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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新生应对效能在心理应激与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ꎬ为大学新生心理应激的应对和适应研究

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中国大学生心理应激量表、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和应对效能量表ꎬ对从南通大学随机抽取的 ２７７ 名

大学新生心理应激、适应和应对效能进行评估ꎬ同时采用被试者纵向研究设计ꎬ每间隔 ８ 周测量 １ 次ꎬ共施测 ３ 次ꎬ数据分

析评估采用结构方程模型ꎮ 结果　 追踪期间ꎬ大学新生心理应激、适应状况的时间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４.８０ꎬ
３.１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应对效能时间效应无统计学意义(Ｆ＝ ０.０９ꎬＰ>０.０５)ꎻ大学新生心理应激水平不断提升ꎬ学期中段时达

到峰值并持续到学期末(Ｐ 值均<０.０１)ꎻ大学新生适应呈“Ｖ”型趋势ꎬ首测、中测、后测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ꎻ大学新生应对效能 ３ 次施测均低于中国大学生常模( ｔ 值分别为－１１.８６ꎬ－１１.９０ꎬ －１２.２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首测、中
测、后测心理应激与适应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３２ꎬ－０.３１ꎬ－０.３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应对效能与适应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６ꎬ０.４１ꎬ０.４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心理应激与应对效能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３３ꎬ－０.３１ꎬ－０.３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应对效能在

心理应激与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ꎮ 结论　 应对效能在心理应激和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ꎬ可以有效缓解或抵消心理应

激对适应产生的不良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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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应激(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亦称心理压力ꎬ是
指个体在察觉需求与满足需求的能力不平衡时倾向

于通过心理和生理反应表现出来的多因素作用的适

应过程[１] ꎮ 众多研究表明ꎬ适度的心理应激可促进人

们身心状态的良好保持ꎬ但过于强烈且持久(超出适

应应对能力)的心理应激会在其他致病因素共同影响

下使人罹患身心疾病[２－４] ꎮ 因此ꎬ如何有效应对(缓

解)心理应激对人类健康的危害ꎬ是心理学研究的热

３９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第 ３８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３



点ꎮ 近年来ꎬ国外研究认为ꎬ应对在压力与适应之间

充当中介作用ꎬ对个体的适应有着重要的影响[５－６] ꎮ
还有研究将自我效能理论用于对生活事件、创伤性经

历的应对ꎬ发现自我效能是影响应激反应的重要中介

因素ꎬ 并将其定义为应对效能 (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
ｃｙ) [７－１０] ꎮ 国内研究也发现ꎬ应对效能是一个可以有

效测量的ꎬ在躯体及心理问题、严重突发事件应激反

应中值得重视的干预变量[１１－１２] ꎮ 在应激应对的心理

学研究中ꎬ当前国内外绝大多数研究采用横向比较和

被试者间的方式ꎬ使得应激和应对问题研究成果的科

学性受到质疑ꎮ 因此ꎬ心理学领域内关于应激和应对

问题的研究模式需要向纵向的(前瞻性的)和受试者

内设计以及注重过程的方向转变[１３] ꎮ 鉴于此ꎬ本研究

提出应对效能在大学新生心理应激与适应状况间起

中介作用的理论假设ꎬ并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和结构方

程模型分析ꎬ旨在探讨大学新生入学后的心理应激、
应对效能和适应的动态变化ꎬ为大学新生心理应激的

应对和适应研究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从南通大学随机抽取 ３００ 名大学一年级

学生作为被试对象ꎬ年龄 １９ ~ ２１ 岁ꎮ 剔除数据搜集不

完整的学生 ２３ 名ꎬ最终合格样本 ２７７ 名ꎬ其中汉族

２６０ 名ꎬ少数民族 １７ 名ꎻ城镇学生 １８２ 名ꎬ乡村学生

１９５ 名ꎻ独生子女 １９８ 名ꎬ非独子女 ７９ 名ꎻ男生 １４７
名ꎬ女生 １３０ 名ꎮ 平均年龄为(１９.３３±１.２４)岁ꎮ
１.２　 方法　 研究者利用学校组织的新生入学教育等

活动进行现场问卷施测ꎬ被试首先填写个人基本资

料ꎬ随即完成所有问卷的填写ꎮ 为了保证被试者个人

信息的隐秘ꎬ只记录学号信息ꎬ在以后的追踪测试时

通过学号匹配来确保被试的同一性ꎬ问卷填写程序与

第一次完全相同ꎮ 每次施测均由专业老师负责发放

和回收问卷ꎬ并解答被试者所提出的问题ꎮ 本研究共

施测 ３ 次ꎬ分别为首测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入学第 １ 周)ꎬ中
测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第 ９ 周)ꎬ后测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第 １８
周)ꎮ
１.３　 研究工具

