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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分离（Psychological Separation）是指个体在

心理上脱离对父母的依赖，达到与父母在态度、冲

突、情感、功能方面独立的能力[1]。心理分离是青少

年期面临的重要发展任务，青少年必须从其内化的

父母形象中解脱出来，在心理上减少对家庭的依赖，

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发展独立自主性，才能达到稳

定的自我同一 [2]。以往国外研究发现，心理分离程

度越高的个体，其抑郁水平越低，学业、情绪和学校

适应越好，尤其是冲突独立是个体适应最稳健的预

测变量[1，3-6 ]。但是，Slote指出心理分离的过程在不

同文化背景下并不相同，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如中

国、日本、韩国）强调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一致性，并

不鼓励个体与父母的分离和独立[7]。国内的研究也

证实，青少年与父母的功能独立、态度独立和情感独

立水平越高，其社会适应越差，与父母的冲突独立水

平越高，社会适应越好 [8，9]，有研究者对美国的韩裔

大学生进行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10]。上述结果

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下心理分离对青少年心理适应

的影响并不相同。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作

为主观幸福感的核心成分之一，是个体基于自我选

择的标准对生活质量的总体性认知评价[11]。生活满

意度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12]，是理解社

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13，14]。实证研究也发

现：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与抑郁、焦虑、自杀意念、生

活质量显著相关[15-17]。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

讨心理分离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

研究意义。

由于文化内的特殊性，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下，

个体所表现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取向也会

不同[18]。对于中国的青少年来说，心理分离不仅会

受到所处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影响，而且会受到
个体所持有的文化取向的影响。同时，文化取向也
是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国内有研究
发现，集体主义文化取向越高的个体，其生活满意度
的程度越高，而个人主义文化取向对生活满意度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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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拟同时考察文化取向和心

理分离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另外，已有研

究发现，心理分离对社会适应的影响受到性别的调

节，只有女生的心理分离和抑郁、学校适应显著相

关，而男生内部相关不显著 [5]。本研究将进一步验

证性别在心理分离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调节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河南省的初中、高中各1所，采用整群抽样

法抽取初一至高三的学生，每个年级各抽取2个班，

共发放问卷 654 份，回收有效问卷 632 份，有效率

96.6%。其中完整家庭（与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被

试 539 名（85.3%），其 他 类 型 家 庭 的 被 试 93 名

（14.7%）。本研究的数据计算基于完整家庭的被

试，被试年龄范围 11-21岁，平均年龄为 15.03±1.96
岁 。 其 中 ，男 生 235 名（43.6%），女 生 287 名

（53.2%），性别信息缺失17名（3.2%）；初一到高三每

个年级人数依次是：86（16.0%）、138（25.6%）、60
（11.1%）、84（15.6%）、80（14.8 %）、91（16.9%）。

1.2 工具

1.2.1 心理分离量表 采用 Hoffman[1]编制的心理

分离测查表(Psychological Separation Inventory，PSI)，
该量表共有138个题，父亲版和母亲版各69个题，测

查4个维度：态度独立指个体的态度、价值观和信念

与父母不一致的程度；情感独立指不过分多地需要

赞同、亲密和情感支持的程度；功能独立指没有父母

帮助下管理日常生活和个人事务的能力；冲突独立

指与父母发生冲突时较少感到过分的惭愧、压抑、怨

恨和愤怒。采用 5点计分，由被试自评，分别求得 4
个维度所有题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分离程度

越高。本研究中父亲版4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在 0.77-0.87 之间，母亲版在 0.76-0.88 之间。另

外，本研究中父亲版四个维度的得分与对应母亲版

四个维度的得分相关系数在 0.74-0.92 之间（Ps<
0.001），为了避免数据分析中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将

二者得分求平均数合成青少年与父母心理分离四个

方面的得分。

1.2.2 生活满意度问卷 采用Diener[22]编制的一般

生活满意度问卷，包括5个题，单一维度，采用5点计

分，得分越高，表明其生活满意度越高。本研究中该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4。

1.2.3 集体/个人主义文化取向量表 采用Singelis
等人[18]编制的集体/个人主义文化取向量表(Horizon⁃

tal and Vertical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scale)，
该量表共有32个题，测查4个维度：水平个人主义强

调个人的独特与独立；垂直个人主义强调自己与别

人的比较与竞争；水平集体主义则强调集体合作和

幸福；垂直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凝聚力和规范。采用

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该方面的文化取向越明

显。本研究中该量表4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67-0.79之间。

1.3 统计处理

利用 SPSS20.0 和 AMOS20.0 进行信度分析、描

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2 结 果

2.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中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各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中可以发现：功能独立、情

感独立、态度独立与生活满意度显著负向关（Ps<

0.01），冲 突 独 立 与 生 活 满 意 度 相 关 不 显 著（Ps>

0.05）；文化取向四个维度与生活满意度、心理分离

四个维度之间均显著相关（Ps<0.01）；性别与情感独

立、冲突独立、水平集体主义显著相关（Ps<0.05）。

2.2 心理分离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为外源潜变量，是模型中的自变

量，水平个人主义、垂直个人主义、水平集体主义、垂

直集体主义为其观测变量；生活满意度为内生潜变

量，是模型中的因变量，采取项目组合策略[23]，以随

机组合的方式将生活满意度5个题目合成2个生活

满意度因子分，作为其观测变量。根据中介效应检

验的程序[24]，先检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对生活满意

度的直接效应，然后检验加入中介变量后模型的拟

合情况及各路径系数的显著程度。结构方程模型直

接效应分析结果的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 χ2(6)=
21.37，RMSEA=0.07，GFI=0.99，CFI=0.99，TEL=
0.98。集体主义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作用路径系数

