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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同伴关系和自我表露对同伴间性话题沟通的影响ꎬ为促进大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提供参

考ꎮ 方法　 采用同伴关系满意度量表、青少年与同伴自我表露问卷和大学生性话题沟通频率问卷ꎬ对方便抽取的阳光学院

２３７ 名在校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女生的同伴关系满意度、与最好同性朋友的自我表露得分均高于男生( ｔ 值分别

为－２.６８７ꎬ－３.０１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同伴间性话题沟通上不存在性别差异ꎬ但是经历过恋爱的大学生性话题沟通高于未经历

恋爱的大学生( ｔ＝ －２.０９７ꎬＰ<０.０５)ꎮ 同伴关系满意度、自我表露均与同伴间性话题沟通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１３９ꎬ０.２３５ꎬ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自我表露在同伴关系满意度与同伴间性话题沟通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ꎬ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 ４０％ꎮ
结论　 大学生同伴间性话题沟通对象主要是最好同伴ꎬ特别是最好同性朋友ꎻ大学生的自我表露水平、同伴关系满意度对

同伴间性话题沟通有直接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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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为学生心理健康、心理实验与认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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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常生活中ꎬ个体会向他人表露个人信息ꎮ 随

着人际关系深入ꎬ个人自我表露的范围更广ꎬ涉及到

的话题就更多ꎬ如约会、异性生理特征、性行为、性体

验、避孕等与性有关的话题ꎮ 性话题沟通作为自我表

露的一个重要方面ꎬ与其他话题相比ꎬ具有表露范围

较小和表露频率不高的特点ꎮ
随着个体生理上的发育成熟ꎬ心理上的逐步发

展ꎬ对与性有关的信息需求也越来越强烈ꎬ更加渴望

与他人谈论与性有关的话题ꎮ 国内已有研究者关注

到此主题ꎬ如从亲子性话题沟通风格和依恋角度对青

少年性态度的预测[１] ꎬ对中学生性话题沟通与性心理

健康进行了相关研究[２] ꎬ并且综述了该主题的相关研

究[３－４] ꎮ 有研究者对在校大学生性话题沟通情况做了

调查[５] ꎬ也有人考察大学生与现实朋友和网友进行性

话题沟通状况及其对性适应的影响[６] ꎮ 与青少年相

比ꎬ生理和心理上不断成熟的大学生ꎬ获取性话题的

信息来源更多ꎬ并且性观念相对开放ꎬ使其能接受和

理解更多的性话题ꎬ再加上恋爱、好奇心等因素使得

大学生对性话题沟通与讨论现象更加普遍ꎮ 尽管在

青少年时期ꎬ了解与性有关的话题总是会向父母和同

伴咨询[３] ꎬ但是进入大学以后ꎬ远离父母的集体生活

使得大学生了解和讨论与性有关的话题更倾向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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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之间ꎮ 性话题沟通作为自我表露的一个特殊话题ꎬ
更容易受到个人自我表露程度的影响ꎮ 另外ꎬ自我表

露能促进与他人关系的建立和发展[７] ꎬ因此会进一步

影响同伴间的关系ꎮ 本研究考察大学生同伴关系和

自我表露对同伴间性话题沟通的影响ꎬ为促进大学生

健康心理的形成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ꎬ选取阳光学院一 ~
四年级的 ２５０ 名本科生参与此次调查研究ꎮ 共回收问

卷 ２４３ 份ꎮ 剔除未全部完成测试的问卷、答案缺失和

有规律答案的无效问卷后ꎬ得到有效问卷 ２３７ 份ꎬ有效

率为 ９８％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同伴关系满意度测量工具　 采用魏运华[８] 编

制和修订的同伴关系满意度问卷进行施测ꎮ 该问卷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９ꎬ包括人际和谐、交往互动

和社会情感 ３ 个维度ꎬ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０.８３ꎬ
０.５７ꎬ０.７０ꎬ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ꎮ 该问卷共 ２０
题ꎬ采用 ５ 点计分ꎬ分数越高表明同伴关系满意度

越高ꎮ
１.２.２　 自我表露测量工具　 采用邹泓等[７] 编制的青

少年与同伴自我表露问卷进行施测ꎮ 该问卷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０. ８９ꎬ包括兴趣爱好、学习情况、学校经

