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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变量关系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介变量解释外生物理事件如何对外产生内部心理意义，中介效应说明了这个作用是“怎么样”和“为什

么”产生的。检定中介变量的直接效果、间接效果和总效果是研究中介变量的核心问题。在体育科学研究中，目前主要运用的中介效应检定方法是因

果步骤法和 Sobel 方法，这 2 种方法存在较多的不足与缺陷。研究通过分析传统中介效果检定方法，发现存在单纯 z 值检定、特定间接中介效果无法

比较和样本非正态分布、统计功效低等局限。随着统计技术和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学者们近来采用数据模拟提出采用乘积分布法、非参数 Bootstrap

法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MCMC）法等 3 类方法来应对。这 3 种方法各有其理论原理和计算程序，但在实务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优劣。考虑到体

育科学研究的实际需要，并根据最新统计研究理论和技术提出，采用非参数 Percentile Bootstrap 和 Bias-Bootstrap 检定法，介绍了运用语法功能在

AMOS 软件中操作特定中介效果的检定和比较，从而克服了传统检定方法的不足，为相关研究提供方法学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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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Mediating variables explain how exogenous physical
event generates an internal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foreign, intermediaries effect illustrates this effect is“how”and “why”generated. Testing the direct
effects, indirect effects and total effects of the mediating variables is the core issues. In the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the main use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verification method is causal step method and Sobel method currently, these two methods are more deficiencies and defects. Research found some questions
such as a simple test z values, specific indirect effects can't be compared, and samples of intermediary non-normal distribution, power low limitations
through analyzing the effect of the traditional intermediary testing methods.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tatistical techniques and methods, scholars have
recently proposed the use of data simulation using a product distribution method, nonparametric Bootstrap method and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MCMC）

method three methods to deal with. These three methods have their theoretical principles and calculation procedures, but in practice exhibit different
charac 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ctual needs of sports science, and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tatistics theory and
technology, propose Bias-Bootstrap and Percentile Bootstrap testing methods, introduce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operating in particular mediation AMOS
software test and comparison.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test methods, we provide a methodological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Key words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mediating effects; problem; Bootstrap method; specific indirect effects; A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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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变量解释外生物理事件如何对外产生内部心理意义，

而调节变量指定“什么时候”一定的效果会产生作用，中介效应

说明了这个作用是“怎么样”和“为什么”产生的[1]。1980—2010

年，以“mediation”或“mediator”出现在心理学论文摘要中的频次

从 36 剧增到 1 198[2]。通常，中介变量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被译为

mediato、intervening variable、intermediate variable、process variable

和 surrogate variable。中介变量在社会学、心理学、运动心理学、

体育社会学等领域的应用十分广泛。
在体育科学研究中，越来越关注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在实

际研究过程中，中介变量通常是在无法确定自变量与因变量之

间的关系，或自变量本身不好操控，而用以解释从自变量到因变

量的过程时引入的可操控变量。AJZENH 和 FISHBEIN（1980）创

建了以行为意图为中介变量的计划行为理论 （TPB），JUDD 和

KENNY（1981）创建了以规范为中介变量的促进健康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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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等（1989）创建了以有用性为中介变量的科技应用模型

（TAM）等，这些模型都在体育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在体育科学研究中，目前主要运用的中介效应检定方法是

