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论著·

2022年5月第1卷第5期

自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心理弹性与应对方式和领悟
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

戚亚敏
张会敏
新乡医学院护理学院，河南新乡 453000
[ 摘要 ] 目的 分析自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应对方式、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8 月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的 95 例自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作为研究对
象，问卷评估其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及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分析心理弹性与应对方式、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
性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 主要照顾者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总分为（27.91±4.10）分，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SCSQ）总分为（55.90±7.48）分，康纳 - 戴维森韧性量表（CD-RISC）总分为（59.65±7.10）分。CD-RISC 与
SSRS（r=0.468，P < 0.05）、积极应对（r=0.510，P < 0.05）呈正相关，与消极应对呈负相关（r=-0.479，P < 0.05）；
SSRS 与积极应对（r=0.411，P < 0.05）呈正相关，与消极应对呈负相关（r=-0.389，P < 0.05）。居住地、平均
每日照顾时间、SSRS 评分、应对方式、患儿年龄是自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P < 0.05）。
结论 自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心理弹性与其应对方式、领悟社会支持有一定相关性，且居住地、平均每日照顾
时间、SSRS 评分、应对方式、患儿年龄是其心理弹性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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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y and coping style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 primary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

QI Yamin ZHANG Huimin
School of Nursing,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Henan Province, Xinxiang 45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primary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oping style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ethods The primary caregivers
of 95 children with autism in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from July 2019 to August 2020 were
enroll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primary caregivers’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coping styl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level were evaluated by questionnai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coping style, and
perception of social suppor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primary caregivers had a total score
of (27.91±4.10) points on the 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 (SSRS), a total score of (55.90±7.48) points on the 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 and Connor 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total score was (59.65±7.10)
points. CD-RISC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SRS (r=0.468, P < 0.05), positive coping (r=0.510, P < 0.05)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coping (r=-0.479, P < 0.05). SSR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coping
(r=0.411, P < 0.05),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coping (r=-0.389, P < 0.05). The place of residence,
average daily caregiving time, SSRS score, coping style, and age of the child wer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the primary caregiver of the children with autism (P < 0.05). 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primary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is correlated with their coping styl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the place of residence, average daily caregiving time, SSRS score, coping style, and age of the child ar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ir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level.
[Key words] Autism; Children; Primary caregivers; Coping style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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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及父母带来严重不良影响 [1]。此外，在照护过

数为 0.782；③应对方式：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程中，自闭症患儿父母承担的压力远高于正常儿童， （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评价，共
20 个条目，分为消极（8 个条目）和积极应对（12 个
甚至高于其他残疾儿童父母。但面对同样压力事
件，并非所有父母均一蹶不振，部分父母可通过自我

条目）2 个维度，4 级评分法，评分分别为 0~24 分、

适应调节，以积极方式应对，协助自己及家庭保持较

0~36 分，维度评分越高，则个体常采取此种应对方

好的社会适应能力，究其原因与个体心理弹性相关。

式，一致性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843；④心理弹

研究报道，心理弹性能对疾患照护者应对应激事件

性：采用康纳 - 戴维森韧性量表（Connor Davidson

能力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 。研究指出，拥有高水

resilience scale，CD-RISC）评价，共 25 个条目，涉

平心理弹性的照顾者，通常具有乐观精神和积极态

及 力 量、坚 韧、乐 观 3 个 维 度，5 级 评 分 法，评 分 依

[2]

度，对于患者的康复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另有研

次为 0~32 分、0~52 分、0~16 分，评分越高，心理弹

究发现，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生理密切相关，且良

性 越 好，各 项 一 致 性 Cronbach’
s α 系 数 为 0.856、

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改善患者心理健康水平 [4]。此

0.791、0.812。

外，良好的社会支持能给予患者照护者心理和经济

1.3 统计学方法  

[3]

上的支持，减轻其负担，缓解不良情绪，对于改善照

采用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

护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由此，本研究采用相

以均数 ± 标准差（x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

关性分析自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心理弹性与应对方

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 LSD-t 检验，Pearson

式、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并进一步筛选心理弹性的

法分析相关性，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

影响因素，旨在为临床改善主要照顾者的心理弹性

回归分析，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提供依据。

2 结果

1 资料与方法

2.1 自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SSRS、SCSQ、CD-RISC

1.1 一般资料  

评分情况
94 名主要照顾者 SSRS 总分为（27.91±4.10）分，

选取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8 月郑州大学第五
附属医院的 95 例自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作为研究

