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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查中国人对情绪表达抑制的使用情况并探索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方法：采用问卷法收集 265 名

被试对情绪表达抑制的使用及心理健康相关数据。 结果：①在较亲密关系中（父母、好友）的表达抑制显著少于较疏

远关系中（老师或上级、一般同学或同事），在上级情境（老师或上级）下的表达抑制显著多于平级情境（一般同学或

同事）；②对负性情绪的表达抑制多于正性情绪；③父母、好友情境下的情绪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有一定相关，老师

或上级、一般同学或同事情境下的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相关不显著。 结论：情绪表达抑制与情境、情绪类型有关，父

母密友等情感性关系中的情绪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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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ge of Emotion Suppress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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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how Chinese use emotion suppression as a regulatory strategy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emotion suppression and mental health. Methods: 265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eport their habitual us-
age of emotion suppression and mental health related data. Results: ①The usage of emotion suppression was less fre-
quently in close relationship (e.g., parents and close friends) than in distant relationship (e.g., teacher or supervisor, class-
mates or colleagues). Emotion suppression was more used in front of higher authorities (e.g., teachers or supervisors) than
towards peers (e.g., classmates or colleagues); ②Suppression of negative emotions was used more frequently than positive
emotions; ③Emotion suppression towards parents and close friends was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whereas the correlation of
mental health and emotion suppression towards teachers or supervisors and classmates and colleagues was not significant.
Conclusion: Usage of emotion suppression is related to context and emotion type. Emotion suppression in expressive tie
(e.g., towards parents and close friends) is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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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表达抑制(emotion suppression)是情绪调节

方式的一种， 指在情绪体验产生之后对情绪表达进

行有意识的抑制 [1]。 实验研究表明，相比于对照组，
使用情绪表达抑制的被试有更强的负性情感体验，
更大的心血管指标波动(cardiovascular reactivity)[2-4]。
研究表明， 习惯性使用情绪表达抑制者比非抑制者

有着更多的负性情感体验、 更差的人际关系以及更

低的生活满意度 [5]。 情绪表达抑制与心理病理的关

系也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

认知重评，使 用 表 达 抑 制 与 低 自 尊、低 生 活 满 意

度[5]、高抑郁、高焦虑症状[6]有关。 与对情绪的接受相

比，表达抑制会诱发更强的负性情绪体验，与焦虑症

和心境障碍有关 [7]。 情绪调节方式与心理病理关系

的元分析表明， 在非临床样本和临床样本中都发现

了情绪表达抑制和抑郁症状的相关， 而临床样本中

的相关系数（r=0.68）要大于在非临床样本调查中得

到的相关系数(r 在 0.3，0.4 左右)，并且这 种相关的

强度可能是临床症状严重性的函数 [8]。

然而，情绪表达与文化密切相关，不同文化下对

情绪表达的社会意义有不同的理解， 从而形成不同

的情绪表达规则， 并通过文化的强化作用影响个体

的行为表现。中国文化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以儒

家关系主义为特点， 即根据人际关系性质的不同使

用不同的交换原则，并据之表现不同的外显行为 [9]。
本文的第一个研究目的是关注情绪表达规则中的一

种特殊形式———情绪表达抑制在中国文化下的使用

情况。
现有研究发现， 文化是情绪表达抑制后果的重

要调节变量。 人际互动中的情绪表达抑制对西方高

加索人有生理方面的负性影响， 而情绪表达则与亚

裔的生理负性反应有关[10]。 另外，西方价值观强的人

使用表达抑制造成的人际损害大， 而西方价值观弱

的人使用表达抑制并不会对人际造成负性影响 [11]，
说明不同文化价值观会影响个体对情绪表达抑制的

理解， 西方价值观弱的人更不倾向于认为对方的表

达抑制是对自身的漠视与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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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对情绪表达抑制与人际适应及心理健

