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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索青春期早期(１０~ １４ 岁)青少年对异性恋认同情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科学指导青春期早期青少年

形成积极的人际关系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１２ 月对上海市 ３ 所中学六至八年级全体

学生 １ ７４０ 名进行平板电脑辅助的匿名问卷调查ꎬ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特征、家庭状况、同伴情况、媒体使用情况、社区凝

聚力以及青春期早期青少年对异性恋认同等ꎮ 采用 ｔ 检验、χ２ 检验、方差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探索青少年对异性恋认同的

影响因素ꎮ 结果　 青少年对异性恋认同的平均得分为 ２.５５ 分ꎬ男生(２.６２)高于女生(２.４７) ( ｔ ＝ ２.６５ꎬＰ<０.０５)ꎻ异性恋认同

得分在 １２ 岁之前随年龄无显著变化(１０~ １１ 岁 ２.３４ 分ꎬ１２ 岁 ２.２８ 分)ꎬ１２ 岁后随年龄显著提高(１３ 岁 ２.６９ 分ꎬ１４ 岁 ３.０５
分)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ꎬ年龄较大、与主要照看人关系较差、异性朋友比例较高、有较多的朋友认为有男 / 女朋友重

要、每日观看电视 / 电影时间较长、社区凝聚力较低的调查对象对异性恋认同得分较高(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青春期早期

青少年对异性恋态度相对保守ꎬ男生较女生开放ꎻ在 １２ 岁后对异性恋认同度明显提高ꎮ 青春期早期青少年对异性恋认同

度受家庭、同伴、媒体与社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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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席海洋(１９９２－　 )ꎬ男ꎬ河南巩义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ꎮ
【通讯作者】 　 楼超华ꎬＥ－ｍａｉｌ: ｌｏｕｃｈａｏｈｕａ６０＠ １６３.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１.０２１

　 　 进入青春期后ꎬ随着生理发育以及性意识的觉

醒ꎬ青少年可能会对异性产生强烈的接触愿望甚至爱

恋倾向[１] ꎮ 异性恋的产生与发展对青少年未来健康

生活有着重要影响[２] ꎮ 由于青春期早期青少年生理

心理尚未发育成熟[１] ꎬ尝试异性恋可能伴随诸如学习

成绩差、情绪失衡以及早期性行为等问题[３－４] ꎮ 青春

期早期青少年的异性恋与青春期中后期的浪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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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系性质与相关行为上均存在较大差别[５] ꎮ 本研

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１２ 月以上海市某区青少年为调查对

象进行现场调查ꎬ探索 １０ ~ １４ 岁学生对异性恋认同情

况及影响因素ꎬ为进一步了解青春期早期异性恋的发

生与发展轨迹ꎬ科学指导青春期早期青少年形成积极

的人际关系 ( 包括异性关系)、促进健康成长提供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调查数据取自全球青春期早期青少年研

