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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夫妻对沟通模式的感知差异及其与双方婚姻质量的关系。 方法：采用问卷法共收集 421 对夫妻

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及婚姻质量的数据。 结果：①根据夫妻双方对婚姻沟通模式的感知将夫妻匹配成四个类型，其中

夫妻积极一致型占 26.1%；夫妻消极一致型占 44.6%；夫积极-妻消极型占 14.7%；夫消极-妻积极型占 13.6%。②夫妻

双方的婚姻质量在四类不同的沟通模式匹配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 均表现为夫妻积极一致型和自身积极配偶消极

型显著高于自身消极配偶积极型，而后者显著高于夫妻消极一致型。 结论：夫妻对沟通模式的感知一致性及沟通模

式是否为积极型均与夫妻双方的婚姻质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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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consistencies of perceived communication patterns
by couple and their marital quality. Methods: 421 couples were asked to report their perceived communication pattern
and marital quality. Results: ①There were four different couple subtypes based on perceived consistencies of their com鄄
munication pattern, i.e. consistently perceived positive communication pattern, consistently perceived negative communica鄄
tion pattern; husband perceived positive while wife perceived negative communication pattern, and husband perceived
negative while husband perceived positive communication pattern. The proportions of the four subtypes were 26.1% ,
44.6%, 14.7%, and 13.6% respectively. ②Ther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of marital quality among the four communi鄄
cation subtypes. Specifically, the individual marital quality of consistently positive type and him/herself positive while the
partner negative typ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type which him/herself was negative while the partner was positive;
the latte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sistently negative type. Conclusion: Both whether the couples perceived
their communication pattern consistently or positively are related to individual marit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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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有关婚姻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中， 夫妻

沟通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1]。 对夫妻沟通的研

究始于实验室观察法。 研究者们邀请夫妻在实验室

就某一特定问题进行十五分钟的沟通， 然后对夫妻

在沟通中的言语互动及非言语互动进行编码， 总结

出夫妻间存在的指责、回避、防御等多种不同的沟通

行为模式[2]。 随后，Christensen 采用问卷法要求被试

报告夫妻双方在问题发生前、 讨论问题时及讨论问

题后的行为方式，并据此提出了建设性沟通、回避性

沟通和要求/回避型沟通三种沟通模式，建设性沟通

属于积极的沟通模式；而回避性沟通和要求/回避型

沟通属于消极性沟通模式。 多项围绕夫妻沟通与婚

姻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均发现， 缺乏有效情感表达

和沟通技巧的夫妻往往与较低的婚姻满意度和婚姻

质量显著相关 [2-4]；且建设性沟通模式往往与婚姻质

量显著正相关；而回避性沟通与要求/回避型沟通模

式则与婚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2，4]。 一些研究还从另

一角度证实了不同婚姻质量的夫妻在面对冲突时往

往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 如 Christensen 和 Shenk[5]研

究发现与婚姻困扰夫妻 (包括参加婚姻治疗的夫妻

以及离婚夫妻)相比，非困扰夫妻更多出现建设性沟

通行为，且较少地出现双方回避和要求 ／ 回避型沟通

行为。近年来，研究者关于夫妻沟通模式的研究呈现

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在不同种族、文化或特定的群

体中探讨三种沟通模式存在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如

Johnson 等人在抑郁症夫妻中对沟通模式的探讨 [6]。
二是针对某个特定的沟通模式及其与婚姻质量关系

的研究。 以往研究一致发现要求/回避沟通模式对婚

姻质量的显著预测作用。 因而近年来有多项研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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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要求/回避沟通模式进行了大量的追踪和系统研

究[7，8]。
尽管以往有关夫妻沟通模式及其与婚姻质量的

研究在夫妻沟通模式的特点以及两者的关系方面已

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仍有以下不足：首

先，针对夫妻对沟通模式感知差异的研究比较少。早

在 1972 年时，Benard 就提 出任何一个 婚 姻 关 系 都

存在“丈夫的”和“妻子的”两个不同的婚姻 [9]；夫妻

在婚姻质量、 婚姻稳定上的感知差异已得到众多实

证研究的支持 [10，11]。 那么在对沟通模式的感知上是

否也存在这样的性别差异还不得而知。其次，很少有

研究从类型学的角度去探讨夫妻沟通模式， 特别是

从夫妻双方感知差异匹配的角度去探讨夫妻沟通模

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从夫妻感知差异匹配的角度

去探讨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一方面不仅有助于

深化理解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另一方

面也有助于在有关夫妻沟通模式的理论与临床实践

间搭起桥梁 [12]。 为此，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两个问

题：①夫妻双方对沟通模式的感知差异；②根据夫妻

双方对沟通模式感知差异划分为不同的匹配类型，
并进而探讨这些类型与夫妻双方婚姻质量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通过方便取样的方法在北京选取已婚夫妻，为