康的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结论。一部分研究发现，使用

情绪表达抑制会影响人际关系 [12]和主观幸福感 [13]；
然而，另一部分研究发现，使用情绪表达抑制与自我

肯定、抑郁、焦虑 [14，15]、心理弹性 [16]没有相关性，并对

主观幸福感没有预测作用[17]。 研究结果的矛盾可能

与不同研究者使用的测量工具不同有关， 但先前研

究所使用的工具都没有区分情境因素， 而是探讨个

体使用情绪表达抑制的一般情况。 鉴于中国人行为

的关系主义特征， 这样的研究方法很可能使各种情

境效应互相抵消而无法看到中国人情绪表达抑制更

为丰富的深层特点。本文的第二个目的，即在于揭示

中国人在不同情境下使用情绪表达抑制对心理健康

的影响。
中 国 文 化 属 于 高 情 境 文 化 （high context cul-

ture），情境因素对中国人的行为预测有重要作用 [18]。
在高情境文化中，面子很重要，人们尽量避免直接对

抗，不在公共场合表达不同意见和不满，以保持社会

和谐和彼此间的密切关系 [19，20]。 本文中的情境因素

特指个体与不同关系类型的人的互动场合， 选取母

亲情境、父亲情境、好朋友情境、老师或上级情境以

及一般同学或同事情境这五种比较典型的情绪表达

情境。按照传统中国的“庶人伦理”，在人际交往的外

显表现上要从亲疏和尊卑两个维度衡量彼此之间的

角色关系。 在人际互动中，首先要遵循“尊尊原则”，
即决定谁是资源分配者，有权决定资源分配方式；再

根据“亲亲原则”，根据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

资源分配和人际交往中的外显行为。
除了情境因素， 本研究还关注不同情绪类型对

情绪表达抑制的频率和结果的影响。 不同情绪类型

有着不同的社会意义： 快乐等正性情绪传达的是愿

望得以实现， 愤怒等情绪则传达出没有得以实现的

需要或愿望，而悲伤更可能传达出脆弱性[21]。 不同情

绪的表达也会对人际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 相比于

快乐， 对愤怒的表达对人际和谐有潜在的威胁。 因

此， 不同情绪所传达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影响显然会

影响是否抑制表达的决策。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265 名被试参与本研究，其中本科生 139 人，硕

士及博士研究生 62 人，社会从业人员 49 人（主要来

自公务员、金融、医疗、教育、工程等领域），另有 15
人未注明职业。 被试中男性 125 人，占 47.2%，女性

134 名，占 50.6%，另有 6 人未注明性别。 被试的年

龄介于 16 岁到 37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3.22(3.52)岁。
1.2 测量工具

1.2.1 情绪表达抑制使用情况调查问卷 对 Gross
等(2003)的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
tionnaire，ERQ）的情绪表达抑制分量表进行改编，加

入情绪表达抑制的 5 个表达情境，即在母亲、父亲、
好朋友、老师或上级、一般同学或同事面前的情况，
并考虑对快乐、 愤怒和悲伤三种情绪类型的表达抑

制（条目如，想想你和母亲在一起的情况。 面对母亲

时，你有多大可能会这样做：当我感到快乐时，我会

控制自己不让它表露出来）。通过加入情境和情绪类

别因素，将原有的 4 道题量表发展成为一个 45 道题

的 9 点量表， 每种情境下对一种特定情绪的表达抑

制用 3 道题测量（原问卷中有 2 道题题干相似，其中

1 道题指向正性情绪，1 道题指向负性情绪。 在改编

时由于加入了具体的情绪类型， 只用了原问卷 3 道

题的题干进行改编。 ）。 由于情绪类型和情境均为被

试内变量，条目顺序的不同可能影响结果，本研究对

情绪类型的顺序作一定平衡， 从而生成情绪类型呈

现顺序不同的 6 个问卷版本。 该问卷每个分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在 0.88-0.97 之间。
1.2.2 罗森伯格自尊量表 共 10 个条目，为 4 点量

表。 量表总分用以表示被试的自尊水平，分数越高，
自尊越低[22]。
1.2.3 SCL-90 躯体化分量表 躯体化分量表共 12
个条目，为 5 点量表。 统计分析时用总分计入，分数

越高表示躯体症状越多、越严重[22]。
1.2.4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共 20 个条目，为 4 点量

表。 分数越高，抑郁症状越明显[22]。
1.2.5 生活满意度量表 共 5 个条目，为 7 点量表，
分数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
1.3 程序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 向被试随机发放 6 个版

本问卷的其中一个，回收率为 100%。使用 SPSS 17.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不同情境下三种情绪类型表达抑制使用情况

被试在不同情境下对三种情绪的表达抑制得分

见表 1。 以情境、情绪类型为组内变量，采用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来比较在不同情境下对三种情绪类型使

用表达抑制的不同。 结果显示，情境主效应显著，F
(3.06，805.00)=147.37，P<0.001，η2=0.36；情绪类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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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显著，F(1.66，437.51)=288.63，P<0.001，η2=0.52；
情境与情绪类型的交互作用也显著，F(6.66，1750.68)=
5.38，P<0.001，η2=0.020。

