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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考察初中生和高中生亲子三角关系、心理弹性与自我分化的差异ꎬ为改善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提供

参考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ꎬ在山东省 ２ 所中学选取初一、初二和高一、高二年级共 ４１１ 名初中生和 ４２２ 名高中生ꎬ采
用亲子三角关系量表、心理弹性量表和自我分化量表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心理弹性在亲子三角关系和自我分化关系间

具有部分中介效应ꎬ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２３.０％ꎻ学段调节了中介过程ꎬ在前半路径初中生亲子三角关系负向

预测心理弹性( ｔ＝ －４.６１ꎬＰ<０.０１)ꎬ但高中生无统计学意义( ｔ＝ －０.７２ꎬＰ>０.０５)ꎻ在后半路径初中生( ｔ ＝ １３.８４ꎬＰ<０.０１)和高

中生( ｔ＝ １６.３７ꎬＰ<０.０１)心理弹性对自我分化都具有预测作用ꎬ但高中生预测作用更强ꎮ 结论　 心理弹性在亲子三角关系

与自我分化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ꎬ且该中介效应受学段的调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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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阶段是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ꎬ从
初中到高中身心处于不断成熟的发展过程ꎮ 自我分
化是 Ｂｏｗｅｎ 家庭系统理论的核心概念ꎬ最初旨在描述
个体与家庭的关系ꎬ后来提出自我分化概念指个体在
家庭中情绪依恋与独立自主的程度[１] ꎮ

个体在与父母的关系中经历自我分化发展过程ꎬ
分离与融合焦虑始终是子女最根本的成长动力[２] ꎮ
Ｂｏｗｅｎ 通过亲子三角关系、核心家庭的情感过程等因
素解释家庭互动模式对子女自我分化发展的影响[３] ꎮ
亲子三角关系指当父母发生冲突时子女主动或被动
地卷入其中形成的消极亲子关系模式[４] ꎮ 研究发现ꎬ
父母冲突可以负向预测子女的自我分化水平[５] ꎮ 陷
入亲子三角关系的青少年很难形成平衡自己思考与
感受的能力ꎬ自我分化发展受到抑制[６] ꎮ

心理弹性是压力、逆境等生活事件与保护性因素

同时作用的动态过程[７] ꎬ有助于缓冲逆境或消极事件
的影响ꎬ帮助个体保持或恢复正常的心理功能[８] ꎮ 家
庭是青少年最重要的保护性因素ꎬ心理弹性可以视为
个体在家庭互动基础上逐步获取的社会适应能力ꎬ良
好的亲子关系为子女心理弹性的发展提供积极的社
会情感支持[９] ꎮ 有研究表明ꎬ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个
体ꎬ其自我分化发展较好[１０] ꎮ 心理弹性在家庭功能与
自我分化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１１] ꎮ 本研究通
过考察初中生和高中生亲子三角关系、心理弹性与自
我分化的差异ꎬ 为改善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提供
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在山
东省 ２ 所中学选取初一、初二和高一、高二年级ꎬ以班
级为单位进行施测ꎬ向被试说明调查设计ꎬ征得知情
同意后完成问卷调查ꎮ 共发放问卷 ８５０ 份ꎬ剔除无效
问卷后收回有效问卷 ８３３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８.０％ꎮ 其中
男生 ４１８ 名ꎬ女生 ４１５ 名ꎻ初中生 ４１１ 名ꎬ高中生 ４２２
名ꎮ 平均年龄(１４.８６±１.６８)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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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工具