了更好地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

径选取被试：第一，在亲子园、幼儿园召开家长会时，
邀请家长参与研究。第二，向周围符合条件的夫妻发

放问卷。 研究共派发问卷 801 对，回收 492 对问卷，
剔除明显不认真回答和只有丈夫或 妻子一方的 问

卷，本研究最终有效被试共 421 对。其中初婚的被试

为 399 对， 占全部被试的 95%； 再婚的被试为 22
对，占全部被试的 5%。 被试的婚龄为 8.03±4.51 年。
被试的受教育程度情况为： 具有本科学历的比例最

高 39.4%(妻子和丈夫均为 39.4%)；具有研究生学历

的比例为 27.5%(妻子为 28.3%； 丈夫为 26.6%)；具

有专科学历的 20.7%(妻子为 21.9%；丈夫为19.5%)；
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为 12.5%(妻子为 12.1%；
丈夫分别为 12.8%）。
1.2 测量工具

1.2.1 夫妻沟通模式 选用 Christensen 和 Sullaway
1996[13]年所修订的“沟通模式问卷” (Communication
Pattern Questionnaire，CPQ) 。 问卷共有 14 个项目，
包括 3 个分量表，九点评分，从“最不可能”(1)到“最

可能”(9)。 要求被试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可能采

取的行为方式进行等级评定。三个分量表分别为：①
建设性沟通， 指夫妻双方均能以积极的方式面对问

题，进行协商并努力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法；②要求/
回避沟通，指夫妻双方在面临问题时，一方积极地寻

找协商和解决的可能，而另一方则采取回避的方式；
③双方回避沟通，指夫妻双方在面临问题时，双方均

以回避的方式来应对。 该量表及下文中夫妻适应量

表均经方晓义课题组翻译成中文， 并经多项实证研

究的检验，在我国文化背景下仍具有较好的信效度[4]。
１.2.2 婚姻质量 选用 Spanier[14]编制的夫妻适应量

表（Dyadic Adjustment Scale，DAS)，共 32 个项目，可

产生总分及四个分量表分。 四个分量表分别为婚姻

满意度，共 10 个题目；夫妻和谐度，共 13 个题目；夫

妻凝聚力，5 个题目；情感表达，4 个题目。
１.3 数据管理和分析

采 用 SＰＳＳ15.0 进 行 数 据 输 入 与 管 理 ， 采 用

SＰＳＳ15.0 对数据进行分析。
分别先将丈夫和妻子在夫妻沟通模式三个维度

的得分转化为 Z 分数，通过比较 Z 分数大小将被试

归为得分最大的沟通模式上； 再将丈夫和妻子感知

的沟通模式两两组合， 共生成九种不同的沟通匹配

类型， 再根据夫妻双方知觉的一致性和沟通模式是

否积极将九种合为四大类型。采用 χ2 检验四类不同

沟通匹配类型是否存在差异。
以四种不同的沟通匹配类型为自变量， 分别以

丈夫、 妻子在婚姻质量量表上的得分为因变量进行

方差分析，探讨婚姻质量与沟通匹配类型的关系。

2 结 果

2.1 夫妻对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感知差异

从表 1 结果来看，配对 t 检验表明丈夫、妻子在

沟通模式上的得分、 婚姻质量总分及各维度上的得

分差异均未在 P<0.05 水平上达到显著。 这表明在本

研究中丈夫和妻子对婚姻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感受

比较一致。 相关分析的结果也发现丈夫和妻子在沟

通模式和婚姻质量上得分相关显著。
2.2 夫妻对沟通模式的感知差异匹配类型

在丈夫被试中， 分别有 164 名 (39.0％)、129 名

(30.6％)和 117 名(27.8％)将婚姻中的夫妻沟通知觉

为建设性沟通、双回避沟通和要求 ／ 回避沟通。 在妻

子 被 试 中，分 别 有 166 名 (39.4％)、111 名 (26.4％)和
111 名(26.4％)被试将自己婚姻中的夫妻沟通知觉为

建设性沟通、双回避沟通和要求/回避沟通。 将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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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妻子按其所感知的模式两两组合起来， 共分为双

方一致知觉为建设性沟通 [简写为一致建设性沟通

(下同)]、一致双回避沟通、一致要求 ／ 回避沟通、夫建

设性沟通-妻双回避沟通、 夫建设性-妻要求 ／ 回避

沟通、妻建设性-夫双回避沟通、妻建设性-夫要求/
回避沟通、夫要求 ／ 回避-妻双回避沟通和妻要求/回
避-夫双回避沟通九种。 按照夫妻双方知觉的一致

性和沟通模式是否积极可将上述九种合为四大类：
夫妻积极一致型(即一致建设性沟通)；夫妻消极一

致型(包括一致双回避沟通、一致要求/回避沟通、夫

要求 ／ 回避-妻双回避沟通和妻要求/回避-夫双回避

沟通四种)；夫积极-妻消极型(包括夫建设性-妻要

求 ／ 回避沟通和夫建设性-妻双回避沟通两种) 和夫

消极-妻积极型(夫要求 ／ 回避-妻建设性沟通和夫双

回避-妻建设性沟通两种)。 九种类型的夫妻对数及

所占百分数见表 2， 合并后四类的对数及所占比例

分别为积极一致型为 103 对，占总数的 26.1%；消极

一致型为 176 对，占 44.6%；夫积极-妻消极型为 60

对，占 14.7%；及夫消极-妻积极 56 对，占 13.6%。 卡

方检验表明这四类被试所占比例呈现显著差异，χ2=
94.33(df=3)。

表 1 丈夫和妻子感知到的沟通模式

和婚姻稳定的差异、相关(x±s)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 2 夫妻感知到的沟通模式一致性

