快感ꎬ从而有

效缓解学习压力ꎬ间接改善睡眠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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