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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血液病患者社会支持对焦虑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郭晴晴 1 、 刘传新 2 、 刘　欣 1 、 白　杨 1 

【摘要】目的　探讨恶性血液病患者社会支持与焦虑之间的关系，分析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以及

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方法　选取 284 名恶性血液病患者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一般自我效能

感量表、心理弹性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进行问卷调查，运用 SPSS22.0 和 AMOS21.0 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恶性血液病患者的社会支持对焦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r=-0.15，P< 0.01）；恶性血液病患者的

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焦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大小为 0.26，占总效应的 0.90；具体而

言，在高一般自我效能感水平下，社会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弹性，而在低自我效能感水平下，社

会支持对心理弹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结论　恶性血液病患者的社会支持对焦虑的影响是有调节的

中介效应，社会支持通过心理弹性影响焦虑，自我效能感调节了社会支持→心理弹性→焦虑中介模

型的前半路径。医务工作者应注重提高患者的心理弹性和一般自我效能感水平，以降低其焦虑的负

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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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hematopathy malignant：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GUO Qingqing，LIU Chuanxin，LIU Xin，et al.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Harbin 15002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anxiety，and to analyze the medi-

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and moder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Methods　By surveying 284 patients with hematopathy 

malignant with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Connor-Davidson Resil-

ience Scale（CD-RISC）an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using SPSS22.0 and AMOS21.0 for data processing. 

Results　The social support of patients with hematopathy malignan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anxiety（r=-0.15，

P<0.01）. The resilience of patients with hematopathy malignant played a ful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anxiety, and the estimated value of mediating effect was 0.26，accounting for 0.90.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support and resilience under the high self-efficacy，however，there was a non-significant relation be-

tween support and resilience under the low self-efficacy level．Conclusi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upport on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hematopathy malignant is a mediated mediating effect. Social support affects anxiety completely through 

resilience，and self-efficacy regulates the first half path of social support，resilience and anxiety，medical work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he psychological elasticity and general self-efficacy of patient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negative state of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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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血液病（Hematological malignancies，HM）

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1］，在儿童以及 35 岁

以下的成人中发病率排名第一，我国恶性血液病发

病率约为 1/3，而且近几年有逐年增长的趋势［2］。研

究表明，恶性血液病患者的社会支持、生活质量普

遍低于普通人［3-4］。由于恶性血液病治愈率低、复发

率和死亡率高，因此患者生理、心理都承受着巨大

的压力和痛苦，易形成焦虑、抑郁、孤独、愤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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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情绪［5］。焦虑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心理症状［6］。

目前对于恶性血液病患者的心理问题尤其是社

会支持、心理弹性、自我效能感以及焦虑之间关系

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以恶性血液病患者为被试，研

究社会支持对焦虑的作用，以及心理弹性的中介作

用和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假设模型见图 1）。探

讨恶性血液病患者社会支持对焦虑的影响机制，有

两个重要意义。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支持与

焦虑的理论机制；另一方面，为恶性血液病患者的治

疗和预后提供新的干预策略。

图1　假设模型图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 2017 年 4 月 ~5 月在山东省济

宁医学院附属医院选取 284 位恶性血液病患者为被

试。共发放问卷 3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284 份，有效

率 94.67％。年龄范围为 18~86 岁，平均年龄为 50.40
±17.42。其中，男性被试 149 例，女性被试 135 例。

患者纳入标准：根据临床表现和检查报告被确诊为恶

性血液病（多发性骨髓瘤、非霍奇金淋巴瘤、骨髓增

生异常综合征等）；目前正在住院治疗；年龄≥ 18 岁；

有一定认知读写能力，能够独立或者在主试指导下

进行调查问卷；患者自愿进行问卷调查［3］。

1.2　研究方法

1.2.1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

表［7］，10 个条目，包括 3 个维度：客观支持、主观

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越高，社会支持程度

越高。在本量表中，量表整体的 Cronbach α 系数是

0.63。

1 .2 .2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

efficacy Scale，GSES）　采用 Schwarzer 和张建新编

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10 个条目，4 级评分［8］。

得分越高，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在本量表中，量

表整体的 Cronbach α系数是 0.90。

1 .2 .3　 心 理 弹 性 量 表 （ C o n n o r - D a v i d s o 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采用张建新和于肖楠

中文版修订的心理弹性量表，25 个条目，包括 3 个

维度：坚韧性（13 个条目）、力量性（8 个条目）和乐

观性（4 个条目），5 级评分，得分越高，心理弹性越

好［9］。在本量表中，量表整体的 Cronbach α 系数是

0.94。

1.2.4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采用 Zung 于 1971 年编制的焦虑自评量

表［10］，此量表主要用来测量病人的焦虑程度。20 个

条目，4 级评分，得分越高，焦虑程度越严重。在本

量表中，量表整体的 Cronbach α系数是 0.77。

1.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2.0 和 AMOS21.0 进行数据处理。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因为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所以可能存在

共同方法偏差，采用 Harman 单因素方法进行共同方

法偏差检验，对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共有 16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共因

子被提出，并且第一个公共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

24.83％，小于 Podsakoff 等提出的 40％的判断标准［11］。

因此，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恶性血液病患者的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

心理弹性、焦虑之间的相关关系

对恶性血液病患者的四个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

皮尔逊积差相关相关分析，数据分析结果如表 1 所

示，四者之间相关均显著（P<0.01），社会支持、心

理弹性与焦虑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与心理

弹性、自我效能感呈现显著正相关；自我效能感与心

理弹性呈现显著正相关。
表1　相关关系分析（n=284）

注：*P<0.05，**P<0.01，***P<0.001.