１.２.１　 亲子三角关系量表　 采用由张虹雯等编制、许
舒雅等[１２]修订的量表ꎮ 共 ４５ 个条目ꎬ包括替罪羊、跨
世代联盟和亲职化 ３ 个分量表ꎮ 采用 ３ 级评分法ꎬ每
个条目按 １(常常这样)、２(有时这样)、３(不会这样)
进行评定ꎬ得分越高ꎬ说明亲子三角关系类型倾向越
明显ꎮ 本研究中ꎬ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１ꎮ
１.２.２　 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　 采用胡月琴等[１３] 编制
的量表ꎮ 共 ２７ 个条目ꎬ包括目标关注、情绪控制、积极
认知、人际协助和家庭支持 ５ 个分量表ꎮ 采用 ５ 级评
分法ꎬ每个条目按 １(完全不符合) ~ ５(完全符合)进行
评定ꎬ得分越高ꎬ说明心理弹性水平越好ꎮ 本研究中ꎬ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５ꎮ
１.２.３　 自我分化量表　 采用吴煜辉等[１４] 翻译修订的
量表ꎮ 共 ２７ 个条目ꎬ包括情绪反应、自我位置、情感断
绝和与人融合 ４ 个分量表ꎮ 采用 ６ 级评分法ꎬ每个条
目按 １(完全不符合) ~ ６(完全符合)进行评定ꎬ得分越
高ꎬ说明自我分化水平越高ꎮ 本研究中ꎬ该量表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４ꎮ
１.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ꎮ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亲子三角关系、心理弹性与自
我分化的相关性ꎬ采用 Ｐｒｏｃｅｓｓ 宏程序[１５] 分析心理弹
性在亲子三角关系与自我分化间的中介效应ꎬ以及学
段对此中介效应具有的调节效应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检验可
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情况ꎬ对所有量表项目做未经
旋转的主成分分析ꎬ共析出 ７ 个特征根大于 １ 的公因
子ꎬ其中第 １ 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３３.４８％ꎬ小于
４０％的临界值[１６] ꎬ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
偏差问题ꎮ
２.２　 亲子三角关系、心理弹性及自我分化的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ꎬ初、高中生亲子三角关系得分与心理弹性
及自我分化量表得分均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２１ꎬ－
０.２６ꎬ－０.０４ꎬ－０.１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心理弹性量表得分
与自我分化量表得分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５６ꎬ
０.６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心理弹性在亲子三角关系与自我分化间的中介

效应　 结果表明ꎬ心理弹性在亲子三角关系与自我分
化间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ꎬ ９５％ ＣＩ ＝ － ０. ３４ ~
－０.１２ꎬ不包含 ０ꎬ中介效应为－ ０. ２３ꎮ 在此中介作用
中ꎬ亲子三角关系对心理弹性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
义( ｒ ＝ －０.３５ꎬＰ<０.０１)ꎬ亲子三角关系和心理弹性共同
对自我分化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８ꎬ０.６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４　 学段因素在中介效应中的调节效应　 检验回归
方程

心理弹性＝ａ０ ＋ａ１ 亲子三角关系＋ａ２ 学段＋ａ３ 亲子三角关

系×学段＋ｅ１(方程一)ꎻ
自我分化＝ ｃ０

' ＋ｃ１
'亲子三角关系＋ｂ１ 心理弹性＋ｂ２ 学段＋ｂ３

心理弹性×学段＋ｅ２(方程二)ꎮ

方程一的检验结果表明ꎬ亲子三角关系对心理弹
性的预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β ＝ －０.９１ꎬｔ ＝ －３.５３ꎬ９５％
ＣＩ ＝ －１.４２ ~ －０.４０ꎬＰ<０.０１)ꎻ学段对心理弹性的预测
效应有统计学意义(β ＝ －０.６６ꎬｔ ＝ －２.２７ꎬ９５％ＣＩ ＝ －１.２３
~ －０.０９ꎬＰ<０.０５)ꎻ亲子三角关系与学段的交互作用项
对心理弹性的预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β ＝ ０.４１ꎬ ｔ ＝
２.３１ꎬ９５％ＣＩ ＝ ０.０６ ~ ０.７５ꎬＰ<０.０５)ꎮ 方程二的检验结
果表明ꎬ亲子三角关系对自我分化的预测效应有统计
学意义(β ＝ －０.４１ꎬｔ ＝ －５.１５ꎬ９５％ＣＩ ＝ －０.５６ ~ －０.２５ꎬＰ<
０.０１)ꎻ心理弹性对自我分化的预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β ＝ ０.３３ꎬｔ ＝ ３.３６ꎬ９５％ＣＩ ＝ ０.１４ ~ ０.５２ꎬＰ<０.０１)ꎻ学段
对自我分化的预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β ＝ －０.９８ꎬｔ ＝ －
４.３０ꎬ９５％ＣＩ ＝ －１.４２ ~ －０.５３ꎬＰ<０.０１)ꎻ心理弹性与学
段的交互作用项对自我分化的预测效应有统计学意
义(β ＝ ０.２３ꎬｔ ＝ ３.５６ꎬ９５％ＣＩ ＝ ０.１０ ~ ０.３５ꎬＰ<０.０１)ꎮ

