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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为了追求学业，开始完成在心理上和原

生家庭的分离分化，形成既能与他人建立亲密性又

能保持独立性的自我。Bowen将个体在对重要他人

依恋和自我独立之间获得平衡的能力称为自我分

化，从两个层面阐释其含义，一是内心层面，即区分

理智与情感的能力；二是人际层面，即在人际关系中

平衡亲密与独立的能力[1]。自我分化的核心是个体

与父母的关系，分化的基础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一

个人与抚养他成长的家庭之间的情感分离程度所决

定。实证研究表明，亲子关系作为家庭人际关系中

最基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对子女的身心发展影响

极大，如安全型依恋、回应式及情感参与式的教养方

式、较少的母亲卷入与干涉有利于个体成功地从原

生家庭分化出来，形成较高的自我分化水平[2-6]。同

时研究还显示，自我分化水平对于大学生的心理社

会发展都有预测作用，包括幸福感、情绪调节能力、

适应能力[7，8]。因此，探究个体自我分化发展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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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法：以410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和关系质量问卷对自我分化、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恋

爱关系进行测评。结果：①在高同伴冲突性组中，父子冲突性能显著预测自我分化（simple slope=-0.75，t=-6.25，P<
0.001）；在低同伴冲突性组中，父子冲突性也能显著预测自我分化（simple slope=-0.33，t=-2.54，P<0.01），但预测力相

对较弱。②在高恋爱冲突性组中，母子亲密性能显著预测自我分化（simple slope=0.53，t=2.65，P<0.01）；在低恋爱冲

突性组中，母子亲密性不能显著预测自我分化（simple slope=-0.11，t=-0.55，P>0.05）。③在高恋爱冲突性组中，母子

冲突性能显著预测自我分化（simple slope=-0.85，t=-4.25，P<0.001）；在低恋爱冲突性组中，母子冲突性不能显著预

测自我分化（simple slope=-0.37，t=-1.85，P>0.05）。结论：同伴关系在父子关系与自我分化关系中起调节作用；恋爱

关系在母子关系与自我分化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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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young relationships and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eer relationships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s. Methods: Totally 410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fill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Inventory(DSI)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Version(RQV) to evaluate self-differentiation, par⁃
ent-young relationships, peer relationships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s. Results: ①In the higher peer discord group,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father-young discord on self-differentiation was significant(simple slope=-0.75, t=-6.25, P<0.001); In
the lower peer discord group,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father-young discord on self-differentiation was significant(simple
slope=-0.33, t=-2.54, P<0.01). ②In the higher romantic discord group,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mother-young closeness on
self-differentiation was significant(simple slope=0.53, t=2.65, P<0.01); In the lower romantic discord group,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mother-young closeness on self-differentiation was not significant(simple slope=-0.11, t=-0.55, P>0.05). ③In the
higher romantic discord group,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mother-young discord on self-differentiation was significant(simple
slope=-0.85, t=-4.25, P<0.001); In the lower romantic discord group, the predicted effect of mother-young discord on self-
differentia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simple slope=-0.37, t=-1.85, P>0.05). Conclusion: Both peer and romantic relation⁃
ships have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young relationships and self-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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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近年受生态系统理论的影响，个体所处的关系

