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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孤独感对抑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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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究大学生孤独感、抑郁的关系以及心理僵化和正念在其间的作用。采用孤独感量表、心理僵化问卷、正念注意觉

知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对 504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并采取基于潜调节的方法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结果：（1）孤独感和抑郁

呈显著正相关；（2）心理僵化在孤独感和抑郁间起中介作用；（3）正念在中介模型中起调节作用，主要调节孤独感影响抑

郁的直接效应。这表明正念能有效缓解大学生因孤独感引发的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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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大学生阶段处于青春期向成年期转变的关键时

期，情绪容易波动，是抑郁的高发时段（刘爱楼 , 
刘贤敏 , 2020）。大学生以抑郁心境为主的“抑郁

症状”呈增长变化，2002 年大学生检出率为 29.3%
（唐慧等 , 2013），2020 年检出率为 48.24%（马兰

等 , 2020），而一般人群检出率仅 5%~8%（叶庆红等 , 
2012）。由于抑郁情绪容易引发恶劣心境，导致抑

郁症状，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大学生抑郁的研究，为

预防抑郁情绪、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提供支持。

1.1   孤独感和抑郁的关系

孤独感是个体主观上感知的孤立状态，并能知

觉到与他人隔离，渴望人际交流无法满足而产生的

负性情绪体验（Peplau & Perlman, 1982）。大学阶

段是获得亲密感，建立良好稳定人际关系的重要时

期，而由于大学生前期生活中缺乏必要的人际沟通

技能训练，人际关系的需求不容易满足，容易产生

低到中等程度的孤独感（薛桂英 , 赵小云 , 2009）。

大学生抑郁主要发生在青春期后期，是以抑郁心境

为主，且未达到诊断标准的情绪状态（刘爱楼 , 刘
贤敏 , 2020；Beck, 1991）。

研究发现，孤独感可以显著影响抑郁，孤独感

程度高的个体，抑郁水平更高（孙梦圆，刘堃，

2018；张春阳等，2019）。大学生强烈的情感需求

得不到满足，又缺乏适宜的社交技能，容易引发抑

郁等负性情绪。同时大学生陷入孤独状态，长期缺

乏正常的社交生活，会逐渐恶性发展为社交功能受

损，容易形成抑郁情绪（黄明明等 , 2019）。

1.2   心理僵化的中介作用

心理僵化是相对心理灵活性而言的，心理灵活

性是基于现实情境的自我价值体系，个体有意识的

充分思考当前的情绪状态，并选择坚持或改变自己

行为的一种能力（Hayes & Pankey, 2002），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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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化强调个体心理和行为难以灵活的适应情境，是