以上结果表明ꎬ本研究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得到支持ꎬ亲子三角关系经心理弹性对自我分化的中
介作用受学段调节ꎬ学段调节该中介模型的前半路径
和后半路径ꎮ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调节作用的本质ꎬ采用 Ｌａｒ￣
ｒｙ[１７]的作法分别考察初中生和高中生亲子三角关系
对心理弹性的预测效应以及心理弹性对自我分化的
预测效应ꎮ 由图 １ 可知ꎬ初中生亲子三角关系能负向
预测心理弹性( ｔ ＝ －４.６１ꎬＰ<０.０１)ꎬ而高中生亲子三角
关系对心理弹性的预测无统计学意义( ｔ ＝ － ０.７２ꎬＰ>
０.０５)ꎮ

图 １　 学段对亲子三角关系与心理弹性关系的调节作用

　 　 由图 ２ 可知ꎬ初中生心理弹性能预测自我分化( ｔ
＝ １３.８４ꎬＰ<０.０１)ꎬ高中生心理弹性也能预测自我分化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ｌｏｐｅ ＝ ０.７８ꎬｔ ＝ １６.３７ꎬＰ<０.０１)ꎬ且与初中生相

比预测力较强ꎮ

３　 讨论
结果显示ꎬ无论初中还是高中学段ꎬ亲子三角关

系与心理弹性及自我分化均呈负相关ꎬ说明中学生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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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学段对心理弹性与自我分化关系的调节作用

子三角关系倾向越高ꎬ心理弹性水平越低、自我分化

水平也越低ꎬ与 Ｂｏｗｅｎ 提出的亲子三角关系与自我分

化之间的关系一致[１] ꎮ 研究表明ꎬ心理弹性与自我分

化得分呈正相关ꎬ与杜岸政等[１０]研究结果一致ꎮ 高水

平的心理弹性是个体的积极资源ꎬ个体借助自身的目

标关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以及人际协助和家庭支

持有利于应对不利处境ꎬ成为可以依托的保护性因

素ꎬ促进自我分化发展ꎮ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ꎬ心理弹性在亲子三角关系与

自我分化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ꎬ即亲子三角关系

不仅直接影响自我分化ꎬ还可以通过心理弹性的中介

效应间接影响自我分化ꎮ 家庭功能在子女成长过程

中非常重要ꎬ父母温暖、回应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子女

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１８] ꎮ 父母情感参与性的教养方

式促进子女自我分化发展ꎬ而过分控制性的教养方式

引发子女的过度依赖[１９] ꎮ 在亲子三角关系里ꎬ父母对

子女的牵连或控制会忽视情感自主性发展的内在需

要ꎬ阻碍自我分化发展ꎮ 同时ꎬ伴随成长个体的主体

因素开始在家庭因素的影响中发挥作用ꎬ心理弹性作

为保护性因素成为亲子三角关系对自我分化影响的

另一条路径ꎬ依靠目标关注、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等

内部潜能ꎬ借助人际协助、家庭支持外部因素ꎬ帮助个

体缓解关系压力的作用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负面

影响ꎮ
进一步检验发现ꎬ亲子三角关系经心理弹性对自

我分化的中介效应受学段调节ꎬ研究发现ꎬ在前半路

径亲子三角关系对心理弹性的作用初中生有统计学

意义ꎬ而高中生无统计学意义ꎬ在后半路径心理弹性

对自我分化的作用高中生相比初中生更强ꎮ 相比而

言ꎬ初中生与家庭的联结感更强ꎬ对父母冲突更容易

焦虑而卷入ꎬ而高中生因为学业压力与父母的相处减

少ꎬ与家庭的融合程度降低ꎬ同时因为高考压力父母

为了给孩子营造学习氛围也较少表现冲突ꎮ 高中生

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更强ꎬ面对父母冲突时比较理智

或回避ꎬ转向发展自身和外部资源ꎬ因此初中生更容

易因卷入亲子三角关系影响心理弹性的发展ꎮ 另一

方面ꎬ与初中生相比ꎬ高中生自我意识更强ꎬ更懂得利

用自身潜能和外在支持ꎬ倾向于在社会群体中追求自
我的独特感以及有意义的角色与地位ꎬ心理弹性作为
个体因素对自我分化发展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ꎮ

本研究揭示了初中生和高中生心理弹性在亲子
三角关系与自我分化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ꎮ 在研究
中充分尊重被试的知情同意ꎬ考虑到初三、高三学习
任务紧张ꎬ仅选取了初一、初二和高一、高二年级学
生ꎬ被试样本有一定局限性ꎮ 此外ꎬ未来可考虑进行
追踪研究进一步验证亲子三角关系、心理弹性与自我
分化的关系ꎬ同时还可以探索以提升心理弹性为切入
点促进个体自我分化发展的培养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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