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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三角关系（triangulation）是指当父母发生冲

突时，子女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而形成的一种消

极亲子关系模式。子女一般以替罪羊 (scapegoat⁃
ing)、跨代联盟(cross-generational coalition)和亲职化

(parentification)三种形式卷入亲子三角关系。其中，

替罪羊是指父母将注意力转移到子女身上，以避免

直接面对彼此间的冲突；跨代联盟指子女与父母中

的一方结盟以对抗另一方；亲职化指子女过早扮演

父母角色或承担成人责任。子女介入能够暂时缓解

父母间的紧张关系，但夹在父母中间使子女面临忠

诚与背叛的冲突，从而陷入窘迫的境地 [1，2]，已有研

究表明，亲子三角关系与子女低自尊和抑郁显著相

关[3-6]。

在自尊和抑郁的相互关系研究中，易感性模型

（Vulnerability model）是目前获得支持最多，发展最

成熟的一个。该模型假设低自尊是预测抑郁的风险

因子[7-10]。Sowislo 和 Orth 关于自尊与抑郁的元分析

发现自尊对抑郁的预测作用(β=-0.16)显著强于抑

郁对自尊的预测作用(β=-0.08) [11]，陈武等的研究发

现自尊在高中生父母冲突与抑郁间起中介作用，支

持抑郁易感模型[12]。卷入亲子三角关系的子女会对

父母间的冲突进行自我归因，而感觉自己无力解决

父母间的冲突会导致子女自尊和自我价值感降低[13]。

卷入亲子三角关系的子女自尊水平降低，根据

抑郁易感理论，低自尊作为最重要的易感素质，更易

导致子女抑郁，即自尊可能作为一种中介因素，对抑

郁产生影响。本研究以初中生为被试，考察自尊在

亲子三角关系与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选取青岛市两所学校的初中生

进行测量。发放问卷 290 份，有效回收 267 份，有效

回收率 92.1%。其中，初一学生 90 名（男 41，女
49），初二学生 97 名（男 41，女 56），初三学生 8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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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39，女41）。
1.2 工具

1.2.1 亲子三角关系量表 由张虹雯、郭丽安于

2000 年编制，共 48 个项目，包括跨代联盟、替罪羊、

亲职化三个分量表，采用利克特 3 点计分方式。本

研究删除原量表的第 5、19、35题，这几个题的内容

与兄弟姐妹有关，且均属于亲职化分量表。被试在

各个分量表上得分越高，说明在该亲子三角关系类

型上倾向越明显。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 0.80，跨代联盟、替罪羊和亲职化三个分量表

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 0.71、0.79 和 0.69。
1.2.2 自 尊 量 表 (self- esteem scale，SES) 采 用

Rosenberg自尊量表（SES）测量初中生自尊状况。量

表由 10 个项目组成，采用 4 点计分方式，分值越高，

说明被试的自尊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
bach α系数为 0.72。
1.2.3 流调中心抑郁自评量表（CES-D） 共设 20
个项目，测量内容包含 4 个因素：抑郁情绪（8个题

目）、积极情绪（4个题目）、躯体症状（6个题目）、人

际关系困难（2个题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
bach α系数为 0.71。
1.3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13.0 进行数据管理与分析。

2 结 果

2.1 亲子三角关系、自尊与抑郁的相关

如表1所示，自尊与抑郁、跨代联盟和替罪羊显

著负相关；自尊与亲职化显著正相关。抑郁与跨代

联盟、替罪羊显著正相关，与亲职化显著负相关。

表1 研究变量的平均数及各变量间相关系数表（N=267）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 自尊的中介效应检验

2.2.1 自尊在跨代联盟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依

次求出抑郁(y)对跨代联盟(x1)，自尊(m)对跨代联盟

(x1)，抑郁(y)对跨代联盟(x1)和自尊(m)的回归，并建立

三个标准化的回归方程,得出中介检验结果如表 2。
由于依次检验都显著，因此自尊在跨代联盟及抑郁

间为部分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为：

(0.244×0.345)/0.441×100%=19.09%。见图1。

表2 自尊在跨代联盟与抑郁间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自尊

-0.244 -0.345

跨代联盟 0.441 抑郁

0.357
图1 自尊在跨代联盟与抑郁间的中介模型

表3 自尊在替罪羊与抑郁间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自尊

-0.216 -0.347
替罪羊 0.469 抑郁

0.394
图2 自尊在替罪羊与抑郁间的中介模型

表4 自尊在亲职化与抑郁间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自尊

0.192 -0.396
亲职化 -0.262 抑郁

-0.186
图3 自尊在亲职化与抑郁间的中介模型

2.2.2 自尊在替罪羊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依次

求出抑郁(y)对替罪羊(x2)，自尊(m)对替罪羊(x2)，抑郁

(y)对替罪羊(x2)和自尊(m)的回归，并建立三个标准

化的回归方程,得出中介检验结果如表3。由于依次

检验都显著，因此自尊在替罪羊及抑郁间为部分中

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为：(0.347×0.216)/
0.469×100%=15.98%。见图2。
2.2.3 自尊在亲职化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依次

