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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青少年自我控制与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以及情绪调节效能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ꎬ为提高青少年

的心理适应水平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特质自我控制量表、长处和困难量表、情绪调节效能感量表ꎬ对分层整群随机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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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预测亲社会行为(效应值为０.１０８)、负向预测困难问题(效应值为－０.１８６)外ꎬ还会间接通过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和管理

消极情绪效能感发挥作用(效应值介于－０.０１４~ ０.０６９)ꎮ 结论　 情绪调节效能感在自我控制与情绪行为问题间发挥着部

分中介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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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行为问题是心理适应不良的结果ꎬ严重威胁

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１－２] ꎮ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ꎬ全
球范围内出现情绪行为问题的青少年人数将增加

５０％以上ꎬ将成为青少年自杀、疾病现象出现的重要源

头[３－４] ꎮ 已有研究从家庭因素[５] 、同伴关系[６] 、人格特

质[７]以及生理因素[８] 等方面探究了青少年情绪行为

问题的发生机制ꎮ
自我控制是个体一种改变自身反应ꎬ使思想、情

绪和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个人标准以及有助于实现长

期目标的心理功能[９] ꎮ 研究证实ꎬ自我控制是青少年

情绪行为问题的重要预测源[７] ꎮ 低自我控制或自我

控制资源损耗均会导致青少年出现诸多如内化问题

(如焦虑、抑郁) 和外化问题(如攻击行为、品行不良

等)等[１０－１２] ꎮ 此外ꎬ大量研究发现ꎬ自我控制可显著正

向预测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ꎮ 如 Ｃａｒｌｏ 等[１３]的纵向研

究结果发现ꎬ青少年自我控制与亲社会行为关系密

切ꎮ 情绪调节效能感作为个体对调节和管理自身情

绪的一种积极信念ꎬ被多数研究证实为人格特质(如

核心自我评价、外倾性等)影响心理适应结果(如问题

行为、幸福感等)的中介变量ꎬ如王玉洁等[２] 发现ꎬ核
心自我评价会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青

少年的内化问题行为ꎻ田学英等[１４] 也发现ꎬ外倾个体

可能通过情绪调节效能感体验更多的积极情绪ꎮ 本

研究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ꎬ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

法ꎬ考察自我控制与情绪行为问题(包括适应困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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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以及情绪调节效能感在二者

间的中介效应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选取广州

市 ６ 所中学初一至高三年级共 １ ２０８ 名学生参加此次

调查ꎬ有效被试 １ ０４７ 名(男生 ５３２ 名ꎬ女生 ５１５ 名)ꎬ
平均年龄(１５.４３ ± ３.０５)岁ꎮ 其中独生子女 ５９１ 名ꎬ非
独生子女 ４５６ 名ꎻ初一学生 １６０ 名(男生 ８３ 名ꎬ女生

７７ 名)ꎬ初二学生 １８４ 名(男生 １０１ 名ꎬ女生 ８３ 名)ꎬ初
三学生 １２３ 名(男生 ６４ 名ꎬ女生 ５９ 名)ꎬ高一学生 １８０
名(男生 ７３ 名ꎬ女生 １０７ 名)ꎬ高二学生 １９２ 名(男生

１０１ 名ꎬ女生 ９１ 名)ꎬ高三学生 ２０８ 名(男生 １１０ 名ꎬ女
生 ９８ 名)ꎮ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特质自我控制问卷 　 采用特质自我控制问卷

(ＢＳＣＳ)评定个体的自我控制水平[９] ꎮ 该量表共由 １３
题构成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计分(从“１ ＝ 非常不符合”到

“５ ＝非常符合”)ꎬ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我控制水平

越高ꎮ 本研究中ꎬ该量表的拟合参数为:χ２ / ｄｆ ＝ ４.３６ꎬ
ＧＦＩ＝ ０.９７ꎬＡＧＦＩ ＝ ０.９４ꎬＮＦＩ ＝ ０.９２ꎬＣＦＩ ＝ ０.９４ꎬ ＩＦＩ ＝
０.９４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５ꎮ 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８０ꎮ
１.２.２　 长处与困难问卷(ＳＤＱ) 　 采用长处与困难问