SCSQ 总分为（55.90±7.48）分，
CD-RISC 总分（59.65±

对象。纳入标准：均为在该院儿童康复医学科接受

7.10）分。见表 1。

治疗的自闭症儿童的主要照顾者，承担患儿的主要
照顾任务；年龄≥ 18 岁；患儿亲属或家庭成员，不

表1 自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SSRS、SCSQ、CD-RISC评分情况

收取任何照护费用；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可积极配

（n=94，分， xx ±s）

合完成各项问卷；知情同意本研究。排除标准：存

量表

维度

得分

在各类精神疾病者；近期遭受重大生活事件或创伤

SSRS

客观支持

8.72±2.31

性事件者，如丧亲、离异、天灾人祸等。本研究经医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主观支持

11.56±3.85

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

7.63±1.85

总分

27.91±4.10

积极应对

34.12±5.10

消极应对

21.78±2.02

总分

55.90±7.48

力量

20.15±4.56

整无误 9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8.95%。

坚韧

31.48±5.20

1.2.2 问卷内容 ①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婚

乐观

8.02±3.12

姻状况、学历、职业、家庭平均月收入、居住地、与患

总分

59.65±7.10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 运用面对面问卷调查法，
收集 95 例

SCSQ

主要照顾者一般资料、社会支持状况、心理弹性水
平、应对方式等资料。本次发放 95 份问卷，填写完

CD-RISC

儿关系、平均每日照顾时间及患儿性别、年龄、是否
是 独 生 子 女；② 社 会 支 持：采 用 社 会 支 持 评 定 量

2.2 CD-RISC与SSRS、SCSQ评分的相关性

表（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SSRS）评 价，共 有
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 3 个维

Pearson 法分析显示，CD-RISC 与 SSRS（r=0.468，
P < 0.05）、积极应对（r=0.510，P < 0.05）呈正相关，

度，评 分 依 次 为 1~16 分、4~16 分、3~12 分，评 分

与 消 极 应 对 呈 负 相 关（r=-0.479，P < 0.05）；SSRS

越 高，领 悟 到 的 社 会 支 持 度 越 高，评 分 >35 分，则

与积极应对（r=0.411，P < 0.05）呈正相关，与消极应

社会支持水平较高，量表一致性 Cronbach’
sα系

对呈负相关（r=-0.389，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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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心理弹性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居住地、平均每日照顾时间、SSRS 评分、应

2.4 自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心理弹性的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

对方式、患儿年龄的主要照顾者心理弹性评分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2

以 主 要 照 顾 者 CD-RISC 评 分 为 因 变 量，居 住
地、平均每日照顾时间、SSRS 评分、应对方式、患儿

自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心理弹性的单因素分析（n=94，分， xx±s）
例数

CD-RISC总分

男

26

57.23±9.56

女

68

61.00±10.32

<35

56

58.20±7.69

≥35

38

60.11±8.69

项目
性别

年龄（岁）

婚姻状况
已婚

89

61.25±8.63

离异、丧偶

5

59.23±9.10

小学、初中

13

58.69±8.78

高中、中专

48

57.96±9.45

大专及以上

33

59.89±10.33

在职

49

60.85±7.63

非在职

45

58.96±8.47

<5000

29

58.23±10.32

≥5000

65

60.10±9.11

学历

职业

家庭平均月收入（元）

居住地
城镇

46

63.25±7.54

乡镇

48

57.25±8.12

父母

85

60.23±8.11

其他

9

58.78±9.32

与患儿关系

平均每日照顾时间（h）
<8

39

57.68±7.85

≥8

55

61.52±8.35

SSRS评分（分）
<35分

41

55.63±8.10

≥35分

53

63.58±7.68

消极应对

62

53.85±5.66

积极应对

32

65.85±7.33

应对方式

患儿性别
男

63

59.10±5.69

女

31

61.00±7.12

患儿年龄（岁）
<6

24

58.63±6.85

≥6

70

62.45±7.36

是

89

59.10±6.49

否

5

62.32±7.12

独生子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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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值

P值

1.616

0.110

1.121

0.265

0.508

0.613

0.527

0.592

1.380

0.258

0.882

0.380

3.708

< 0.001

0.503

0.616

2.252

0.027

4.860

< 0.001

8.789

< 0.001

1.399

0.165

2.232

0.028

1.080

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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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为自变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居住地、平
均每日照顾时间、患儿年龄、SSRS 评分、应对方式是
主要照顾者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P < 0.05）。见表 3。
表3

3 讨论
自闭症是指儿童在成长期间在社会沟通、交往、
行为等方面表现出的严重障碍，与正常儿童相比，

自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心理弹性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标准误差