一种难以迅速调整认知资源应对环境的状态。黄明

明等人（2019）发现孤独感可以正向影响心理僵化，

孤独感的大学生长期主观的孤立状态、对他人言语

刺激的过度关注，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干扰，陷入认

知渴求和行为停滞的矛盾状态（Maitland, 2020），

最终难以融入周围环境，处于心理僵化的境地。杨

翠茹等人（2019）发现，心理僵化可以显著影响抑郁。

当大学生陷入认知融合的思维模式时，容易把负性

事件合理化，长期沉浸在负性情绪中，导致抑郁情

绪的产生（许熙虎等 , 2018）。经常回避负性事件

的大学生，不愿意积极应对当前的困境，会累积更

多的失败体验和负性情绪（黄明明 , 2015）。综上

所述，本研究假设：心理僵化在孤独感和抑郁之间

起中介作用。

1.3   正念的调节作用

孤独感是个体主观感知与周围环境隔离而产

生的负性情绪体验，而这种体验会阻碍个体心理

资源的灵活分配，最终造成心理僵化（Maitland, 
2020）。正念强调负性情绪本身不是问题，应对负

性情绪的方式才是产生问题的核心，大学生日常生

活产生的悲伤、痛苦等情绪体验，是一种正常的生

理反应（陈玥 , 祝卓宏 , 2019），而由负性情绪导致

的心理僵化，是由于大学生试图回避这种负性体验，

才最终形成了负性的认知风格。正念意义理论认为，

正念可以促使个体主动寻找生活的终极意义，进

而能积极地应对负性事件（陈国典 , 杨通平 , 2020; 
Garland et al., 2015）。因此研究假设：在中介模型中，

正念可以调节孤独感和心理僵化的关系，大学生的

正念能力越强，孤独感对心理僵化的影响越小。

心理僵化的大学生不敢主动采取措施应付当前

困境，陷入主观需求和行为停滞的状态（黄明明等，

2019）。而这种矛盾状态，会损耗用于执行抑制和

调节负性情绪功能的资源，容易引发抑郁症状（杨

翠茹等 , 2019）。正念的目的并不是减轻某种疾病

症状，而是降低患者心理僵化的程度，提高其心理

灵活性，以便其能够采取合理的方式应对抑郁等负

性情绪（Dindo et al., 2017）。因此研究假设：正念

可以调节心理僵化和抑郁的关系，正念能力越强的

大学生，心理僵化对抑郁的影响越小。

处于孤独状态的大学生人际交流技能不足，难

以与集体成员融合，容易发展为社交焦虑和抑郁（黄

明明等 , 2019）。正念强调关注当下情绪状态，采

取接纳和认知解离的方法应对当前的情绪状态（陈

玥 , 祝卓宏 , 2019; Hayes et al., 2011）。接纳意味着

放弃对自己负性情绪的挣扎，认知解离强调要避免

沉迷过去的悔恨和未来的担忧中。也就是说，正念

并不是减少对负性情绪的唤醒，而是“带着痛苦出

发”，不带批判的关注此时此刻的情绪状态（Hayes 
et al., 2012）。因此研究假设：正念可以调节孤独感

和抑郁的关系，正念能力越强的大学生，孤独感对

抑郁的影响越小。

综上所述，研究假设：孤独感和抑郁呈显著正

相关，心理僵化在孤独感和抑郁间起中介作用，正

念可以有效调节中介模型的全部路径（见图 1）。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线下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江西省本科

大学生为被试。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学生现

场发放和收回问卷。在此次研究中，共收回问卷

550 份，删除反应一致、漏答多答等废卷后，有效

问卷 504 份，有效率为 91.63%。此次调查男生有

131 人，女生有 373 人，被试年龄在 17~25 岁之间

（19.10±2.48 岁）。其中大一 230 人，大二 94 人，

大三 111 人，大四 69 人。

图 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假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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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孤独感量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

采用由 Russell 编制的孤独感量表（汪向东等 , 
1999），该量表共 20 个题目，为 4 点计分，分数

越高表示孤独感越高。此次研究组合信度（CR）

为 .92，收敛效度（AVE）为 .41。验证性因子检验

的拟合指标良好：χ2/df=2.15，CFI=.91，TLI=.90，

RMSEA=.06。

2.2.2  心理僵化问卷（Psychological Inflexibility Questionnaire, 
PIQ）

前人研究认为可以用经验性回避和认知融合

共同表征心理僵化（Greco et al., 2008; Hayes et al., 
2011），因此本研究采用接纳与行动问卷和认知融

合量表。两个分测验作为心理僵化的一阶因子。经

验性回避采用曹静等人（2013）修订的接纳与行动

问卷（第二版），该量表共 7 题，为 7 点计分；认

知融合采用张维晨等人（2014）修订的认知融合量表，

该量表共 9 题，为 7 点计分。两个量表得分越高，

表明心理僵化程度越高。此次研究组合信度（CR）

为 .94，收敛效度（AVE）为 .52。验证性因子检验

的拟合指标良好：χ2/df=2.12，CFI=.95，TLI=.94，

RMSEA=.06。

2.2.3   抑 郁 自 评 量 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采用 Zung 等人（1965）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

