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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大学生的分离-个体化、人格与自我同一性状态之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修订的自我同一性状态

问卷（EOM-EIS-2）、分离-个体化问卷（SITA）和“大五”人格问卷（NEO-FFI）对 1131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当大

学生具有较高水平的外向性、开放性和谨慎性时，消极分离-个体化水平越低则预测越高水平的同一性获得；无论开

放性高低，高水平的积极分离-个体化均预测更高的同一性延缓，且开放性越低，积极分离-个体化对同一性延缓状

态的影响越强；当开放性和谨慎性水平较低时，高的积极分离-个体化预测更高水平的同一性早闭。 结论：人格在分

离-个体化与自我同一性状态的关系中起重要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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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separation -individuation,
personality and ego identity status. Methods: The Extend Objective Measure of Ego Identity Status-2, the Separation-In-
dividuation Test of Adolescence and the NEO Five Factor Inventory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1131 university students.
Results: When university students had higher level of extraversion, openness or conscientiousness, lower negative separa-
tion-individuation predicted higher identity achievement level. Whether higher or lower openness level was high positive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identity moratorium status, and the association became strength-
ened as the openness was lower. When university students had the lower level of openness or conscientiousness, the higher
positive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predicted the higher identity foreclosure. Conclusion: Personalit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and identity stat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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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处于青少年晚期， 面临自我同一性形成

的重要心理发展任务。 自我同一性的形成状况直接

关系到大学生的人格完善与社会适应， 并对其以后

的心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大学生自我同一性

形成的影响因素与内部机制一直都是研究者探索的

重要课题。
在 Erikson[1]自我同一性理论的基础上，Marica[2]

在 1966 年提出了自我同一性状态的操作化模型，将

Erikson 的自我同一性理论操作化为四种同一性状

态，即 同一性获得（identity achievement）、同 一 性 延

缓（identity moratorium）、同 一 性 早 闭 （identity fore-
closure）和同一性扩散（identity diffusion）。 该模型描

述了自我同一性形成的类型化结果， 是目前应用最

为广泛的自我同一性操作模型之一。 Marica[2]假设自

我同一性的形成是由同一性扩散状态、 早闭状态向

同一性延缓状态、获得状态转变的过程。
分离-个体化与人格对青少年同一性形成与发

展的影响早已受到同一性理论家和研究者的重视。
分离-个体化是青少年晚期亲子关系的主要内容，
是青少年在与父母建立亲密的情感联结基础上寻求

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我感的过程。 许多研究 [3，4]考察

了分离-个体化与同一性发展之间的关系， 但研究

结果并不一致， 即并非分离-个体化的所有方面均

有利于自我同一性的形成。Levine 等人[5]的青少年分

离-个体化模型是许多研究者对分离-个体化加以

操作化的理论基础与测量工具。 他们研究发现，分

离-个体化模型中的分离焦虑 （separation anxiety）、
卷入焦虑（engulfment anxiety）、拒绝依赖（dependen-
cy denial）与大学生的不良适应相联系，而寻求融入

（enmeshment seeking）、 寻求养育 （nurturance 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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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自 我 中 心 （self-centeredness） 和 健 康 分 离