历、观点态度、身体发育、亲子关系和亲密友谊共 ７ 个

维度ꎬ其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 ０.８３ꎬ０.８５ꎬ０.８３ꎬ
０.８４ꎬ０.８９ꎬ０.９１ 和 ０.８７ꎬ说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ꎮ
该问卷共 １９ 题ꎬ每题都要求被试分别就与最要好的同

性朋友、最要好的异性朋友和普通同学的沟通情况作

出相应选择ꎮ 问卷采用 ５ 点计分ꎬ分数越高表明沟通

频率越高ꎮ
１.２.３　 性话题沟通测量工具 　 采用 Ｌｅｆｋｏｗｉｔｚ 等编制

的性话题沟通问卷[９] ꎬ涉及恋爱约会、性欲望、避孕、

性交过程等与性有关的话题ꎬ共 ２０ 题ꎮ 该问卷采用 ４
点计分ꎬ得分越高代表沟通频率越高ꎮ 该问卷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０.７８ ~ ０.８１ꎮ 对原版英文问卷翻译后ꎬ
请大学生对翻译后的中文版问卷进行填写ꎬ并询问他

们对该问卷是否有不理解或有歧义之处ꎬ最后确认所

有题目均能理解并且无歧义ꎮ 用本次研究数据分析

发现ꎬ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值为 ０.９２ꎬ分半信度系

数值分别为 ０. ８４ 和 ０. ９３ꎬ说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

信度ꎮ
１.３　 研究过程　 将 ３ 份量表整理成册进行施测ꎬ同时

在问卷中调查被试的性别、年级、恋爱情况和恋爱时

间等个人信息ꎮ 数据通过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包进行录入

与分析ꎮ 统计方法包括 ｔ 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ꎬ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同伴关系满意度、自我表露和同伴间性话

题沟通情况　 同伴关系满意度在性别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００８)ꎬ女生的同伴关系满意度得分高于

男生ꎻ自我表露得分、与普通朋友的自我表露得分、与
最要好异性朋友的自我表露得分和同伴间性话题沟

通得分性别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但
是在与最要好同性朋友的自我表露得分上两者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０３)ꎬ女生与同性朋友的自我

表露得分高于男生ꎮ 恋爱中与未恋爱大学生的同伴

关系满意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９)ꎻ在自

我表露得分、与普通朋友的自我表露得分、与最要好

同性朋友的自我表露得分和与最要好异性朋友的自

我表露得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
在同伴间性话题沟通得分上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０２６)ꎬ表现为正在恋爱中的大学生性话题沟

通得分高于未恋爱的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和是否恋爱大学生同伴关系满意度自我表露和同伴间性话题沟通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同伴关系

满意度

同伴间性

话题沟通
自我表露

与普通朋友的

自我表露

与最要好同性

朋友的自我表露

与最要好异性

朋友的自我表露
性别 男 ７１ ６３.４６±８.３９ ３３.２５±１１.５１ １７８.１３±１６.８６ ５５.４１±６.６１ ６２.１３±６.５０ ６０.５９±６.４７

女 １６４ ６６.４１±７.４３ ３４.３８±１１.４３ １８０.２９±１７.９８ ５５.５８±６.７２ ６５.１３±７.２３ ５９.５７±７.９７
ｔ 值 －２.６８７ －０.６９５ －０.８６１ －０.１８０ －３.０１６ ０.９５０
Ｐ 值 ０.００８ ０.４８８ ０.３９０ ０.８５７ ０.００３ ０.３４３

是否恋爱 否 １６４ ６４.８７±７.７０ ３３.０４±１０.７５ １７９.６４±１８.４１ ５５.８０±６.６５ ６４.２６±７.５５ ５９.５８±８.１０
是 ７０ ６６.９９±８.０４ ３６.４４±１２.７５ １７９.６１±１５.８６ ５４.７７±６.６９ ６４.１０±６.１７ ６０.５４±６.１０

ｔ 值 －１.８９９ －２.０９７ ０.０８９ １.０８０ ０.１５９ －０.８９２
Ｐ 值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９ ０.９２９ ０.２８１ ０.８７４ ０.３７３

