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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基于群际接触理论，探讨与同性恋群际接触过程中出柜时机对同性恋态度干预效果的影响，以及被

试和同性恋者的生理性别差异。方法：实验一和实验二分别采用直接接触和想象接触。实验一是2（出柜时机：接

触前出柜、接触后出柜）×2（干预状态：干预前、干预后）的混合实验设计，实验二为3（出柜时机：接触前出柜、接触后

出柜、不出柜）×2（干预状态：干预前、干预后）×2（干预材料：与男同接触录音材料、与女同接触录音材料）×2（干预对

象性别：男性、女性）的混合实验设计。两个实验的有效被试分别为100名、120名。结果：①有条件的直接接触和想

象接触显著改善异性恋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②出柜时机影响与同性恋群际接触的干预效果，相比接触前出柜，

接触后出柜条件下的群际接触干预效果更好；③与同性恋的群际接触过程中，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存在显著的生

理性别差异，女性对同性恋的态度好于男性，对女同性恋的态度好于对男同性恋的态度。结论：接触后出柜有助于

提高以同性恋态度为干预目标的群际接触干预效果，对同性恋的态度存在女性好于男性的趋势和对女同性恋态度

好于对男同性恋态度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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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time of coming out during inter⁃
group contact with homosexuals on the effect of intervention on attitudes towards homosexuals and sex differences of sub⁃
jects and homosexuals. Methods: Experiment 1 and Experiment 2 compared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imings of coming out
on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and sex differences of subjects and homosexuals through direct contact and imaginary contact re⁃
spectively. The effective subjects of the two experiments were 100 and 120 respectively. Results: ①Conditional direct con⁃
tact and imaginary contac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heterosexual college students’attitudes towards homosexuality; ②Com⁃
pared with coming out before contact, intergroup contact interven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oming out after contact was
better; ③In the process of intergroup contact with homosexual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sex differences of subjects and homo⁃
sexuals in the attitudes of college students towards homosexuals, female’s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were better than
male’s, and attitudes toward lesbians were better than those toward gays. Conclusion: Coming out after contact helps to
promote the effect of intergroup contact intervention aimed at improving attitude towards homosexuals. There is a trend that
female’s attitude towards homosexuality is better than male’s, and attitude towards lesbians is better than attitude towards
gays.
【Key words】 Homosexuality; Intergroup contact; Time of coming out; Sex; Attitude
同性恋在中国已经历去罪化和去病理化，但是

公众对同性恋群体的整体态度消极 [1]，恐同普遍存

在。恐同是对同性恋群体的负面信念、态度、行为和

刻板印象[2]。通常女性比男性对同性恋态度更友好
[3-8]，大众对女同性恋的态度好于对男同性恋的态度
[6-8]。Wei和Liu对我国 29个省市的 732名性少数群

体学生调查发现，大部分性少数群体学生感受到的

··897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9 No.5 2021
校园氛围对性少数群体不够友善 [9]，性少数学生普