究(Ｇｌｏｂａｌ Ｅａｒｌｙ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ꎬ ＧＥＡＳ)上海研究点

基线调查数据[６] ꎮ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以上海

市某区 ３ 所普通中学学生为调查对象ꎬ共调查 １ ７９３
名学生ꎮ 剔除年龄<１０ 岁或>１４ 岁、异性恋认同量表

缺失以及不合格问卷后ꎬ获得有效问卷 １ ７４０ 份ꎬ有效

回收率为 ９７.０４％ꎬ其中男生 ８８８ 名ꎬ女生 ８５２ 名ꎻ１０ ~
１２ 岁 ８７５ 名ꎬ１３ ~ １４ 岁 ８６５ 名ꎮ 本研究已获得上海市

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１.２　 方法　 采用平板电脑辅助的匿名电子问卷进行

数据收集ꎮ 电子问卷在学校统一发放并由学生自填

完成ꎬ调查员仅在需要时予以讲解说明ꎮ 电子问卷设

置了相应的逻辑跳转与数据核查功能ꎬ问卷完成后自

动上传并保存ꎮ
１.３　 测量指标

１.３.１　 一般人口学指标 　 包括性别、年龄、房屋所有

权、是否出生在上海、主要照看人最高学历、主要照看

人工作状况ꎮ
１.３.２　 异性恋认同指标　 采用 Ｍｏｒｅａｕ 等[７－８] 修订的

青春期早期青少年性别规范量表的异性恋认同分量

表评估青春期早期青少年异性恋认同情况ꎮ 该量表

基于全球 ７ 座不同文化背景城市的 １０ ~ １４ 岁青少年

的深入访谈ꎬ在确定青春期早期异性恋的共同特征

后ꎬ初步确定了 ２１ 个关于异性恋方面性别规范的条

目ꎮ 随后ꎬ采用主成分分析与探索性因子分析对 ２１ 个

条目进行评估与简化ꎮ 本文使用的异性恋认同分量

表共 ４ 个条目:这个年龄可以有女朋友、这个年龄想交

女朋友是正常的、这个年龄可以有男朋友、这个年龄

想交男朋友是正常的ꎮ 回答包括“非常不同意” “有点

不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 “有点同意”以及“非常

同意”５ 个选项ꎬ分别赋值 １ ~ ５ 分ꎬ回答总分除以回答

条目数(平均分)即为量表得分ꎬ得分范围为 １ ~ ５ 分ꎮ
得分越高表示调查对象越认同青春期早期青少年间

的异性恋关系ꎮ 在对不同性别、年龄异性恋认同条目

回答情况进行具体描述与统计检验时ꎬ将各条目中

“非常同意”与“有点同意”合并为“同意”ꎬ“非常不同

意” 与 “有点不同意” 合并为 “不同意”ꎮ 该分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ꎬ内部一致性较好ꎬ信度较高ꎮ
１.３.３　 影响因素指标　 (１)家庭情况:主要照看人婚

姻状况、主要照看人与调查对象关系、是否是独生子

女ꎻ(２)同伴情况:是否有亲密朋友及与亲密朋友校外

相处频率、异性亲密朋友的数量、认为有男 / 女朋友比

较重要的亲密朋友的数量ꎻ(３)媒体使用情况:每日观

看电视 / 电影时间、每日上网时间、是否看过色情片ꎻ
(４)社区凝聚力:采用 ４ 道题目进行测量ꎬ分别为“小

区的人或周围的邻居会关心和帮助邻里” “小区的人

或周围的邻居是能被信赖的” “小区的人或周围的邻

居认识我”与“小区的人或周围的邻居关心我”ꎮ 回答

包括“一点也不” ~ “非常” ４ 个选项ꎬ分别赋值 １ ~ ４
分ꎬ以 ４ 题总得分评价社区凝聚力ꎬ得分越高表示调查

对象所在社区的社区凝聚力越强ꎬ得分范围为 ４ ~ １６
分[９] ꎮ 上述 ４ 个条目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６ꎬ内部

一致性较好ꎬ信度较高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５.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ꎮ
由于男女青少年异性恋发展与特征存在一定差

别[１０－１１] ꎬ故分性别对数据进行分层分析ꎮ 依照资料类

型的不同选择 χ２ 检验、ｔ 检验与方差分析ꎬ描述并比较

不同性别、年龄青春期早期青少年的异性恋认同情况

与差异ꎬ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各因素与异性恋认

同之间的关联ꎬ检验水准为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性别、年龄青少年异性恋认同得分比较　 青

少年异性恋认同平均得分为 ２. ５５ ( ９５％ ＣＩ ＝ ２. ４９ ~
２.６０)ꎮ ｔ 检验显示ꎬ不同性别调查对象异性恋认同得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２.６５ꎬＰ<０.０１)ꎬ相对于女生ꎬ
男生更认同青春期早期的异性恋ꎮ 按性别分层后ꎬ
男、女生及总体人群不同年龄之间异性恋认同得分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１９.１４ꎬ１５.５３ꎬ３５.１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 两两比较后发现ꎬ１０ ~ １１ 与 １２
岁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其余各年龄间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青春期早期青少年异性恋