系统对其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对

于青少年来说，除了家庭联结之外，同伴关系和恋爱

关系是主要的人际关系，从青春期开始对父母心理

和情感的依恋日益减少，花很多的时间和同伴在一

起 [9]。同伴关系有助于个体从家庭中独立出来，顺

利完成个体化过程[10]，而且有利于个体形成良好的

情绪调节能力[11]。研究还发现，较好的同伴关系有

助于缓冲父亲过度干涉对个体情绪的影响[12]。恋爱

关系与亲子关系对个体的交互影响在成年早期更为

突出，首先因为进入成年早期后，恋爱关系在亲密程

度、陪伴时间和支持方面都超过了同伴与亲子关系
[13]。其次成年早期的恋爱关系更持久、更忠诚，而且

不仅以陪伴为需求目的，还包含依恋品质[14]。根据

Freeman和Brown的研究发现，与父母形成不安全依

恋的个体在恋爱关系中倾向于更加重视恋爱关系
[15]。另外，研究还发现，恋爱的青少年与父母相处的

时间变少，但与父母的冲突则会增加[16]。因此恋爱

关系对亲子关系的这种影响，可能会进而影响自我

分化。

由于中国家庭文化的影响，父亲和母亲在个体

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孩子互动的方式呈现明

显的差异性 [17，18]。研究显示，同伴关系能够缓解父

亲教养方式对人格负性影响，却不能调节母亲教养

方式的作用[12]，这意味着同伴关系在父子关系和母

子关系中可能起着不同作用，而恋爱关系在父子关

系和母子关系中所以产生的效应是否有别于同伴关

系的作用却不得而知。因此，本研究将自我分化和

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及同伴关系和恋爱关系同时引

入研究，提出假设：同伴关系和恋爱关系分别在亲子

关系与自我分化关系中可能起调节作用，并分别探

讨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的独立作用。

1 方 法

1.1 被试

在中国北方某所综合性高校，以班级为单位选

取 410位大学生，平均年龄为 22.53±3.35岁；男生

204人，女生 201人，5人性别信息缺失；大一 96人，

大二 105人，大三 113人，大四 91人，6人年级不详；

处于恋爱中124人，处于单身中286人。

1.2 研究工具

1.2.1 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 采用吴煜辉和王桂

平2010年修订的Skowron与Schmitt（2003）编制的大

学生自我分化量表（Differentiation of Self Inventory，
DSI）[19]。该量表共 27个题目，将自我分化分为 4个

维度：情绪反应、自我位置、情感断绝、与人融合。采

用“1（完全不符合）～6（完全符合）”的6点计分。分

数越高，自我分化水平越好。本研究中，总量表ɑ系
数为0.896，各分量表的ɑ系数在0.684-0.851之间。

1.2.2 关系质量量表 采用孔箴 2012 年修订的

Buhrmester与Furman（2008）编制关系质量量表（Re⁃
lationship Quality Version, RQV）[20]，用于测量大学生

与父母、同伴、恋爱对象的关系。该量表共 30个题

目，将关系质量分为2个维度：亲密性和冲突性。其

中亲密性包含5个积极特征：陪伴、袒露、情感支持、

认同和满意；冲突性包含5个消极特征：冲突、批评、

压力、排斥和优势。采用“1（从不或几乎不）～5（总

是或非常多）”的 5点计分。分数越高，亲密性越高

或冲突性越高。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量

表的结构效度，结果显示：父子关系问卷结构的拟合

指数RMSEA=0.07、AGFI=0.81、GFI=0.85、NFI=0.82；
母子关系问卷结构的拟合指数RMSEA=0.07、AGFI=
0.80、GFI=0.85、NFI=0.82；同伴关系问卷结构的拟合

指数RMSEA=0.05、AGFI=0.86、GFI=0.89、NFI=0.84；
恋爱关系问卷结构的拟合指数RMSEA=0.07、AGFI=
0.82、GFI=0.84、NFI=0.83。这表明本研究中关系质

量问卷尚可接受。本研究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同伴

关系、恋爱关系问卷的亲密性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

为 0.93、0.93、0.91、0.91；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同伴

关系、恋爱关系问卷的冲突性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

为0.81、0.82、0.83、0.80。
1.3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19.0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处理，

并进行Pearson相关、回归分析和内部一致性系数的

计算，使用 Amos21.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2 结 果

2.1 自我分化、亲子关系、同伴关系与恋爱关系的

相关分析

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自我分化、亲子关

系、同伴关系与恋爱关系的关系。结果如表 1所

示。自我分化与父子亲密性、母子亲密性、同伴亲密

性、恋爱亲密性均显著正相关；而与父子冲突性、母

子冲突性、同伴冲突性、恋爱冲突性均显著负相关。

2.2 同伴关系在亲子关系与自我分化关系中的调

节作用

以自我分化为因变量，父子关系（父子亲密性和

父子冲突性）为自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考察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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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同伴亲密性和同伴冲突性）对父子关系与自我

分化关系的调节作用。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将

父子亲密性、父子冲突性、同伴亲密性和同伴冲突性

做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共线性问题。然后，在 SPSS
中分3步将各变量依次纳入回归方程：第一步，将自