（healthy separation）与积极适应相联系。 因此，有研

究者[6]将分离-个体化划分为消极分离-个体化与积

极分离-个体化两方面，从而能更清晰地探讨分离-
个体化与自我同一性之间的关系。 已有研究 [7]发现

“大五” 人格与自我同一性状态之间存在着密切关

系。但人格作为个体独特风格的体现，在对自我同一

性形成产生影响时，很可能会与环境产生交互作用，
即调节环境因素对同一性状态影响的强弱和方向。

Erikson[1，8]等同一性理 论家强调自 我同一性形

成是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 人作为

主动积极的选择、解释和建构者，在与环境相互作用

的过程中共同构建自身的同一性。但在 40 多年的自

我同一性实证研究中， 鉴于研究方法与设计思路的

局限， 大多集中于个体因素或环境因素的单方面效

应分析， 仅有少量国外研究同时考察了二者对自我

同一性形成的共同影响， 且多是对个体因素的中介

作用考察，如 Adams 等研究者 [9]考察了家庭环境与

学校环境对自我同一性的影响中个体的社会认知因

素的中介作用， 对于个体因素如何发挥调节作用的

分析却很少见。因此，本研究将考察大学生“大五”人

格 在 分 离-个 体 化 与 同 一 性 状 态 关 系 中 的 调 节 作

用， 以期从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角度为大学生自我

同一性形成影响因素与机制的探讨提供新的分析思

路和实证数据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法从济南、 徐州和太原选取 7 所

普通高校的 1131 名大学生（大一 259 人，大二 294
人，大三 299 人，大四 275 人），来自理、工、文史等学

科专业，其中，男生 579 人，女生 548 人，4 人性别缺

失。 年龄在 17.51～24.88 岁之间，平均 20.76 岁。
1.2 测量工具

1.2.1 自我同一性状态 采用王树青等 [10]修订的自

我同一 性状态问卷（EOM-EIS-2）简版测量 大学生

的同一性状态。该简版问卷将 64 个题目的问卷中重

复测量某一具体领域同一个状态的题目减半。 问卷

包括四个分量表： 同一性获得状态、 同一性延缓状

态、同一性早闭状态和同一性扩散状态，每个分量表

8 个题目，共 32 个题目，每个题目从“非常不符合”
到“非常符合”均为 6 点计分。经检验，该简版问卷具

有良好的结构 效 度、 校标 关 联 效 度 和 内 部 一致性

信度。

1.2.2 分离-个体化 采用修订的 Levine，Green 和

Millon[5]青 少 年 分 离-个 体 化 测 验（Separation-Indi-
viduation Test of Adolescence，SITA） 测量大学 生的

分离-个体化。 问卷包括七个分量表：分离焦虑，卷

入焦虑，拒绝依赖，寻求养育，寻求融入，自我中心，
健康分离。 每个分量表 9-15 个题目，共 80 个题目。
每个题目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均为 5 点计

分。 对 80 个题目进行二阶因子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发 现 模 型 拟 合 良 好 ：χ2 =1261.11，df =181，P =0.00，
RMSEA=0.073，NNFI=0.90，CFI=0.92。 因此，本研究

将分离-个体化的七个维度归为积极分离-个体化

（寻求融入、自我中心和健康分离三个分量表的平均

分）和消极分离-个体化（分离焦虑、卷入焦虑、拒绝

依赖、寻求养育四个分量表的平均分）两方面。 各分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α 系数在 0.57-0.78 之间。
1.2.3 人格 采用王树青等修订 [11]的 Costa 和 Mc-
Crae 人格五因素问卷简版（NEO-FFI）测量大学生的

人格特质。问卷包括五个分量表：情绪性、外向性、开

放性、 宜人性和谨慎性， 每个分量表 12 个题目，共

60 个题目，所有题目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均为 5 点记分。
1.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3.0 和 Lisrel8.70 对数据进行整理与

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状态与分离-个体化、 人格

的相关分析

各研究变量的平均数与标准差及相关分析结果

见表 1。 同一性获得状态与积极分离-个体化呈较强

正相关，与消极分离-个体化、情绪性负相关，与其

他人格特质呈正相关； 同一性扩散状 态与消极分

离-个体化正相关，与积极分离个体化负相关，与人

格中的情绪性正相关，与其他人格特质负相关；同一

性延缓状态、 早闭状态均与消极分离-个体化有较

强正相关， 与积极分离-个体化及人格特质的相关

较弱。
2.2 大学生分离-个体化与自 我同一性状 态 的 关

系：人格的调节作用

以四种同一性状态为因变量， 积极分离-个体

化/消极分离-个体化与五种人格特质为预测变量进

行分层多元回归分析， 考察人格特质对分离-个体

化与同一性状态关系的调节作用。 在进行回归分析

前，首先将积极分离-个体化和消极分离-个体化与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年 第 19 卷 第 6期 ·799·



五种人格特质做中心化处理 （各变量的原始数据减

去平均数），然后生成交互作用项，如“消极分离-个

体化×外向性”或“积极分离-个体化×外向性”。 在此

基础上，使用 enter 法对各同一性状态分别进行分层

多元回归分析，第一步，进入消极（或积极）分离-个

体化与一种人格特质，第二步进入消极（或积极）分

离-个体化与人格特质的交互作用项。 综合多个回

归分析结果，发现除情绪性外，其他人格特质对消极

分离-个体化与同一性获得状态的关系均起调节作

用； 开放性在积极分离-个体化与同一性延缓状态

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开放性、谨慎性对积极分离-个

体化与同一性早闭状态的关系均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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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人格对消极分离-个体化与同一性获得状态

