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4 期 - 721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自尊在大学生社会支持和负性情绪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杨　琪 1 、 王志忠 1 、 费立鹏 1，2

【摘要】目的　探讨社会支持、自尊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揭示自尊在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

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自尊量表（SES）、社会支持量表（PSSS）、抑郁 - 焦虑 - 压力自评量表

（DASS-21）对 4208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① PSSS 得分和 DASS-21 三维度得分均在不同

性别、年级、家庭居住地、学习成绩及家庭经济状况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SES 得分在不

同年级、家庭居住地、学习成绩和家庭经济状况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②社会支持与

自尊呈显著正相关（P< 0.05），社会支持、自尊与负性情绪呈显著负相关（P< 0.05）。③ Bootstrap 检

验显示：自尊在社会支持与抑郁、焦虑及压力负性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分别为 -0.18、-0.16、-0.15，

分别占总效应的 52.94％、57.14％、55.56％。结论　自尊是大学生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变

量，社会支持主要通过自尊间接作用于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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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college students　　YANG Qi，WANG Zhizhong，Michael R. Phillip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Management，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Yinchuan 750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self-esteem and negative emotions，

and assess the potential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negative emotions. Methods　Three 

self-completion questionnaires–the Self-Esteem Scale，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and the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elf-Assessment Scale –were completed by 4208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① PSSS total score 

and DASS-21 three subscale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among different genders，academic year，location of 

family residence，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family economic status（P<0.05）. SES total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dif-

ferent among different academic year，location of family residence，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family economic status

（P<0.05）. ② Social suppor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steem（P<0.05），and both social support and self-

esteem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emotions. ③ Bootstrap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stimated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the depression，anxiety and stress subscale scores were -0.18，-0.16 

and -0.15，respectively，accounting for52.94％，57.14％ and 55.56％ of the total effects. Conclusion　Self-esteem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college students，and social support mainly 

affects negative emotions through indirect action of self-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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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学生群体中负性情绪的检出率呈明

显升高趋势［1］，如何有效改善该人群心理健康状况

是精神卫生领域的研究热点。自尊指个体要求他人

尊重自己的言行、维护一定荣誉和社会地位的一种

自我意识倾向，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接纳［2］。社

会支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在相同的压力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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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会支持较高的个体较少出现抑郁情绪［3］。然

而，社会支持减少负性情绪的社会心理机制尚不明

确，本研究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社会支

持改善负性情绪的社会心理机制，为完善社会心理

防制体系建设、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文数据来源西北地区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研

究，于 2017 年 11 月 ~2018 年 2 月在宁夏回族自治

区、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选取 1 所高校，

以班级为单位，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在每所高校分别

抽取 50 个班级，共计 6000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4］。

最终有 4208 名学生完成问卷的全部内容，有效应答

率为 70.13％。其中汉族学生 2296 名（54.60％），少

数民族学生 1912 名（45.40％）。平均年龄为（20.14
±1.57）岁。所有研究对象均在开始问卷调查前签署

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由宁夏医科大学生物医学研究

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和监督（编号：2017-171）。

1.2　调查工具

采用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Scale，SES）评

估个体自尊，量表共 10 个条目，5 个正向计分和 5
个负向计分，采用 4 级评分（1= 很不符合～4= 非常

符合），所有条目相加之和得到自尊的总分，分值越

高，自尊程度越高，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为 0.87［5］。

本研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 0.70。

由 Zimet 等编制领悟社会支持量表（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评估个体获得社会支持状

况［6］，量表共 12 个自评项目，每个项目采用 1～7 级

计分法（1= 极不同意～7= 极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

体社会支持状况越好，该量表在我国人群中具有良

好的信、效度［7］。本研究量表总体内部一致性为 0.94。

使用抑郁 - 焦虑 - 压力自评量表（the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DASS-21）测评个体过去 1
周内负性情绪，被试根据题目描述与自身情况的符

合程度做出判断，回答范围从 0（不符合）到 3（最

符合或总是符合），共包含 21 个题目，得分越高提

示负性情绪越严重，该量表是测量大学生抑郁、焦

虑和压力可靠而有效的工具［8］。本研究中，总量表

内部一致性为 0.95，各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为 0.87、

0.85 和 0.86。

1.3　质量控制

通过预调查完善调查流程与内容。由经过统一

培训的调查员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发放问卷，并为研

究对象阅读指导语，学生匿名完成问卷填写。收回

问卷时，现场检查调查问卷的完整性，遗漏项目现

场填补，发现错误立即纠正。采用 Epidata 3.02 录入

问卷，并进行逻辑检错。

1.4　统计学处理

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 χ（S）表示，两组及多组

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和 F 检验；相关性研究采用 Pearson

直线相关分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负性情绪水平影

响因素；采用 Hayes［9］提出的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

效应检验。以上分析采用 SPSS 22.0、SPSS process 插

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所有统计检验水准α=0.05，采

用双侧检验。

2　结果

2.1　不同人口学特征得分比较

PSSS 得分、DASS-21 三维度评分在不同性别、

年级、家庭居住地、学习成绩、家庭经济状况间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DASS-21 三维度得

