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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高中生依恋类型与独处行为之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成人亲密关系经历量表》和《独处行为量

表》对 442 名高中学生进行测量。 结果：依恋回避与孤僻和积极独处的相关分别为 0.451 和 0.233(P<0.01)，与孤独的

相关为-0.383(P<0.01)；依恋焦虑与社交回避和孤独的相关分别为 0.410 和 0.622(P<0.01)，而与积极独处的相关为-
0.140(P<0.01)。 方差分析显示不同依恋类型被试的独处行为明显不同，专注型的积极独处得分最低，而孤独得分最

高；冷漠型在孤僻分量表得分最高；而害怕型则在社交回避分量表得分最高。 结论：安全型依恋者以积极独处为主要

特征，害怕型依恋以社交回避为主要特征，专注型依恋以孤独为主要特征，而冷漠型依恋则以孤僻为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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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and solitude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The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Chinese Version and The Solitude Behavior Scale were administrated to
442 high school students. Result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attachment avoidance with seclu-
siveness, and positive solitude were 0.451 and 0.233(P<0.01), and with loneliness was -0.383(P<0.01); the correlation co-
efficients of attachment anxiety with social avoidance and loneliness were 0.410 and 0.622 (P<0.01) respectively, and with
positive solitude was -0.14 (P<0.01). Different types of attachment showed different attachment people had different soli-
tude behaviors by variance analysis. The subjects of preoccupied type obtained the lowest scores in the positive solitude
subscale, but the highest scores in the loneliness subscale. The subjects of dismissing type obtained the highest scores in
the seclusiveness subscale. The subjects of fearful type obtained the highest scores in the social avoidance subscale. Con-
clusion: People of secure attachment type showed a feature of positive solitude behavior, the fearful attachment type
showed a feature of social avoidance behavior, the preoccupied type showed a feature of loneliness behavior, and the dis-
missing attachment type showed a feature of seclusiveness behavior.
【Key words】 Adult attachment； Solitude behavior； Positive solitude

Bowlby 将依恋（attachment）定义为：婴幼儿与其

主要抚养者之间通过长期稳定的互动而形成的一种

亲子之间牢固持久的情感关系 [1]。 它是一种源于早

期生活经验而形成的行为方式和人格特征， 不同的

依恋类型具有不一样的内部工作模式。研究发现，这

种工作模式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从而影

响个体对自身和他人的看法， 并对其在人际交往中

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起到指导作用。
与 依 恋 相 对 应 的 一 种 行 为 状 态 是 独 处 （soli-

tude）。 牛津词典将独处解释为：个体独自一人、没有

与他人进行交流的客观状态[2]。 Goffman 认为独处是

个体受到社会文化规范制约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行

为[3]。 戴晓阳等认为，独处除具有明确的外显行为特

征以外，更是个体一种内在的人格特征。他们根据其

内在动机的特点将独处行为分为积极独处、孤僻、社

交回避和孤独 4 种类型[4，5]。

依恋与独处行为有什么样的关系？ Winnicott 认

为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在独处时大多有积极的体验，
而那些 非 安 全 型 依 恋 者 在独处时则常有消极的体

验[6]。Long 和 Averill 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结论，他们

发现安全型依恋者独处时更易产生积极的经验；焦

虑型依恋的个体会对独自一人的情景感到焦虑；而

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则更倾向于独自一人而非亲密的

关系[7]。 本研究试图探讨不同的依恋类型与独处行

为类型之间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方式从深圳市两所普通中学抽取

高一和高二学生。 共发放问卷 467 份，回收 467 份，
回收率为 100%。 剔除回答不完整等无效问卷后，实

际获得 422 份资料，有效率为 90.4%。 被试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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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岁（15~19 岁）；其中高一学生 316 名，高二学生

106 名；男女比例为 1.06：1。
1.2 工具

1.2.1 成人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ECR） 此 量 表 由 Brennan
等 人 编 制 。 作 者 通 过 因 素 分 析 得 到 两 种 依 恋 维

度———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 前者测量了个体是否

担心自己被有亲密关系的人拒绝和抛弃； 后者测量

了个体对于亲密关系和依赖是否感到舒适的程度。
将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建立直角坐标系可以将被试

