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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毒品成瘾者焦虑对吸毒动机的影响：自我和谐为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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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吸毒者自我和谐在焦虑和吸毒动机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

吸毒动机问卷、自我和谐量表（SCCS），选取四川资阳戒毒所1023名男性强制戒毒人员进行调查。结果：1.焦

虑、自我和谐及吸毒动机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r=-0.235-0.807；p<0.001）；2. 自我和谐的中介模型拟合

度良好（χ2/df=7.93，RMSEA=0.08，GFI=0.963，AGFI=0.918），Bootstrap 法检验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量

为 50.22%。结论：男性毒品成瘾者自我和谐在焦虑与吸毒动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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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 congruence and consistenc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anxiety and motivation for drug use among drug addicts. Methods: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 Self Congruence and Consistency Questionnaire and Drug Abuse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were 
applied to 1023 male drug abusers in the Compulsory Isolated Detoxification Center of Ziyang. Results: 
1.eanxiety , self congruence and consistency and motivation for drug abus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 with 
each other(r=-0.235-0.487；p<0.001). ② the mediation model has a satisfactory model fit (χ2/df=7.93，
RMSEA=0.08，GFI=0.963，AGFI=0.918),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ed with Bootstrap method is 
significant, the effect size of which reaches 50.22%. Coclusion: Self congruence and consistency has a 
significant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anxiety and motivation for drug use among male 
drug add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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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毒品成瘾者逐渐呈低龄化、社会角色多

元化、数量上涨等趋势，对毒品强烈的心理依赖，是

戒毒的重要阻力，因此毒品的心理成瘾机制受到广泛

研究。国内研究发现，毒品吸食者心理健康存在严重

问题，常伴随痛苦、焦虑、抑郁、恐惧等负面情绪，

以及多种躯体不适症状 [1]。大多数吸毒者经过戒毒，

急性戒断反应基本消失后，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或

抑郁症状，而且他们的负性情绪与认知功能障碍会相

互影响，当他们焦虑不安、抑郁烦躁又不会自我调整

时，很可能会加强吸毒动机 [2-3]。研究者发现冰毒吸食

者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会影响其自我概念，表现为消

极的自我概念[4]。自我和谐是自我概念的核心理论之一，

若成瘾者长期选择吸毒这一回避策略，焦虑得不到合

理疏解，则可能导致自我和谐的分裂，进一步加剧焦

虑体验，造成焦虑 - 回避 - 吸毒 - 自我不和谐 - 焦虑

的循环模式。国外已有较多关于焦虑的成瘾研究，致

力于研究焦虑与成瘾的关系。国外一项实验表明，过

度食用可卡因且具有高焦虑水平的老鼠，其自我管理

能力会更加失控 [5]。

焦虑是个体对即将来临的、可能会造成危险或威

胁的情境所产生的紧张、不安、忧虑、烦恼等不愉快的

复杂情绪状态 [6]。吸毒人员本身具有相对较高的焦虑易

感性 [7]，他们可能希望借助成瘾行为，改变意识状态，

从焦虑不安的情绪转向欣快体验，专注于高感觉寻求，

从而有效地达到回避负性情绪。目前国外已有研究证明，

焦虑易感性或焦虑与毒品、烟草、酒精等物质成瘾动机

相关 [8-11]。尽管国外已有很多研究证明焦虑特质与成瘾

动机相关，但在国内，焦虑作为一种状态或一种情绪体

验与成瘾动机间的关系研究还较少。

自我和谐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提出

的重要概念 [12]，自我和谐是指自我内部与自我知觉间

的协调一致，以及协调自我与经验之间关系的机能 [13]。

当觉知的自我与实际经验不一致时，人们会体验到一种

不和谐的状态，即紧张不安和内心的混乱，进而导致焦

虑和恐惧 [14]。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研究发现，大学生

网瘾与社会支持、焦虑、自我和谐程度密切相关 [15]，

抑郁、焦虑且逃避现实的人更易沉溺于网络 [16]。已有

研究证明，自我不和谐能够预测吸毒动机，且在经验性

回避与吸毒动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17]。目前，我国对

自我和谐与焦虑的关系研究大部分是以在校大学生或者

军人为对象，研究其心理和谐与心理健康的关系[18][19][20]，

很少将其运用在研究毒品成瘾领域。

国内以往针对毒品成瘾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社会支

持、应对方式、自我概念、经验性回避等与成瘾的关系
[21-22]，本研究旨在探讨焦虑、自我和谐与毒品成瘾的关

系，并将吸毒动机作为衡量成瘾行为的指标。本研究假

设，焦虑能够正向预测吸毒动机，自我和谐在焦虑与吸

毒动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被试为四川省资阳市戒毒所的强制戒毒人员，采

取方便取样，进行集体施测，所有被试自愿并知情同意

参加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1400 份，回收问卷 1384 份，

得到有效问卷 1023 份，问卷有效率为 73.9%。被试均

为男性，年龄为 16-63 岁，平均（35.88±9.028）岁。

1.2 工具

1.2.1 吸毒动机问卷

由刘晓军编制，共 32 个题项，包括身体症状、

环境诱发、高感觉寻求、社会压力、负性情绪和价值

观念六个维度 [23]。采用“1-5”五点计分方式，总分越

高，表明吸毒动机越强。该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在 0.49-0.81 间，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次施测所得