认同度在 １２ 岁之前无明显变化ꎬ１２ 岁以后明显提高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年龄青少年异性恋认同得分[ｘ(９５％ＣＩ)]

年龄 / 岁 男生(ｎ ＝ ８８８) 女生(ｎ ＝ ８５２) 总计(ｎ ＝ １ ７４０)
１０~ １１ ２.３３(２.１５~ ２.５２) ２.３４(２.１７~ ２.５１) ２.３４(２.２１~ ２.４６)
１２ ２.３８(２.２５~ ２.５１) ２.１９(２.０７~ ２.３１) ２.２８(２.１９~ ２.３７)
１３ ２.７３(２.６１~ ２.８５) ２.６５(２.５２~ ２.７７) ２.６９(２.６０~ ２.７８)
１４ ３.１３(２.９６~ ３.３１) ２.９４(２.７４~ ３.３７) ３.０５(２.９２~ ３.１９)
均值 ２.６２(２.５５~ ２.７０) ２.４７(２.３９~ ２.５４) ２.５５(２.４９~ ２.６０)

２.２　 不同性别、年龄青少年异性恋认同条目回答情况

比较　 对各个条目而言ꎬ回答“同意”的比例最低(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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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２５％)ꎬ约 ３０％的调查对象回答“既不同意也不反

对”ꎮ 此外ꎬ各条目男生“同意”的比例均高于女生ꎬ除
第 ２ 题( χ２ ＝ ５.５８ꎬＰ ＝ ０.０６)外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７.９８ꎬ１６.２１ꎬ１０.９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对于

不同年龄而言ꎬ调查对象对各条目的“认同”与年龄之

间总体上存在正向趋势关系(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性别各年龄青少年异性恋认同应答情况比较 / ％

性别 年龄 / 岁 人数 统计值

这个年龄可以有女朋友

同意
既不同意

也不反对
不同意

这个年龄想交女朋友是正常的

同意
既不同意

也不反对
不同意

这个年龄可以有男朋友

同意
既不同意

也不反对
不同意

这个年龄想交男朋友是正常的

同意
既不同意

也不反对
不同意

男 １０~ １１ １５３ １７.６５ １８.９５ ６３.４０ １８.３０ ２２.２２ ５９.４８ ２６.１４ ２８.７６ ４５.１０ １５.６９ ３０.７２ ５３.５９
１２ ２７１ １５.８７ ２５.４６ ５８.６７ ２２.８８ ２０.６６ ５６.４６ ２１.４０ ３０.６３ ４７.９７ ２０.６６ ２８.７８ ５０.５５
１３ ３１３ ２３.３２ ２３.９６ ５２.７２ ２８.７５ ２８.７５ ４２.４９ ２９.３９ ３８.３４ ３２.２７ ２７.８０ ３４.１９ ３８.０２
１４ １５１ ３３.７７ ２９.１４ ３７.０９ ４５.０３ ２６.４９ ２８.４８ ３８.４１ ３７.０９ ２４.５０ ３８.４１ ３７.７５ ２３.８４
小计 ８８８ ２１.８５ ２４.４４ ５３.７２ ２７.９３ ２４.７７ ４７.３０ ２７.９３ ３４.１２ ３７.９５ ２５.３４ ３２.５５ ４２.１２