划分成安全型（低回避、低焦虑）、专注型（低回避、高

焦虑）、冷漠型（高回避、低焦虑）和害怕型（高回避、
高焦虑）4 种依恋类型。 本研究采用 Brennan 计算出

的费舍线性判别公式将被试的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

的得分分别转换成相应分类系数， 然后根据这两个

值将被试归入相应的依恋类型。 Brennan 编制的量

表分为两个版本， 如果是针对一般人际关系中的依

恋方式进行测量的话，可将原量表中的“恋人”换成

“朋友”。 ECR 的中国版由李同归和加藤和生修订，
共有 36 个项目， 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维度分别由

18 个项目组成。 采用里克特的 7 级评分（从一点也

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检验显示：
依恋回避维度 α 系数为 0.82，依恋焦虑维度 α 系数

为 0.77，且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8]。
1.2.2 独处行为量表 由陈小莉、 戴晓阳等编制[5]，
用于评估个体的独处行为及其内在动机。 该量表包

括积极独处、孤僻、社交回避和孤独四个分量表。 量

表共有 34 个项目，采用里克特 5 级评分法（从完全

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2 结 果

2.1 高中生依恋维度与独处行为的相关分析

对高中生依恋量表两个维度得分与独处行为 4
个分量表得分进行相关分析，详见表 1。

表 1 高中生依恋维度与独处行为的相关

注：**P<0.01，下同。

2.2 不同依恋类型高中生独处行为各分量表得分

的差异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检验不同依恋类型高中

生在各独处行为分量表得分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同

依恋类型的高中生在 4 种独处行为分量表上的得分

差异均非常显著。 事后比较检验可发现不同依恋类

型的高中生在独处四个维度上的得分具有以下的特

点：①安全型的个体在积极独处维度得分高，而在孤

僻、社交回避和孤独三个维度得分低；②害怕型的个

体在社交回避维度得分最高， 而在积极独处维度得

分也高；③专注型的个体在积极独处维度得分最低，
而在孤独维度得分高； ④冷漠型的个体在孤僻维度

得分最高， 而在积极独处维度得分相对也高于专注

型个体。 见表 2。

3 讨 论

3.1 高中生依恋风格与独处行为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高中生依恋回避得分与孤僻得分呈

中等程度的正相关，而与孤独得分呈低度的负相关。
Bartholomew 等研究者认为成人依恋主要包括对自

我和他人进行评价的两种模型， 而每种模型的两端

又分别代表了个体积极和消极的评价， 这样在理论

上就可以组合成 4 种依恋类型[9]。 李同 归 和 加藤和

生的研究结果显示安全型和倾注型（专注型）被试在

依恋回避维度得分较低，而轻视型（冷漠型）和害怕

型被试在依恋 回 避 维 度 得 分较高 [8]。 依恋回避得分

高的个体由于对他人不信任， 因此对于亲密关系的

建立会感觉不舒适。 在行为上通常表现为喜欢独自

呆着，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所以在外人看来他们喜

欢独来独往，具有孤僻等人格特征。 另一方面，依恋

回避得分高的个体也可能觉得减少与别人建立亲密

的关系，可以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因此他们不会对自

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给予较高的期望， 所以孤独感反

而较低。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依恋回避与积极独处得

分有低的正相关， 可能是因为具有积极独处心理特

征的人相对比较独立， 对亲密关系的程度要求不高

所致？ 也可能是他们觉得这样能够更好地进行自我

反思，或者是能更有效地思考和工作。这种推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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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明。
本研究结果显示： 依恋焦虑得分与社交回避和