分男生均高于女生，农村生源地学生高于城市，学

习成绩较差者高于较好者，家庭经济状况较差者高

于较好者（P<0.01）。PSSS 得分女生高于男生，城

市居住地、学习成绩较好者、家庭经济状况较好者

得分较高（P<0.01）。SES 得分在不同年级、家庭

居住地、学习成绩、家庭经济状况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在性别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2.2　社会支持、自尊和负性情绪的相关分析 

结 果 显 示 ， 社 会 支 持 与 自 尊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P<0.01），社会支持、自尊与抑郁、焦虑及压力间

均呈负相关（P<0.01），见表 2。

2.3　自尊、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间的回归分析

以 DASS-21 抑郁、焦虑及压力三维度评分分别

作为因变量，性别、年级、家庭居住地、学习成绩

及家庭经济状况为控制变量，社会支持为自变量，

自尊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1 显示，性

别、年级、家庭居住地、学习成绩及家庭经济状况

均能预测抑郁、焦虑及压力水平（P 均 <0.01），解

释变异度分别为 4 ％、3 ％及 3 ％。模型 2 显示，

社会支持对抑郁、焦虑及压力水平均有预测作用

（P<0.01），解释变异度分别为 14％、9％及 9％。

模型 3 显示，自尊对抑郁、焦虑及压力水平有预测

作用（P 均 <0.01），变异量分别增加为 25％、18％、

16％，而社会支持对抑郁、焦虑及压力水平的直接

效应减弱（P<0.01），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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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自尊在社会支持和负性情绪之间的中介效

应检验

控制性别、年级、城乡、学习成绩、家庭经济

状况 5 个变量，抽样数为 5000，置信区间为 95％，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其总效应、直接

效应、间接效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自尊

在社会支持与抑郁、焦虑及压力间的中介效应值分

别为 -0.18、-0.16 和 -0.1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

例依次为 52.94％、57.14％、55.56％，见表 4。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男生的抑郁、焦虑及压力得

分高于女生，女生的社会支持得分高于男生，男生

赋予更多的社会责任、社会支持丰富程度及语言表

达不及女生充分［10］可能是男生负性情绪得分较高的

原因。负性情绪得分农村居住地学生高于城市，社

会支持得分则相反，城市居住地高于农村，有研究

表明，家庭经济水平提高，能够促进个体身心发展，

减少负性情绪的发生［11］。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

表1　大学生自尊、社会支持、DASS-21评分在一般人口学资料上的差异χ（S）（n=4208）

变量 SES得分 PSSS得分
DASS-21三维度得分

抑郁 焦虑 压力

性别 男（n=1391） 28.64（3.95） 62.20（11.84） 4.80（4.38） 5.62（4.30） 5.99（4.36）

女（n=2817） 28.39（3.98） 64.36（11.23） 3.94（4.06） 5.06（4.16） 5.38（4.25）

t -1.94 -5.78 6.10 4.06 4.32

P 0.05 <0.01 <0.01 <0.01 <0.01

年级 大一（n=1559） 29.01（3.95） 64.19（11.04） 3.56（3.79） 4.77（3.92） 5.13（4.02）

大二（n=1021） 28.11（3.87） 62.65（11.75） 4.65（4.27） 5.68（4.26） 5.98（4.34）

大三（n=980） 28.31（4.05） 62.91（11.82） 4.79（4.49） 5.65（4.45） 5.97（4.50）

大四（n=500） 28.27（3.80） 64.55（11.13） 4.39（4.16） 5.14（4.17） 5.53（4.26）

大五（n=148） 29.41（4.07） 66.67（12.08） 4.06（4.86） 4.88（4.74） 5.20（5.01）

F 11.89 7.17 17.20 10.26 8.92

P <0.01 <0.01 <0.01 <0.01 <0.01

城乡 城市（n=1706） 28.99（4.14） 64.50（11.53） 3.90（4.14） 4.97（4.21） 5.24（4.31）

农村（n=2502） 28.26（3.81） 63.06（11.41） 4.45（4.21） 5.43（4.20） 5.59（4.25）

t 5.79 3.99 -4.22 -3.54 -4.22

P <0.01 <0.01 <0.01 <0.01 <0.01

学习成绩 差（n=252） 26.34（4.10） 59.00（12.44） 6.33（4.84） 7.42（4.70） 7.50（4.80）

一般（n=3056） 28.48（3.77） 63.47（11.12） 4.24（4.13） 5.26（4.16） 5.64（4.24）

较好（n=892） 29.47（4.28） 65.70（11.82） 3.58（4.02） 4.54（4.01） 4.84（4.14）

F 65.46 36.09 43.05 47.23 39.44

P <0.01 <0.01 <0.01 <0.01 <0.01

家庭经济 很差（n=109） 27.19（3.55） 59.90（14.40） 6.80（5.36） 7.58（5.22） 7.78（4.95）

较差（n=742） 27.85（3.92） 61.55（11.34） 4.66（4.24） 5.70（4.17） 5.85（4.11）

一般（n=2897） 28.58（3.83） 63.88（10.99） 4.11（4.07） 5.12（4.12） 5.53（4.24）

较好（n=392） 29.83（4.12） 66.35（12.25） 3.54（4.06） 4.70（4.17） 5.01（4.43）

很好（n=68） 29.79（5.43） 67.00（17.16） 4.26（5.35） 4.81（5.17） 4.69（5.45）

F 21.44 16.52 15.57 13.07 10.59

P <0.01 <0.01 <0.01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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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与自尊呈正相关，社会支持、自尊与负性情绪呈

