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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同一性状态与亲密恐惧、自尊的关系研究

罗爱民 1 、 张现利 2 、 樊　迪 3 、 邱　平 3

【摘要】目的　探讨自我同一性状态与亲密恐惧、自尊的关系，并对自尊在自我同一性状态与

亲密恐惧之间的作用进行检验。方法　采用方便取样法，对某高校大一新生 540 人进行自陈式问

卷调查。被试完成 Rosenberg 自尊量表（SES）、自我同一性状态量表（EOM-EIS-2）、亲密恐惧量表

（FOIS）及一般资料调查表。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502 份。结果　自我同一性获得状态与亲密恐惧负相

关（r= -0.30，P< 0.01），自我同一性扩散状态与亲密恐惧正相关（r= 0.25，P< 0.01）。自我同一性状

态的四个维度与自尊显著相关（r= -2.87～0.317，P< 0.01）。自尊在自我同一性获得状态、自我同一

性扩散状态与亲密恐惧之间起中介作用。结论　自我同一性发展不良的个体可能存在亲密关系方面

的困难。自尊在自我同一性状态与亲密恐惧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自我同一性发展不良的个体，可

能因为低自尊而影响亲密关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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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among ego-identity status，fear of intimacy and self-esteem 
　　LUO Aimin，ZHANG Xianli，FAN Di，et al. Guangdong 999 Brain Hospital，Guangzhou 51051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go-identity status，self-esteem and fear of intimacy.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elf-esteem on ego-identity status and fear of intimacy. Methods　Five hundred and forty sub-

jects were selected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nd assessed by a series of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the Rosen-

berg Self-esteem Scale，Extend Objective Measure of Ego-Identity Status-2，Fear of Intimacy Scale. 502 effectual 

questionnaires were retaken. Results　Ego-identity achievement status has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fear of intimacy

（r= -0.30，P<0.01）. Ego-identity diffusion status ha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fear of intimacy（r=0.25，P<0.01）.

Four dimensions of ego-identity status ha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self-esteem（r= -2.87～0.317，P<0.01）.Self-

esteem acted as a mediator between fear of intimacy and ego-identity achievement status. Conclusion　It suggests that 

people with negative ego-identity status may have difficulty in developing intimate relationship. Self-esteem may be a 

mediator variable between ego-identity status and fear of intimacy. People with negative ego-identity status may have 

low self-esteem. People with low self-esteem may have difficulty in developing intimate relationship. 

【Key words】Ego-identity status；Self-esteem；Fear of intimacy

亲密关系是个体生活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在亲

密关系方面存在障碍的个体更有可能存在抑郁、焦

虑、物质滥用等心理行为障碍［1］。大学新生处于成

年早期，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避免孤独感是这一

阶段重要的心理发展任务［2］。Erikson 认为亲密关系

的发展是建立在良好自我同一性的基础之上的［3］。

Marcia 沿用 Erikson 的自我同一性的观点，引入探索

和承诺两个维度，从现象层面对自我同一性下了操

作性定义：自我同一性即个体进行各种可能的探索，

并产生个性感以及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经验跨时

间的一致感和对自我理想的投入［4］。Descutner 等提

出了亲密恐惧的概念，用来描述个体在人际亲密方

面的困难；亲密恐惧即由于焦虑，个体与他人交流

对自身有重大意义的想法、情感时具有的抑制性［5］。

个体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和亲密恐惧之间的关系，尚

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了解其内在机制可为 Eri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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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发展理论提供实证依据，同时对青少年亲密关