显著(β=0.59，P<0.01)，而个人主义对生活满意度的

直接作用路径系数不显著(β=-0.15，P=0.23)，模型测

量部分的各参数估计在 0.69~0.86之间(Ps<0.01)。
由于个人主义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预测作用不

显著，第二步仅在集体主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加入

心理分离作为中介变量。附图所示结果的各项拟合

指标分别为：χ2(17)=61.87，RMSEA=0.07，GFI=0.97，

TLI=0.96，CFI=0.97。 集 体 主 义 与 心 理 分 离 (β =-
0.46，P<0.01)、心理分离与生活满意度(β=-0.2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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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集体主义与生活满意

度之间的路径系数仍然显著(β=0.39，P<0.01)，但比

原来的路径系数(β=0.59，P<0.01)小。上述结果表

明，心理分离在集体主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具有部

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9.1%。

2.3 性别的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群组分析 (Multiple-
Group Analysis)来检验性别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

男、女生无限制模型的拟合指标χ2(34)=79.49，RM⁃
SEA=0.05，GFI=0.97，TLI=0.95，CFI=0.97。进一步分

析发现：集体主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路径系数在

男 、女 生 群 体 中 均 显 著 (β男 生=0.47，P<0.01；β女 生=
0.38，P<0.01)，集体主义与心理分离之间的路径系数

在男、女生群体中均显著(β男生=-0.45，P<0.01；β女生=-
0.48，P<0.01)。但是，心理分离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

路径系数在男生群体中不显著(β男生=-0.11，P=0.21)，
而在女生群体中显著(β女生=-0.24，P<0.01)。上述结

果表明，心理分离仅对女生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

的负向预测作用，心理分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受

到性别的调节。

1功能独立

2情感独立

3态度独立

4冲突独立

5水平个人

6 垂直个人

7水平集体

8垂直集体

9生活满意度

10性别

M±SD
2.96±0.66
2.89±0.65
2.80±0.84
3.31±0.48
3.15±0.67
3.10±0.65
3.46±0.71
3.22±0.66
2.89±0.81
0.55±0.50

1
1.00
0.72**
0.57**
0.34**

-0.13**
-0.20**
-0.26**
-0.34**
-0.30**
-0.06

2

1.00
0.56**
0.38**

-0.20**
-0.21**
-0.29**
-0.36**
-0.30**
-0.10*

3

1.00
0.30**

-0.27**
-0.27**
-0.35**
-0.33**
-0.22**
-0.04

4

1.00
-0.24**
-0.17**
-0.15**
-0.14**
-0.03
0.09*

5

1.00
0.59**
0.57**
0.60**
0.25**

-0.01

6

1.00
0.43**
0.50**
0.18**

-0.02

7

1.00
0.71**
0.40**
0.13**

8

1.00
0.31**
0.05

9

1.00
-0.01

附图 心理分离在集体主义文化取向与青

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功能独立、情感独立、态度独立与

青少年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往国外的研

究结果并不一致 [4，7，8]，而与国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

的[11，12]。尽管国外研究者普遍认为心理分离是青少

年时期的重要发展任务 [5]，但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

背景下，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家庭内部

一致性，并不鼓励孩子完成与父母的分离和独立
[10]。另外，由于青少年的生理迅速发展成熟，外表类

似成人的青少年非常希望在认知（态度独立）、行为

（功能独立）和情感上（情感独立）摆脱父母的控制，

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青少年心理发展

不成熟，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与

挫折。于是，那些追求与父母独立的青少年会处于

各种心理矛盾和压力的包围之中，体验到的生活满

意度较低，而那些依赖父母的青少年则有更强的心

理安全感，体验到的生活满意度较高。

本研究发现，集体主义文化取向和心理分离均

会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集体

主义文化取向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还会通过

心理分离的间接作用而实现，即心理分离在集体主

义文化取向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部分中介

作用。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判断生活满意度所依据

的外部与内部信息的比例是不同的[25]。在个人主义

文化中，个体在判断生活满意度时，更多考虑个人的

自主性、动机、情感等内部信息；而在集体主义文化

中，重要的是个体要保持和他人的协调，考虑他人的

需要与愿望，做符合社会规范的事情。Triandis[26]的

“个人—环境拟合论”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他人

中心取向会导致较高的幸福感水平，而自我中心取

向与较低的幸福感水平相关，个人主义文化中则刚

好相反。本研究结果证实了上述观点，集体主义文

化取向越强的青少年越看重集体成员之间的规范、

表1 青少年心理分离、文化取向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下同；性别为二分变量（0=男生；1=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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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和相互依赖，集体成员之间有共同的目标和利

益，这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是相匹配的，因此，

集体主义文化取向越强的个体，体验到的生活满意

度越高。同时，集体主义文化取向越强的青少年，对

父母的依赖程度也会越高，与父母的心理分离水平

越低，进而也会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心理分离会部分

中介文化取向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但中介效应的

比例（19.1%）不是很高，说明可能还有其他变量发

挥中介作用。另外，本研究发现，心理分离对生活满

意度的中介作用受到性别的调节，心理分离对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在中介作用模

型中，心理分离仅对女生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

负向预测作用，而对于男生的生活满意度没有影响，

可能是由于青少年时期男生的发展更倾向于强调独

立、自主的培养，而女生的发展更倾向于致力于满足

自己依恋的需求[27]，追求独立的女生体验到的生活

满意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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