负相关，这一结果与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一致，

模型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缓解个体心理压力，

抑制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12］，且与既往研究［13］也

相符，低自尊个体易发生抑郁等负性情绪。有研究

表明，通过开展有针对性团体辅导，可以改善个体

自尊水平，以塑造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14］。

本研究结果显示，自尊在社会支持与抑郁、焦

虑及压力间起到显著的中介效应，即社会支持水平

较高的个体其自尊更强，抑郁、焦虑及压力等负性

情绪的发生水平则更低，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

似［15］。社会支持不仅对大学生负性情绪具有负向预

测作用，也能通过个体的自尊水平间接影响负性情

绪。这与自尊的恐惧管理理论相一致，当自尊弱小

或受到挑战时，个体担心可能会“泄漏”内心的恐惧

从而引发消极情绪［2］。

综上所述，大学生负性情绪状况应注重分阶段

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时，

在加强社会支持的同时，采取合理措施改善自尊水

平可能取得更好的干预效果。本研究仍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①此研究为横断面调查，且调查对象仅来自

西北地区 3 所高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其他

地区存在差异，不能完全推论到全国大学生群体；②

有 1792 份调查问卷由于无效未纳入研究，使结果可

能不具有广泛代表性；③采用自评的方式收集资料，

可能会导致信息的准确性不高。

表2　社会支持、自尊和负性情绪的相关分析

1社会支持 2自尊 3抑郁 4焦虑 5压力

1 1.00

2 0.46* 1.00

3 -0.34* -0.46* 1.00

4 -0.28* -0.40* 0.86* 1.00

5 -0.27* -0.38* 0.85* 0.87* 1.00

  注：*表示P<0.01。

表3　自尊、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间的回归分析（n=4208）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β P β P β P

社会支持-自尊-抑郁 性别 -0.08<0.01 -0.06 <0.01 -0.07<0.01

年级 0.10 <0.01 0.10 <0.01 0.07 <0.01

城乡 0.06 <0.01 0.05 <0.01 0.02 0.11

学习成绩 -0.12<0.01 -0.08 <0.01 -0.04<0.01

家庭经济 -0.06<0.01 -0.03 0.03 -0.01 0.39

社会支持 -0.32 <0.01 -0.15<0.01

自尊 -0.38<0.01

F值 29.43 95.65 172.49

P值 <0.01 <0.01 <0.01

调整的R2 0.04 0.14 0.25

社会支持-自尊-焦虑 性别 -0.05<0.01 -0.03 0.04 -0.04 0.01

年级 0.06 <0.01 0.06 <0.01 0.04 0.01

城乡 0.05 <0.01 0.04 0.02 0.02 0.32

学习成绩 -0.12<0.01 -0.10 <0.01 -0.06<0.01

家庭经济 -0.06<0.01 -0.04 0.01 -0.02 0.16

社会支持 -0.26 <0.01 -0.11<0.01

自尊 -0.33<0.01

F值 21.85 63.00 115.08

P值 <0.01 <0.01 <0.01

调整的R2 0.03 0.09 0.18

社会支持-自尊-压力 性别 -0.05<0.01 -0.04 0.02 -0.04 0.04

年级 0.06 <0.01 0.06 <0.01 0.04 0.01

城乡 0.06 <0.01 0.05 0.01 0.03 0.04

学习成绩 -0.12<0.01 -0.09 <0.01 -0.06<0.01

家庭经济 -0.05 0.01 -0.03 0.05 -0.01 0.38

社会支持 -0.25 <0.01 -0.11<0.01

自尊 -0.31<0.01

F值 21.24 58.26 101.81

P值 <0.01 <0.01 <0.01

调整的R2 0.03 0.09 0.16

注：模型1：控制变量性别、年级、独生子女、城乡、学习成

绩、家庭经济；模型2：模型1+社会支持；模型3：模型2+自尊。

表4　自尊在社会支持和负性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 β SE P
Bootstrap95％CI

上限 下限

抑郁

　　总效应 -0.34 0.02 <0.01 -0.37 -0.31

　　直接效应 -0.16 0.01 <0.01 -0.19 -0.13

　　间接效应 -0.18 0.01 <0.01 -0.20 -0.16

焦虑

　　总效应 -0.28 0.02 <0.01 -0.31 -0.25

　　直接效应 -0.12 0.02 <0.01 -0.15 -0.19

　　间接效应 -0.16 0.01 <0.01 -0.18 -0.14

压力

　　总效应 -0.27 0.02 <0.01 -0.30 -0.24

　　直接效应 -0.12 0.02 <0.01 -0.15 -0.09

　　间接效应 -0.15 0.01 <0.01 -0.17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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