系障碍的咨询与治疗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在湖南省某高校大一新生中

抽取 540 人，发放问卷 540 份。回收问卷 530 份，剔

除无效问卷 28 份，剩余有效问卷 502 份，问卷有效

率为 94％。其中男生 223 人，女生 279 人。年龄在

15～23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8.55 岁。

1.2　工具

自我同一性状态问卷（Extend Objective Measure 

of Ego-Identity Status-2，EOM-EIS-2）。该问卷由

Adams 等编制，1986 年由 Bennion 和 Adams 进行了

修订。量表共 64 个条目，包括四个状态分量表：同

一性获得状态、同一性延缓状态、同一性扩散状态、

同一性早闭状态量表。可根据个体在四个状态量表

上的得分情况，依据一定的标准，将个体划分为某

种同一性状态。该量表中文版由王树青和张文新修

订，四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65～0.84 之

间，重测信度在 0.56～0.64 之间［6］。

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Scale，SES）。该量

表由 Rosenberg（1964）编制，该量表用于评价青少

年关于自我评价、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量表共

十个条目，采用五级计分。Fleming 报告的该量表

的 Cronbach’s ɑ 系数为 0.88，Lorr 报告的信度为

0.65［7］。SES 简单且易于操作，是测量个体自尊水平

的有效工具。

亲密恐惧量表（Fear of Intimacy Scale，FOIS）。

该量表由 Decutner 和 Thelen 编制，量表共 36 个条

目，五级计分，总分越高代表亲密恐惧水平越高。

该量表中文版由蔺雯雯修订，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6，校标效度为 0.54［8］。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piData3.1 软件建立数据库，双重录入

并进行逻辑核对。采用 SPSS18.0 进行描述统计、

Pearson 相关分析、线性回归分析。P<0.05 为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自我同一性状态在大学新生中的分布

根据个体在自我同一性四个分量表的得分情况，

依据个体在每个分量表的平均数上二分之一个标准

差处作为“划分点”（M+SD/2），将每个被试划分到某

一种同一性状态中：（1）某一分量表上得分高于划

分点，而在其余分量表上得分均低于划分点，则个

体就属于某种纯粹的同一性状态；（2）若个体在四

个同一性状态分量表上的得分均低于划分点，则个

体就处于未分化的延缓状态；（3）若个体在一个以

上分量表的得分都高于相应划分点，则个体处于转

变状态。处于由低到高转变状态的个体可归属于较

低的同一性状态，如，扩散－早闭状态可归为扩散

状态；未分化的延缓状态和纯粹的延缓状态的个体在

各方面表现上非常相似，都应属于延缓状态［9］。结

果见表 1。
表1　自我同一性状态在大学新生中的分布

同一性获得 同一性扩散 同一性延缓 同一性早闭

性别 男 39 60 72 43

女 21 113 94 51

总计 60 173 166 94

百分比 12％ 33.1％ 36.3％ 18.6％

2.2　自我同一性状态与自尊、亲密恐惧的相关

分析

结果显示同一性获得状态和亲密恐惧（负）、自

尊（正）显著相关（P<0.01）；同一性早闭状态和亲

密恐惧相关不显著（P>0.01），和自尊显著负相关

（P<0.01）；同一性延缓状态和亲密恐惧相关不显

著（P>0.01），和自尊显著负相关（P<0.01）；同一

性扩散状态和亲密恐惧（正）、自尊（负）显著相关

（P<0.01）（见表 2）。
表2　同一性状态与亲密恐惧、自尊的相关

 获得
状态

早闭
状态

延缓
状态

扩散
状态

亲密
恐惧

自尊

获得状态 1

早闭状态 0.18 1

延缓状态 0.06 0.25 1

扩散状态 -0.42 0.22 0.26 1

亲密恐惧 -0.30 0.06 0.04 0.25 1

自尊 0.317 -0.119 -0.113 -0.287 -0.456 1

注：** P<0.01.

2.3　自尊在自我同一性状态与亲密恐惧之间的

作用

在同一性的四个状态中，只有获得状态和扩散

状态和亲密恐惧显著相关，因此只把获得状态、扩

散状态和自尊纳入中介效应研究。采用温忠麟［10］提

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依次建立三个回归方程（见

表 3）。结果显示模型 1 中回归系数 1c1，c2 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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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状态的分布