遍遭遇过基于性倾向的校园欺凌[10]，异性恋学生在

恐同氛围下也可能遭遇基于性倾向的校园欺凌[11]。

恐同严重危害了同性恋青少年心理健康（如抑

郁、焦虑和压力增加）[10，12，13]和学业成就[14]，并容易导

致问题行为的产生（如酗酒、物质滥用、旷课逃学和

自杀尝试）[11，15，16]，内化恐同还会对同性恋者产生进

一步危害[17，18]。因此，本文将基于群际接触理论，探

索改善大众对同性恋态度的方式，考察群际接触过

程中出柜时机对干预效果的影响，以及被试与同性

恋者的性别差异，为改善恐同现状提供参考。

Allport群际接触理论指出，群际偏见是某一群

体对另一群体缺乏充足信息或存在错误信息而产生

的，群际接触为获得新信息和澄清错误信息提供了

机会[19]。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是基于该理论的两类

策略，间接接触包括：扩展群际接触、替代群际接触

和想象群际接触。

已有研究表明，和同性恋群体高质量接触能够

改善异性恋者对同性恋者的态度 [20，21]；有同性恋朋

友的异性恋者更加包容 [22，23]，更可能采取行动干预

恐同言论[24]，对基于性倾向的不公平行为的容忍度

更低[20]。相反，与同性恋接触较少的人更容易歧视

同性恋[25]。李森森等人总结了以往研究中群际接触

有效改善外群体态度的关键因素，包括平等的地位、

共同的目标、合作、权威或法律的支持、接触的数量

等[26]。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1：在平等、积极的互动

条件下，与同性恋直接接触能够改善异性恋个体对

同性恋的态度。

但是，与同性恋群体的直接接触涉及出柜行为，

即向他人表明性倾向。出柜可能会把同性恋者置于

危险情景[27]，因为出柜的同性恋者更容易成为恐同

行为的目标 [28]。一些异性恋男性可能担心被贴上

“同性恋”的身份标签而刻意加大与已出柜同性恋者

的社会距离 [3]，并刻意表现出异性恋气质甚至恐同

行为 [29，30]。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在直接接触干

预同性恋态度方式下，接触后出柜的干预效果优于

接触前出柜。

1 实验一：出柜时机对直接接触干预同性恋

态度效果的影响

1.1 实验程序与测量工具

实验一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被试随机分配到

实验组（接触后出柜组）和对照组（接触前出柜组）。

所有被试完成问卷前测。一周后，同组被试统一来

到一间教室，与五名性少数人士（1名女同性恋，2名
男同性恋，1名跨性别女同性恋，1名性别酷儿）进行

100分钟的面对面交流和互动。内容包括：对性少

数群体的介绍、个人故事分享和被试提问。在性少

数人士离开后，被试完成问卷后测。对照组将在直

接接触前，被告知将与性少数人士见面互动，实验组

将在直接接触后被主试告知方才接触对象是性少数

人士。

前后测的测量工具采用庾泳等人编制的同性恋

态度量表，该态度量表包含对同性恋的认知成分、情

感成分和行为倾向成分的条目，采用李克特 5级评

分。共20个条目，前面10个条目是对女同性恋的态

度，后面 10个条目是对男同性恋的态度，分数越高

代表同性恋态度越消极[31]。在后测问卷增加了若干

项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条目，并告知被试虚假实验

任务，即“本研究旨在调查大学生的性态度”，以避免

被试对实验目的产生预期。为了避免良好被试效应

和群体施测的压力，前后测问卷均不要求被试填写

真实姓名，通过数字编码将被试前后测问卷标记为

同一被试材料。

在实验一，同性恋态度量表前后测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分别为0.945和0.942。实验设计已通过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伦理

委员会审查（2020-16）。
1.2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选取了北京市某高校本科生共

122名，被试均自愿参与实验，并在实验前签署了知

情同意书。对前后测问卷进行匹配，有效问卷 113
份，剔除性少数被试13份，最终对照组共有45份有

效问卷，有效率 72.58%（男性 n=17，占 37.77%；女性

n=28，占 62.22%）。实验组共有 55份有效问卷，有

效率 91.67%（男性 n=14，占 25.45%；女性 n=41，占
74.55%）。

1.3 数据收集与整理

研究采用群体施测的方式，主试由一名心理学

专业的研究生担任。被试前后测问卷以数字编码的

形式被妥善标记。数据采用 SPSS21.0、R语言 3.6.2
和Prism6.0进行统计分析。

1.4 结果

采用 SPSS21.0对两个组数据分别进行前后测

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发现，与性少数群体直接接触

后，被试同性恋态度显著改善（对照组：M 前=42.36，
SD=9.55，M 后 =33.76，SD=10.62，t (44) =7.495，P<
0.001，d=1.12；实验组：M 前=34.05，SD=12.05，M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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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6，SD=10.07，t(54)=3.35，P<0.001，d=0.45）。

由于两组被试前测基线水平差异显著，使用R
语言 3.6.2分析软件对两组被试进行基线水平精确

匹配，匹配后有效数据 55份（对照组 n=25，实验组

n=30；M 对照=39.20，SD=8.48，M 实验=39.70，SD=8.89，t
(53)=-0.21，P>0.05）。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发现，直接接触后，实验组比对照组的态度积

极，差异边缘性显著（M 对照=33.92，SD=9.14，M 实验=
29.67，SD=8.40，t(53)=-1.80，P=0.078，d=1.16）。

在被试和同性恋者性别差异方面，使用统计软

件 SPSS21.0分别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被试前后测态

度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被试性别差异分析发现，

实验组与对照组被试在前后测中，女性对同性恋态

度更积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同性恋

者性别差异分析发现，两组被试在前后测中，对女同

性恋的态度呈现出好于对男同性恋态度的趋势（见

表2）。
表1 不同性别被试对同性恋的态度比较

表2 被试对男/女同性恋的态度比较

上述结果表明，与性少数群体的直接接触，可以

改善异性恋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符合假设1，并
且异性恋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以及干预效果均存

