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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青春期开始时间早晚对男生自我概念和同伴关系的影响。 方法：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抽取长沙市

6-9 年级男生为被试，采用青春期发育量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同伴关系提名法进行集体施测，并选取 12、13、14
岁年龄段男生共 411 人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①大多数 12 至 14 岁男生青春期发育状态处于青春期开始、青春期中

和青春期晚期三个发育水平，仅少量被试处于前青春期和青春期后期两个发育水平；②控制年龄变量，偏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男生青春期发育总分与家庭自我呈显著负相关，与同伴接受、社会偏爱、社会影响成显著正相关。 ③青春

期开始时间早的男生生理自我、道德自我、自我行动、同伴接受得分显著高于青春期开始时间晚的男生，家庭自我得

分显著低于青春期开始时间晚的男生。 结论：青春期开始时间早晚对男生自我概念和同伴关系有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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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timing of puberty on boys’ self -concept and peer relationship.
Methods: According to simple randomly sampling, 411 six to nine grade adolescent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Pu-
bertal Development Scale(PDS), Tennessee Self-Concept Scale(TSCS), and Peer Relationship Scale. Results: ①Most stu-
dents aged between 12-14 years were in Early pubertal, Midpubertal and Late pubertal; Few students were in Prepubertal
and Postpubertal; ②The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controlled by age suggested that boys’ total pubertal developmental
scores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family self-concept, but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eer ac-
ceptance, social preference and social impact; ③The results of the double factors variance analysis showed that: for boys,
the scores of physical self, moral self, self action and peer acceptance of the early-maturing boy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ate-maturing boys, but the scores of family self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late-maturing
boys. Conclusion: The timing of puberty does some meaningful implications and its impact differs somewhat for b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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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是个 体从童年向 成年的转变 与过渡时

期，是个体发育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和最重要的时期，
其基本特征是性生理和性心理的发 育趋向成熟 [1]。
青春期开始 时间（pubertal timing）是 一 个 相 对 的 概

念，描述的是个体处在某一参考人群背景下，或者与

某一常模进行比较时, 其青春发育过程属于相对较

早、适时或相对较晚[2]。 这里所说的青春期开始时间

的概念更多地着重于从群体健康角度出发的公共卫

生视野，有别于临床意义的“性早熟”和“青春发育迟

滞”的诊断标准。 处于青春发育期的个体，发育的时

间早晚会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 国外有关青春期开

始时间早晚对男孩可能影响的研究发现： 晚熟组的

青少年与早熟组的青少年相比， 更加焦虑、 渴望成

熟，希望获得别人的注意[3]。 晚熟男生可能对自己的

教育期望比早熟男生低，在青少年早期时，他们的考

试成绩也低于早熟男孩 [4]。 而早熟男生在各种社交

场合下表现得更为自信、 更有可能获得与运动相关

方面的奖励，赢得同伴的拥护 [5]。 在日常生活中，早

熟男生相对晚熟男生来说也更受欢迎， 在同伴群体

中更容易居于领导地位，Jones 通过研究发现加利福

尼亚的男孩到 30 多岁时，他们当中青春期早熟的个

体， 仍然表现得比晚熟的个体更加自信、 更有责任

感，社交能力也更强 [6]。 同时，父母对早熟儿子教育

和成就期望比晚熟的孩子要高[7]。
由此可见， 青春期开始时间早晚对男生有不同

的影响， 但这些研究结果大多来自于西方国家的研

究， 由于中西方对待儿童的态度、 对待身体的态度

（如性别特征）、 育儿理念和抚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

差异，上述国外研究结果是否存在跨文化的一致性？
青春期开始时间早晚对中国男生自我概念和同伴关

系有何影响？ 本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抽取 湖南长沙市 6-9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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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测试。 发放问卷 5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468 份， 有效率为 93.6%。 选取

12、13、14 岁年龄段共 411 名男生进行统计分析，平

均年龄为 12.95±0.82 岁。
1.2 工具

1.2.1 青春期发育量表（Pubertal Development Scale，
PDS)[8，9] 该量表包括 5 个条目，根据计分系统可将

青春期发育状态分为前青春期、青春期开始、青春期

中、青春期晚期、青春期后期 5 个水平。
1.2.2 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ennessee Self-Concept
Scale，TSCS）[10] 该量表由 70 个条目组成， 包含自

我概念 2 个维度和综合状况共 10 个因子。
1.2.3 同伴关系提名法 [11] 要求一组儿童各自提名

五个他/她“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同伴，然后，每

个儿童所得到的“最喜欢”(正面)和“最 不喜欢”(反

面)的提名数，通过分数标准化后，就成了同伴接受

与同伴拒绝的指标。

2 结 果

2.1 青春期发育状态描述性统计

采用 Crockett 提出的算法， 青春期发育五水平

分别为：前青春期、青春期开始、青春期中、青春期晚

期、青春期后期。被试的青春期发育得分的平均数为

10.00，标准差为 2.55。 青春期发育水平在年龄上的

分布见表 1，在这组 12 至 14 岁的被试中，大多数被

试处于青春期开始、青春期中和青春期晚期，仅少量

被试处于前青春期和青春期后期。
2.2 青春期发育总分与自我概念、同伴关系的相关

控制年龄后的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青春期发

育总分与家庭自我显著负相关，与同伴接受、社会偏

爱、社会影响显著正相关。 具体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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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年龄和青春期发展水平对“道德