卷(ＳＤＱ)评估中学生的情绪行为问题[１５] ꎮ 该问卷共

包括 ２５ 个条目ꎬ分为困难(由情绪症状、多动注意障

碍、品行问题和同伴交往问题 ４ 个因子组成)和亲社

会行为 ２ 个维度ꎮ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３ 点计分(０ ＝不符合ꎬ２
＝有点符合ꎬ３ ＝完全符合)ꎬ困难总分越高表明青少年

的情绪行为问题越多ꎬ亲社会行为总分越高表明青少

年的亲社会水平越强ꎮ 本研究中ꎬ该量表的拟合参数

为:χ２ / ｄｆ ＝ ４.７１ꎬＧＦＩ ＝ ０.９１ꎬＡＧＦＩ ＝ ０.８８ꎬＮＦＩ ＝ ０.８７ꎬ
ＣＦＩ＝ ０.８２ꎬＩＦＩ ＝ ０.８３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６ꎮ 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６７ꎬ各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介于

０.６８ ~ ０.７５ 之间ꎮ
１.２.３　 情绪调节效能感量表 　 采用情绪调节效能感

量表(ＳＲＥＳＥ)测评个体对自己的情绪调节信念[１６] ꎬ该
量表共由 １７ 个题目构成ꎬ分为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

(ＰＯＳ)和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ＮＥＧ)２ 个维度ꎮ 量表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计分(从“１ ＝非常不符合”到“５ ＝非常

符合”)ꎬ得分越高表明情绪调节效能感水平越高ꎮ 本

研究中ꎬ该量表的拟合参数为:χ２ / ｄｆ＝ ４.６２ꎬＧＦＩ＝ ０.９５ꎬ
ＡＧＦＩ＝ ０.９３ꎬＮＦＩ＝ ０.９４ꎬＣＦＩ＝ ０.９５ꎬＩＦＩ＝ ０.９５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５ꎮ 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８７ꎬ各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介于 ０.７６ ~ ０.８９ 之间ꎮ
１.３　 调查方法 　 本次调研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９—１１

月ꎮ 研究者利用学生的班会课时间统一施测ꎬ并告知

被试此次调研的匿名性ꎬ承诺保密所有个人信息ꎮ 此

外ꎬ本研究还采用间隔施测的方式来降低共同方法偏

差的影响ꎮ 初次施测内容包括人口学变量、自我控制

和问卷长处与困难问卷ꎬ作答完毕后将问卷装入信封

保存ꎬ并标明学校和学号ꎻ间隔 １ 周后进行第 ２ 次调

查ꎬ按照学号依次发给本人作答ꎬ调查内容为情绪调

节效能感问卷ꎮ 被试完成后当场回收问卷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和 Ｍｐｌｕｓ ７.０ 软件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ꎬ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分别检验假设模

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ꎮ ＲＭＳＥＡ 和 ＳＲＭＲ 小于 ０.０８ꎬ
ＴＬＩ 和 ＣＦＩ 大于 ０.９ꎬ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合很好[１７] ꎻ采
用 ５ ０００ 次随机抽样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来计算中介效应

值ꎬ根据 ９５％置信区间中是否包含 ０ 来判断中介效应

是否有统计学意义ꎬ若不包含 ０ꎬ说明中介效应有统计

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自我控制、情绪调节效能感与情绪行为问题的相

关分析　 青少年自我控制得分为(３.００±０.５７)分ꎬ表达

积极情绪效能感得分为(４.０３±０.７８)分ꎬ管理消极情绪

效能感得分为( ３. ３４ ± ０. ７４) 分ꎬ困难得分为 ( ０. ６２ ±
０.２７)分ꎬ亲社会行为得分为(１.５１±０.４０)分ꎮ 相关分

析结果显示ꎬ自我控制与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管理

消极情绪效能感、亲社会行为均呈正相关ꎬ与困难总

均分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ꎻ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