因果步骤法和 Sobel 方法，这 2 种方法存在较多的不足与缺陷。
如中介效果在不符合正态分布及大样本量不足的情况下的解

决，不利于寻找多个或其他中介变量，难以准确评估中介效果的

有效性和影响力，中介效应的统计功效不令人满意等问题都难

以得到合理解释，从而影响对中介效应的检定。因此，研究以

AMOS 为分析工具，完整阐述中介变量的检定程序和方法，以期

为相关研究提供方法学参考。

1 体育科学研究中， 运用因果步骤、Sobel 中介效应
检定法存在的问题

1.1 中介变量的进一步寻找受到方法学限制

单层中介变量研究的模型常见包括简单、远程、二因子及多

因子模型 4 种（见图 1）。其中，远程中介、二因子及多因子中介

模型又称为多重中介模型。二因子中介、多因子中介效应表达 2

个或多个中介变量同时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起作用；远程中

介效应表达多个中介变量出现顺序性特征，在自变量和因变量

之间形成中介链[3-7]。可见，中介变量存在的形式和作用是复杂

的，且是联动的。

研究以中介效应、中介变量为主题词，查阅 CNKI 体育类核

心期刊，所获近 60 篇文献中，仅有不足 10%的文献涉及到二因

子、远程和多因子中介模型。如马勇占等跨理论模型中，自我效

能、变化阶段对变化过程和身体活动关系的中介效应的研究，所

涉及的是远程中介模型；卢敏等关于情绪在运动对大学生心理

健康影响中的中介效应的研究涉及到多因子中介模型。也就是

说，在体育科学研究中，多数学者在研究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

因果关系时，只发现了唯一的中介变量。而在多数情况下，用莫

兰所倡导的复杂性思维来思考各种复杂的变量关系时，简单用

一个中介变量解释因变量的发生机制似乎显得牵强。那么，是

什么原因造成学者们难以继续寻找到其他有效的中介变量呢？

研究发现，多数研究者仍采用因果步骤法来检定中介效应，而这

一方法自产生之日起就倍受争议[8]。
中介效应的检定中，自变量显著影响因变量是因果步骤法

的先决条件，这个前提条件的限制，使得本来可能具有意义的中

介研究戛然而止。然而很多情况下，即使系数 c 不显著也完全可

能存在中介效应[9-12]。若 ab 与 c' 方向相反，或在 2 个中介效应方

向相反时，即可导致系数 c 的不显著。更进一步，D.D.RUCKER

等[12]提出，当样本量为 50 和 100 时，系数 c 不显著（0.2）时，存在

显著中介效应（0.16）的概率分别高达 48.2%和 44.5%。另外，如

果判定完全中介效应，也可能阻碍其他中介变量的探寻。
1.2 难以应对中、小样本与非正态分布的中介效应检定

还有研究者采用 Sobel 检定中介效应，即用中介效应估计

值除以其标准误得到一个 z 值，再将这个 z 值和基于标准正态

分布的临界 z 值进行比较，如果 z 值 > 大于临界 z 值，说明中介

效应显著，反之则说明中介效应不显著；或者构造一个对称的置

信区间，如果置信区间不包括 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反之则说

明中介效应不显著[14-15]。尽管这一方法弥补了因果步骤法不能

直接检定中介效应，而是逐步假设检验中介效应有无的缺陷，但

其统计功效和准确性仍然受到质疑。
正态分布且为大样本是 Sobel 检定法的前提假设条件，这

是因为标准正态分布的临界 z 值只有在正态分布下才能使用，

但即便 和 均为正态分布， 也不一定是正态分布，只要

不为零， 的分布就是偏态分布，并且分布的峰值还会随

着中介效应值的变化而变化[6]。由此可见，仅基于 正态分布

是不可靠的，况且在体育科学研究的一些领域，很可能无法满足

大样本且是正态分布的要求。因此，国内体育学术期刊一直以来

非常关注各项研究的样本抽取和数量，这是保证科学研究结果

客观性和真实性的重要条件。那么，是不是只要是大样本就可

能提高中介效应的统计功效呢？

如卢敏等[16]对情绪在运动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中的中介效

应的研究中，采用 Sobel 检定法对情绪的 7 个维度进行了中介

效应检定。文中，研究者以大样本的量表施测得分为连续数据

资料进行分析，基本满足大样本正态分布的要求。而且，研究者

细致严谨地汇报了各个中介变量的点估计值、标准误及 z 值以

供读者参考，但这仍然是基于 、 和 都是正态分布的前

提。据此所得出的情绪各维度中介效应结果的客观性就会受到

影响，更不必说依此结果给出的各中介效应之比较结果了。
1.3 中介效应的检定功效低

D.P.MACKINNON[14]通过模拟研究发现，因果步骤法的统计

功效（power）最低，并且还容易低估第Ⅰ类错误率。由于迄今为

止，体育科学研究中仍大量沿用因果步骤检定法，这无疑造成目

前中介研究统计功效不高的状况。实际上，因果步骤检定法之所

以受到众多批评的原因就是，其检定功效最低。
如许欣[17]在文中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对儿童感知父母运