该量表共 20 题，为 4 点计分，评分越高，抑郁水平

越高。此次研究组合信度（CR）为 .91，收敛效度

（AVE）为 .43。验证性因子检验的拟合指标良好：

χ2/df=2.30，CFI=.91，TLI=.90，RMSEA=.05。

2.2.4  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

采用由 Brown 和 Ryan（2003）编订的正念注

意觉知量表，该量表共 15 个题目，为 6 点计分，

得分越高，正念水平越高。在此次研究中，量表

的组合信度为 .95，收敛效度（AVE）为 .65，验证

性因子分析拟合指标良好：χ2/df=2.27，CFI=.92，

TLI=.91，RMSEA=.07。

2.3   数据分析

使用 SPSS 25.0 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使用 Mplus 8.3 进行信效度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验证性因子分析、中介效应和潜调节效应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温忠麟等人（2018）的建议，加入方法因

子 后，CFI 和 TLI 提 高 幅 度 超 过 .10，RMSEA 和

SRMR 降低幅度超过 .05，表明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

偏差。结果表明（见表 1），加入方法因子后模型

没有显著变好，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2   描述性统计

   对各量表的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

表 2），各量表总分相关系数在 -.46~.59 之间（均

P<.01），偏度系数（Skewness）在 -.41~.21 之间，

峰度系数（Kurtosis）在 -.08~.13 之间，近似正态分

布。在此次研究中，由于模型复杂，估计参数较多，

故在随后的分析中采用题目打包法简化模型。根据

吴艳和温忠麟（2011）的建议，针对孤独感量表、

心理僵化问卷、抑郁自评量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

根据题项因子载荷值的高低，采取因子法中的高高

负荷法，将孤独感量表打包为 4 个组，将抑郁自评

量表和正念注意觉知量表题目打包为 3 个组，将心

理僵化问卷打包为 2 个组，这可以减小组内差异，

增加指标一致性。

表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表 2   各变量总分间相关矩阵

注：UCLA 代表孤独感量表、PIQ 代表心理僵化问卷、SDS 代表抑郁自评量表、MAAS 代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 p<.05,**p<.01, ***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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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结构方程模型

3.3.1   中介模型检验

根据理论假设，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

达到标准：χ2/df=2.45，CFI=.98，TLI=.97，SRMR= 
.03，RMSEA=.07。结果表明，孤独感对抑郁的效应

显著（γ=.52，Z=8.97，p <.001）；当加入心理僵化后，

孤独感对抑郁的直接效应显著（γ=.35，Z=4.97，

p <.001），心理僵化对抑郁的效应显著（γ=.22，

Z=4.46，p <.001）；孤独感对心理僵化的效应显著

（γ=.77，Z=7.69，p <.001）。此外，直接效应和

中介效应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 0（见表 3），

表明孤独感不仅能够直接影响抑郁，而且能够通过

心理僵化的中介作用影响抑郁，其中直接效应和中

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 67.31% 、32.69% 。
3.3.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拟合检验

根据方杰和温忠麟（2018）建议，并参考基于潜

调节结构方程模型（latent moderated structural equations, 
LMS）方法的程序。第一步检验不含潜调节项的基准

模型。基准模型拟合指标良好：χ2=127.21，df=41，

CFI=.96，TLI=.95，AIC=5933.81，BIC=6082.24，

SRMR= .06，RMSEA=.08。

第二步检验加入含潜调节项的模型。由于 Mplus
在执行 LMS 时，不提供常用的 CFI、TLI、SRMR
等拟合指标，因此可以通过 AIC 和似然比对潜调节

模型的拟合情况进行检验 ( 方杰 , 温忠麟 , 2018)。（1）

AIC 检验。基准模型 AIC=5933.81，有调节的中介

模型的 AIC=5892.09，减少了 41.72，表明有调节的

中介模型拟合指标有所改善；（2）似然比检验。基

准模型的 Log Likelihood =-2925.90，df=41，有调节

的中介模型的 Log Likelihood=-2903.04，df=43；D=-
2LL 值为 45.72，模型自由度增加 2，D 值的卡方检

验显著（p <.001），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相比基准模

型更好。两种检验结果均表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是可以接受的。

3.3.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把正念放入模型后，结果表明（见表 4），正

念和孤独感的乘积项对抑郁效应显著（γ=-.12，Z=-
2.83，p <.01）；使用乘积系数法，中介效应 a1b1= 
.12[ .03，.22 ]，置信区间内不包括 0，表明乘积项