与困难总均分呈负相关ꎬ与亲社会行为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ꎻ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与困难总均分呈负

相关ꎬ与亲社会行为呈正相关 (Ｐ 值均 < ０. ０１)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青少年自我控制情绪调节

效能感与情绪行为得分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１ ０４７)

变量 自我控制

表达积

极情绪

效能感

管理消

极情绪

效能感

困难

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 ０.１２
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 ０.４０ ０.３５
困难 －０.４８ －０.２３ －０.３７
亲社会行为 ０.２２ ０.４１ ０.２７ －０.３２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２　 自我控制影响情绪行为问题的中介作用　 为检

验情绪调节效能感在自我控制与情绪行为问题间的

中介作用ꎬ本研究以困难和亲社会行为为自变量ꎬ以
自我控制为因变量ꎬ以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和管理消

极情绪效能感为中介变量构建假设模型ꎬ并控制了年

级和性别等额外变量ꎮ 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结果:χ２ /
ｄｆ＝ ２.４１ꎬｐ<０.０１ꎬＣＦＩ ＝ ０.９２５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４８ꎬＳＲＭ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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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６ꎬ各指数均比较理想ꎮ
如表 ２ 和图 １ 所示ꎬ中介检验结果发现:(１) 在自

我控制 → 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 → 困难这一关系路

径上ꎬ９５％ＣＩ 不包含 ０ꎬ表明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在自

我控制与困难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效应值为－０.０１４)ꎻ
(２) 在自我控制 → 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 → 困难这

一关系路径上ꎬ９５％ＣＩ 不包含 ０ꎬ表明管理消极情绪效

能感在自我控制与困难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效应值为

－０.０６９)ꎻ(３) 在自我控制 → 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 →
亲社会行为这一关系路径上ꎬ９５％ＣＩ 不包含 ０ꎬ表明表

达积极情绪效能感在自我控制与亲社会行为间发挥

着中介作用(效应值为 ０.０４０)ꎻ(４) 在自我控制 → 管

理消极情绪效能感 → 亲社会行为这一关系路径上ꎬ
９５％ＣＩ 不包含 ０ꎬ表明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在自我控

制与困难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 ０.０３６)ꎮ
此外ꎬ本研究还发现ꎬ路径(１)与路径(２)的效应

值之差为 ０.０２６ꎬ且 ９５％ＣＩ 均不包含 ０ꎬ说明管理消极

情绪效能感比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在自我控制与困

难间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大ꎻ而路径(３)与路径(４)的

效应值之差为 ０.００２ꎬ但 ９５％ＣＩ 包含 ０ꎬ说明管理消极

情绪效能感与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在自我控制与亲

社会行为间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无统计学意义ꎮ

表 ２　 青少年情绪调节效能感在自我控制与情绪行为问题间的中介效应(ｎ＝ １ ０４７)

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９５％ＣＩ
直接效应
　 自我控制 → 困难 －０.１８６ ０.０１４ －０.２１４ ~ －０.１５９
　 自我控制 → 亲社会行为 ０.１０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２ ~ ０.１５３
间接效应
　 自我控制 → 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 → 困难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４ ~ －０.００３
　 自我控制 → 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 → 困难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６ －０.１００ ~ －０.０３８
　 自我控制 → 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 → 亲社会行为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 ０.０６４
　 自我控制 → 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 → 亲社会行为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 ~ ０.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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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青少年情绪调节效能感在