2.3　中介效应分析

运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方法验证心理弹性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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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支持对焦虑的影响当中的中介效应，构建模型如

图 1。拟合结果显示，模型的各个指标良好（χ2/

df =2.72，IFI=0.98，NFI=0.97，TLI=0.96，GFI=0.97，

CFI=0.98，RMSEA=0.07）。

根据模型的拟合结果，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

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12］。模型中

各预测系数均显著：β社会支持→心理弹性 =0.75，P<0.001；

β心理弹性→焦虑 =-0 .35，P<0 .01；β社会支持→焦虑 =0 .03，

P>0.05，数据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对焦

虑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进一步采用 Bootstrap

法对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社

会支持通过心理弹性对焦虑的间接效应大小为 0.26，

其 95％的置信区间为［-0.51，-0.05］，置信区间内

不包含 0，说明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具有可信度。

图2　中介模型图

2.4　调节效用分析

运用潜变量调节效应模型估计无约束估计法验

证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13］。因为自我效能感是单

维度变量，所以构建 1 个调节项的观测指标：社会支

持 × 自我效能感，构建模型如图 2。拟合结果表明，

模型拟合良好（χ2/df =2.29，GFI=0.96，IFI=0.97，

CFI=0 .97，NFI=0 .95，RFI=0 .93，TLI=0 .96，

RMSEA=0.06）。模型数据运行结果显示，自我效能

感与社会支持的交互项对心理弹性的预测作用显著

（β社会支持 × 一般自我效能感→心理弹性 =0.09，P<0.05），据此可

以说明自我效能感显著地调节了社会支持与心理弹

性之间的关系。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恶性血液病患者的社会支持对焦

虑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人本主义的焦虑理论可以

很好地解释这一关系，人的基本需要从低级到高级

主要包括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

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层次的需

要从低级到高级依次排列，如果低级需要得不到满

足，则会阻碍高级需要的满足，此时，个体产生心

理威胁，从而导致病理性情绪如焦虑的产生。由于

恶性血液病治疗过程复杂且时间长，患者需要长期

在医院配合治疗，这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他们与外

界接触；而且恶性血液病治疗需要高成本时间支出和

经济支出，对于大部分家庭会造成一定的经济压力，

这会让患者存在压力感，所以他们缺乏来自家人、

朋友的归属与爱的需要以及尊重的需要等［14］，因此

患者会产生焦虑等负性情绪。所以，患者家属以及

朋友应该在其住院治疗期间给予一定的物质支持、

心理安慰，使患者充分感受到爱与支持，减轻心理

压力，配合治疗，促进康复，减轻焦虑情绪。

结构方程显示，恶性血液病患者心理弹性在社

会支持对焦虑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与已有

研究结果相一致［14］。这一结果契合了心理弹性动态

模型（Framework of resilence in action）的观点，个体

只有在得到一定社会支持的前提下，心理弹性才会

发挥作用，进而提高克服压力性事件的能力，缓冲

对焦虑情绪的影响。研究发现，心理弹性是社会支

持与情绪行为问题如焦虑、抑郁的中介变量，即社

会支持程度越高，心理弹性能力越强，情绪行为问

题如焦虑、抑郁的发生就会越少［15］。所以恶性血液

病患者社会支持对焦虑的影响途径可以总结为：外部

保护因子（社会支持）通过促进内部心理特质（心理

弹性），从而降低焦虑体验［16］。恶性血液病患者虽然

遭遇压力性事件，但是来自他人的物质帮助和心理

关怀可以大大缓解患者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促

使患者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提高其在治疗过程中

应对困难和挫折的能力，提高疾病治疗效果，减轻

图3　调节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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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等不良情绪的产生。

结构方程模型显示，恶性血液病患者自我效能

感在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调节

作用。由此可以说明，自我效能感作为患者的一种

内化心理特质，在不同的情境中发挥了不同的调节

作用，对于自我效能感较高的患者，社会支持可以

显著地预测其心理弹性水平，而低自我效能感水平

的患者，社会支持程度则对心理弹性无显著影响。

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是经历过灾难性事件幸存者

生理和心理得以恢复的重要变量［17］。在面临恶性血

液病这种应激事件时，高自我效能感水平的患者在

家人陪伴、朋友关怀的支持性氛围中，能够构建正

确的认知评价体系，相信自己治愈疾病的信心，从

而增强应对应激事件的能力，提高心理弹性水平。

而低自我效能感的患者，在同样的支持性氛围中，

认为自己不具备抵抗疾病的能力，甚至放弃治疗，

丧失克服疾病等各种压力性事件的能力。因此提醒

患者在疾病治疗的过程中，不仅要求增强其家人、

朋友等社会支持性力量，使患者感受到心理温暖，

而且要求患者家人、朋友鼓励患者治愈疾病的信心

和提高应对各种压力性事件的勇气和自信，提高恶

性血液病患者的自我效能感。

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有待于未来的

研究进行完善。第一，采用横断研究，不能有效地

揭示出恶性血液病患者四者之间的动态变化，未来

的研究可以结合纵向研究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第

二，恶性血液病患者社会支持对焦虑的影响机制中，

除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外，

是否还存在另外的中介或调节机制，这有待于未来

研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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