偏回归系数（标准化）

t值

P值

0.618

0.034

0.627

18.18

< 0.001

平均每日照顾时间

-0.764

0.050

-0.759

15.28

< 0.001

患儿年龄

-0.579

0.038

0.624

15.24

< 0.001

SSRS评分

-0.559

0.035

-0.565

15.97

< 0.001

消极应对评分

0.629

0.030

0.642

20.97

< 0.001

积极应对评分

-0.576

0.041

0.589

14.05

< 0.001

变量

偏回归系数

常量

-0.428

居住地

注

F=35.745，R2=0.671

此类儿童在社会生活和日常行为各方面有明显区

心理弹性是个体应对逆境的良好适应过程，是

别，为了培养独立能力、融入社会需长期进行康复

经历困难的一种弹性能力，即心理韧性。鉴于此，本

训练，给家庭、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精神

研究经多因素分析显示，居住地、平均每日照顾时

压力。研究报道，良好的心理弹性对减轻创伤后应

间、SSRS 评分、应对方式、患儿年龄是自闭症儿童主

[5]

激障碍、改善心理状况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本

要照顾者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P < 0.05）。从居住

研究结果显示，94 名主要照顾者 CD-RISC 总分为

地方面分析，居住于城镇的主要照顾者心理弹性评

（59.65±7.10）分，与 Das 等

[6]

研究结果相近，心理

分高于居住于乡镇者，可能与城镇居民通常文化程

弹性处于中等水平，表明自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能

度较高、经济状况较好等因素有关。另有研究显示，

适度进行自我调整，使其适应压力环境，以良好心态

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均为家庭复原力的保护因子 [9]。

应对患儿疾病。但尽管如此，患儿长期康复训练还是

因此，居住于城镇患儿的主要照顾者 CD-RISC 评

给主要照顾者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和困扰，

分更高，成为影响其心理弹性的保护因素。从平均

使其倍感无助和担忧。同时，在心理弹性的各维度

每日照顾时间方面来看，本研究结果显示，自闭症

中，本研究结果显示，乐观维度评分最低，可能原因

患儿主要照顾者随每日照顾时间延长，其心理弹性

是父母担忧患儿病情，对预后存在悲观心理，最终导

明显提升，且每日照顾时间是其保护因素，这与秦

致乐观心理不足。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94 名主要

秀群等 [10] 研究一致。有研究发现，在照顾自闭症患

照顾者 SSRS 总分为（27.91±4.10）分，与有关研究 [7]

儿过程中，照顾者会发现患儿行为的良好变化，这种

相近，处于较低水平，考虑原因为自闭症患儿父母为

变化是对父母最好的礼物 [11]。有研究指出，随照顾

了“面子”，不愿向社会及他人透露患儿病情，更不愿

时间的延长，患儿病情好转更能提升照顾者的心理

向他人求助，故社会支持评分较低。以往研究显示，

弹性，使其适应这种过程 [12]。临床工作中应适当鼓

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得到较高关注，如学生、妇女、

励患儿父母，尤其是父亲适当增加照护患儿时间，使

[8]

儿童、老年人及患者等 。综合来看，获取的社会支

其积极面临各种挑战。从自闭症患儿年龄分析，本

持越多，越有利于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减轻心理压

研究发现，患儿年龄越大，照顾者感知到的心理弹性

力。从而，对于自闭症儿童的主要照顾者需给予更多

越高，这与以往研究 [13] 一致。随着患儿成长，家庭

社会支持，以减轻其压力，使其保持良好状态积极面

及其照顾者逐渐适应这一事件及家庭环境的变化，

对患儿疾病和成长。应对方式是个体为了适应环境

其认知及适应压力的能力得到较大改善。

变化而采取的手段、方法及策略，主要包括消极应对

本研究发现，应对方式不仅是自闭症儿童主要

和积极应对两个方面。本研究结果显示，患儿主要照

照顾者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并与心理弹性呈现一

顾者 SCSQ 总分为（55.90±7.48）分，且积极应对评

定相关性，即心理弹性与积极应对呈正相关，与消

分相对较高，提示自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通常能以

极应对呈负相关。心理弹性不仅对个体心理、生理

积极方式面对患儿疾病和日常应激及压力事件，这

健康产生直接影响，还对个体应对方式的选择产生

对患儿的康复训练、预后效果及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一定影响。此外，研究发现，个体对压力事件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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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与应对结果与心理弹性水平密切相关，个体心

Stressful Experiences and Acute Stress Disorder among

理弹性越高，面对应激事件，更能采取正确的应对方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J].Appl Psychol Health Well

式，积极主动地运用各种支持资源，以提升问题解决

Being，2020，12（4）：1074-1094.

能力，即采取对压力事件及应激环境的积极适应行
为

[14]

。有研究表明，心理弹性影响患者处理问题的

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5]

。Xie 等

[16]

认为，心理弹

性与个体的应对方式密切相关，且积极应对属于心

[5] 曹旭然，刘传新 . 恶性血液病患者社会支持，心理弹性
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21，30（12）：1112-1117.
[6] Das S，Das B，Nath K，et al.Impact of stress，coping，

理弹性的独立保护性因素。这一结论与本研究结果

social support，and resilience of families having children

一致。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是自闭症儿

with autism：A East North India-based study[J].Asian J

童主要照顾者心理弹性的保护因素，并与心理弹性

Psychiatr，2017，28（9）：133-139.

