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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功能对同伴关系的影响：共情和
理智调控情绪能力的多重中介效应
李曦 1，张雪凤 1，冯啸 1，韩磊 1，2
（1.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济南 250358；2.首都师范大学
心理系暨北京市学习与认知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48）
【摘要】 目的：探讨共情和理智调控情绪能力在家庭功能与同伴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家庭功能评定
量表、同伴关系满意度量表、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和大学生理智调控情绪能力问卷对 520 名大学生进行测量。
结果：①家庭功能得分（得分越高说明家庭功能越差）与共情、理智调控情绪能力、同伴关系呈显著负相关；共情、理

智调控情绪能力与同伴关系之间均呈显著两两正相关；②共情和理智调控情绪能力在家庭功能与同伴关系之间既
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也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结论：家庭功能一方面直接影响个体的同伴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共情和
理智调控情绪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个体的同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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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roles of empathy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peer relationship. Methods: A sample of 520 college students from an university in Shandong
province completed the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Peer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and the College Students’Emotional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①The score of family functioning(the high⁃
er score means that the family functioning is worse) wa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er relationship, empa⁃
thy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peer relationship, empathy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
ed with each other. ②Path analyses showed that empathy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both played partial mediating roles be⁃
tween family function and peer relationship, moreover, a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these two variables in this relationship

was also observed. Conclusion: Family functioning not only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peer relationship of the individual, but
also exerts its influences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on of the empathy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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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关系，指年龄相同或者相近的个体之间的
一种共同活动并相互协作的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
具特色的一种，也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1]。同伴交
往能够满足个体归属与爱的需要，对个体社会能力
的发展影响深远 [2]。已有研究表明，良好的同伴关
系有利于个体的社会化，并且同伴关系良好的个体
具有更高的幸福感 [3]。还有研究发现，具有不良同
伴关系的个体会产生种种问题行为，并对个体的自
我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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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统是个体自出生起最先接触的环境系
统，除了满足个体物质方面的需求外，还为个体提供
了不可替代的情感支持。作为个体发展的微观系
统，家庭系统因其独特的地位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
注。早期的有关研究大多关注于家庭的单独特征，
比如父母教养方式，家庭关系亲密度等。近年来，研
究者们逐渐开始将家庭看作一个整体的动态系统，
研究其与个体心理发展的关系。本研究采用 Skin⁃
ner 对家庭功能的定义，他主张家庭功能是完成一系
列基本的任务，比如给个体提供物质方面的支持，引
导心理健康发展以及应对各种家庭的突发事件等等
[5]
。家庭功能的发挥与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
关，家庭功能运作不良将会导致个体更多的问题行
为[6-8]。以往研究表明，家庭功能能够有效预测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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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同伴关系 [9]。然而，其作用机制尚不明确。因
此，
为了探讨家庭功能对同伴关系的作用机制，
本研
究将进一步分析共情和理智调控情绪能力在家庭功
能与同伴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共情是指人们能够设身处地的识别、理解他人
的情绪情感状态，从而产生与他人相同或相近的情
绪情感体验及行为反应[10]。家庭因素对个体共情能
力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
式对个体的共情能力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11]。还有
研究表明，大学生共情能力可以显著预测人际交往
能力。共情能力较高的个体更容易体验他人的情感
并且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人际交往中体验
到紧张与焦虑的可能性更低，更易得到他人的支持，
其同伴关系也会更加融洽 [12]。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一：家庭功能越好，个体的共情能力越强，进而其体
验到的同伴关系满意度越高，即共情在家庭功能与
同伴关系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情绪管理能力是指当个体体验到不利于自身发
展的情绪时，
积极寻求合适的情绪策略，从而有效解
决情绪不适的一种能力[13]，包含理智调控情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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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山东省某高校本科

生 520 人，采用纸笔集中施测，剔除无效问卷得到有

效问卷 487 份，有效率为 93.65%。其中男生 186 人，
女生 301 人；独生子女 218 人，非独生子女 269 人。
年龄 17-23 岁，平均年龄 20.18 岁，标准差为 1.72。
1.2