在被试和同性恋者的生理性别差异。在出柜时机的

影响方面，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差异边缘性显著，结果

不能完全证实假设 2。这可能和实验一的局限有

关：首先，两组被试与性少数群体的直接接触是分别

进行，干预效果受所接触对象的状态、表现等多个因

素影响，难以做到标准化；第二，从结果来看，两组被

试干预效果的比较经过了基线水平匹配的二次筛

选，因此研究结果需要进一步佐证。实验二采用想

象接触干预方式，将进一步控制无关变量，以进一步

考察出柜时机对群际接触的影响。

2 实验二：出柜时机对想象接触干预同性恋

态度效果的影响

部分同性恋者由于担心因为性倾向而受到欺

凌、社会压力或其他不公平的对待[32，33]，所以隐瞒或

掩饰性倾向[34]，这导致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接触机

会减少。所以在现实中，直接接触的干预方式存在

局限，并且在研究中，直接接触的实验设计对无关变

量的控制更难，因此实验二采用想象接触，进一步佐

证实验一的结果。

想象群际接触认为，个体想象与外群体成员互

动，能够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35]。已有研究表明想

象接触减少偏见具有理论依据和生理机制 [36，37]，但

其干预有效性是有条件的，例如积极的、互动的想象

场景[35，36，38]，互助的情节[39，40]。想象过程中增加想象

细节和闭上眼睛也有助于增强想象接触干预效果
[36]。综上，提出假设 3：与同性恋进行有条件的想象

接触，能够改善异性恋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假设

4：在想象接触干预同性恋态度方式下，接触后出柜

的干预效果优于接触前出柜。

2.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选取了北京市某高校异性恋本

科生作为被试，共 120名（男性 n=58，占 48.33%；女

性 n=62，占 51.66%），被试均自愿参与实验，并在实

验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设计已通过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伦理委员会

审查（2020-16）。
2.2 测量工具与实验材料

研究工具为问卷，前后测采用和实验一相同的

问卷，包含基本人口学信息（含性倾向），同性恋态度

量表，性别刻板印象条目（虚假任务）。实验二同性

恋态度量表前后测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959
和0.958。

实验材料包括前后测问卷，一段30秒的舒缓纯

音乐，想象与男性/女性接触的 2分钟语音材料，一

张A4的想象内容答题纸。

2.3 实验设计

实验二是 3（出柜时机：接触前出柜、接触后出

柜、不出柜）x2（干预状态：干预前、干预后）x2（干预

材料：与男同接触录音材料、与女同接触录音材料）

x2（被试生理性别：男性、女性）的混合实验设计。被

试间变量是出柜时机、语音干预材料和被试生理性

别，因变量是大学生对同性恋态度得分。

通过性别平衡，将 120被试随机分配到接触后

对照组

实验组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M±SD
女性被试

39.25±7.76
29.82±7.88
32.12±11.25
29.24±8.69

男性被试

47.47±10.21
40.24±11.55
39.71±12.91
35.21±12.66

t值
3.05
3.60
2.10
1.64

显著性

P<0.01
P<0.001
P<0.05
P=0.055

效应量（d）
0.94
1.11
0.65

对照组

实验组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M±SD
女同性恋

18.07±5.88
16.33±5.35
16.29±5.59
14.67±4.72

男同性恋

24.29±4.36
17.42±5.68
17.76±6.93
16.09±6.22

t值
-5.71
-0.94
-1.23
-1.35

显著性

P<0.001
P>0.05
P>0.05
P>0.05

效应量（d）
d=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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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柜组、接触前出柜组与对照组。接触后出柜组40
名 被 试（男 性 n=18，占 45.00% ；女 性 n=22，占

