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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对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以及性别和年龄的调节作用。 方法：采用自评问卷

对 1302 对双生子的不良同伴交往和自身问题行为水平进行测量。 结果：①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行为与性别、年龄及不

良同伴交往均显著相关。 ②在交往不良同伴对自身问题行为影响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男性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更易

出现问题行为。 ③年龄对交往不良同伴与自身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年龄小的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更

易产生问题行为。 结论：交往不良同伴对青少年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因性别和年龄而不同。

【关键词】 不良同伴交往； 青少年问题行为； 性别； 年龄； 调节作用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3)02-0281-04

Deviant Peer Affliation and Problem Behaviors：Moderating Effect of Sex and Age
WANG Su-hua， CHEN Jie， Li Xin-ying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Institute of Psych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gate the influence of deviant peer affliation on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x and age. Methods: The participants were 1302 pairs of adolescent twins, aged 9-19 years. The
problem behavior and deviant peer affliation were messured by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Results: ①Adolescents’ prob-
lem behavior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ex, age, and deviant peer affliation. ②Adolescents’ susceptibility to de-
viant peer affliation influence varied between different sex groups: male adolescents were more susceptible to the influence
of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③Age had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blem behaviors and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Younger adolescents’ problem behaviors were more susceptible to the influence of deviant peer affliation. Con-
clusion: The influence of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on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s is moderated by sex and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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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 者哈里斯 ( Judith Rich Harris) 的

“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 [1]认为，同伴在青少年发展

和社会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交往

不良同伴（deviant peer affliation）对青少年自身问题

行为的影响成为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的焦点问题之

一。 探讨同伴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深入

了解青少年之间的互动机制， 还对学校和家庭教育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已有大量实证性研究表明， 交往不良同伴

对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有促进作用。 例如，Gardner 和

Steinberg 发现， 仅仅是有同伴在场就使青少年做出

危险行为的可能性加倍[2]。 另一些研究发现，有不良

同伴的青少年比没有不良同伴的青少年更可能产生

反社会行为[3，4]。 交往不良同伴与多种问题行为有关，

包括青少年暴力和攻击 [5，6]、逃学 [7]、吸烟 [8]、酗酒和药

物滥用[9]、鲁莽驾驶 [10]等。 在青少年犯罪行为方面亦

有大量研究结果证实， 与行为不端的同伴交往会促

进青少年犯罪[11]。

国内研究也对交往不良同伴对青少年的影响进

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并发现：同伴的吸烟、饮酒行

为对青少年自身的吸烟、饮酒行为有显著影响 [12]；同

伴不良行为榜样与青少年消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

为呈显著正相关 [13]；不良同伴关系对青少年起到偏

差训练( deviant training)的作用[14]。
不良同伴交往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受

到年龄和性别等因素的调节。国外研究显示，男孩受

到同伴不良行为的影响更大 [11]，而女孩相对来说具

有较高的抵抗同伴压力的能力[15]。 另外，男孩更易受

同性别同伴的影响， 而女孩更容易受男朋友的影响
[16，17]。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女孩比男孩更易受同伴

不良行为的影响 [18]。 在年龄方面，多项国外研究显

示， 个体行为易受同伴影响的倾向似乎出现在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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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早期，在 14 岁左右达到高峰[19-23]。
本研究的目的是， 探讨我国文化背景下交往不

良同伴对青少年自身行为问题影响，以及性别、年龄

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 从而为学校心理卫生工作

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被试选自中 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双 生子样本

库， 该样本库收集了北京 18 个区县的青少年双生

子。本研究样本包括其中的 1302 对具有完整数据的

双生子。 年龄范围在 9-19 岁，平均年龄为 13.53 岁。
男生占 47.1%，女生占 52.9%。 采用自评问卷测量双

生子交往不良同伴的情况以及问题行为水平。 被试

按年龄分为低龄组（9-13 岁）和高龄组（14-19）岁。
为保持样本的独立性， 将双生子中的老大和老二分

别进行分析。老大样本和老二样本的分析结果类似，
因此本文中只呈现老大样本的结果。
1.2 测量工具

1.2.1 不良同伴交往 不良同伴交往采用自评问卷
[24]测量在过去的一年中 双 生 子 的 朋友中出现 15 种

违纪行为(如打架、离家出走、吸烟、旷课、逃学、偷窃

等)的百分率。 每一种行为有三个选项：①没有朋友

做过；②有些朋友做过；③大多数朋友做过。 被试选

择最符合实际情况的选项。 量表的总分代表了交

往不良同伴的程度， 分数越高表示被试交往的不良

同伴越多。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0.86。
1.2.2 问题行为 双生子的问题 行为采用 Achen-
bach 青少年行为自评量表 [25]中的问题行为维度（包