研究工具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 采用 Epstein 编

1.2.1

制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17]，包含 60 个题目，分为问题解决、沟通、角色、
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和总的功能七个分量

表。采用 4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家庭功能越不健

康。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
1.2.2

采用魏运华编制和

同伴关系满意度量表

修订的同伴关系满意度量表 ，共 20 个项目，包含
[18]

人际和谐、交往互动和社会情感 3 个维度。采用 5 点

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同伴关系满意度越高。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

寻求外界帮助能力、积极补救、控制消极发泄以及控

1.2.3

制消极暗示能力。本研究主要探讨个体情绪的中介

飞等人编制的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问卷的理智调控

作用，因此以理智调控情绪能力反映个体情绪管理
能力。以往的研究表明，家庭功能可以有效预测个
体的情绪管理能力，
家庭功能较差的个体，其情绪管
[14]

理能力的水平也较低 。还有研究表明，情绪管理
能力与中学生友谊质量存在显著正相关，拥有较高
情绪管理能力的个体更善于处理同伴之间的问题与
[15]

矛盾 。因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的假设二：家庭功能
越好，
个体的情绪调控能力越强，进而同伴关系满意
度越高，即理智调控情绪能力在家庭功能与同伴关
系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关于共情和理智调控情绪能力之间的关系，以
往研究表明，大学生共情能力对情绪智力有着显著
到他人的情感，更多的考虑到他人的处境，从而更快
更理智地调整与控制自己的情绪状态与情绪水平，
以使自己的情绪行为更加“恰当”，他人更加舒适。
因此，
我们提出本研究的假设三：共情是影响个体理
智调控情绪能的一个重要因素，共情对个体的理智
调控情绪能力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综上，本研究假设家庭功能对大学生同伴关系
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并考察共情和理智调控情绪
能力在家庭功能与同伴关系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采用王飞

情绪能力分问卷[19]，共 8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
1.2.4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采用台湾学者詹志禹

修订的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20]，共 22 个项目，
包含观点采择、想象力、共情性关心和个人痛苦 4 个
维度。采用 5 点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
bach’s α 系数为 0.77。
1.3

数据处理

采 用 SPSS 20.0 对 数 据 进 行 统 计 处 理 ，采 用

AMOS 22.0 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并使用 Mplus7.0
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1.4

[16]

的预测作用 ，即共情能力较高的个体，更容易体验

大学生理智调控情绪能力问卷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本研究使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未旋转的主

成分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特征根值大于 1 的因子有

31 个，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只有 17.37%，
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
同方法偏差。

2
2.1

结

果

家庭功能、共情、理智调控情绪能力与同伴关

系的相关分析
对家庭功能、共情、理智调控情绪能力与同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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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结果

情和同伴关系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共情、理智调控情

显示，
家庭功能各维度得分与理智调控情绪能力、共
表1
M±SD

1

1 问题解决

12.34±2.33

1

3 角色

25.36±3.57

0.372***

2 沟通

4 情感反应
5 情感介入
6 行为控制
7 总的功能
8 家庭功能
总分

9 同伴关系

10 理智调控
情绪能力

19.74±3.49
14.23±2.73
15.68±3.01
20.76±2.63
24.10±4.79

0.488***

1

0.407***

0.639***

0.108*

0.291***
0.533***

132.85±17.89 0.589***

13 幻想力

19.24±3.00

15 共情总分

1

0.493***

0.510***

0.782***
0.842***

4

0.514***

1

0.452***

0.395***

0.614***
0.780***

5

0.440***

1

0.642***

0.551***

0.768***

7

0.362***

1

0.444***

1

0.675***

0.608***

0.905***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0.225*** -0.211*** -0.180*** -0.177*** -0.125*

-0.227*** -0.252*** 0.044

0.112*

1

0.131**

-0.528*** 0.0374*** 1

17.69±3.20 -0.211*** -0.227*** -0.305*** -0.263*** -0.192*** -0.193*** -0.282*** -0.322*** 0.377*** 0.464*** -0.116*
0.029