关系的调节作用 人 格 中 的 外 向 性 、开放性、谨慎

性、 宜人性对消极分离-个体化与同一性获得状态

关系的调节作用见表 2。 消极分离-个体化与外向

性、开放性、谨慎性对同一性获得状态的主效应均显

著，消极分离-个体化与外向性（或开放性、谨慎性、
宜人性）的交互作用显著，说明外向性（或开放性、谨

慎性、宜人性）对消极分离-个体化与同一性获得状

态的关系有调节作用。 为更清晰地描述外向性 （或

开放性、谨慎性、宜人性）的调节作用，从消极分离-
个体化中抽取较高水平（M+SD）和较低水平（M-SD）
两个组，通过回归分析考察外向性（或开放性、谨慎

性、宜人性）高（M+SD）和低（M-SD）两种水平下消极

分离-个体化对同一性获得状态的预测。 也就是说，
根据回归方程 Y=(b1+b3Z)X+(b0+b2Z)（方程中的系

数均为未标准化的回归系数，Z 为调节变量，即外向

性（或开放性、谨慎性、宜人性），X 为自变量，即消极

分离-个体化）， 由消极分离-个体化的两个值 （M+
SD，M-SD）和外向性（或开放性、谨慎性、宜人性）的

两个值（M+SD，M-SD）确定两条回归线，然后使用经

中心化处理后的各变量数据作图。 并且， 对外向性

（或开放性、谨慎性、宜人性）高和低两种情况下消极

分离-个体化与获得状态的关系分别进行简单斜率

t 检验，考察在外向性（或开放性、谨慎性、宜人性）的

每个水平上消极分离-个体化的高组和低组在同一

性获得状态得分上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表明 （见图

1），当外向性（或开放性、谨慎性、宜人性）水平高时，
低水平的消极分离-个体化预测更高水平的同一性

获得（外向性：simple slope=-0.08，t=-3.61，df=1127，
P<0.01； 开 放 性 ：simple slope =-0.09，t =-4.25，df =

表 1 自我同一性状态与分离-个体化、人格之间的相关（N=1131）

注：*P<0.05，**P<0.01；表中的消极分离指消极分离-个体化，积极分离指积极分离-个体化，下同。

表 2 人格对消极分离-个体化与同一性获得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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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P<0.01； 谨慎性：simple slope=-0.06，t=-2.86，
df=1127，P<0.01； 宜 人 性 ：simple slope=-0.11，t =-
5.00，df=1127，P<0.01）；当 外 向 性（或 开 放 性、谨 慎

性、宜人性）水平低时，消极分离-个体化的高低对

同一性获得状态的影响没有明显差异 （外向性 sim-
ple slope=-0.002，t=-0.09，df=1127，P>0.05；开放性：
simple slope=0.001，t=0.05，df=1127，P>0.05；谨慎性：
simple slope=0.005，t=0.24，df=1127，P>0.05；宜人性：
simple slope =-0.033，t =-1.5，df =1127，P>0.05）。 因

此，一方面，高的外向性（或开放性、谨慎性、宜人性）
与低的消极分离-个体化相结合最有利于大学生的

同一性获得；另一方面，低水平的外向性（或开放性、
谨慎性）对同一性获得状态来说是危险因素，因为不

论消极分离-个体化的高低，低的外向性（或开放性、
谨慎性）都预测更低水平的同一性获得。

图 1 外向性对消极分离-个体化

与同一性获得状态关系的调节

注：开放性、谨慎性和宜人性的调节作 用 图 与 外 向 性 的 基 本

一致，未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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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开放性、谨慎性对积极分离-个体化与同一性延缓/早闭状态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

����� ���� � ����� 	��
� ���
� ������ 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1�

����
23"���
��

����� &�4&1�
����#� ����#� ���-��

23"� ’�"/0*+�

�,�� ����×23"� ����%� %�&-�� .���$� .����� .&��$��
 注：+P<0.06

图 2 开放性对积极分离-个体化

与同一性延缓状态关系的调节

图 3 开放性对积极分离-个体化

与同一性早闭状态关系的调节

注：谨慎性的调节作用图与开放性基本一致，未呈现

2.2.2 人格对积极分离-个体化与同一性状态关系

的调节作用 开放性对积极分离-个体化与同一性

延缓状态关系的调节作用见表 3。 积极分离-个体化

对同一性延缓状态的主效应显著， 开放性的主效应

不显著，开放性与积极分离-个体化对同一性延缓状

态的交互作用显著。 通过作图和进行简单斜率的 t
检验对开放性的调节作用做进一步分析， 结果发现

（见图 2），在开放性高和低两种条件下，与低的积极

分离-个体化相比，高的积极分离-个体化都预测更

高水平的同一性延缓（开放性高：simple slope=0.06，
t =2.32，df=1127，P<0.05； 开 放 性 低 ：simple slope=
0.15，t=5.77，df=1127，P<0.01），并且，随着开放性程