对于情境主效应， 进一步的 Bonferroni 分析发

现，母亲情境下的情绪表达抑制小于父亲情境（mean
difference=-0.44）、 老 师 和 上 级 情 境(mean differ-
ence=-2.24) 以 及 一 般 同 学 或 同 事 情 境 (mean dif-
ference=-1.70)，Ps<0.001。 父亲情境下的表达抑制显

著大于母亲情境，但显著小于老师或上级情境(mean
difference=-1.80，P<0.001)以及一般同学或同事情境

(mean difference=-1.26，P<0.001)。 好朋友情境下的

情绪表达抑制显著小于老师或上级情境下的表达抑

制(mean difference=-2.07，P<0.001)以及一般同学或

同事情境下的表达抑制 (mean difference=-1.53，P<
0.001)。 老师或上级情境下的表达抑制不仅显著高

于母亲情境、父亲情境和好朋友情境，还显著高于一

般同学或同事情境(mean difference=0.55，P<0.001)。
对于情绪类型主效应，Bonferroni 检验发现，对

快乐的表达抑制显著少于对愤怒(mean difference=-
2.09，P<0.001) 和 悲 伤 (mean difference=-2.20，P<
0.001)， 而对愤怒和悲伤的表达抑制得分无显著差

异(mean difference=-0.11，P=0.482)。
由于情境 * 情绪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进一步

作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情境 * 情绪类型的交互

作用体现在， 在父亲情境和好朋友情境下对愤怒和

悲伤的表达抑制模式不同。对于愤怒情绪，父亲情境

下的表达抑制与好朋友情境无显著差异 (mean dif-
ference=0.033，P=0.176)；而对于悲伤情绪，父亲情境

下 的 表 达 抑 制 显 著 高 于 好 朋 友 情 境 (mean differ-
ence=0.69，P<0.001)。
2.2 情绪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变量的相关分析

对不同情境下对快乐、 愤怒和悲伤三种情绪的

表达抑制得分与自尊、抑郁症状、躯体化症状及生活

满意度水平作简单相关，结果详见表 2。

表 1 不同情境下对三种情绪的表达抑制得分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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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情境下对快乐、愤怒和悲伤的表达抑制与自尊、抑郁、躯体化症状及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N=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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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M＝母亲，F＝父亲，Fri＝好朋友，S＝上级或老师，C＝一般同学或同事；H=快乐，A＝愤怒，S＝悲伤； 两个字母的组合表示不同情境下的不同情绪，

如 MH 表示母亲情境下的快乐情绪。 余类推。 *P<0.05，**P<0.01。

3 讨 论

3.1 情绪表达抑制与表达情境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 人际关系的亲疏尊卑会影响

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 较亲密关系中（父母、好友）
的表达抑制显著少于较疏远关系中（老师或上级、一

般同学或同事），在上级情境（老师或上级）下的表达

抑制显著多于平级情境（一般同学或同事）。 按费孝

通差序格局的说法，中国人的社会网络是“以己为中

心，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

推愈平”。 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这

波纹间的差序[23]。 在这样的差序格局下，中国人的自

我也不同于西方人的独立自我，而是一种关系自我，
会依据个人与互动对象关系的不同，对自我做出不

同的界定[24]。 黄光国在“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中，根

据关系中情感性成分和工具性成分的多少，将中国

人的人际关系分为情感性关系、 工具性关系和介于

二者之间的混合性关系。母亲、父亲和好朋友属于情

感性关系的范畴[24]。 情感性关系遵循需求原则，家庭

和密友会为个体提供生活所需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而情绪则是表达需求的重要途径。 从而可以理解中

国人在情感性关系中能够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

绪。对老师或上级、一般同学或同事则偏向于工具性

关系或混合性关系（本文统称为一般关系，与情感性

关系相对）。 工具性关系遵循的法则是公平法则，这

是一种普遍性而非个人化的法则。 由于工具性关系

中的情感成分很少， 个体往往根据客观的标准作出

对自己有利的决策[24]。 因此，在这类关系中，中国人

则更加收敛情绪的表达，选择理智的应对。中国人对

父亲比对母亲有更多的表达抑制， 与父母在养育中

的分工不同及家庭权力地位有关。父亲是一家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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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家庭一切事务的决定者， 处于权力的最高端；而

“母，牧也”，母亲是孩子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料者 [25]。
由此，父子关系尊卑维度上高于母子关系，子女对父