括违纪和攻击）测量。 总分代表问题行为的程度，分

数越高代表问题行为越多。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是 0.89。
1.3 数据统计

采用 SPSS15.0 进行统计处理。 通过相关分析考

察青少年的性别、年龄、不良同伴交往和问题行为之

间的关系；通过回归分析分别考察青少年的性别、年

龄因素对交往不良同伴与自身问题行为关系调节的

作用。

2 结 果

2.1 性别、年龄、不良同伴交往和问题行为的相关

由表 1 可知， 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行为与性别、
年龄及不良同伴交往均显著相关。其中，男孩的问题

行为水平显著高于女孩；年龄越大，问题行为水平越

高；交往的不良同伴越多，问题行为水平越高。
2.2 性别的调节作用

如表 2 所示：性别、不良同伴交往对青少年自身

问题行为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 Ps<0.05。 男孩的

问题行为水平高于女孩；不良同伴交往越多，自身问

题行为越严重。性别与不良同伴交往存在交互效应：
相对于女孩， 男孩交往不良同伴对自身问题行为的

影响更为突出。

表 1 性别、年龄、不良同伴交往和问题行为的相关矩阵

注：** 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性别：女生= 0；高低年龄组：

低年龄组 （9-13）=0。

表 2 性别与不良同伴交往的交互作用

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

注：因变量为自身的问题行为；性别：女生 = 0；高低年龄组：

低年龄组 （9-13）= 0；下同。

表 3 年龄与不良同伴交往的交互作用

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

2.3 年龄的调节作用

如表 3 所示：性别、不良同伴交往对青少年自身

问题行为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 Ps<0.05。 男孩的

问题行为水平高于女孩；不良同伴交往越多，自身问

题行为越严重。 虽然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 年龄与

不良同伴交往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 相对于高年龄

组的青少年， 低年龄组的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对自

身问题行为影响更大。

3 讨 论

本研究考察了交往不良同伴对青少年问题行为

的影响，以及性别和年龄的调节作用。研究获得了如

下结果：其一、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行为与交往不良同

伴显著相关，即，不良同伴越多，自身问题行为越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2·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21 No.2 2013



重；其二、青少年的年龄及性别与自身的问题行为也

存在显著相关，年龄越大，自身问题行为越严重，男

性青少年的问题行为高于女性青少年；其三、性别、
年龄与交往不良同伴的交互作用对青少年自身的问

题行为有显著影响。 男生相对女生受不良同伴的影

响更大， 低年龄组相对高年龄组受不良同伴的影响

更大。
交往不良同伴的青少年其问题行为之所以得到

加强，主要是青少年与不良同伴互动的结果[26]。 这种

互动是双向的。一方面，青少年往往选择那些与自己

有类似行为的朋友，如，有反社会行为的青少年往往

选择结交同样有反社会行为的同伴。 这个过程被称

为“选择”过程。另一方面，青少年一旦结交了有行为

问题的青少年，会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而产生类似

的行为。这个过程被称为“社会化”。与同伴接触时间

的长短、同伴关系的重要程度，以及对同伴影响的易

感程度[20，27]是影响“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参数。“选择”
与“社会化”的过程往往交织在一起：有行为问题的

青少年倾向于选择有类似行为的同伴， 而与不良同

伴之间的互动又导致自身的问题行为的增多[28]。
交往不良同伴对青少年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之

所以存在性别和年龄的差异，其原因可能在于：①在

性别方面， 青少年心理发展研究发现， 在青少年中

期，女孩比男孩心理成熟的要快些[15]。 因此，女孩在

处理同伴关系方面更成熟、更有自主性 [29]，更能自力
[20]，对同伴的影响更具抵抗力。 普遍来讲，处理人际

关系时，男孩比女孩灵活度低，这使得男孩对来自同

伴的消极影响更加敏感[30]。 此外，这种性别差异也可

能是两性生理发育早晚不同造成的 [26]。 ②在年龄方

面， 处于青少年早期和中期的孩子正经历着生理和

心理的急剧变化。于是，年龄较小的青少年容易表现

出心理发展一过性失衡， 在自我中心和自控力低的

同时，对来自同伴的压力更加易感[31，32]。
交往不良同伴与青少年自身问题行为之间的关

系非常复杂，影响因素众多 [33，34]。 例如，除性别和年

龄外，家庭环境（父母自身的榜样作用及教养方式、
亲子关系等）、重大生活事件（父母离异、病故、自然

灾害等）、学校教育（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教育教学

方法等）、个体素质（遗传、性格、气质和能力等）及青

春期个体生理和心理发展状况等因素的作用及其机

制需进一步的求证和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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