自我控制与情绪行为问题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３　 讨论

本研究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ꎬ考察了情绪调节效

能感在自我控制影响情绪行为问题中的内在机制ꎬ结
果发现ꎬ在控制性别、年级等变量后ꎬ自我控制不仅可

以直接预测青少年的情绪行为问题ꎬ还会通过表达积

极情绪效能感和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间接发挥作用ꎮ
自我控制是个体对自身心理和行为的主动掌握ꎬ

自觉地选择目标ꎬ适时地监督调节自己的认知、情绪

及行为的过程ꎻ也是个体抑制冲动ꎬ抵制诱惑ꎬ延迟满

足ꎬ坚持不懈地保证目标实现的一种综合能力[７ꎬ１８] ꎮ
本研究发现ꎬ自我控制能够负向预测青少年的适应困

难问题ꎬ包括情绪症状、多动障碍、同伴关系和品行问

题ꎬ证实了以往的研究结论[７ꎬ１９] ꎮ 自我控制对适应不

良行为均有负向预测作用[７] ꎮ 高自我监控个体会密

切注意自身行为在人际交往中的适宜性ꎬ对他人的表

情和反馈特别敏感ꎬ从而根据这些外在因素调整自身

的行为以迎合情景和人际的要求ꎮ 因此ꎬ缺乏自我控

制会促使青少年倾向于做事冲动、不理性、目光短浅

等ꎬ出现各种适应不良行为ꎮ 此外ꎬ本研究还发现ꎬ自
我控制可正向预测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ꎬ与相关研究

结果一致[２０－２１] ꎮ 亲社会行为是个体主动自发的、有益

于他人和群体的行为(如助人、捐献和分享等) [２２] ꎬ亲
社会行为往往伴随着自我利益的损失ꎬ包括金钱、时
间和体力等ꎮ 因此ꎬ个体实施亲社会行为ꎬ需要运用

自我控制来克服“亲社会倾向”与“利己倾向”的动机

冲突ꎮ 实验研究证据也表明ꎬ自我控制资源的损耗会

削弱个体的亲社会行为[２３] ꎮ 若提升个体对动机冲突

的识别有助于增强自我控制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２４] ꎮ
可见青少年良好的心理适应离不开自我控制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情绪调节效能感在自我控制影响

情绪行为问题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ꎬ表明高自我控

制个体在管理消极情绪和表达积极情绪方面拥有更

积极的信念ꎬ这种信念有助于促使他们摆脱情绪困

扰、减少同伴冲突ꎬ 还会提高他们的亲社会水平ꎮ
Ｃｈｏｗ 等[２５]认为个体自我控制资源损耗会降低随后执

行自我控制任务的自我效能感ꎬ进而出现自我控制失

败现象(如非健康饮食等)ꎮ 无论是面对利益冲突的

社会困境ꎬ还是应对学习和升学压力ꎬ都毫无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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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各种复杂的消极情绪体验ꎬ高自我控制个体对

即将处理这些情绪调节任务的事先预估更加乐观ꎬ而
且来自先前控制情绪的成功经验也会提升个体的情

绪调节效能感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情绪调节效能感是预

测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行为[１]和促进亲社会行为[２６]

的重要变量ꎮ 因此ꎬ自我控制与情绪调节信念共同影

响着青少年的心理适应过程ꎬ情绪管理的自信水平一

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学生能否克服青春期阶段所面临

的适应困难问题ꎮ 更重要的是ꎬ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

比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在“自我控制→困难”路径中

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大ꎮ 说明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在

降低心理适应困难过程中更为重要ꎬ再次证实了“管

理消极情绪效能感可有效缓解负性情绪所造成的不

良影响”的观点[２７] ꎮ
本研究为缓解青少年心理适应困难、提高亲社会

水平提供了一定的启示ꎮ 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ꎬ
除了传授他们应对情绪问题时可采取的有效策略外ꎬ
还可以通过自我控制训练(如自我强化、自我监控)来

提高青少年的自制力ꎬ进而提高他们处理利益冲突、
情绪问题时的信心ꎬ以达到良好心理适应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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