动投入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是以线性回归标准化系

数、t 值、R2 为支持依据，验证其研究假设。从中介效应检定方法

来看，该研究采用的只是因果步骤法，显然存在商榷之处。查看

其检定方法来源，作者提到检验方法引自温忠麟等（2004）发表

在《心理学报》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一文。详细查阅

原文后发现，原文作者认为，做 Baron 和 Kenny 部分中介检验，

即依次检验系数 a 和 b，如果都显著，意味着 X 对 Y 的影响至

少有一部分是通过了中介变量 M 实现的，第Ⅰ类错误率小于或

等于 0.05，继续检验系数 c'；如果不显著，说明是完全中介过程；

图 1 简单、远程、二因子、多因子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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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至少有一个不显著，由于该检验的功效较低（即第Ⅱ类

错误率较大），所以还不能下结论，此时，需进一步做 Sobel 检

验，如果显著，意味着 M 的中介效应显著，否则中介效应不显著[15]。
根据 Sobel 检定法，在中介效应检定报表中应提供标准误及 z 值

以供参考。显然，作者在未做 Sobel 检定之前就过早地下了结

论。而且，即便是采用 Sobel 检定法，也存在难以克服对称置信

区间的缺陷，因为这是温忠麟等研究者在十几年前刊出的中介

效应检定研究成果。因此，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风险。
1.4 难以准确提供中介效应点估计与置信区间

总体来看，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体育社会科学）中，中介

效应检定的问题广泛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08—2011 年

间，大量的新兴统计技术和数据模拟方法陆续涌现出来。统计学

家们不仅关注如何弥补传统统计技术方法的不足，更关心采用

数据模拟手段来验证各种方法的点估计偏差、点估计相对均方

误、统计功效、区间宽度和区间估计准确性等表现优劣问题。之

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运用得当的中介效应统计技术和方法，才

能够正确理解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构

成机制。新的更有效的中介效应检定方法已然问世，并受到国内

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这无疑会有力推动体育科学研究的发展。
但目前，体育科学研究中的多数中介效应检定都存在无法