　 注:部分数据信息有缺失值ꎮ

２.２　 大学生同伴关系满意度、自我表露和同伴间性话

题沟通的相关分析　 由于同伴间性话题沟通的 Ｓｋｅｗ￣
ｎｅｓｓ 值为 １.２７２(０.１５８)ꎬＫｕｒｔｏｓｉｓ 值为 ２.２２５(０.３１５)ꎬ分
布偏态严重ꎬ不符合 Ｐｅａｒｓｏｎ 积差相关计算要求ꎮ 因

此对该数据进行正态化校正ꎬ校正后 Ｓｋｅｗｎｅｓｓ 值为

０.０５９(０.１５８)ꎬＫｕｒｔｏｓｉｓ 值为－０.２４３(０.３１５)ꎬ数据正态

分布较为理想ꎮ 在进行相关分析时ꎬ同伴间性话题沟

通得分的数据均采用校正后数据来进行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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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ꎬ同伴关系满意度、自我表露分别与同

伴间性话题沟通呈正相关ꎬ同伴关系满意度与自我表

露存在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１３９ꎬ０.２３５ꎬ０.２９３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ꎬ自我表露水

平、同伴关系满意度对同伴间性话题沟通有正向的预

测作用ꎮ ｙ^ ＝ －２.７５８＋０.１００×同伴关系满意度＋０.０１２×
自我表露水平(Ｒ ＝ ０.２４６ꎬＦ ＝ ７.５５０ꎬＰ ＝ ０.００１ꎻｔ ＝ －３.
７８４ꎬＰ ＝ ０.００１)ꎮ 此外ꎬ与最要好同性朋友的自我表

露、与最要好异性朋友的自我表露得分和同伴间性话

题沟通均存在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０１ꎬ０.２９７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ꎬ但是与普通朋友的自我表露之间的相关系数

无统计学意义( ｒ ＝ ０.０７０ꎬＰ>０.０５)ꎮ 采用多元逐步回

归分析法ꎬ以同伴关系满意度、自我表露、与普通朋友

的自我表露、与最要好同性朋友的自我表露和与最要

好异性朋友的自我表露为自变量ꎬ同伴间性话题沟通

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ꎬ结果发现ꎬ只有与最要好同

性朋友的自我表露进入回归方程ꎮ
２.３　 自我表露、同伴关系与同伴间性话题沟通之间的

中介作用分析　 依据温忠麟等[１０] 提出的中介效应检

验程序来进行数据分析ꎮ 以自我表露为中介变量ꎬ同
伴关系满意度为自变量ꎬ同伴间性话题沟通为因变

量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进行分析ꎮ
由表 ２ 可见ꎬ自我表露在同伴关系与同伴间性话

题沟通间为完全中介效应ꎬ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

为 ４０％ꎮ

表 ２　 大学生自我表露在同伴关系

与同伴间性话题沟通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步骤 回归方程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
第 １ 步 Ｙ＝ ０.２０Ｘ ０.０９４ ２.１５１ <０.０５
第 ２ 步 Ｍ ＝ ０.２３Ｘ ０.０４９ ４.６９９ <０.０１
第 ３ 步 Ｙ＝ ０.０８３Ｘ ０.０９７ １.２５３ >０.０５

　 ＋０.１９Ｍ ０.１２３ ２.８４７ <０.０１
　 注:Ｙ 为同伴间性话题沟通ꎬＸ 为同伴关系满意度ꎬＭ 为自我表露ꎮ

　 　 以同伴关系满意度为中介变量ꎬ自我表露为自变

量ꎬ同伴间性话题沟通为因变量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

法进行分析ꎬ结果发现ꎬ同伴关系满意度不是自我表

露与同伴间性话题沟通之间的中介变量ꎮ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女生的同伴关系满意度得分、与同

