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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大学生自我分化发展的特点及其与自我和谐的关系。 方法：采用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DSI）和自

我和谐量表（SCCS）对 421 名大学生进行测评。 结果：①独生子女大学生在自我分化量表总分及与人融合分量表得分

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②自我分化量表总分与自我和谐量表总分呈显著负相关，其中除情绪反应、与人融合

与自我的灵活性不存在显著相关外，自我分化与自我和谐的各分量表得分均显著相关；③回归分析发现，情感断绝

分量表得分对自我和谐量表总分预测力最佳，解释量达 30.4%。 结论：自我分化与自我和谐存在相关关系，自我分化

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自我和谐。

【关键词】 自我分化； 自我和谐； 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2)03-0381-03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and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AN Qin， QIU Jian， LIU Yu-l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and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and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Methods: 421 college students completed self-differenti-
ation scale(DSI) and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scale(SCCS). Results: ①The only child’s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and
fusion with others were lower than the non-only child’s; ②Differentiation of self ha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except emotional reaction, and fusion with others had no significantly correlation with
self-flexibility; ③Regression analysis suggested the total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influenced by emotional cut off
was 30.4%. Conclusion: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h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and differ-
entiation of self can predict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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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是 Bowen 在家

庭系统理论里提出的核心概念， 用来讨论个体在家

庭中情绪依恋与独立自主的程度 [1]。 自我分化发展

可以理解为个体从原生家庭里分离出来的过程 [2]。
根据 Bowen 对家庭关系的理解，每个人在内心深处

都有两股原始力量，即“个别化”力量和“亲密感”力

量， 前者促使个体与家人在心理上有所分离体验到

个体感， 后者促使个体与家人在心理上保持联结以

维持亲密感， 个体自我分化的发展来源于家庭关系

互动的过程和结果[3]。 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如果对“个

别化”的需求太高，容易导致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过于

疏离，造成不成熟的情感断绝；如果对“亲密感”的需

求太高， 容易造成个体对他人产生较强的情感依恋

或情绪融合， 以至于分不清楚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

限[4]。 青少年在与父母建立亲密情感联结的基础上，
寻求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我感 [5]。 研究发现，个体的

自我分化水平与心理发展息息相关， 对其心理社会

发展任务的解决具有重要影响[6]。
自我和谐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是

Rogers 人格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指自我内部

的协调一致以及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协调 [7]。 自我和

谐是心理和谐的基础，是人格和谐的核心特征[8]。 很

多研究表明， 大学生的自我和谐与心理健康呈显著

正相关， 自我和谐可以作为评估心理健康状况的重

要指标[9]。 个体具有维持各种自我知觉之间的一致

性以及协调自我与经验之间关系的机能， 而且个体

所采取的行为通常都与自我概念相一致 [10]。 个体需

要在与重要他人的关系中理解自我， 逐步形成对自

我的认识和评价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个体从家庭依

赖走向自我独立的自我分化发展水平显然与个体对

自我及其经验的认识和协调密切关联。
升入大学意味着个体在远离家庭生活空间的同

时，开始体验与家人心理上的情感分离，并经历由此

带来的困惑与挑战， 大学生不仅要自主管理自己的

生活， 同时也在逐步形成对自己及其经验的个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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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个体的自我

分化发展与自我和谐水平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北京市方便选取文科、理科高校各一所，以班

级为单位整群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 450 份，回收有

效问卷 421 份。 其中男生 233 人，女生 188 人；大一

年级 96 人，大二年级 107 人，大三年级 105 人，大四

年级 113 人；理工科 280 人，文史类 141 人；独生子

女 229 人，非独生子女 153 人，另有 39 人不详。
1.2 工具

1.2.1 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 采用吴煜辉和王桂平

修订的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Inventory，DSI），共 27 个项目[11]。包括情绪反应、自我

位置、情感断绝、与人融合 4 个分量表。 其中情绪反

应分量表反映个体的情绪稳定性特征， 低分个体常

被认为是情绪化的人，长期受控于自己的情绪，而高

分个体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并设法抵制情绪产生的

负面影响；自我位置分量表反映个体坚持自己观点、
立场的能力特征，低分个体容易依赖他人，经常不能

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高分个体拥有自己的思想，
不迎合他人的期望； 情感断绝分量表反映个体在亲

密体验和人际互动中表现出的既想亲密又害怕亲密

的矛盾心理特征， 低分个体害怕与人保持亲密的关

系，常常疏离与他人的关系来减轻恐惧，而高分个体

不会通过断绝与他人的关系来缓解焦虑； 与人融合

分量表反映个体对他人的依赖程度， 包括过于在乎

他人的看法与评价等， 低分个体很容易陷入他人关

系之中，而高分个体不易受他人关系的牵制。
1.2.2 自我和谐量表 采用王登峰编制的自我和谐

量表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Sale，SCCS），
共 35 个项目[12]。 包括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的

灵活性和自我的刻板性 3 个分量表。 该量表得分越

高，表示个体自我和谐程度越低。

2 结 果

2.1 大学生自我分化的特点

对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的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

进行 2（性别）×2（独生/非独生）方差分析。 经 GLM
（General Linear Model）过 程进行方差 分析，发现性

别和是否独生子女交互作用不显著， 继续进行单纯

主效应的比较。
男、 女大学生在自我分化量表的总分及各分量

表得分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1）。 独生子女大学

生在自我分化量表总分以及与人融合分量表得分均

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见表 1）。 此外，不同年

级 大 学 生 的 自 我 分 化 水 平 不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F=
1.729，P=0.161）。
2.2 自我分化与自我和谐的相关分析

由表 2 可知， 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的总分与自

我和谐量表的总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1)。
从各分量表得分之间的相关详见表 2。