准确提供中介效应点估计和置信区间的问题，这和所采用的因

果步骤法自身存在缺陷是分不开的。因果步骤检定法不能直接

检定中介效应是否显著不为 0，而是通过一系列假设检验来推

测中介效应的有无，因此无法直接提供中介效应的点估计，也就

无法提供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18]。Sobel 检定法虽然可构建置信

区间，但存在大样本且正态分布的缺陷。因此，为满足实践中

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正态的需要，只能使用基于 和 乘积分

布的临界值。
1.5 多重中介效应无法比较

研究发现，一些研究中出现 2 个及以上的中介变量，或呈现

远程中介模型，在经过一系列中介效应的有无检定程序，即回归

分析之后，关注的重点仅仅是判定系数 R2，对于自变量影响因

变量所经过的各条中介路径之间的差异却关注甚少。但是在实

务中，可能更关注究竟哪些中介变量会起到具有可靠统计意义，

且更加重要的中介作用，这可能也与所采用的中介效应检定方

法的局限性有很大关系。
在这其中，极其少数研究者对其所研究的多个中介效应进

行了比较研究，但同样存在方法上的偏误。如卢敏等[16]对各条中

介路径进行效果量比较时采用的方法是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

比，即 ab/ab+c'。但是，这种方法受到大量证据的反驳，主要问题

是：（1） 由于效果量和样本量综合作用于中介效应的统计显著

性，当 c 很大或很小时，效果量都很难反映中介效应的实际[19]；

（2）不少研究发现，ab/ab+c' 中，可能存在 ab 与 ab+c' 方向相反，

且 ab/c 的值 >1 或 <-1 的情况[19]，可见，ab/c 并非比值，难以表达

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比例关系；（3）在多个中介变量的模型中，

总效应 c=c'+ = 1aibi ，ab/c 忽略了模型中其他中介变量的影

响，如果以 ab/c' 代替 ab/c，则又极大增加了效果量的不稳定性，

通常样本在 5 000 以上才能达到稳定[20]。由此来看，情绪 7 个维

度的中介效应比较结果如果是建立在 5 000 个样本以下的 ab/c
比值基础上，就值得推敲。

2 中介研究动态与存在问题应对

2.1 3 类中介效应检定方法

针对中介效应 ab 的抽样分布难以满足大样本且正态分布

的问题，研究者近来提出采用乘积分布法、非参数 Bootstrap 法

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MCMC）法 3 类方法解决，这 3 类方法

各有优劣。
2.1.1 乘积分布法 乘积分布法的基本原理是默认 分布符合

2 个正态分布随机变量的乘积分布，是不对称的偏态分布，因此，乘

积分布法所得到的置信区间是不对称的置信区间（asymmetric

confidence interval）[21]，使用基于 和 乘积分布的临界值。具体检

定方法包括 2 步：（1） 利用公式计算中介效应的点估计值 ；（2）

利用 PRODCLIN 程序或 RMediation 软件包自动在乘积分布表中

查得上、下置信限的临界值，并构建不对称置信区间。
乘积分布法的优点是在无先验信息的前提下，与非参数

Bootstrap 法和 MCMC 法在点估计、区间估计、统计功效和中介

效应分析的区间宽度上差别不大。但其劣势是显而易见的，即计

算过程较为繁琐复杂，过度依赖乘积分布表。
2.1.2 非参数 Bootstrap 法 非参数 Bootstrap 法包括非参数百

分位和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方法 2 种，其计算过程为：（1）

以原样本为基础进行有放回的重复抽样，从而得到有效单个

Bootstrap 样本，并计算中介效应估计值；（2）取 B 次重复放回抽

样中介效应的估计值，计算均值为中介效应的点估计值，再把 B
个中介效应的点估计值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列，以第 2.5

和 97.5 的百分位数估计出 95%的置信区间[22]。
Bootstrap 法的优点是：（1） 相比较来看，Bootstrap 法的中介

效应检定准确性远好于乘积分步法；（2）易于操作计算，容易理

解，且在多数统计软件中可以实现（AMOS、SPSS 等）；（3）在无先

验信息时，学者们较为一致地推荐 Bootstrap 法[23]，且同时采用偏

差校正的非参数 Bootstrap 法可弥补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

带来的偏差问题。
2.1.3 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MCMC）法 马尔科夫链蒙特卡

罗法在贝叶斯理论背景下进行计算：（1） 构造并收敛马尔科夫

链，获取待测后验分布；（2）进行吉布斯抽样，以后验样本为基础

计算 10 000 个以上的中介效应估计值，并取均值为点估计值；

（3）把 10 000 个中介效应估计值按降序排列，并以第 2.5 和 97.5

百分位数计算 95%的中介效应区间估计。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当可获得先验信息时，其在点估计、区间

估计、统计功效和中介效应分析的区间宽度上表现最佳。缺点

是：（1）计算常在 WinBUGS、Mplus6、SAS 和 R 软件中完成，这对

于一般研究者而言存在不小的难度；（2） 先验信息不易获得，原

因是对先验信息的选择要十分谨慎，且即使获得先验信息也会

低估第 I 类错误率。
2.2 体育科学研究中中介效应检定的方法选择

从目前中介研究方法学发展趋势来看，以上 3 种方法是学

者们推崇且在实务上具有较强操作性的，这些方法既在继承传

a^ b^
a^ b^

Σn
i

a^ b^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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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介效应检定理论和方法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又不断弥补和

