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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核心概念，主观幸

福感是指个体依据其主观标准对自身生活质量进行

整体性评估而产生的体验，包含生活满意度、积极情

绪和消极情绪三个成分 [1]，近年来受到研究者的广

泛关注。大量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与个体的健康

状况[2]、收入和同伴关系[3]等存在紧密的关联。由于

对个体心理社会适应具有重要影响，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已成为积极心理学领域中的

一个热门问题。

依据生态系统论的观点，家庭和同伴这两个微

系统对于个体的发展和适应有着重要的影响[4]。作

为家庭环境中的关键因素，亲子关系能显著预测青

少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5，6]。而作为青少年的一种

重要人际关系，同伴关系(特别是友谊质量)也是青

少年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变量[7，8]。同时，Bowlby
提出的依恋理论指出，由良好亲子关系所构建的安

全内部工作模型是形成良好同伴关系的基础，并进

而影响个体的心理社会适应 [9]。因此，亲子关系和

友谊质量对个体适应的影响模式可能符合间接效应

模型，即友谊质量在亲子关系对个体适应的影响中

起中介作用。相关研究也表明，友谊质量在亲子关

系对情绪适应(如孤独和抑郁) 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10-12]。因此，本研究推论，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与亲

子关系、友谊质量的关系也满足间接效应模型，即亲

子关系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还可以通过

友谊质量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此外，由于青少年的亲子关系、友谊质量对其个

体适应的影响与性别密切相关，上述间接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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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性别而不同。女生比男生更看重亲密的同伴

关系，且对友谊质量更为敏感[13，14]。因此，她们受友

谊质量的影响可能更大。例如，有研究发现，高质量

的友谊可以有效缓冲不良亲子关系、童年期创伤性

事件等对女生情绪适应问题的影响，但该缓冲效应

对男生的适用性相对较低 [15，16]。因此，间接效应模

型可能更适用于女生。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检验亲子关系、友谊质量对

主观幸福感的间接效应模型及其性别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选取武汉市两所中学的

682名中学生进行测量，剔除无效问卷和特殊家庭

背景(单亲家庭和再婚家庭，占4.2%)问卷后，获得有

效被试 606名。其中男生 317人，女生 289人；初中

生406人，高中生276人。年龄14.27±1.77岁。

1.2 工具

1.2.1 亲子关系问卷 采用由Buchnan等人编制，

张锦涛等人修订的中文版亲子关系量表[17]。该量表

共9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分别测量父子关系和母

子关系。鉴于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的得分高相关

(r=0.67)，依据先前研究的方法取二者得分的平均值

作为亲子关系的得分 [18，19]。分数越高，亲子关系越

好。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

1.2.2 友谊质量问卷 采用由Davis编制，崔曦曦

等人修订的友谊质量中文版量表 [20]。该量表共 14
个项目，采用7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同伴关系越

好。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
1.2.3 主观幸福感问卷 本问卷包括积极/消极情

感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两个工具。其中，积极/消
极情感量表由邱林，郑雪和王燕飞修订得到[21]。共

18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

两个分量表。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在情感体验上

越积极或消极。本研究中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分别为0.93和0.89。生活幸福感量表由Diener
等人编制[22]。共5个项目，采用7点计分，分数越高，

代表青少年对生活越满意。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0.80。
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21.0和Amos21.0对数据进行处理，包

括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2 结 果

2.1 亲子关系、友谊质量与主观幸福感的描述性

统计和相关分析

由表1、表2可知，总体上，亲子关系与友谊质量

显著正相关，且二者均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显著

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显著负相关。

1亲子关系

2友谊质量

3生活满意度

4积极情感

5消极情感

总体

3.46(0.80)
5.14(1.10)
3.94(1.24)
3.36(0.87)
2.28(0.82)

男生

3.40(0.77)
4.98(1.56)
3.93(1.25)
3.40(0.89)
2.30(0.84)

女生

3.52(0.83)
5.31(1.02)
3.96(1.32)
3.31(0.85)
2.25(0.79)