１.３.１　 中国大学生心理应激量表[１４] 　 由教育部«大

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系统»课题组编制ꎬ共 ８５ 个条目ꎬ
采用 ７ 级计分法ꎬ用以评估中国大学生在一段时间内

的心理应激水平ꎬ得分越高说明心理应激水平越高ꎬ
量表具有较理想的信度和效度ꎮ 本研究 ３ 次施测所得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９７ꎬ０.９７ꎬ０.９８ꎬ２ 次

重测信度为 ０.７５ꎬ０.７２ꎮ
１.３.２　 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１５] 　 由教育部«大学生

心理健康测评系统»课题组编制ꎬ共 ６０ 个条目ꎬ有人

际关系适应、学习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情
绪适应、自我适应和满意度 ７ 个分量表ꎬ采用 ５ 级计分

法ꎬ得分越高说明适应现状越好ꎬ量表具有较好的信

度和效度ꎬ能够反映大学生对大学生活的适应状况ꎮ
本研究 ３ 次施测所得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９３ꎬ０.９３ꎬ０.９４ꎬ２ 次重测信度为 ０.７５ꎬ０.７４ꎮ
１.３.３　 应对效能问卷　 由童辉杰[１１] 编制ꎬ共 １７ 个条

目ꎬ采用 ４ 级计分ꎬ３ 个分量表为胜任力、认知水平、自
信程度ꎬ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达到心理测量学的要求ꎮ
本研究 ３ 次施测所得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７９ꎬ０.８２ꎬ０.８２ꎬ２ 次重测信度为 ０.７３ꎬ０.７４ꎮ
１.４　 统计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和 ＡＭＯＳ １７.０ 软件

进行数据处理ꎬ首先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心理应激、
适应状况和应对效能的时间效应ꎻ再对心理应激、适
应状况、应对效能进行前测、中测、后测的两两比较

(同一被试组内)ꎻ然后对上述 ３ 个变量采用前、中、后
３ 次相关分析ꎻ最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 ＡＭＯＳ)构建

大学新生应对心理应激前、中、后的动态模型ꎮ 统计

学水准为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新生 ３ 次测量心理应激、适应状况、应对效

能得分比较　 从表 １ 可看出ꎬ时间效应在大学新生心

理应激和适应状况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ꎬ但在应对效能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０５)ꎮ ３ 次施测两两比较发现ꎬ首测与中测、首测与

后测心理应激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ｔ 值分别为

－４.２８ꎬ －３.５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中测与后测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ｔ ＝ ０.９５ꎬＰ>０.０５)ꎮ ３ 次施测与大学生常模

(５０.００)相比ꎬ前测、后测与常模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ｔ 值分别为 ０.８５ꎬ－１.２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但中测与常模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２.６３ꎬＰ<０.０１)ꎻ新生适应 ３ 次

施测两两比较发现ꎬ首测与中测( ｔ ＝ ４.８８ꎬＰ<０.０１)、首
测与后测( ｔ ＝ ２.８６ꎬＰ<０.０１)、中测与后测( ｔ ＝ －２.５１ꎬＰ
<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３ 次施测所得应对效能

得分与大学生常模(５９.４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
分别为－１１.８６ꎬ－１１.９０ꎬ－１２.２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表 １　 大学新生追踪期间心理

应激适应和应对效能得分比较(ｘ±ｓꎬｎ ＝ ２７７)

调查时间 心理应激 适应 应对效能
首测 ５８.７６±１７.３２ ５０.５１±９.８４ ５３.８１±７.７６
中测 ６３.２８±１７.７３ ４８.４１±９.８８ ５４.０１±７.４５
后测 ６２.４８±１８.９１ ４９.２９±９.４６ ５３.７４±７.６０
Ｆ 值 ４.８０ ３.１３ ０.０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２.２　 追踪期间心理应激、适应状况和应对效能的相关

分析　 首测、中测、后测大学新生心理应激与适应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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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均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２３ꎬ －０.２２ꎬ －０.２２ꎬＰ 值

均<０.０５)ꎻ应对效能与适应状况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

为 ０.４６ꎬ０.４１ꎬ０.４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心理应激与应对效

能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３３ꎬ－０.３１ꎬ－０.３３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２.３　 追踪期间大学新生应对心理应激调节模型　 采