完善了传统检定方法的不足与缺陷。因此，在体育科学研究中，

适时接受和改进中介效应检定的新技术和新方法是促进中介研

究发展所必需的。
如前文所提，体育科学研究中中介效果在不符合正态分布

及大样本量不足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如何更有利于寻找多个中

介效果的存在？如何评估这些中介效果的有效性？哪些中介效

果更具有影响力？如何提高中介效应统计功效？这一系列问题

在以上 3 种方法中均可解决。但这 3 种方法各自存在自身的优

缺点，综合考虑各种方法的检定能力及对研究人员的要求，认为

在 AMOS 操作环境下使用 Bootstrap 方法更为适宜。一些研究也

明确指出，若先验信息不易获得，由于 Bootstrap 法的统计功效

最高，且可控制可能高估的第Ⅰ类错误率，宜推荐进行中介效应

的分析[24]。
那么，如何在 AMOS 环境下完成中介效应的检定和比较

呢？下文将以前期研究成果为例，详实解析中介效应的检定过

程及完成相关报表。

3 体育科学研究中的实例

3.1 大、小样本下预测模型的比较

研究前期采用量表编制与测量的方法[25]，对 1 690 名中学生

进行调研，探讨中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家

庭体育支持与偶像崇拜、积极体验与效益、价值取向与意向进入

了对课外体育锻炼的预测变量。依据相关文献，积极体验与效

益、价值取向与意向分别成为家庭体育支持和偶像崇拜对课外

体育锻炼预测的中介变量。因此，在 AMOS20.0 采用 Bootstrap 法

进行中介效应检定（见图 2）。

1 690 位被试问卷施测所得数据，一般可看作大样本数据。
如果在小样本状态下能否获得同样预测模型？根据 BENTLER

和 CHOU（1987）提出的，只有在符合正态、无遗漏值及例外值条

件下，结构方程模型样本数至少应为所估计参数的 5 倍以上，否

则要 15 倍的样本数。本研究模型中，需要估计的参数为 24，且

数据并非正态，因此，360 个以下样本应视为样本不足。但由于

模型中因素数目少于 4 个，故若达到 200 以上样本，即可视为样

本数量适当。研究从 1 690 个样本中分层随机抽取 145 个样本

组成小样本数据，重做偏差较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

和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得预测模型

（见图 3）。

比较图 2 与图 3 后发现，家庭支持与偶像崇拜通过积极体

验与效益、意向 2 个中介变量影响中学生体育参与的各条路径，

略有不同，但均达到显著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大样本状态下家

庭支持与偶像崇拜对中学生体育参与的预测判定系数与小样本

状态下是一致的，均为 0.37，且达到中等程度的预测。
由 AMOS 统计报表结果可知，各条预测路径均显著。这时

一个重要问题是，研究者关心在这 2 条中介路径中，哪一个中介

变量的效果更明显？2 条中介路径是否存在显著性的差异？在

大、小样本状态下能否得到相同的结论？在 AMOS 操作中，可以

实现对此问题的解答。
3.2 大、小样本下特定间接效果的评估

在模型拟合理想的前提下，可将每条中介路径分别进行编

号，即 a1、b1、a2 和 b2，在 Not estimating any user 中建立语法，

点选 OUTPUT，选择 Bootstrap 1 000、CI95%置信区间，进行计

算后可在 Estimates 下 Scales 的 Specific IE 浏览特定间接效果。
本研究中，大样本状态下的第 1 条中介路径效果值为 0.087，

第 2 条中介路径效果值为 0.166；小样本状态下的第 1 条中介

路径效果值为 0.153，第 2 条中介路径效果值为 0.169。那么，

大、小样本状态下这 2 个中介变量的效果是否存在可靠的差

异呢？

3.3 大、小样本下间接效果差异的比较

研究可在先前语法基础上继续编辑间接效果差异语法，并

重新选择 Bootstrap 1 000、CI95%置信区间，在大样本、小样本状

态下分别计算，并在 Estimates 浏览结果。根据结果，采用国际通

行表格要求，输出结果见表 1、表 2。在变量一列中，因表达路径

所需变量名称过长，可采用以各变量拼音首字母代替的方法，即

家庭支持与偶像崇拜变量以 JO 表示，锻炼体验与效益变量以

TX 表示，意向以 YX 表示，经常参与以 CY 表示。JO to TX to CY

则表示以锻炼体验与效益为中介变量的路径，JO to YX to CY 表

示以意向为中介变量的路径，检定中介效应差异亦可采用

TX-YX 表示。
可见，积极体验与效益和价值取向与意向是家庭支持与偶

像崇拜预测课外体育参与的有效中介变量，且 2 个中介变量的