Cronbach α系数为 0.74。

1.2.2 焦虑自评量表

由W.K.Zung 于 1971 年编制，包含 20 个反映焦

虑主观感受的题项，每个项目按症状出现的频度分为

“1-4”评分，得分越高，表明焦虑水平越高。此次施

测所得 Cronbach α系数为 0.74。

1.2.3 自我和谐量表

由王登峰编制，共 35 道题目，分为自我与经验不

和谐、自我灵活性和自我刻板性三个维度。采用“1-5”

五点计分方式，得分越高，表明自我和谐水平越低。该

量表 3个维度同质性信度分别为 0.85、0.81、0.64，信

效度良好 [24]。本次施测所得 Cronbach α系数为 0.69。

1.3 统计方法

利用 SPSS20.0 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利用

amos16.0 进行 Bootstrap 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2 结果

2.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相关分析

焦虑、吸毒动机、自我和谐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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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所示，各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分的相关矩阵见表 2。

由表 2可以看出，焦虑、自我和谐与吸毒动机总分、各

维度分之间的相关显著。

2.2 高低焦虑组在各变量总分上的差异检验

将焦虑总分从低到高排序，将 40 分以下（即约前

27%）的作为低焦虑组，53 分以上（即约后 27%）作

为高焦虑组，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自我和谐总分和吸

毒动机总分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数据分

析结果显示，焦虑总分在高低焦虑组之间差异显著，证

计分方式（项目数） M SD

吸毒动机 1-5（32） 2.73 0.60

自我和谐 1-5（35） 2.83 0.33

焦虑 1-4（20） 2.33 0.47

表 1 各量表描述性统计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吸毒动机 1

2：焦虑 .235** 1

3：自我和谐 .487** .288** 1

4：社会压力 .792** .260** .512** 1

5：价值观念 .601** .082** .211** .284** 1

6：环境诱发 .807** .099** .315** .464** .448** 1

7：身体症状 .695** .171** .242** .426** .354** .469** 1

8：负性情绪 .620** .195** .431** .543** .149** .403** .330** 1

9：高感觉寻求 .619** .173** .290** .323** .305** .494** .411** .316** 1

10：自我经验不和谐 .519** .198** .828** .493** .222** .412** .262** .431** .290** 1

11：自我的刻板性 .450** .160** .729** .388** .235** .369** .266** .331** .256** .639** 1

12：自我的灵活性 -.235** .099** .009 -.110** -.126** -.257** -.153** -.215** -.167** -.485** -.375** 1