度降低，积极分离-个体化对同一性延缓状态的影响

增强。 开放性/谨慎性对积极分离-个体化与同一性

早闭状态关系的调节作用见表 3，积极分离-个体化

和开放性对同一性早闭状态的主效应均显著， 开放

性/谨慎性与积极分离-个体化对同一性早闭状态的

交互作用也显著。 通过作图和进行简单斜率 t 检验

对开放性/谨慎性的调节作用做进一步分析，结果发

现（见图 3），当开放性/谨慎性水平低时，与低的积极

分离-个体化相比，高水平的积极分离-个体化预测

更高水平的同一性早闭（开放性：simple slope=0.10，
t=3.70，df=1127，P<0.01；谨慎性：simple slope=0.073，
t=2.70，df=1127，P<0.01））； 当开放性/谨慎性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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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积极分离-个体化的高低在同一性早闭状态的

得分上没有明显差异 （开放性：simple slope=0.036，
t =1.33，df =1127，P >0.05； 谨 慎 性 ：simple slope =
0.0013，t=0.05，df=1127，P>0.05）。

3 讨 论

3.1 大学生分离-个体化、 人格与自我同一性状态

之间的相关

从相关分析来看， 积极分离-个体化与同一性

获得状态有较强的正向联系， 与同一性扩散状态负

向联系，与其他同一性状态关系较弱；而消极分离-
个体化与获得状态有较弱的负相关， 与其他同一性

状态有较强正相关。 因此，分离-个体化的不同方面

对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可能会 产生不同的 影

响。 人格中的情绪性、外向性、开放性和谨慎性与同

一性获得状态、 扩散状态有较高的相关， 且方向相

反， 其他两种同一性状态与人格的相关较弱。 说明

人格与同一性获得状态和扩散状态有较强的联系。
总的来看，分离-个体化、人格都与大学生自我同一

性状态（特别是同一性获得和扩散状态）存在密切关

联，是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状态的重要影响因素。
3.2 人格对分离-个体化与自我同一性状态的关系

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考察了个体因素中的人格与家庭环境因

素中的分离-个体化在对自我同一性状态影响中的

交互作用， 即人格在分离-个体化与同一性状态关

系中起调节作用。 用实证数据支持了已有同一性理

论家[1，8]的观点：即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形成是个体

因素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从四种人格特质对消极分离-个体化与同一性

获得状态关系的调节作用来看，一方面，当外向性、
开放性、宜人性和谨慎性水平高时，高的外向性、开

放性、 宜人性和谨慎性与低的消极分离-个体化相

结合预测大学生最高水平的同一性获得。另一方面，
低水平的外向性、 开放性和谨慎性是同一性形成的

危险或不利因素， 因为在这些情况下， 不管消极分

离-个体化的高低， 大学生都会表现出更低水平的

同一性获得。 无论外向性的高低，高的消极分离-个

体化均预测大学生更高水平的同一性扩散， 且外向

性越高， 消极分离-个体化与同一性扩散之间的关

系越强。 因此，对大学生的同一性形成来说，高水平

的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和谨慎性与低水平的消极

分离-个体化都是保护性因素， 使大学生避免同一

性扩散，更可能处于同一性获得状态，且两方面相结

合最有利于大学生的同一性获得。无论开放性高低，
高水平的积极分离-个体化均预测更高的同一性延

缓，且开放性越低，积极分离-个体化的高低对同一

性延缓影响的差异越大。 说明高的积极分离-个体

化有利于大学生的同一性探索。 当开放性和谨慎性

低时， 高水平的积极分离-个体化预测更高的同一

性早闭水平。也就是说，如果大学生人格中的开放性

或谨慎性比较低， 同时又 有与父母较 高的积极分

离-个体化，那么大学生在同一性形成过程中，更可

能不经过自己的探索和选择， 直接根据父母的期望

和建议来确定自己的目标、信仰和价值观。
综上所述， 本研究显示在大学生的同一性形成

过程中人格与分离-个体化两变量之间存在复杂交

互作用，揭示出高水平的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和

谨慎性与低水平的消极分离-个体化都是同一性形

成的重要保护性因素， 且两方面相结合最有利于大

学生的同一性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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