效果并没有显著差异，只是在值上略有大小不同。如果按照传

图 2 积极体验与效益、价值取向与意向两因素中介模型

图 3 积极体验与效益、价值取向与意向两因素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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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点估计值
系数相乘积

非参百分位 95%置信区间 偏差矫正非参百分位 95%置信区间
SE 标准误 Z Lower 最小值 Upper 最大值 Lower 最小值 Upper 最大值

间接效果
JOtoTXtoCY 0.153 0.110 1.391 -0.045 0.385 -0.027 0.417 0.083
JOtoYXtoCY 0.169 0.061 2.770 0.061 0.298 0.081 0.337 0.001
总间接效果 0.323 0.105 3.076 0.130 0.564 0.158 0.587 0.004

效果比较
TX-YX 0.016 0.143 0.112 -0.285 0.279 -0.266 0.316 0.851

Bootstrapping

P

变量 点估计值
系数相乘积

Bootstrapping
非参百分位 95%置信区间 偏差矫正非参百分位 95%置信区间

P
SE 标准误 Z Lower 最小值 Upper 最大值 Lower 最小值 Upper 最大值

间接效果
JOtoTXtoCY 0.087 0.084 1.036 -0.074 0.250 -0.081 0.245 0.313
JOtoYXtoCY 0.166 0.052 3.308 0.066 0.272 0.076 0.293 0.001
总间接效果 0.253 0.066 3.832 0.331 0.585 0.333 0.589 0.044

效果比较
TX-YX 0.078 0.110 0.709 -0.151 0.290 -0.127 0.304 0.421

表 1 积极体验与效益、价值取向与意向 2 因子中介效果检定及比较（n=1 690）

表 2 积极体验与效益、价值取向与意向两因子中介效果检定及比较（n=145）

统中介效果的统计检定方法，2 个中介效果的准确差异检定难以

实现，而且在大样本状态下的中介效应差异检定结果和小样本状

态下是相同的。大样本状态下，TX-YX（表示 2 个中介效应之比较）

检定结果未达到显著性水平（P=0.421，n=1 690）（见表 1），TX-YX

检定结果亦未达到显著性水平（P=0.851，n=145）（见表 2）。
采用偏差较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和非参数百分

位 Bootstrap 法，对大、小样本下 2 因子中介效应比较后得到相

同的检定结果。由此可以看出，既减少受小样本的影响，避免乘

积分步法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法（MCMC）对研究人员统计技

术的严苛要求；又克服了传统因果步骤检定法和 Sobel 检定法

的不足，提高了中介效应的检定功效。在检定报表中提供了点

估计和区间估计，同时采用偏差较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和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2 种方法尽可能减少第Ⅰ类错误的发

生，从而促进体育科学中的中介研究发展。

4 小 结

通过对目前体育科学研究中关于中介效应检定方法的考

察，发现多数仍停留在因果步骤法和 Sobel 法的使用上。根据学

者们在理论上和实务上的突破与检验，这些研究方法存在许多

缺陷和不足，给相关学科的中介研究带来不小的影响。体育科

学研究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诸如中介变量的进一步寻找受到

影响、难以应付中小样本及非正态样本、检定功效低、无法准确

提供中介效应的点估计和区间估计、多条中介效应无法比较等。
随着统计理念和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克服这些问题的乘积分

步法、非参数 Bootstrap 法和马尔科夫蒙特卡罗 MCMC 法等被提

出使用。结合体育科学研究的实际需要和各种方法的检定优势

与条件，认为采用非参数 Percentile Bootstrap 和 Bias-Bootstrap

检定法，并运用语法功能在 AMOS 软件中操作，从而实现对中

介效应的有效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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