性朋友的自我表露得分均高于男生ꎬ并且同伴关系满

意度与自我表露存在正相关ꎮ 可能原因有:(１)同伴

关系满意度促进自我表露ꎮ 相关研究表明表露者与

目标人的关系会影响个体表露水平、 频次和可能

性[７] ꎬ因而女生的同伴关系满意度比男生好ꎬ更愿意

在同性同伴面前自我表露ꎮ (２)自我表露提高了同伴

关系满意度ꎮ 研究发现自我表露是关系满意度和关

系质量的有效预测因子[１１] ꎬ自我表露也是一种能力ꎬ

是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形成的先决条件[１２] ꎬ因此有可

能是由于女生自我表露程度高ꎬ使得其同伴关系满意

也高ꎮ (３)自我表露的性别差异影响ꎮ 大多数研究仍

表明自我表露存在性别差异ꎬ女性比男性更愿意自我

表露[１１] ꎮ 国内调查也发现ꎬ女大学生的自我表露程度

高于男生[１３－１４] ꎮ
本研究发现ꎬ同伴间性话题沟通得分上不存在性

别差异ꎬ但是经历过恋爱的大学生其性话题沟通得分

高于未经历恋爱的大学生ꎮ 可能原因是经历过恋爱

的人体验到更多与性有关的经历ꎬ更愿意与朋友表露

与性有关的话题ꎮ Ｗｈｅｅｌｅｓｓ 等[１２] 发现大学生亲密关

系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可以由沟通满意度和性沟通满

意度来区分ꎬ该结果也间接验证此现象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同伴关系满意度、自我表露都

对同伴间性话题沟通有正向的预测作用ꎬ表明自我表

露水平、同伴关系满意度对同伴间性话题沟通有直接

影响ꎮ 社会渗透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该结果ꎬ该理论

认为自我表露是一种社会交换的基本形式ꎬ随着关系

的发展ꎬ这种交换会变得越来越广泛和深入[１１] ꎮ 随着

同伴满意度提高ꎬ人际关系的深入ꎬ个人自我表露的

范围越广ꎬ就越有可能向同伴间表露与性有关的话

题ꎬ更有可能与同伴互相沟通和交换个人的性话题ꎮ
对此也有人提出ꎬ对关系很满意的人会进行较多的性

的自我表露[１２] ꎮ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ꎬ本研究以同伴间性话题沟通

为因变量ꎬ其他变量为自变量ꎬ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ꎬ
发现只有与最要好同性朋友的自我表露对同伴间性

话题沟通进入回归方程ꎮ 说明大学生同伴间性话题

沟通主要是在好友之间ꎬ特别是最要好的同性朋友ꎬ
而不是普通朋友ꎮ 因为性的自我表露是自我表露中

最亲密的形式[１２] ꎬ所以较少在普通朋友面前提及和表

露ꎮ 只有在同伴满意度较好的同伴面前ꎬ个体才更愿

意自我表露和沟通隐私性强的性话题ꎮ
由此可见ꎬ同伴关系满意度和自我表露对同伴间

性话题沟通有重要影响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自我表露

在同伴关系满意度与同伴间性话题沟通之间起着中

介效应ꎬ但是同伴关系满意度不是自我表露与同伴间

性话题沟通之间的中介变量ꎮ 说明同伴关系满意度

对同伴间性话题沟通有直接的正效应ꎬ即同伴关系满

意度越好ꎬ同伴间性话题沟通也越多ꎻ同时ꎬ同伴关系

满意度还通过自我表露对同伴间性话题沟通有间接

的正效应ꎬ即同伴关系满意度好ꎬ自我表露水平高ꎬ进
而使得同伴间性话题沟通更多ꎮ 如有研究者认为ꎬ人
们在高表露和相互表露的关系中ꎬ会作更多的性的自

我表露[１２] ꎮ 因此同伴关系满意度高的大学生、自我表

露水平低、同伴间性话题沟通未必好ꎻ只有同伴关系

满意度高、自我表露水平高ꎬ同伴间性话题沟通才

会高ꎮ (下转第 １０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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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１０６６ 页)
　 　 展望今后的研究ꎬ需要注意以下方面:(１)考察其

他心理因素对性话题沟通的影响ꎬ如友谊质量、同伴

接纳等ꎻ(２)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性话题开展研究ꎬ如
访谈法和个案研究ꎻ(３)注意文化差异对同伴间性话

题沟通的影响ꎬ如中国文化下ꎬ人们对性相对保守ꎬ性
格较为含蓄的ꎬ导致被试会回避该话题ꎻ(４)注重保护

被试者的个人隐私ꎬ与性有关的话题是非常隐私、特
殊的自我表露话题ꎬ应注意强调研究内容会进行严格

的保密ꎬ被试才会放心参与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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