1自尊

2抑郁

3跨代联盟

4替罪羊

5亲职化

M
31.95
32.36
17.01
27.19
26.79

SD
5.54
8.749
4.504
6.643
5.291

1
1

-0.432***
-0.244**
-0.216**
0.192**

2

1
0.441**
0.469**

-0.262**

3

1
0.591**

-0.045

4

1
0.036

5

1

标准化回归方程

第一步 y = 0.441 x1
第二步 m= -0.244 x1
第三步 y= -0.345m

+0.357 x1

回归系数检验

SE= 0.899
SE= 0.972
SE= 0.836
SE= 0.899

t= 8.007***
t= -4.088***
t= -6.529***
t= 6.764***

标准化回归方程

第一步 y= 0.469 x2
第二步 m= -0.216 x2
第三步 y= -0.347m

+0.394 x2

回归系数检验

SE= 0.885
SE= 0.978
SE= 0.819
SE= 0.885

t= 8.636***
t= -3.594***
t= -6.750***
t= 7.659***

标准化回归方程

第一步 y= -0.262 x3
第二步 m= 0.192 x3
第三步 y= -0.396m

-0.186 x3

回归系数检验

SE= 0.967
SE= 0.983
SE= 0.886
SE= 0.967

t= -4.427***
t= 3.180**
t= -7.155***
t= -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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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抑郁(y)对亲职化(x3)，自尊(m)对亲职化(x3)，抑郁

(y)对亲职化(x3)和自尊(m)的回归，并建立三个标准

化的回归方程,得出中介检验结果如表4。由于依次

检验都显著，因此自尊在亲职化及抑郁间为部分中

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为：(0.396×0.192)/
0.262×100%=29.02%。见图3。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亲子三角关系的跨代联盟和

替罪羊维度与自尊显著负相关，与抑郁显著正相关，

这与既有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亲职化维度与自尊显

著正相关，与抑郁显著负相关。这与当前国外的研

究结论[3，14]相悖。文化背景的差异可能是导致现有

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的原因之一。受儒家思想影响，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家庭利益，而

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意愿、权利与自由 [15]。对于西方

家庭的子女来说，过早承担成年人的责任意味着个

人权利与独立精神的丧失，因而亲职化与自尊呈负

相关，与抑郁正相关。中国家庭的子女将维持父母

间的和谐关系视作自身的责任，因而介入父母之间

扮演亲职化角色的子女会感到自己更有价值，因而

其自尊水平高而抑郁水平低。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亲子三角关系不但可以

直接影响抑郁，还可以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间接影

响抑郁。卷入跨代联盟的子女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忠

诚的问题[16]，无论与父母中的哪一方结盟对抗另一

方，都会使子女面临忠诚与背叛的心理困境[17]。他

们长期感受到父母冲突的威胁，产生情绪不安全感，

自尊降低，抑郁水平升高。被当作替罪羊的孩子内

心有强烈的罪恶感，认为自己是不受欢迎的、是导致

父母冲突的罪魁祸首[18]，从而自我评价降低，低自尊

进一步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另外，扮演替罪羊或

跨代联盟角色的子女被夹在父母中间，同时感到自

己不能有效应对，这可能会使孩子陷入无力应对与

自责的恶性循环中，自我效能逐渐降低[12]，而自我效

能通过影响自尊进而影响青少年抑郁[19]。扮演亲职

化角色的孩子认为自己有责任和能力解决父母间的

冲突，因而主动介入父母之间。在协调父母冲突的

过程中，亲职化子女可能得到家人的关注和肯定，也

可能提高自身的生活技能，从而提高其自我价值感
[20]。如前所述，自我价值感通过自尊进而影响青少

年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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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变量中，以学习适应和人际适应两个自变量对学

业成绩因变量的影响最大[14]。值得肯定的一点是，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明确了学习适应对学业成绩的影

响，这点在本研究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也得到了验

证。

而关于学业情绪，本研究不仅仅从学业情绪的

四个维度对学业成绩不良生与学业成绩优秀生进行

了对比，而且从一般学业情绪的十种类型进行了两

组学生的对比。我们发现，两组学生四个维度的情

绪均差异显著，但从情绪类型来看，除羞愧情绪外，

其余九种情绪均差异显著。Turner通过对羞愧学业

情绪的研究表明[15]，对一部分学生，羞愧能使他们变

得对学习更加丧失信心，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和自我

效能，对另一部分学生，他们可能会增加动机，并获

得更高的学业成绩，本研究结论支持其观点。从大

学适应、一般学业情绪、学习倦怠对学业成绩的Lo⁃
gistic回归分析来看，消极高唤醒与消极低唤醒均进

入到回归方程，说明消极学业情绪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预测学业成绩的高低，这与Lane的研究结论相悖
[7]。本研究同时表明，两组学生在学习倦怠各维度

均差异极显著，情绪低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学

业成绩。

由此提示，高职院校应积极致力于学生的学习

适应教育，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如专业学习讲

座、高职学习心理知识讲座、高年级成绩优秀生经验

介绍等促进高职学生尽快适应高职学习、学会自主

学习、学会有目标的学习，由学校的招生就业办和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针对中高年级学生对高职专业的就

业定位和个人的择业适应开展系列活动，对学生的

消极学习情绪予以正面疏导，这样能够有利于提高

高职学生的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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