a1b1 显著，说明心理僵化经过孤独感对抑郁的中介

效应受到正念的调节，且只调节直接路径（见图 2）。

图 2 正念调节大学生孤独感和抑郁的简单斜率图

进一步探索正念在大学生孤独感和抑郁间的调

节作用，在正念为（M-1SD）时作为低正念组，在正

念为（M+1SD）时作为高正念组，并绘制简单斜率图。

结果表明（见表 4），低正念组大学生孤独感对抑郁

的效应显著（γ=.41，Z=4.90，p <.001）；高正念组

大学生孤独感对抑郁的效应显著（γ=.18，Z=2.26，

p <.05），其中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 0。

表 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注：Lower 2.5% 和 Upper 2.5% 指使用 BCBootstrap2.5% 和 97.5% 的区间估计值

表 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DV 代表结果变量， IV 代表预测变量。

表 5   简单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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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孤独感和抑郁的关系

结果表明，大学生孤独感和抑郁呈显著正相关

关系，这与前人研究一致（孙梦圆 , 刘堃 , 2018; 张
春阳等 , 2019）。处于孤独状态的大学生面对负性

事件时，容易采取负性应对方式，不敢主动寻求支持，

一方面可能会选择其他的方式转移，例如沉迷手机

提供的虚拟人际交互（付兵红 , 彭礴 , 2020）；另一

方面也可能选择压抑负性事件带来的影响，直至超

过个体承受的极限，带来更严重的行为和心理问题。

高孤独感的大学生，对负性情绪和负性事件缺乏合

理的解决方式，也不愿意主动寻求帮助，长期以往

的“隔离孤立”状态，最终容易导致抑郁情绪（薛

桂英，赵小云，2009）。

4.2   心理僵化的中介作用

结果表明，心理僵化在孤独感和抑郁之间起中

介作用，这说明孤独感还可以通过心理僵化影响抑

郁。孤独感可以正向影响心理僵化，这与前人研究

一致（黄明明等，2019；Maitland, 2020）。焦开山

（2016）发现孤独感水平高的大学生多为内向性格，

且不善人际交流，容易转向网络以建立和维持社交

需求。这种逃避生活的态度，进一步导致和现实生

活“脱轨”，认知方式也被固定在网络社交中，这

将加剧心理僵化的程度。心理僵化的大学生也容易

把负性事件合理化，形成负性的认知风格，对中性

刺激甚至正性刺激也认知为负性刺激（张春阳等 , 
2019），这种不合理的认知方式，容易受到负性情

绪干扰，影响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绪调节能力，

甚至会诱导大学生采取偏激行为，形成抑郁症状

（Hajsadeghi et al., 2017）。这提示我们对大学生抑

郁的干预，可以从大学生所感知的情绪状态出发，

多支持鼓励大学生参与团体活动，避免处于孤立状

态，这可以有效避免大学生的心理僵化和抑郁情绪。

4.3   正念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孤独感通过心理僵化影响抑郁的直

接效应受到正念的调节，正念水平越高的大学生，

孤独感对抑郁的影响越低。正念的重要意义首先在

于其具有情绪调节作用（Kabat-Zinn, 2003），孤独

状态的大学生容易沉浸在与现实脱离的情境中，主

观感受到被隔离孤立，这种长期的负性情绪累积容

易导致抑郁心境，正念的情绪调节功能让大学生能

关注此时此刻的心理感受，可以有效缓解这一过程

累积的负性情绪（Shapiro et al., 2006）。其次，正

念强调积极关注当下的情绪状态，并不加批判看待

当前事件（Hayes et al., 2011），可以避免大学生的

消极认知倾向影响对事件的判断；对自我状态的积

极关注，也可以减缓负性情绪的累积（许熙虎等 , 
2018）。同时，正念强调个体自觉将注意力集中在

当前的感知觉上（Hayes & Pankey, 2002），孤独状

态的大学生容易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中，与现

实生活的脱离，造成其他行为问题，也可能加重抑

郁的程度（付兵红 , 彭礴 , 2020）；正念可以让大学

生关注此时此刻的感知觉，脱离当前的不利环境，

而避免陷入负性思维倾向中（孔凡贞等 , 2015）。

但研究仅发现正念在孤独感和抑郁的直接路径

上存在调节效应，这和研究假设略有不符，可能是

由于心理僵化是一种稳定的认知风格，无法灵活的

调动认知资源处理当前困境，是难以与环境协调的

重要原因（Hayes et al., 2011），长期的孤独状态可

能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心理僵化特质，即使个体能够

积极应对当前的情绪状态，但这种稳定的特质难以

依靠个人正念能力得到改善；而由心理僵化引发的

抑郁，更多的是由于个体在生活中难以迅速调整认

知资源，从而无法有效应对环境刺激所致，前人针

对正念改善抑郁情绪的研究，更多的是进行正念能

力的训练。以往研究也发现，通过正念训练才能有

效改善抑郁和睡眠质量（孔凡贞等 , 2015；张怡雯 , 
2019），这进一步表明对认知的改变缺乏适当的训

练可能难以达到。对心理僵化的大学生而言，认知

固化仅仅依靠个体的正念能力可能无法改变。研究

证明了正念能有效阻隔孤独感对抑郁的消极影响，

这表明大学生的正念能力是孤独感影响抑郁的保护

因素，在后续的干预中，可以开展以训练正念能力

为主的个体或团体活动，这能有效预防和减缓大学

生抑郁情绪。

5   结论

（1）大学生孤独感和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2）大学生心理僵化在孤独感和抑郁间起中介作用；

（3）孤独感通过心理僵化影响抑郁的直接效应受到

正念的调节，正念可以有效缓解孤独感对抑郁的负

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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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press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endangers human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health. It is found that depression or "depressive 