亲则多了敬畏之情，情绪表达上更加收敛。个体对权

威或上级更注意抑制情绪的表达，尤其是负性情绪。
这往往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理智决定， 可以通过

对工具性关系的处理原则进行理解。
3.2 情绪表达抑制与情绪类型的关系

研究结果还显示， 对快乐的表达抑制显著少于

愤怒和悲伤。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特点被称为社会趋

向(social orientation)，以和谐为最突出特征，人们通

过顺从、合作、全身心融入环境的方式来达成这种和

谐 [26]，鼓励人际和谐和反对冲突是解决问题的原则

之一。而对愤怒的表达是攻击性的体现，对人际关系

有潜在的破坏作用。因此，对愤怒的表达抑制是被文

化所提倡的，从而得到文化的强化。 对悲伤的表达，
则传达出个体的脆弱性，更为个人性，对表达情境有

更高的要求。 因此，在多数情境中，个体使用表达抑

制来处理悲伤的可能性都较高。
另外， 本研究还发现对愤怒的表达抑制在父亲

情境和好友情境中无差异而在父亲情境下对悲伤的

表达抑制高于好友情境。原因可能在于，父亲形象一

定程度上代表权威， 难以满足表达悲伤后被安慰的

需要，而亲密友谊则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一需要。
3.3 情绪表达抑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研究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情感性关系（父母

及好朋友）中对情绪的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有关，而

一般关系（老师或上级、一般同学或同事）中对情绪

的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相关性不显著。其中，情感性

关系中对快乐的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的影响最为明

显，其次为对愤怒的表达抑制，对悲伤表达抑制的影

响则不显著。 原因可能是文化里对快乐表达的允许

度大， 对快乐表达的过度抑制反映了个体对情绪的

不接纳和回避，从而与个体的心理健康相关联；而对

愤怒和悲伤的适度抑制则是个体社 会化成功的 标

志， 不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有趣的

是， 在情感性关系中对快乐的表达抑制与对愤怒的

表达抑制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呈现截然不同的影响，

在父母和好朋友面前对快乐的高表达抑制与低自尊

和高抑郁相联系， 而在母亲面前对愤怒的高表达抑

制则与高自尊和低抑郁相联系。 原因可能是在母亲

面前对愤怒的表达抑制反映了个体在情感性关系中

能够成功回避直接冲突， 从而维持情感性关系的和

谐并从和谐的情感性关系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继而促进自身心理健康。 该结果尚需要实证研究的

进一步确认。
现有跨文化研究比较西方人和华人使用表达抑

制的影响， 提示华人在实验室情境下使用表达抑制

不会对人际关系和生理健康造成负性影响 [10，27]。 本

研究结果与这一结论不一致。 先前的国内外研究均

未细分被试在不同情境下对表达抑制的使用， 而只

是笼统提问被试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倾向性， 无法

发现被试在不同情境下对表达抑制的 使用及其影

响。跨文化研究的实验室研究中，往往也只涉及被试

与陌生人（通常是另一陌 生 被 试 或 实 验 助 手）互动

中的 情 绪 调 节 ，只 研 究 单 一 情 境 下 的 情 绪调节反

应[27，28]。 而从本研究结果看，以往跨文化研究中发现

的文化的调节作用，可能只在一般关系通路中成立。

因此，本研究结果提示，研究中国人使用情绪表达抑

制的影响， 应当区分情感性关系和一般关系两条通

路。 中国人在情感性关系中对情绪的表达抑制与心

理健康有关， 而在一般关系中对情绪的表达抑制与

心理健康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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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ff 等人指出， 应对是个体对现实环境变化有

意识、有目的的和灵活的调节行为 [10]，Martin 指出应

对的主要功能是调节应激事件作用， 包括改变对应

激事件的评估，调节与事件有关的躯体或情感反应。
个体的应对方式与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密切。 本研

究中发现应对方式中积极应对方式没有进入影响因

素模型， 预示着积极应对方式对心理应激的作用不

显著，该结论与国内先前研究相符[9] 。 研究发现应对

方式中的消极应对方式在心理健康因素模型中中介

效应显著， 患者家属在应对家庭成员罹患精神分裂

症这一应激性生活事件时， 消极的应对表现在多采

取逃避、自责、幻想以及发泄等不成熟型方式，不但

不能使得问题得到积极解决反而导致出现各种心理

问题。 (致谢：感谢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戴晓阳教授、深

圳市精神卫生研究所高北陵教授、胡赤怡教授、刘铁

榜教授对本研究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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