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心理应激、应对效能以及大学新

生适应的路径关系ꎬ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心理应激对适应

有直接作用ꎬ也可通过应对效能对适应产生间接作

用ꎬ３ 次施测数据分别构建首测、中测、后测 ３ 个结构

方程模型的适配指标均满足模型拟合指数条件ꎮ

表 ２　 大学新生应对心理应激中介模型适配指标及路径参数

模型 ＣＭＩＮ / ＤＦ 值 ＣＦＩ 值 ＮＦＩ 值 ＴＬＩ 值 ＲＭＳＥＡ 值 心理应激→应对效能 心理应激→适应 应对效能→适应
首测 ３.２６５ ０.９３４ ０.９０８ ０.９０９ ０.０４６ －０.３４ －０.２４ ０.５０
中测 ３.２３５ ０.９４２ ０.９１９ ０.９２０ ０.０４５ －０.３０ －０.２２ ０.４０
后测 ３.９２１ ０.９３２ ０.９１２ ０.９０７ ０.０５２ －０.３１ －０.２３ ０.４９

３　 讨论

本研究表明ꎬ大学新生入校前心理应激中等偏

高ꎬ入校后随着大学生活的开始心理应激不断升高ꎬ
到第 ９ 周达到峰值并持续到学期末ꎬ学习、生活、社交、
发展及家庭 ５ 个分量表追踪测量期纵向比较所得结果

与心理应激总分完全一致ꎬ表明来自学习、生活、发

展、社交和家庭的问题对新生产生了较大的心理压

力ꎮ 大学新生适应呈 Ｖ 型趋势ꎬ第 １ 周最佳ꎬ第 ９ 周

最差ꎬ且低于大学生常模ꎬ第 １８ 周适应虽有较大回升

但仍低于第 １ 周ꎬ说明新生对大学生活的适应状况起

伏不定、不容乐观ꎮ 另外ꎬ在追踪测量期间大学新生

应对效能虽没有产生显著变化ꎬ但低于大学生常模ꎬ
表明新生面临应激情境时个人自信、解决问题的能

力、积极策略的使用都不尽如人意ꎮ
本研究证实了应对效能在心理应激与适应之间

起部分中介效应的假设ꎮ 首先ꎬ心理应激对大学新生

适应存在不良影响[１６] ꎬ本研究发现ꎬ心理应激与适应

状况呈负相关ꎬ３ 次结构方程模型得出心理应激对适

应直接影响的通径系数为－０.２４ꎬ－０.２２ꎬ－０.２３ꎬ也验证

了该结论ꎮ 其次ꎬ应对效能是人们对付应激特有的、
具有个人特点的、跨情境的特质或风格[１７] ꎬ心理应激

产生影响的过程往往与大学新生人格特质、能力知

觉、认知水平等自身特征密不可分ꎮ 本研究发现ꎬ心
理应激与应对效能存在负相关ꎬ应对效能与适应状况

呈正相关ꎬ３ 次结构方程模型也都验证了应对效能的

部分中介效应ꎬ即心理应激不仅可直接作用于大学新

生的适应ꎬ还可通过应对效能产生间接作用ꎬ也证实

了应对效能作为自我系统信念的重要成分ꎬ是联系生

态学风险因素与个体发展间的重要中介变量的结

论[１８] ꎮ 最后ꎬ应对效能的部分中介效应变化模型分析

发现ꎬ由于心理应激直接作用于适应状况的 ３ 次通径

系数基本不变ꎬ而通过应对效能间接作用于适应状况

的 ３ 次通径系数却发生了变化ꎬ说明应对效能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或抵消了心理应激对大学新生适应的不

良影响ꎮ

本研究显示ꎬ新生经过 ８ 周大学生活后ꎬ心理应激

增大、适应状况下降ꎬ应对效能无明显变化ꎻ此后又经

过 ８ 周大学生活ꎬ新生心理应激依然处于较高水平ꎬ适
应状况却显著回升ꎬ应对效能依然无变化ꎮ 有关韧性

理论认为ꎬ应对效能是青少年韧性的一种重要特质ꎬ
拥有这种韧性特质的个体在面临不利的生活经验时

仍然能够健康成长[１９] ꎮ 提示大学新生应对效能在心

理应激与适应状况之间的中介效应有着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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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学生常见病ꎬ提高学生健康和学业水平ꎮ 本研究因

健康体检及学习成绩资料收集存在难度ꎬ在样本代表

性和样本量上有一定的局限性ꎻ由于缺乏统一的学业

成就测试ꎬ以 ２ 所学校各自的期中 / 期末考试成绩为学

业成就指标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ꎮ 同时ꎬ常见病与学

业成绩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ꎬ以及龋齿、贫血、营养

不良等常见病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有待进一步

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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