变量（父子亲密性、父子冲突性）引入回归方程，对因

变量（自我分化）进行回归，考察自变量的主效应；第

二步，将调节变量（同伴亲密性、同伴冲突性）引入回

归方程，考察调节变量对因变量的主效应；第三步，

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作用项引入回归方程，

以考察同伴关系对父子关系与自我分化关系的调节

效应。结果见表2。父子亲密性和父子冲突性对自

我分化的主效应均显著，父子冲突性与同伴冲突性

的交互作用显著，这说明同伴冲突性在父子冲突性

与自我分化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显著。

然后，以同样的方法来检验同伴关系是否对母

子关系与自我分化之间关系起调节作用。结果显

示，同伴关系对母子关系与自我分化之间关系的调

节作用不显著（ΔR2=0.02，P>0.05），这表明同伴关系

无法缓冲母子关系对自我分化的影响。

1 自我分化

2 父子亲密性

3 父子冲突性

4 母子亲密性

5 母子冲突性

6 同伴亲密性

7 同伴冲突性

8 恋爱亲密性

9 恋爱冲突性

M±SD
105.07±15.77
49.80±11.91
31.75±7.61
53.30±11.82
32.44±7.88
50.93±10.29
30.76±7.04
58.47±10.38
30.89±7.64

1

0.17**
-0.26**
0.15**

-0.28**
0.16**

-0.23**
0.17*

-0.37**

2

-0.08
0.81**

-0.07
0.46**

-0.01
0.49**

-0.12

3

-0.05
0.70**

-0.08
0.57**

-0.07
0.42**

4

-0.10
0.50**

-0.08
0.53**

-0.07

5

-0.04
0.57**
0.01
0.65**

6

-0.10*
0.49**

-0.05

7

0.08
0.54**

8

0.09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注: *P<0.05，**P<0.01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变量

父子亲密性

父子冲突性

同伴亲密性

同伴冲突性

父子亲密性×同伴亲密性

父子亲密性×同伴冲突性

父子冲突性×同伴亲密性

父子冲突性×同伴冲突性

B
0.18

-0.54
0.15

-0.24
0.00
0.02

-0.00
-0.03

Beta
0.14

-0.27
0.10

-0.11
0.02
0.08

-0.02
-0.14

t
2.93**

-5.64***
1.91

-1.88
0.46
1.55

-0.38
-2.79**

R2

0.10

0.11

0.13

ΔR2

0.10

0.02

0.02

F
21.38***

12.81***

7.71***

表2 同伴关系在父子关系与自我分化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1 同伴冲突性对父子冲突性

与自我分化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了更清晰地描述同伴冲突性的调节作用，采

用Aiken和West（1991）的做法，将同伴冲突性取高

值（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值（低于均值一个标

准差）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同时，分别作出同伴冲突

性对父子冲突性与自我分化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示

意图，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在高同伴冲突性组中，父子冲突性

能显著预测自我分化（simple slope=-0.75，t=-6.25，
P<0.001）；在低同伴冲突性组中，父子冲突性也能显

著预测自我分化（simple slope=-0.33，t=-2.54，P<
0.01），但预测力相对较弱，说明同伴冲突性得分较

高的个体相对于同伴冲突性得分较低的个体面对高

父子冲突性时，更容易出现低自我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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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变量

母子亲密性

母子冲突性

恋爱亲密性

恋爱冲突性

母子亲密性×恋爱亲密性

母子亲密性×恋爱冲突性

母子冲突性×恋爱亲密性

母子冲突性×恋爱冲突性

B
0.21

-0.61
0.22

-0.43
0.01
0.04

-0.02
-0.03

Beta
0.17

-0.34
0.15

-0.23
0.04
0.19

-0.14
-0.22

t
1.98*

-4.04***
1.60

-2.11*
0.52
2.00*

-1.49
-2.39*

R2

0.16

0.20

0.28

ΔR2

0.16

0.05

0.08

F
11.07***

7.52***

5.54***

表3 恋爱关系对母子关系与自我分化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2 恋爱冲突性对母子亲密性

与自我分化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3 恋爱冲突性对母子冲突性

与自我分化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2.3 恋爱关系在亲子关系与自我分化关系中的调

节作用

以自我分化为因变量，母子关系（母子亲密性和

母子冲突性）为自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考察恋爱

关系（恋爱亲密性和恋爱冲突性）对母子关系与自我

分化关系的调节作用。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将

母子亲密性、母子冲突性、恋爱亲密性和恋爱冲突性

做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共线性问题。然后，在 SPSS
中分 3步将各变量依次纳入回归方程：第一步，，将