注：丈夫和妻子在沟通模式的数据各有 11 和 20 个缺失；夫妻沟通类型组合缺

失值共为 26 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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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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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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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夫妻沟通类型与婚姻质量

从表 3 可见， 丈夫和妻子的婚姻质量总分在四

类不同的沟通模式匹配类型上均在 P<0.001 水平上

差异显著，F(3，391)=36.08 和 F(3，391)=34.13。 分别以夫、妻

在婚姻质量四个分维度上的得分为因变量， 以沟通

类型为自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四种沟

通类型在婚姻质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丈夫：F（12，1170）＝
9.41，Ｐ<0.001；妻子：F（12，1170）＝8.74，P<0.001）。 进一步

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上表所示， 对妻子和丈夫

双方来说， 四种沟通类型在婚姻质量各维度上的得

分均在 Ｐ<0.001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对四种类型

在婚姻质量总分差异进一步的事后比较(tukey)结果

如下表所示：对丈夫来说，积极一致型沟通模式和夫

积极-妻消极沟通模式＞夫消极-妻积极沟通模式＞
消极一致型沟通模式；对妻子来说，积极一致型沟通

模式和妻积极-夫消极沟通模式＞妻消极-夫积极沟

通模式＞消极一致型沟通模式。 即无论是对丈夫还

是妻子， 积极一致型和自身积极配偶消极型的婚姻

质量都显著高于自身消极配偶积极型的婚姻质量；
而后者又显著高于消极一致型的婚姻质量。

表 4 夫妻沟通模式的不同配对类型

在婚姻质量总分上的事后比较

注：对角线上的数据为丈夫数据；对角线下的数据为妻子数据。

３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单从夫、妻各自的沟通模式来看，
双方的积极的建设性沟通均占在 40%以上， 还有

表 3 夫妻沟通模式的不同配对类型在婚姻质量总分的差异检验(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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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的夫妻感知到的沟通模式为双回避型或要

求/回避型。 这表明从总体来看，我国城市夫妻的沟

通模式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空间。 从夫妻对沟通

模式感知差异匹配的角度来看， 夫妻双方一致感知

为积极型沟通(即建设性沟通)的比例仅为 26.1%，相

比各自 40%以上的建设性沟通比率，表明丈夫和妻

子对沟通模式的感知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这与

以往研究在婚姻质量 [10]、稳定 [11]等领域发 现的差异

性也具有一致性。 其中更重要的是， 以两种消极沟

通方式（双回避及要求/回避）两两组合而成的夫妻

沟通类型共占研究群体的 44.6%， 这是一个不容忽

视的庞大群体， 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和临床干

预的关注。
本研究发现夫妻感知沟通模式的一致性与婚姻

质量的关系非常密切。即无论是对丈夫还是妻子，都

是当夫妻双方一致将自身婚姻中的沟通模式知觉为

积极型时，双方的婚姻质量均是最高；而当夫妻双方

一致将自身婚姻中的沟通模式知觉为消极型时，双

方的婚姻质量均为最低； 而当夫妻双方中一方将婚

姻的沟通模式知觉为积极而另一方将婚姻沟通模式

知觉为消极时， 双方的婚姻质量居于两种一致类型

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当夫妻任何一方将婚姻中的沟

通模式知觉为积极型且配偶知觉为消极型时， 自身

的婚姻质量显著高于自己将婚姻沟通知觉为消极型

而配偶知觉为积极型的配对组合。这一结果表明，首

先，对夫妻双方的婚姻质量来说，个体和配偶对婚姻

沟通模式的感知是否一致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对夫

妻双方的质量来说， 双方知觉到的婚姻沟通是否积

极型也非常关键。具体而言包括：①当自身知觉为积

极沟通模式时， 而无论配偶将其婚姻沟通知觉为积

极或消极， 自身的婚姻质量就会处于一个比较高的

水平；②当自身知觉为消极沟通模式时，一旦配偶也

知觉为消极沟通模式， 则会严重地影响到自身婚姻

质量。 这一结果还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积极性的沟

通模式往往与较高婚姻质量有关， 而消极的沟通模

式往往与较低婚姻质量有关的研究结论。 这与以往

的研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2-4]。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
夫妻双方知觉的婚姻沟通模式对双方的婚姻质量感

知具有不同的作用；即对自身来说，自身是否将婚姻

沟通知觉为积极型的作用也更为关键。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 所选被试均来自

同一城市， 而且夫妻双方的教育程度和收入均比较

高， 鉴于以往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及教育程度对婚姻

质量具有显著影响 [15]，因而将结论推广至其他阶层

及农村地区的夫妻时需谨慎。 尽管如此， 本研究发

现的夫妻对婚姻沟通模式的感知差异及其与婚姻质

量的紧密关系对婚姻咨询和治疗实践具有较好的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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