表 2 各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分相关矩阵

注：p＜ 0.05*，p ＜ 0.01**

明分组在统计学意义上合理；同时，自我和谐、吸毒动

机总分在高低焦虑组中的差异显著，高焦虑组的吸毒动

机比低焦虑组强，高焦虑组的自我和谐程度比低焦虑组

低，由此可见焦虑对自我和谐、吸毒动机均存在一定程

度的影响。

2.3 中介模型检验

2.3.1 模型拟合度检验

构建以焦虑为自变量、自我和谐为中介变量、

吸毒动机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模型拟合度

检验，得到模型拟合参数为χ2=198.5 (p<0.001)，χ2/

df=7.94，RMSEA=0.08，GFI=0.963，AGFI=0.918，

NFI=0.935，CFI=0.943。模型标准化路径如图 1所示，

得到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见表 4。由结果可知，自我和谐

中介模型拟合度良好。

分组 N M SD t

焦虑
低焦虑组 312 35.19 3.73

-70.85**
高焦虑组 316 57.33 4.10

吸毒动机
低焦虑组 312 81.39 18.79

-7.05**
高焦虑组 316 91.96 18.82

自我和谐
低焦虑组 312 48.06 10.16

-5.73**
高焦虑组 316 52.63 9.85

表 3 高低焦虑组差异性检验

注：p＜ 0.05*，p ＜ 0.01**

图 1 中介模型标准化路径图

表 4 中介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

注：p＜ 0.05*，p ＜ 0.01**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t SE

焦虑 ®自我和谐 0.20** 5.91 0.31

自我和谐 ®吸毒动机 0.57** 15.60 0.25

焦虑 ®吸毒动机 0.11** 4.20 0.17

吸毒动机 ®社会压力 0.86 -- --

吸毒动机 ®价值观念 0.52** 12.48 0.28

吸毒动机 ®环境诱发 0.85** 18.79 0.44

吸毒动机 ®身体症状 0.52** 12.40 0.27

吸毒动机 ®负性情绪 0.68** 17.21 0.18

吸毒动机 ®高感觉寻求 0.55** 12.99 0．20

自我和谐→自我与经验不和谐 0.92 -- --

自我和谐→自我灵活性 -0.51** -15.57 0.24

自我和谐→自我的刻板性 0.70** 20.74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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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自我和谐的中介作用检验

使用偏差矫正百分位 Bootstrap 法检验简单中介效

应，置信区间设定为 95%，自抽样次数设定为 5000。

获得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5。中介路径的 95% 置

信区间是（0.070,0.150），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且中介效应大小为 0.111。同时，焦虑对吸毒动机有显

著的直接效应，综上可知，焦虑能直接预测吸毒动机，

自我和谐在焦虑与吸毒动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中

介效应量为 50.22%。

3 讨论

3.1 焦虑、自我和谐与吸毒动机的关系

本研究证明，焦虑与吸毒动机有显著正相关，且

能够直接预测吸毒动机，同时自我和谐在焦虑与吸毒动

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与前人有关酒精成瘾的研

究结果——抗焦虑感是觅酒行为强化的原因 [25] 这一结

论相似，焦虑水平高的吸毒者具有更强的吸毒动机，因

而焦虑可以作为成瘾行为的可靠的预测指标之一。同时，

本研究也从侧面佐证了成瘾行为是一种回避焦虑、抑郁

等负性情绪的策略，成瘾能帮助吸毒者有效地摆脱不良

的情绪体验，产生愉悦感。

本研究还表明，自我和谐是焦虑作用于吸毒

动机的内部机制。可能是由于自我和谐中的三个维

度——自我与经验不和谐、自我的灵活性、自我的

刻板性反映了成瘾者对其经验的不合理期望，并且

不能根据情境的具体情况做出灵活的调整，因此对

负性的情绪反应强烈，容易造成情绪的不稳定和精

神易疲劳的现象，具体表现为焦虑、恐惧、抑郁等。

高焦虑水平的个体较少运用自我和谐的策略去应对

焦虑，当他们将外在的特殊情境知觉为威胁性之后，

出于自我防御的目的，会采用不成熟的应对方式作

为心理补偿，以致加重了焦虑、抑郁情绪 [26]。因而，

持续通过吸毒行为回避焦虑体验，将会进入一种恶

性循环，这可能是吸毒者对毒品心理依赖性不断加

强的原因之一。

中介效应

估计

（ab）

标准误

Bias-corrected 95%

置信区间 P

下限 上限

间接效应（ab） 0.111 0.021 0.070 0.150 <0.001

直接效应（c¢） 0.110 0.028 0.055 0.166 <0.001

3.2 研究不足和展望

研究不足之处有两点。一是样本群体的局限性。

有研究表明，男女吸毒人群在吸毒行为特点（如吸毒方

式、年限、毒品类型等）、吸毒动机（社会支持、应对

方式等）及心理健康水平（抑郁、焦虑、恐惧等）上存

在差异 [27-29]。目前我国男性成瘾者仍在吸毒人员中占相

当大的比例 [30]，因此本研究以男性吸毒人群作为研究

群体。

二是施测环境的特殊性。本研究的样本群体身处

强制戒毒所，具有较为固定的生活模式和密闭的生活环

境，他们的焦虑情绪可能不同于日常生活中体验的焦虑

情绪，带有一定特殊的情境性，得出的结论可能不适用

推广到不在强制戒毒所的成瘾者。

3.3 研究意义

以往的研究通常将焦虑敏感性这一人格特质作为

研究变量，探讨其与成瘾行为之间的关系 [31-32]。而本研

究则以吸毒者自评的焦虑体验作为变量，分析其作用于

成瘾行为的内部心理机制。此外，本研究探讨了焦虑和

自我和谐如何影响成瘾行为，发现了焦虑与自我和谐不

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且都能有效的预测吸毒动机：

个体存在的焦虑水平越高，自我和谐程度越低，其吸毒

动机就越强；因此，本研究为成瘾治疗的途径提供了新

的思路，可通过合理疏通焦虑情绪，建立积极的应对方

式，构建和谐一致的自我机制来降低焦虑水平，提升自

我的和谐同一性，减轻其的吸毒动机，最终帮助其摆脱

心理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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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障碍的疗效，今后还需要研究百乐眠胶囊各组分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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