55.00%）依据被试性别随机分配到与男同接触组

（n=20，男女各半）和与女同接触组（n=20，男性n=8，
女性n=12）；接触前出柜组和对照组各40名被试（男

女各半）也依据被试性别分配到男同接触组（n=20，
男女各半）和与女同接触组（n=20，男女各半）。

表3 实验二研究设计结构图

2.4 实验过程

被试完成前测问卷一周后，来到实验室完成想

象干预和研究后测。主试告知被试实验（虚假）任务

是考察大学生性态度与想象能力，避免被试对实验

目的产生预期。实验开始前，被试闭上眼睛听一段

30秒纯音乐放松；之后，被试闭上眼睛听一段2分钟

的语音材料，被试需要根据语音材料想象情景。语

音材料是 Turner等人实验范式的变式 [39]，被试想象

在一段旅行列车上观赏沿途风景，途中一名陌生男

子/女子坐到被试身边，与其在旅途中交流互动。其

中，与女同接触组的语音素材提到的是陌生女子，与

男同接触组则是陌生男子。

想象结束后，主试准备四个问题，请被试根据想

象的内容进行回答。问题包括：①这一路看到了哪

些风景和哪些人？②你和陌生男子/女子交流了什

么内容，你们有哪些共同话题？③你们最感兴趣的

话题是什么？④他最让你刮目相看的地方是什么？

这四个问题既属于虚假实验任务内容，同时帮助被

试进行更细节、具体的想象。其中，接触前出柜组被

试将被提前告知接触对象是男/女同性恋。

接触后出柜组的被试需要回答五个问题，以问

题⑤作为接触后出柜的线索：⑤在和你聊天过程中，

他告诉你自己是一名男/女同性恋，已经和自己的

男/女朋友结婚了，你怎么回答他的？

被试回答问题后，完成后测。实验结束后，被试

获得小礼品，并被告知真实研究目的。

2.5 数据收集与整理

研究采用个体施测的方式，主试由一名心理学

专业的研究生担任。被试前后测问卷以数字编码形

式被妥善标记。数据采用SPSS21.0和Prism6.0进行

统计分析。

2.6 结果

2.6.1 干 预 材 料 与 出 柜 时 机 通过统计软件

SPSS21.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见表4）。对不同组

被试前测数据进行分析，得分没有显著性差异，被试

具有同质性（F（5,114）=0.76，P>0.05）。
表4 实验二不同组被试数据描述统计结果

通过统计软件 Prism 6.0对接触后出柜组的两

个语音材料组的被试数据进行Two-way ANOVA分

析，结果显示干预前后测（时间）主效应显著（F(1,
38)=27.03，P<0.001），语音干预材料（组间）主效应不

显著（F(1, 38)=0.59，P>0.05），想象接触干预前后与

语音干预材料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 38) = 0.37，P>
0.05）。多重比较分析发现，在组间比较中，两组被

试对同性恋态度的基线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t(38)=
0.83，P>0.05），即两组被试具有同质性，两组被试的