19.67±2.70 -0.047

0.023

-0.030

0.014

-0.004

-0.010
-0.043

0.062
0.030

70.07±9.56 -0.197*** -0.244*** -0.268*** -0.257*** -0.154**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

6

29.85±5.04 -0.236*** -0.382*** -0.388*** -0.340*** -0.317*** -0.311*** -0.429*** -0.468*** 0.574*** 1
14.50±3.57 -0.149**

14 同情关怀

0.541***

0.347***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n=487）

3

70.04±9.37 -0.275*** -0.346*** -0.330*** -0.338*** -0.246*** -0.315*** -0.365*** -0.423*** 1

11 个人痛苦
12 观点采择

2

绪能力与同伴关系均呈显著的两两正相关。

-0.039
-0.067

0.021

-0.055

0.021

-0.040

0.109*

0.234*** 0.234*** -0.266*** 0.354***

-0.215*** -0.284*** -0.312*** 0.367*** 0.459***

共情和理智调控情绪能力在家庭功能与同伴

1

0.142**

0.767***

0.411*** 1

0.540*** 0.649*** 1

合指数均达到测量学的要求。

关系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家庭功能、共情、
理智调控情绪能力和同伴关系之间的关系。以家庭
功能为自变量，同伴关系为因变量，共情和理智调控
情绪能力为中介变量，建立模型 M1（见图 1），考察
共情和理智调控情绪能力的中介作用。

该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2=249.751，df=82，χ2/df=

3.046，NFI=0.933，GFI=0.934，CFI=0.954，RMSEA=

图1

0.065。模型 M1 拟合良好，各条路径均显著且各项拟
表2
路径

中介路径分析结果
标准化的间接效应值

效果量

0.081
0.131
0.074
0.23

15.70%
25.39%
14.34%
44.57%

家庭功能-共情-同伴关系
家庭功能-理智调控情绪-同伴关系
家庭功能-共情-理智调控情绪-同伴关系
家庭功能-同伴关系

2.3

家庭功能、
理智调控情绪能

力、
共情和同伴关系的假设模型 M1

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

使 用 Bootstrap 检 验 ，重 复 取 样 1000 次 ，计 算

95%的置信区间。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中介路径

的 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 0，说明共情和理智调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0.152
-0.016
-0.192
-0.060
-0.100
-0.036
-0.331
-0.146

呈显著负相关。根据家庭功能评定量表的计分方
法，得分越高，家庭功能发挥的越不好，
因此，这表明
家庭功能越好，个体的同伴关系就越好。另外，
结构
方程模型分析结果也显示，家庭功能对同伴关系有

控情绪能力在家庭功能和同伴关系之间的多重中介

着显著的预测作用。家庭为家庭成员的生理、心理、

模型成立。

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条件，以

3
3.1

讨

论

家庭功能对同伴关系的影响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功能得分与同伴关系

及物质与情感上的支持，促进个体各方面的健康发
展。家庭功能发挥的越差，个体出现异常行为的可
能性就越大，而个体的异常行为则会影响到个体的
社会化进程。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功能对个体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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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行为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而个体的问题行为会
[6]

影响到他人对其的反应 。另一方面，家庭功能发
挥较好的家庭，可以给个体提供温暖与情感上的支
持，
也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获得社会规
范。这样，
当孩子走出家庭与他人接触的时候，
能够
更快地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因此，家庭功能能
够有效预测个体的同伴关系。
3.2

共情和理智调控情绪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家庭功能分别通过

共情和理智调控情绪能力的中介作用以及两个变量
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同伴关系。家庭作为一个系
统，随着生活环境、家庭成员的变化，家庭系统内部
的各个因素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动态的、相互作用
的因素共同影响着个体发展的每一方面[21]。本研究
结果表明，良好的家庭功能对于个体在人际交往中
理解他人的情绪情感，正确推测他人行为有着积极
的作用，也有利于对自身的情绪反应做出理智的调
控，而这些能力对于缩短个体与他人心理上的距离
并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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