孤独得分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 而与积极独处呈低

度负相关。 李同归和加藤和生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安

全型和轻视型被试在依恋焦虑维度得分较低， 而倾

注型和害怕型被试在依恋焦虑维度得分较高 [8]。 这

是因为前二者不担心或不在乎自己被亲密关系的人

拒绝或抛弃；而后两种情况个体却有这方面的担忧。
依恋焦虑得分较高的个体通常是渴望与他人建立亲

密的关系，甚至常常担心和害怕被别人拒绝或遗弃。
由于他们对亲密关系的过高期望， 总感觉实际状况

离他们的期望水平相差甚远， 因此他们总是觉得自

己很孤独。 另一些人由于对自己评价过低而对他人

评价过高， 常常担心被自己的亲密关系者拒绝或抛

弃，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反而采取回避社交的行

为。因此，依恋焦虑得分低的个体常常是自己主动地

选择“独处”，而依恋焦虑得分高的个体则常常是被

动地选择“独处”。
3.2 高中生依恋类型与独处行为的关系

Hazan 和 Shaver 认为： 安全型依恋者以信任对

方，喜欢保持亲近为特点；回避型表现为缺乏信任，
喜欢与对方保持情感上的距离； 而焦虑型的典型特

征是对恋人的情感效用缺乏信息，有一种强烈的、而

又不太满意的与对方亲近的愿望[10]。 Bartholomew 等

归纳了 4 种依恋类型者的心理特征： 安全型的个体

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 并且期望他人是有情感效用

性和反应性的；倾注型认为自己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但对他人有积极的评价； 轻视型认为自己是有价值

的，而他人是不值得信赖的；而害怕型不但认为自己

无价值，他人也不值得信赖。在本研究中如果单纯地

分析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与 4 种独处行为之间的关

系，似乎还难以得到更清晰的结果，但是将四种不同

依恋类型高中生在独处行为量表 4 个分量表上的得

分进行比较， 则可以发现不同依恋类型的高中生实

际上表现出非常不同的独处行为特征。
安全型依恋者主要表现为积极独处得分较高，

而其它 3 个独处分量表的得分均较低。 因为这些个

体对自我和他人都有积极的评价， 他们既能悦纳自

己， 也能信赖和接纳他人， 并且能够享受亲密的关

系。 因此，他们在人际交往的时候既不会回避，也不

会担心被别人抛弃。 另一方面他们为了自我能够得

到更好地发展， 经常也会利用独处的时光来进行自

我反省，更有效地思考，提高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效率。
冷漠型（轻视型）依恋者主要表现为孤僻分量表

得分最高。这些个体自视很高但又不信赖他人，为了

不让自己受到伤害， 而力图保持一种独立自主的行

为状态，因此常让人产生一种“清高”的感觉。尽管他

们在积极独处的得分不算低， 但相对而言其孤僻的

心理特征更为突出。
害怕型依恋者主要表现社交回避分量表得分最

高。这些个体一方面对自己的评价很低，在与人交往

的时候易产生不自在的感觉。 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信

赖他人，害怕被拒绝、被伤害，因此从内心深处抵触

亲密关系的建立。 害怕型依恋者在人际交往时容易

采取社交回避这种“被动”的独处方式，以此来减轻

自己的焦虑水平。另外，他们也可能通过主动选择独

处（如积极独处）来保护自己，因为这种独处对他们

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专注型依恋者主要表现为积极独处得分最低，

而孤独得分最高的特点。这些个体自我评价低，但对

他人有积极的评价， 因此总是担心自己被别人拒绝

和抛弃。 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害怕、 甚至恐惧独

处。 其对现实的人际关系的感知永远也达不到他们

的期望水平， 因此他们总是觉得自己非常孤独。 所

以，这类个体渴望并积极去建立人际关系，但他们在

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过度接纳和顺从，
甚至会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满足他人。

参 考 文 献

1 Goffman E.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1

2 Bowlby J. Attachment and loss sepa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2: 14-15

3 新 牛 津 英 汉 双 解 大 词 典 . 上 海 ：上 海 外 语 教 育 出 版 社 ，
2007． 2028

4 戴晓阳，陈小莉，余洁琼. 积极独处及其心理学意义. 中国

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6)：830-833
5 陈小莉，戴晓阳，鲍莉，等 . 独处行为量表的编制 . 中国临

床心理学杂志，2012，20(1)：1-4
6 Winnicott DW. The capacity to be alone. International Jour-

nal of Psychoanalysis, 1958, 39(2): 416-420
7 Long CR, Averill JR. Solitude: An exploration of benefits of

being alone.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2003, 33(1): 21-44

8 李同归，加藤和生 . 成人依恋的测量：亲密关系经历 量 表

（ECR）中文版. 心理学报，2006，3：399-406
9 Bartholomew K, Horowitz LM. Attachment styles among

young adults: A test of a four-category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1, 61(2): 226-244

10 Hazan C, Shaver P. Romantic love conceptualized as an at-
tachment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
ology, 1987, 52(3): 511-524

(收稿日期:2011-12-07)

·224·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20 No.2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