后测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t(38)=0.66，P>0.05），即不

同语音材料的干预效果没有显著性差异；组内比较

发现，不同语音材料组前后测差异均显著，后测态度

均比前测态度积极（与女同接触组：t(19)=3.42，P<
0.01，d=0.76；与男同接触组：t(19)=3.92，P<0.01，d=
0.88）。

分别对接触前出柜组和对照组的两个语音材料

组的被试数据进行 Two-way ANOVA分析，结果发

现，无论是接触前出柜组还是对照组，干预前后测

（时间）主效应（接触前出柜组：F(1, 38)=2.02，P>
0.05；对照组：F(1, 38)=0.04，P>0.05）、语音干预材料

（组间）主效应（接触前出柜组：F(1, 38)<0.001，P>
0.05；对照组：F(1, 38)=0.03，P>0.05）、想象接触干预

前后与语音干预材料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接触前

出柜组：F(1, 38) =2.36，P>0.05；对照组：F(1, 38) =
0.04，P>0.05）。即不同语音材料的干预效果没有显

著性差异，且事前出柜组的干预效果并不显著。实

验结果符合假设3和假设4。
2.6.2 干预效果的被试和同性恋者生理性别差异

由于接触前出柜组和对照组主效应均不显著，因此

仅对接触后出柜组干预效果进行被试和同性恋者的

生理性别差异分析。使用统计软件 SPSS21.0对前

接触后出柜组

接触前出柜组

对照组

与男同接触组

前测

A1
B1
C1

后测

A1
B1
C1

与女同接触组

前测

A2
B2
C2

后测

A2
B2
C2

接触后出柜组

接触前出柜组

对照组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整组得分

（M±SD）
38.90±14.03
34.20±12.36
35.70±12.76
34.48±11.06
40.10±9.22
39.93±8.20

与男同接触组

得分（M±SD）
40.75±15.25
35.50±13.57
36.40±12.72
33.85±9.54
39.89±9.14
39.84±8.04

与女同接触组

得分（M±SD）
37.05±12.83
32.90±11.22
35.00±13.09
35.10±12.62
40.29±9.52
40.0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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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测中被试和同性恋者性别差异进行独立样本 t检
验，结果发现前后测中女性对同性恋态度更积极，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前测：M 女±SD=33.36±10.03，M
男±SD=45.67 ± 15.47，t(38) =2.91，P<0.01，d=0.97；后
测：M女±SD=28.82±7.40，M男±SD=40.78±14.13，t(38)=
3.25，P<0.01，d=1.09）。在同性恋者性别差异方面，

前后测中被试对女同性恋的态度均好于男同性恋，

但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前测：M 女同±SD=19.03±
7.71，M 男同±SD=19.80±8.15，t(38)=-0.63，P>0.05；后
测：M 女 同±SD=16.90±6.48，M 男 同±SD=17.75±7.16，t
(38)=-1.14，P>0.05）。
3 讨 论

本研究基于群际接触理论，以直接接触和想象

接触两种干预方式，探讨了与同性恋群体接触过程

中出柜时机对干预效果的影响以及干预中被试和同

性恋者的生理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群

际接触理论的有条件的直接接触和想象接触可以改

善异性恋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2）与同性恋群体

接触过程中出柜时机对群际接触干预效果存在影

响，接触后出柜的干预效果好于接触前出柜；（3）群

际接触的干预效果存在被试和同性恋者的性别差

异，即被试对女同性恋的态度好于对男同性恋的态

度，女性比男性对同性恋更加友善，女性被试对同性

恋态度的基线水平可以预测干预效果。然而，本研

究和以往研究均发现想象接触并不总能改善个体对

同性恋的态度 [40，41]，其干预有效性存在严格的条件

限制。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出柜时机对直接接触和想象

接触干预效果具有影响。以往研究指出，群际接触

需要平等、友好、包容和积极的互动，但干预过程中

被试的恐同信念和恐同行为是难以控制的变量。由

于恐同会影响个体态度、行为，也会影响他人行为，

当恐同被试被告知要与同性恋群体接触时，恐同信

念被唤起，可能导致群际接触质量受影响。因此，实

验一和实验二通过出柜时机来控制被试恐同信念的

唤起，考察出柜时机因素对干预效果的影响。

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可以较好解释与同性恋群

际接触过程中出柜时机的影响[42]。由于恐同（S）的

个体与他人进行了愉快积极（O）的人际互动，事后

得知对方是同性恋，此时恐同（S）和愉快的经历（O）
产生失调感，负面感觉产生，为了缓解认知失调，个

体可能会改善对同性恋的态度，或降低对方才愉快

经历的评价。另外，当被试对同性恋群体没有明确

的恐同/积极态度时，根据Bem的自我知觉理论 [43]，

被试可能会依据自己在群际接触过程中的积极互动

（行为）作为依据，下意识地推断自己对同性恋的态

度是友善的，从而产生态度的改变。

本研究还考察了与同性恋群际接触过程中被试

和同性恋者的性别差异。人们对女同性恋的态度好

于男同性恋[6-8]，女性比男性对同性恋态度更加积极
[3-8]。这些差异可能和社会性别期待、社会性别规范

和对同性恋群体的刻板印象有关 [10，44]。一方面，社

会文化对不同生理性别的个体有着双重评价标准，

通常认为女性柔弱，女性之间亲昵行为是正常的；另

一方面，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会把性倾向和性别表

达画上等号，认为男同性恋等于女性化的性别表达，

而社会文化更看重男性保持言行的性别一致性和体

现男子气概 [12，45]。因此，对男同性恋的女性化行为

更加苛刻，内化恐同的男同性恋和强迫自己顺应社

会性别规范的男同性恋往往也有着更负面的心理健

康状况[46，47]。虽然个体对男女同性恋的态度存在差

异，但是被试想象和男/女同性恋接触的干预效果没

有统计学差异，即想象接触对象的性别并不是影响

想象接触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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