χ２ 值 ２４.４４ ４２.８５ ２２１.７７ ４０.５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女 １０~ １１ １５５ １６.１３ ２２.５８ ６１.２９ １６.１３ ２０.６５ ６３.２３ １８.０６ ４０.６５ ４１.２９ １５.４８ ２５.８１ ５８.７１
１２ ２９６ １１.１５ ２６.３５ ６２.５０ １２.１６ ２５.３４ ６２.５０ １４.５３ ３７.５０ ４７.９７ １４.５３ ２７.３６ ５８.１１
１３ ２９９ ２０.４０ ２９.４３ ５０.１７ ３１.４４ ２４.０８ ４４.４８ ２３.０８ ３２.７８ ４４.１５ ２６.４２ ３０.１０ ４３.４８
１４ １０２ ２３.５３ ３６.２７ ４０.２０ ４３.１４ ２９.４１ ２７.４５ ２８.４３ ３６.２７ ３５.２９ ３７.２５ ３０.３９ ３２.３５
小计 ８５２ １６.７８ ２７.９３ ５５.２８ ２３.３６ ２４.５３ ５２.１１ １９.８４ ３６.２７ ４３.９０ ２１.６０ ２８.４０ ５０.００

χ２ 值 １５.８９ ５６.９４ ４.３７ ３４.０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总体 １０~ １１ ３０８ １６.８８ ２０.７８ ６２.３４ １７.２１ ２１.４３ ６１.３６ ２２.０８ ３４.７４ ４３.１８ １５.５８ ２８.２５ ５６.１７
１２ ５６７ １３.４０ ２５.９３ ６０.６７ １７.２８ ２３.１０ ５９.６１ １７.８１ ３４.２２ ４７.９７ １７.４６ ２８.０４ ５４.５０
１３ ６１２ ２１.９０ ２６.６３ ５１.４７ ３０.０７ ２６.４７ ４３.４３ ２６.３１ ３５.６２ ３８.０７ ２７.１２ ３２.１９ ４０.６９
１４ ２５３ ２９.６４ ３２.０２ ３８.３４ ４４.２７ ２２.６７ ２８.０６ ３４.３９ ３６.７６ ２８.８５ ３７.９４ ３４.７８ ２７.２７
合计 １ ７４０ １９.３７ ２６.１５ ５４.４８ ２５.６９ ２４.６６ ４９.６６ ２３.９７ ３５.１７ ４０.８６ ２３.５１ ３０.５２ ４５.９８

χ２ 值 ４１.５５ １００.６４ ２５.８５ ７７.１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青少年异性恋认同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异性恋认同得分为因变量ꎬ以可能影响青春期早期

异性恋认同的家庭、朋友、媒体以及社区因素为自变

量ꎬ按性别分层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对
于男生而言ꎬ年龄较大、与主要照看人关系不亲近、异

性亲密朋友比例较高、认为有男 / 女朋友比较重要的

亲密朋友较多、看过色情片者有较高的异性恋认同得

分ꎮ 对于女生而言ꎬ除上述因素外ꎬ上学日每日看电

视或电影的时间≥３ ｈ、所在社区凝聚力较低者也有较

高的异性恋认同得分(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青少年青春期早期异性恋认同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男生(ｎ ＝ ８８８)