呈正相关，原因在于良好的社会支持，如医护人员的

[7] 念淑兰，陈艳晶 . 自闭症儿童父母心理困扰与病耻感和

信息支持、社会各界人士的情感、物质及其他协助性

自我同情的相关性 [J]. 临床与病理杂志，2018，38（6）：

支持，均能帮助照顾者适应压力事件，积极应对患儿

1301-1305.

自闭症这一应激和压力事件。本研究发现，社会支

[8] 丁茹蕾，黄丽芳，唐三辉，等 . 老年慢病长期居家患者主

持与应对方式有一定相关性。良好的社会支持能为

要照顾者社会支持及负担、应对方式的现状调查 [J]. 中

个体提供情感、信息及物质等支持，属于其面对挫

国医药导报，2021，18（29）：25-30.

折、困难的坚强后盾，社会支持可为个体提供信息支

[9] BartholoméL，Winter Y.Quality of Life and Resilience of

持、情感支持和物质支持等，是个体面对困难与挫折

Patients With Juvenile Stroke：A Systematic Review[J].J

时强有力的后盾，有助于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

Stroke Cerebrovasc Dis，2020，29（10）：105 129.

心，减轻压力及应激事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积极

[10] 秦秀群，
曲峰蕾，
李咏梅，
等 . 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父母

方式面对一切。另有研究报道，压力应对模型中，良

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弹性和家庭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J].

好的社会支持作为外部资源，对应对方式的选择具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20，36（18）：1400-1404.

有重要作用

[17]

。由此提示，临床工作中，需加强对自

[11] 侯伟鹏，庞丹丹，陈宝芝 . 儿童孤独症的心理行为特征

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的社会支持力度，以促进其采

及其影响因素 [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20，47（4）：

取积极应对方式，提高心理弹性水平，为自闭症患儿

726-729.

病情康复、促进患儿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12] Annemarie L，Chris P，Gurch R.Using a blended format

综上所述，自闭症儿童主要照顾者心理弹性与

（videoconference and face to face）to deliver a group

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有一定相关性，且居住地、平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 to parents of autistic children[J].

均每日照顾时间、SSRS 评分、应对方式、患儿年龄是

Internet Intrv，2020，26（21）：100 336.

其心理弹性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在临床中，医护

[13] 吉彬彬，秦莉花 . 湖南省自闭症儿童父母心理弹性的

人员需根据相关影响因素加强针对性干预措施，进

现状研究 [J]. 护理实践与研究，2020，17（20）：4-7.

一步提高照顾者的心理弹性，使其积极面对现状，促

[14] 寿宇雁，
高晓彦，
张士莲，
等 . 罗伊适应模式联合结构式

进患儿健康成长。

团体心理干预对颅颌面创伤病人心理弹性、
应对方式及
[参考文献]

生活质量的影响 [J]. 护理研究，
2021，
35（16）：2983-2986.

[1] 余春，李博霞，赵宁侠，等 . 穴位电刺激结合康复教育改

[15] 朱敏，李秀雄，吴定芳，等 . 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及应对

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行为问题的临床研究 [J]. 中国

方式对大肠侧向发育型肿瘤患者心理弹性影响的路径

医药导刊，2020，22（3）：166-169.

分析 [J]. 重庆医学，2020，49（13）：2131-2134.

[2] 王莉艳，谢蓓芳，李宁，等 . 正念减压训练对产后抑郁患

[16] Xie W，Liang C，Xiang D，et al.Resilience，anxiety and

者自我接纳压力感知及心理弹性的影响 [J]. 中国妇幼

depression，coping style，social support and their correlation

保健，2021，36（14）：3237-3240.

in parents of premature infants undergoing outpatient fundus

[3] 刘冉，邓燕，钱学君，等 . 阿克苏地区结核防治院护士应
对方式、压力源和心理弹性现状及相关性研究 [J]. 职业
与健康，2020，36（18）：2521-2524.
and Coping as Mediators between COVID-19-related
FUER JIANKANG DAOKAN

Vol.1

Med，
2021，
26（9）：1091-1099.
[17] 杨威，朱雪梅，沈晓颖，等 . 首发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

[4] Ye Z，Yang X，Zeng C，et al.Resilience，Social Support，

32

examination for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J].Psychol Health

No.5 May

2022

者就医决策延迟与希望水平、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
相关性 [J]. 解放军护理杂志，2021，38（6）：4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