结果显示大多数新生处于同一性延缓、同一性

扩散状态，处于同一性获得和同一性早闭状态的人

数最少。本研究结果与张炜的研究结果相似，即大

多数学生处于同一性延缓、同一性扩散的状态［11］。

自我同一性涉及到宗教、政治、道德、价值观念等

意识形态领域，也涉及到家庭、朋友、恋爱等人际

关系领域，可以说自我同一性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

面的整合和认同。学校环境的单一使得学生不必去

面对和思考上述问题，所以大多数新生在在同一性

的探索维及承诺纬度上发展滞后。另外，国内高考

制度评价标准过于单一，高中教育过多的注重智能

的开发和培养，对学生心理健康成长和健全人格培

养不足，使得大学新生的心理年龄滞后于生理年龄。

可见，发展良好的自我同一性是大学新生面临的一

个紧迫而又重要的课题。

3.2　自我同一性状态与亲密恐惧的关系

依据 Marcia 的同一性状态模型，同一性获得状

态的个体在生活的相关领域经历过充分的探索，并

做出承诺。该类个体拥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具备

深刻的安宁感和自信，是人格成熟的表现。而同一

性扩散状态则是一种消极的同一性状态，处于该状

态的个体既未在生活的相关领域进行探索和尝试，

也未做出承诺，其同一性是混乱的。亲密关系的建

立是基于个体深刻的自我认同、良好的自我整合。

本研究发现自我同一性获得的个体较少具有亲密恐

惧，可能更加容易与重要他人建立亲密关系；而自我

同一性扩散的个体具有较高的亲密恐惧，可能在亲

密关系方面存在困难，难以建立令人满意的亲密关

系。以往研究亦表明自我同一性获得的个体人际关

系更成熟，亲密水平更高［12］。

3.3　自我同一性状态与自尊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个体的自我同一性发展越好，自尊

水平越高。但是国外有研究者对自我同一性状态与

自尊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了 Meta 分析发现，在众多

的实证研究中除了高自尊与自我同一性获得状态存

在确切的关系外，其它三种状态与自尊的关系并未

取得一致的结论［13］。此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的研

究者选用的被试样本不同，而被试本身所具有的特

性（性别、年龄等）可作为额外变量对研究结果产生

干扰。

3.4　自尊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自尊在同一性扩散状态与亲密

恐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同一性获得状态与亲

密恐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自尊是自我同一性状

态与亲密恐惧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良好的

自我同一性发展状态可以提升个体的自尊水平，从

而降低个体的亲密恐惧水平，更有利于个体建立良

好的亲密关系。而自我同一性发展不良，可能导致

个体的自尊水平较低，低自尊者担心自我不足的暴

露会带来拒绝或否定，可能会回避亲密关系的建立

和发展。

综上所述，个体的自我同一性状态和个体的亲

密关恐惧水平密切相关，自我同一性发展不良的个

体，可能存在人际亲密方面的困难。自尊作为中介

显著水平；模型 2 中，获得状态、扩散状态对自尊的

回归系数 a1，a2 均达到显著水平；模型 3 中引入自

尊这一变量后，回归系数 c2’、 b 达到显水平，c1’

不显著，即在引入自尊这一变量后，扩散状态对亲

密恐惧的贡献由显著变为不显著，获得状态对亲密

恐惧的贡献仍然显著。结果显示自尊在扩散状态和

亲密恐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自尊在获得状态和亲

密恐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3　自尊在自我同一性状态与亲密恐惧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模型 因变量 自变量    Beta   T R2 F
自由度

（df1，df2）

1 （Y）亲密恐惧 （X1）扩散状态 （c1）0.149 3.197**

0.108
30.36**  （2， 499）

（X2）获得状态 （c2）-0.239 -5.134**

2 （M）自尊 （X1）扩散状态 （a1）-0.177 -3.855**

0.126
36.12**  （2， 499）

（X2）获得状态 （a2）0.243 5.287**

3 （Y）亲密恐惧 （XI）扩散状态 （c1’）0.080 1.830

0.24

52.41** （3， 498）

（X2）获得状态 （c2’）-0.144 -3.268**

（M）自尊 （b）0.441 10.810**

注：**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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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在自我同一性状态与亲密恐惧之间起中介作用。

另外，本研究样本为方便取样的大学新生，这导致

研究结果的解释和推广具有局限性，有待更大范围

样本的研究揭示自我同一性状态、亲密恐惧、自尊

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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