β 值(β 值 ９５％ＣＩ) ｔ 值 Ｐ 值

女生(ｎ ＝ ８５２)
β 值(β 值 ９５％ＣＩ) ｔ 值 Ｐ 值

年龄 / 岁 １３~ １４ ０.３４(０.１４~ ０.５４) ３.４６ <０.０１ ０.４２(０.２４~ ０.６０) ４.７０ <０.０１
房屋是否自己所有 否 －０.２６( －０.５３~ ０.０１) －１.９０ ０.０６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４０) １.２１ ０.２３
是否在上海出生 否 －０.１４( －０.４１~ ０.１３) －１.０１ ０.３１ －０.０６( －０.３４~ ０.２１) －０.４６ ０.６５
主要照看人最高学历 上过大学或大学毕业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２３) ０.２９ ０.７８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２１) ０.３０ ０.７７
主要照看人目前工作状况 无工作 －０.０９( －０.３７~ ０.２０) －０.５８ ０.５６ －０.０９( －０.３４~ ０.１７) －０.６７ ０.５０
主要照看人婚姻状态 不在婚 －０.０１( －０.３６~ ０.３３) －０.０７ ０.９４ ０.０８( －０.１８~ ０.３５) ０.６２ ０.５４
与主要照看人关系 不亲近 ０.３４(０.０５~ ０.６３) ２.３３ ０.０２ ０.３３(０.０４~ ０.６１) ２.２２ ０.０３
是否独生子女 否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２３) ０.３２ ０.７５ －０.０８( －０.２７~ ０.１０) －０.８３ ０.４１
每周与亲密朋友相处(校外)频率 / 次 ≥３ －０.１２( －０.３８~ ０.１４) －０.８９ ０.３８ －０.１２( －０.３９~ ０.１６) －０.８３ ０.４１
异性亲密朋友的比例 连续变量 ０.９５(０.５２~ １.３８) ４.３３ <０.０１ ０.８０(０.４０~ １.２０) ３.９０ <０.０１
认为有男 / 女朋友比较重要的亲密朋友的数量 大部分朋友这样认为 ０.６０(０.３４~ ０.８６) ４.５６ <０.０１ ０.５４(０.２３~ ０.８５) ３.４５ <０.０１
上学日每日看电视或电影的时间 / ｈ ≥３ ０.２６( －０.１５~ ０.６７) １.２５ ０.２１ ０.４１(０.０１~ ０.８０) ２.０３ ０.０４
上学日每日上网时间 / ｈ ≥３ ０.０２( －０.３７~ ０.４０) ０.０９ ０.９３ ０.１３( －０.１７~ ０.４４) ０.８６ ０.３９
是否观看过色情片 是 ０.８２(０.６０~ １.０３) ６.４０ <０.０１ ０.７３(０.５１~ ０.９５) ６.５２ <０.０１
社区凝聚力 连续变量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４５ ０.６５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０４) －４.１９ <０.０１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上海地区青春期早期青少年异性恋

认同平均得分为 ２.５５ 分ꎬ低于量表对青春期早期异性

恋“既不赞同也不反对”的赋值(３ 分)ꎬ也低于该量表

在其他国家城市同龄人群中测得的分值ꎬ如 Ｍｏｒｅａｕ[８]

于 ２０１７ 年在刚果(金)金沙萨、埃及阿西乌特、马拉维

布兰太尔、厄瓜多尔昆卡、比利时根特以及越南河内

等国外 ６ 座城市调查得到的 １０ ~ １４ 岁青少年异性恋

认同平均得分ꎮ 提示上海地区青春期早期青少年对

异性恋认同较国外同年龄段青少年低ꎬ对恋爱持较为

保守的态度ꎮ 可能由于两性亲密关系在中国传统文

化规范中较为保守、敏感所致ꎮ 本研究发现ꎬ有 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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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的调查对象对异性恋有较低的认同ꎬ与徐晓莉