1
—

0.23**
0.23**
0.38**
-0.12*

2

—

0.35**
0.30**

-0.14**

3

—

0.29**
-0.14**

4

—

-0.11**

5

—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在总样本中的相关系数

表2 各变量在男女生两个分样本中的相关系数

注：上三角的数据是女生的相关矩阵，下三角是男生的相关

矩阵。

2.2 亲子关系、友谊质量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间接

效应模型检验

根据本研究的间接效应模型假设，建立亲子关

系、友谊质量和主观幸福感(由生活满意度、积/消极

情感三个测量指标估计得到)关系的间接效应模

型。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且好于竞争模型(假设

亲子关系与友谊质量相关不显著)，具体结果如附

图、表3(第一、二行)所示。由附图可知，间接效应模

型在总样本中成立。其中，亲子关系对主观幸福感

的间接效应是 0.23，占总效应的 (0.47)的 48%。另

外，友谊质量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是0.49，大于亲子

关系的总效应。

在比较间接效应模型的性别差异之前，对男女

两性的样本分别进行模型检验(Bootstrap法)，结果见

1亲子关系

2友谊质量

3生活满意度

4积极情感

5消极情感

1
—

0.26**
0.22**
0.43**

-0.14*

2
0.19**
—

0.29**
0.27**

-0.12**

3
0.24**
0.41**
—

0.25**
-0.17**

4
0.32**
0.35**
0.33**
—

-0.18**

5
-0.11
-0.17**
-0.11
-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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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第三、四行)。由于男女两性的模型均与数据拟

合良好，对男女两性的样本进行多组样本比较是适

合的。参数差异的比较结果表明，男女两性的友谊

质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c.r=2.07>
1.96，P<0.05。进一步分析发现，友谊质量对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均显著 (P<0.001)，男生:γ=0.35，S.E. =
0.04；女生:γ=0.61，S.E.=0.04。而亲子关系对友谊质

量、亲子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男女两性中均

显著(P<0.001)且无显著性别差异，男生亲子关系-友谊质量:
γ=0.26，S.E.=0.04，；女生亲子关系 -友谊质量:γ=0.20，S.E.=
0.04；男生亲子关系-主观幸福感:γ=0.40，S.E.=0.05；女生亲子关系-主

观幸福感:γ=0.54，S.E.=0.06。因此，男生的亲子关系对

主观幸福感的间接效应是 0.19，占总效应(0.45)的
42%；女生的亲子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间接效应是

0.24，占总效应(0.44)的55%。

因此，男女两性的亲子关系、友谊质量和主观幸

福感的关系均支持间接效应模型，但该模型更适用

于女生。

亲子关系 0.46*** 友谊质量

0.49*** 0.24***
主观幸福感

附图 亲子关系、友谊质量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模型

表3 亲子关系、友谊质量和主观

幸福感的关系模型的拟合指标

3 讨 论

首先，本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友谊质量与主观

幸福感的三个测量指标均存在显著相关，这再一次

印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 [5-8]，说明亲子关系、友谊质

量是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相关因素。具体而

言，亲子关系、友谊质量与主观幸福感均存在跨性别

的一致性相关，将男女两个子样本分开后发现，上述

相关依然存在，但友谊质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

关系数出现相对较大的性别差异。因此，本研究的

相关性假设得到了支持，即女生的友谊质量和主观

幸福感的关系更密切。

其次，亲子关系、友谊质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符合间接效应模型。前人在研究亲子关系、友谊质

量同青少年情绪适应的关系时，也证实了间接效应

模型的适用性 [10-12]。由此可见，间接效应模型适用

于解释亲子关系、友谊质量对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

的影响模式，即亲子关系是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的

基础，也是影响同伴关系质量（如友谊）的基础。另

外，本研究还发现相比亲子关系，友谊质量对青少年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年龄的

增长，同伴关系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并最终超越亲子关系成为影响个体主观

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23]。

此外，间接效应模型的适用性与性别有关：相比

男生，该模型更适合女生。具体而言，尽管亲子关系

对友谊质量的影响在两性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但相比男生，女生的友谊质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更大。然而前人在考察父母支持、友谊质量对青

少年情绪适应问题的影响时，却发现间接效应模型

更加适合男生[19]。这可能同研究者所采用的青少年

个体适应的研究指标不一样有关。另外，与前人研

究结果不同的是，亲子关系对友谊质量的影响并没

有表现出性别差异。可能原因如下：男女两性表现

友谊亲密性的方式存在差别，男孩更多表现为共同

活动，而女孩更多表现为情感交流[24]。因此尽管亲

子关系对男女两性的同伴关系均有一定影响，但由

于友谊质量测量方式的差异，不同研究得出不同研

究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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