symptoms" that do not me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mainly occur in late adolescence. College students are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adolescence to adulthood, and they are easily prone to mood swings, which is a high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The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was 29.3% in 2002 and 48.24% in 2020, while the detection rate was only 5%-8%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t indicates t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is pessimistic.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revention of depress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loneliness h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depression and psychological inflexibility. Mindfulness, as a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depression. 

So,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and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rigidity and mindfulness. Methods: 504 

college students (male=131, female=373) were investigated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Psychological Inflexibility scal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and 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based on latent Moderated Structural Equation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mindfulness in it. 

In this study, SPSS25.0 was used to conduct descriptive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Mplus8.3 was used for Common Method Variance(CMV)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 and bias-corrected Bootstrap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sis the mediating effect and moderated effect. 

Firstly, we conducted a preliminary analysis which consists of four parts: a) CFA was utilized to confirm the construct validity; b)Verified tha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ere up to standards; c)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bivariate correlations were presented; d) CMV analysis were used to rule out 

method variance. Secondl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flexibility was conducted. More importantly, latent moderated structural equation 

was adopted to test the moderated effect. Finally, the interactions were depicted using the high (1 SD above the mean) and low (1 SD below the mean) 

scores to analyze the moderated effect of anxie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Combined Reliability (CR) and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amount of all scales reached the standard, 

and the fitting indexes of CFA were good. (2) CMV was not significant; (3) There wer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oneliness, 

psychological inflexibility and depression: mindfulness and loneliness, psychological inflexibility and depr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4) Loneliness had negative prediction of depression, and the loneliness can influence depression through psychological inflexibility; (5) 

Mindfulness can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Compared to low individuals with lower mindfulness, those with higher 

mindfulness were less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the negative impact of lonelines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loneliness affects depression through psychological inflexibility, and mindfulness moderate the direct path. These 

indicate that mindfulness intervention can be enhanced in the future, which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but also explore 

the applicability of mindfulness cognitive therapy in college student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mindfulness 

cognitive therapy.

Key words   loneliness, depression, psychological inflexibility, mindfulness, latent moderated structural equ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