自我”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

图 2 年龄和青春期发展水平对“家庭

自我”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

2.3 自我概念、同伴关系的方差分析

自我概念、 同伴关系得分的年龄 * 青春期发育

水平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在家庭自我 （F=3.08，P<
0.01）、同伴拒绝（F=4.01，P<0.01）得分上年龄主效应

显 著；在 同 伴 接 受（F=9.01，P<0.01）、社 会 偏 爱（F=
4.29，P<0.01） 得分上青春期发育水平主效应显著；

在生理自我（F=2.49，P<0.05）、道德自我（F=4.20，P<
0.01）、 家庭自我 （F=2.06，P<0.05）、 自我行动 （F=
2.78，P<0.01）、同 伴 接 受（F=2.24，P<0.05）得 分 上 年

龄与青春期发育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

进一步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青春期开始时间

早的男生生理自我、道德自我、自我行动、同伴接受

得分显著高于青春期开始时间晚的男生（见图 1，以

道德自我为例）；青春期开始时间早的男生家庭自我

得分显著低于青春期开始时间晚的男生（见图 2）。

表 1 青春期发育水平的频数与百分比

表 2 男生青春期发育总分与自我概念、同伴关系得分的偏相关分析

注：1 自尊总分，2 同伴接受，3 同伴拒绝，4 社会偏爱，5 社会影响，6 生理自我，7 道德自我，8 心理自我，9 家庭自我，10 社会自我，11 自我认同，
12 自我满意，13 自我行动，14 自我批评，15 自我概念总分，*P<0.05，**P<0.01。��������������������������������������	���	
���������������������������������	
�	
���	

�	
�
�	
�
�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年 第 21 卷 第 3 期 ·513·



3 讨 论

本次调查的 12 到 14 岁男生绝大多数处于青春

期开始、青春期中和青春期晚期三水平。基本符合我

国青春期发育年龄的一般水平[12]。
控制年龄变量， 男生青春期发育总分与自我概

念、同伴关系得分的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青春期发

育总分与家庭自我呈显著负相关，与同伴接受、社会

偏爱、社会影响成显著正相关。家庭自我是个体对家

庭成员间关系的看法。 高家庭自我得分者觉得在家

庭中得到了支持，对家庭成员间关系感到满意，低家

庭自我得分者觉得在家庭中有疏离感或者对家庭成

员间的关系感到失望。研究结果显示，青春期发育水

平越高，男生的家庭自我得分越低，产生这种现象的

可能原因是，随着男生身体机能、心理的不断成熟，
男生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 而此时若父母不能觉察

到青春期男生的这一系列变化， 则容易导致一系列

的矛盾。 青春期发育水平越高的男生， 青春期特征

越明显，其身高和体形优势，使其在班级中更易形成

影响力，所以其被同伴喜欢、认可、拒绝的可能性也

大为增加，当然，青春期异性交往的特殊性使这种关

系更为复杂和多元化。
年龄与青春期发育水平交互作用的多重比较结

果表明：青春期开始时间早的男生生理自我、道德自

我、自我行动、同伴接受得分显著高于青春期开始时

间晚的男生。 这与国外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青春

期个体从以前的对外界关注转向对自身更多的关注

使得青春期成为自我概念发展最重要时期之一。 生

理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己的身体、外貌、健康状况等

的看法， 本研究结果表明青春期开始时间早的男生

生理自我得分更高， 对自己的外貌和健康状况持更

加正向的看法， 而青春期开始时间晚的男生对自己

的身体则感到不那么满意。其可能原因在于：青春期

开始时间晚的男生与同龄同伴相比较个子更矮，身

材显得更瘦小，相比之下，他们会对自己的身体不那

么自信， 甚至可能对自己身体外貌和功能产生一些

不切实际的期望和幻想，给自己带来一系列的困扰，
青少年负面身体自我的年龄发展趋势分析发现，青

少年身体不满意在 13 岁至 16 岁之间呈明显上升趋

势[13]。 男性对瘦的不满意要高于女性，生活中存在大

量宣扬“有肌肉、有力量”的男性理想身体标准，这种

“理想身体标准” 可通过多种渠道传递给青少年，如

媒体、家庭和同伴等，青春期开始时间晚的男生在这

种同伴比较、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容易对自己产生消

极的评价。研究指出，有近一半的青少年对自己的身

体不满意 [13]，他们对自己身体的不自信也可能影响

到对自己其它方面的评价，比如：觉得自己不太值得

别人信任、经常觉得良心不安、对自己的道德行为并

不感到非常满意等。 研究结果也显示青春期开始时

间晚的男生的道德自我得分要显著低于青春期开始

时间早的男生。相比较起来，大部分青春期开始时间

早的男生则身高更高、身体更强壮、肌肉更发达、更

有力气，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形象更自信、持更加积极

的看法。 身体形象给他们带来的一系列优势使他们

对自己的评价更积极，在很多方面更有胜任力，在班

级体中更容易成为领导者，也更容易被同伴所接受，
研究结果也表明，他们的自我行动、同伴接受得分都

要高于青春期开始时间晚的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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