2.3 自我分化预测自我和谐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以自我和谐总分为因变量，以性别、是否独生子

女及自我分化各分量表得分为自变量， 进行逐步多

元回归，结果发现，预测因变量自我和谐的显著变量

共有 5 个，见表 3。
分别以自我和谐各分量表得分为因变量， 以性

别、 是否独生子女及自我分化各分量表得分为自变

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结果发现，预测自我与经验

表 1 大学生自我分化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比较（x±s）

注：*P<0.05，**P<0.01，下同。

表 2 自我分化与自我和谐相关分析（r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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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和谐的显著变量共有 5 个， 除自我分化 4 个分

量表以外性别也进入回归方程， 多元 相关系数为

0.718，能联合预测 50.8%的变异量。 其中，就个别变

量的解释量而言，与人融合的预测力最佳，其解释量

达 29.8%。
预测自我的灵活性的显著变量共有 2 个， 是自

我位置和情感断绝，多元相关系数为 0.475，能联合

预测 22.6%的变异量。 其中， 自我位置的预测力最

佳，其解释量达 21.4%。

预测自我的刻板性的显著变量共有 2 个， 是情

感断绝和情绪反应，多元相关系数为 0.469，能联合

预测 21.6%的变异量。 其中， 情感断绝的预测力最

佳，其解释量达 18.7%。

3 讨 论

3.1 大学生自我分化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 独生子女大学生自我分化总体水

平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特别是独生子女大

学生比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对他人更加依赖、也更容

易卷入他人关系之中。 究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中国

特有的独生子女家庭文化的影响，独生子女在成长

过程中常常被父母过度地关注和照顾，父母将所有

的情感和希望完全倾注在独生子女身上，每遇到子

女有重要事件父母总是过度卷入，父母与子女的关

系更为纠缠，子女的情绪与家庭始终是黏附在一起

的。 相比较而言，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父母会将关

爱分配给不同子女，这样子女相对有更多的个人空

间，非独生子女在共同分享父母关爱的同时也学会

了自我独立。
3.2 大学生自我分化与自我和谐的关系

相关分析表明， 自我分化量表总分与自我和谐

量表总分呈显著的负相关，表明个体自我分化发展

越好其自我和谐水平越高。 具体来讲，个体越是能

够区分理智与情绪，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能同时体验

到亲密感和独立感，既与他人维持情感联结又能保

持清晰的自我感，这样的个体越是能够保持自我内

部和谐，对自我的看法与经验也趋于一致。 因此，高

自我分化个体通常更能够认同自己的角色和身份，
不仅有助于建立亲密关系，而且还可以致力于个人

有意义的目标，达成人生各方面的成就[13]。
本研究发现， 情感断绝是自我和谐最重要的预

测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外的研究结果，即自

我分化水平高的个体具有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 [6]。 根

据 Bowen 的观点，低自我分化个体容易在人际交往

中处于情感黏附状态，经常依赖他人，其思想、情感

容易受他人影响而缺乏理性判断[3]。如果个体对他人

的依赖程度或者与他人的融合程度较高， 自我的位

置也会变得不清晰，容易失去真实的自我。 Gilligan
指出， 当个体缺少真实自我的表达时极易导致虚假

自我，不仅与他人疏远致使情感断绝，而且还会与自

我分离[14]。 值得注意的是，情感断绝同时也是自我和

谐各分量表比较重要的预测变量， 情感断绝可能是

低自我分化者最容易采用的防御方式， 但同时对心

理健康而言也是最具破坏性的。 情感断绝反映个体

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因害怕卷入亲密关系而疏离他人

的情绪倾向， 分化程度低的个体因为害怕亲密关系

而以疏离他人的方式来减轻对亲密感的恐惧。 从表

面上看， 与他人断绝情感联结是避免亲密关系压力

的最直接的方法，可以使个体即刻躲避威胁，但其实

只是暂时性的解决方法， 导致的后果是个体无论主

观上还是客观上可利用的社会支持资源非常有限，

很难以积极的态度和灵活的方式应对问题， 个体对

自己的认识以及对经验的理解变得消极刻板， 自我

和谐程度降低，不利于保持心理健康。这与李志勇等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他们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支

持会导致较高的自我和谐水平， 进而提高主观幸福

感[15]。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自我位置对自我的灵活性

具有预测作用，说明如果个体具有清晰的自我感，即

使在压力情境下也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立场，可以

灵活地依照内在评价应对压力情境。
（下转第 331 页）

表 3 自我分化分量表预测自我和谐之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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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污名基本一致[11]。 青少年上网内化污名问卷只

有一个维度。 在其他领域的污名研究中内化污名是

多维度的， 如李利敏等对学习不良学生研究中均为

三维度[9，12]，Watson 和 Corrigan 等的理论构建时也认

为有三个维度， 刻板印象意识、 刻板印象认可及认

同。 出现这种差别可能由于青少年上网污名状况较

低，在内化污名的感知程度较低所致。
本研究显示， 女生的上网污名知觉和内化程度

显著高于男生， 污名知觉的性别差异一定程度上可

以用性别角色特征进行解释。女生比男生更敏感，感

性情绪比男生多，能够知觉到更多来自外界的评价。
而青少年上网污名知觉和内化污名的得分随着

年级的升高而升高， 可能是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和

所学知识的增多， 自我意识逐渐明显导致个体有意

的增加了对群体内外差异的比较。
在内化污名的形成过程中， 污名知觉是内化污

名发生的基础， 内化污名同污名知觉在年级上的变

化趋势一致，两者间的相关系数达 0.74，相关程度较

高， 具有相似的趋势， 这一 结果进一步 的验证了

Corrigan 污名知觉和内化污名是两个相互影 响、相

互促进的观点[8]以及 Mak 等内化污名是公众污名对

被污者产生效应的中介变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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