等[１２] 、李玉艳等[１]在上海其他地区针对中小学生恋爱

相关态度的调查结果接近ꎮ 本研究发现ꎬ约有 ３０％的

调查对象对该年龄阶段青少年谈恋爱持“既不赞同也

不反对”的态度ꎬ提示相当比例的青春期早期青少年

尚未有自己明确的看法ꎬ可能与其尚未实际面临且未

认真思考过类似问题有关ꎮ 本次研究男生得分高于

女生ꎬ表明男生更倾向于认为现阶段发生异性恋是正

常的ꎬ可能是传统的性别规范对男孩的恋爱相对宽

容ꎬ甚至认为男孩有女朋友是长大、成熟的标志ꎬ而对

女孩则有较多的限制ꎮ 调查结果还表明ꎬ青春期早期

青少年异性恋认同度在 １２ 岁之前无明显变化ꎬ在 １２
岁之后显著增高ꎮ 从性意识发展阶段上讲ꎬ青春期早

期青少年的性意识处在两性疏远期与性意识初步形

成的爱慕期的交替阶段[１ꎬ１３－１４] ꎮ 因此ꎬ１２ 岁之前青少

年对异性恋认同较低甚至可能出现随年龄增长而降

低的趋势ꎮ １２ 岁之后与异性交往的愿望增强ꎬ对恋爱

的认同度提高ꎬ 并随着年龄的增长提高可能愈加

明显ꎮ
亲子关系被认为是所有关系的基础ꎬ对子女异性

恋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ꎮ 根据依恋理论ꎬ当亲子关系

密切时ꎬ青少年可以从与父母的相处中满足自身所需

的亲密体验ꎬ且行为通常受到父母的指导与监督ꎬ从
而减少异性恋的发生发展[４ꎬ１１－１５] ꎮ 有研究指出ꎬ采用

主要照看人评价亲子关系时更准确[１６] ꎮ 本文采用与

主要照看人关系进行分析(８２.６１％为父母亲)ꎬ研究结

果支持该假设ꎬ即与主要照看人良好的关系可以减少

青春期早期青少年的异性恋认同ꎮ 另外ꎬ既往研究显

示ꎬ父母的婚姻状态对子女的恋爱存在影响ꎮ Ｋｕｏ
等[１７]与 Ｒｈｏａｄｅｓ[１１]等的研究结果表明ꎬ父母不在婚或

未结婚的青少年早恋发生率较高ꎮ 但本研究并未发

现主要照看人婚姻状态与青春期早期青少年异性恋

认同存在关联ꎬ推测可能是本研究中主要照看人不在

婚的比例很少(仅为 １１.０１％)所致ꎮ
既往研究表明ꎬ同伴或朋友方面影响青少年异性

恋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与朋友亲密度、异性朋友交往情

况以及同伴压力 ３ 个方面[２ꎬ４ꎬ５ꎬ１８]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
异性亲密朋友比例高、亲密朋友较多认为有男 / 女朋

友重要的的调查对象对青春期早期青少年异性恋的

认同较高ꎬ 与 Ｂｏｉｓｖｅｒｔ 等[２] 的研究结果方向一致ꎮ
Ｗｏｎｇ 等[１９]研究认为ꎬ单一性别学校的高中生在与异

性接触交往时可能存在焦虑与不安的心理ꎬ即异性社

交焦虑会减少对异性接触的主动性与交往意愿ꎮ 本

文推测异性朋友比例较低的青春期早期青少年因与

异性互动较少ꎬ可能也存在较高的异性社交焦虑ꎬ从
而对该阶段的异性恋有较低的认同ꎮ 同伴或朋友的

异性恋态度可能对青春期早期青少年异性恋认同起

到“榜样”作用ꎬ当较多的朋友认为有男 / 女朋友较为

重要时ꎬ青少年本人也可能会持相同的观点ꎮ 同时ꎬ
青少年也可能会为了使自己更好地融入该群体而更

加认同现阶段的异性恋[５ꎬ１８] ꎮ
媒体对青少年异性恋的影响主要由于其中的浪

漫关系内容使青少年对于异性恋有了较高的渴望与

认同ꎮ 本文比较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对青春期早

期青少年异性恋认同的影响ꎬ结果与 Ｒｅｉｚｅｒ 等[２０] 研究

一致ꎬ即相较于网络等新媒体而言ꎬ电视 / 电影依然是

影响青少年异性恋认同的主要因素ꎬ但主要影响女生

的异性恋认同ꎮ 本文还特别分析了观看色情片对异

性恋认同的影响ꎬ发现观看色情片与较高的异性恋认

同有关ꎬ与 Ｖａｎｄｅｎｂｏｓｃｈ 等[２１]的研究发现一致ꎮ
综上所述ꎬ上海地区青春期青少年对异性恋态度

较为保守ꎬ但男生较女生开放ꎮ 青春期早期异性恋认

同在 １２ 岁后显著升高ꎮ 与主要照看人的关系、异性朋

友的比例、同伴的观念、观看电视 / 电影的时间以及社

区凝聚力可能影响青春期早期青少年对异性恋的认

同ꎮ 今后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ꎬ以深入了解青春

期早期异性恋认同与其后续行为发生的关系及其发

展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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