自变量（母子亲密性、母子冲突性）引入回归方程，对

因变量（自我分化）进行回归，考察自变量的主效应；

第二步，将调节变量（恋爱亲密性、恋爱冲突性）引入

回归方程，考察调节变量对因变量的主效应；第三

步，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作用项引入回归方

程，以考察恋爱关系对母子关系与自我分化关系的

调节效应。结果见表3。母子亲密性和母子冲突性

对自我分化的主效应均显著，母子亲密性与恋爱冲

突性、母子冲突性与恋爱冲突性的交互作用均显著，

这说明恋爱冲突性在母子冲突性（母子亲密性）与自

我分化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显著。

然后，以同样的方法来检验恋爱关系是否对父

子关系与自我分化之间关系起调节作用。结果显

示，恋爱关系对父子关系与自我分化之间关系的调

节作用不显著（ΔR2=0.01，P>0.05），这表明恋爱关系

无法缓冲父子关系对自我分化的影响。

为了更清晰地描述恋爱冲突性的调节作用，采

用Aiken和West（1991）的做法，将恋爱冲突性取高

值（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值（低于均值一个标

准差）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同时，分别作出恋爱冲突

性对母子亲密性与自我分化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示

意图，以及恋爱冲突性对母子冲突性与自我分化之

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示意图，如图2和图3所示。

由图2可知，在高恋爱冲突性组中，母子亲密性

能显著预测自我分化（simple slope=0.53，t=2.65，P<
0.01）；在低恋爱冲突性组中，母子亲密性不能显著

预 测 自 我 分 化（simple slope=- 0.11，t=- 0.55，P>
0.05），说明恋爱冲突性得分较低的个体的自我分化

不随着母子亲密性的变化而显著变化。

由图3可知，在高恋爱冲突性组中，母子冲突性

能显著预测自我分化（simple slope=-0.85，t=-4.25，
P<0.001）；在低恋爱冲突性组中，母子冲突性不能显

著预测自我分化（simple slope=-0.37，t=-1.85，P>
0.05），说明恋爱冲突性得分较低的个体的自我分化

不随着母子冲突性的变化而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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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自我分化与父子亲密性、母子亲密

性、同伴亲密性、恋爱亲密性均显著正相关，而与父

子冲突性、母子冲突性、同伴冲突性、恋爱冲突性均

显著负相关。说明个体与父母、同伴、恋人的关系亲

密性越高，其自我分化水平也越高；而个体与父母、

同伴、恋人的关系冲突性越高时，其自我分化水平也

就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个体

能够感受到自己是被重要他人所接纳和肯定的，这

有利于其自我感的发展，同时个体从中所体验到的

亲密感以及所习得的人际交往技巧是与重要他人保

持亲密关系的重要因子，因此在成长的过程中，与父

母、同伴、恋人关系越好的个体更能够平衡自我感与

亲密感。

研究结果显示，同伴冲突性可以缓冲父子冲突

性对自我分化的作用。具体而言，同伴冲突性得分

较低的大学生，其父子冲突性与自我分化的关系较

弱。该结果说明同伴冲突性低的个体相对于同伴冲

突性高的个体面对高父子冲突性时，不易出现低自

我分化。同时，本研究结果还发现恋爱冲突性可以

缓冲母子冲突性（母子亲密性）对自我分化之间的影

响。主要表现为恋爱冲突性得分较低的大学生，其

母子冲突性（母子亲密性）对自我分化的预测力不显

著。该结果说明恋爱冲突性低的个体相对于恋爱冲

突性高的个体面对高母子冲突性、低母子亲密性时，

不易出现低自我分化。可以说，不良的亲子关系并

不一定会导致低自我分化，这还取决于个体的家庭

外人际关系背景，包括同伴关系和恋爱关系。这可

能是一方面因为当亲子冲突较高时，个体原有的最

重要的家庭支持系统受到破坏使其向其他人际系统

寻求支持。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母子亲密性较低时，

在成年早期开始具有依恋品质的良好恋爱关系则能

提供亲密性需求，包括照顾、关心及陪伴等[21]。同伴

关系、恋爱关系是继亲子关系之后的另两个非常重

要的人际关系，二者在情感支持和工具性帮助方面

存在相似性[22]。同时已有研究也显示在家庭中依恋

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青少年更可能会考虑把同伴或

恋爱对象作为情感支持的替代资源[23]。因此，当某

一种关系不良时，另一种关系的良好可以缓冲和补

偿对个体发展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另外，从本研究

结果可以看出，虽然同伴冲突性和恋爱冲突性在亲

子关系与自我分化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均显著，但是

同伴亲密性和恋爱亲密性在亲子关系与自我分化关

系中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这从侧面突出的说明了

同伴冲突性和恋爱冲突性对大学生的重要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结果突出地显示同伴冲

突性只在父子冲突性与自我分化之间关系起调节作

用，而恋爱冲突性只在母子冲突性与自我分化之间

关系起调节作用。这提示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对个

体的影响的确可能具有差异性。根据Bowlby的观

点，依恋系统最早是与抚养者之间长期稳定的互动

所建立起来的牢固持久情感关系，而抚养者通常是

母亲。此外，成年早期的恋爱关系是依恋系统的表

现形式，而同伴关系通常被认为不具有依恋品质
[14]。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与父亲发生冲突时，

同伴可能是更好的替代资源，可以缓冲父子冲突性

对自我分化的不利影响；当与母亲发生冲突或亲密

性降低时，恋爱对象可能是更好的替代资源，可以补

偿消极母子关系对自我分化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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