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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者爱情心理特点与变化趋势
———“七年之痒”的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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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索爱情与婚姻的关系ꎬ采用自编人口学调查表、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爱情三角量表(ＳＴＬＳ)、“Ｏｌｓｏｎ 婚姻

质量问卷”之婚姻满意度分量表ꎬ对我国已婚者进行问卷调查ꎬ共获得 ８５５ 份有效问卷ꎬ测量了已婚者爱情心理

特点、变化规律ꎬ并探讨了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ꎮ 结果显示:(１)已婚者承诺得分显著高于亲密和激情ꎻ(２)男

性承诺得分显著高于女性ꎻ(３)爱情三元素对婚姻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ꎬ回归系数亲密显著大于激情和承

诺ꎻ(４)爱情三元素得分ꎬ各年龄段男性、女性差异均显著ꎬ不同婚龄和家庭阶段女性差异均显著ꎮ 研究结果表明

已婚者爱情心理以承诺为主要特征ꎬ亲密最影响婚姻满意度ꎮ 爱情心理婚内变化趋势和特点ꎬ为“七年之痒”等

婚姻现象ꎬ首次提供了爱情视角的实证研究证据ꎮ
〔关键词〕亲密ꎻ激情ꎻ承诺ꎻ婚姻满意度ꎻ“七年之痒”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１. ０５. ０１９

一、引　 言

近年来ꎬ我国离婚率持续上升ꎬ婚姻不稳定

性增加ꎬ威胁了社会稳定及和谐社会目标ꎮ〔１〕 以

“婚前恋情”叠加“婚后爱情”提高国人婚姻中爱

的能力ꎬ可提升婚姻质量ꎬ促进婚姻稳定ꎮ〔２〕匹配

理论视婚姻目的仅为家庭经济最大化ꎬ忽视了婚

姻的情感、繁衍等社会功能ꎮ〔３〕然而ꎬ时代发展的

同时ꎬ婚姻的繁衍和经济功能下降ꎬ情感功能提

升ꎬ人们愈加坚持爱情是婚姻的重要基础ꎻ但爱

情是否是维持或终止婚姻的重要因素ꎬ人们却比

以往更加犹豫不决和矛盾ꎮ〔４〕有研究者认为爱的

进化功能即是促进伴侣建立牢固联系ꎬ如婚

姻ꎮ〔５〕现实中ꎬ爱情却常与婚姻分裂、脱节ꎬ无爱

婚姻依然存在ꎮ 交换理论认为婚姻的本质即是

主客观因素的价值交换ꎻ当下ꎬ以爱之名换取物

质、改变命运的现象司空见惯ꎬ爱情观的功利化

与交换理论一致ꎮ〔６〕尽管如此ꎬ有研究者仍坚信ꎬ
出于真爱的婚姻依然存在ꎬ且交换理论不足以解

释ꎮ〔７〕但是ꎬ基于真爱的婚姻ꎬ爱情体验亦会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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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变化甚至消失ꎻ〔８〕因为爱的类型和体验本就会

随年龄增长和人生历程改变ꎮ 那么ꎬ婚姻中爱情

有何特点ꎬ怎样变迁ꎬ又如何影响婚姻?
婚姻是两人组成的受法律保护的同盟ꎮ 爱

情的定义见仁见智ꎬ甚至被认为无法界定ꎮ〔９〕 因

此学者们不定义爱情ꎬ而研究爱情的结构、类型

或成分ꎬ间接探讨爱情本质ꎮ〔１０〕 Ｌｅｅ 认为爱情有

激情、游戏和友谊三种成分ꎬ并组合为激情、游
戏、友谊、实用、占有和利他六种代表性爱情类

型ꎮ〔１１〕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提出爱情三角理论ꎬ认为爱情包

括亲密、激情和承诺三元素ꎮ〔１２〕 亲密指关系中促

使双方亲近、志同道合和不分彼此的感情ꎻ激情

处于强烈渴望与对方结合状态ꎬ以满足性欲及自

尊、归属等渴求ꎻ承诺包括两方面ꎬ短期是爱某人

的决定ꎬ长期是维护爱情关系的承诺ꎮ 三元素组

合成八类爱情ꎬ即无爱、喜欢、迷恋、空洞之爱、浪
漫之爱、伴侣之爱、愚昧之爱和完美之爱ꎮ 基于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爱情三角理论ꎬＹｅｌａ 提出性激情、浪漫

激情、亲密和承诺爱情四因素ꎮ〔１３〕 Ｌｏｍａｓ 认为爱

有六个因子ꎬ即激情、亲密、承诺、关怀、联系和欣

赏ꎬ并总结出 １４ 种爱ꎮ〔１４〕

我国爱情研究起步较晚ꎬ多介绍国外理论、
修订相关量表及探讨大学生爱情观ꎮ 部分学者

研究中国人爱情心理结构或成分ꎬ如鄢静发现中

国成人爱情心理成分包括亲密关系、激情、责任

感与忠贞ꎮ〔１５〕 Ｚｈａｏｘｕ Ｌｉ 和 Ｆｕｙａｎｇ Ｙｕ 总结我国

大学生爱情包括伦理与责任、浪漫体验、冲突及

痛苦、理性和朋友式关爱ꎮ〔１６〕 但亦有研究者认为

爱情的痛苦多源于浪漫的拒绝或对爱的放弃ꎬ而
非爱本身ꎮ〔１７〕 王娟提出中国人爱情心理结构包

括关爱、激情、爱情价值观、接纳和浪漫ꎮ〔１８〕 周正

猷和唐洁清提出中国人的爱情三元素理论ꎬ即性

爱、情爱和心爱ꎮ〔１９〕

上述理论中ꎬ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爱情三角理论广为熟

知ꎬ也最有影响力ꎻ〔２０〕 更适合研究伴侣之爱ꎮ〔２１〕

亲密、激情和承诺三元素在不同文化和群体中被

验证ꎬ〔２２〕与神经生物学、进化心理学关于爱的研

究结论亦有内在一致性ꎮ〔２３〕 尽管ꎬ贾茹和吴任钢

认为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爱情三角理论不能完全涵盖我国

爱情类型ꎻ〔２４〕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人爱情心

理成分仍可大致归类为亲密、激情和承诺ꎮ〔２５〕 遗

憾的是ꎬ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爱情三角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

实证研究很少ꎬ〔２６〕 且我国爱情研究多以大学生

群体为对象ꎬ〔２７〕已婚群体研究甚少ꎮ
本研究基于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爱情三角理论ꎬ以已

婚者为对象ꎬ探索以下四个问题ꎮ 其一ꎬ已婚者

爱情心理的总体特征ꎮ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认为承诺是长

期关系的主要特征ꎬ〔２８〕 婚姻中是否如此? 其二ꎬ
爱情心理的性别差异ꎮ 有研究者发现美国已婚

男性亲密得分显著高于女性ꎻ〔２９〕 在港华人男性

激情得分显著高于女性ꎻ〔３０〕 而波斯男性和女性

的爱情三元素得分无显著差异ꎮ〔３１〕 其三ꎬ爱情心

理是否会影响婚姻满意度? 以往研究发现ꎬ爱情

三元素与在港华人关系满意度ꎬ以及与美国已婚

者关系满意度均显著正相关ꎻ〔３２〕 美国已婚男性

关系满意度最强预测因子是承诺ꎬ女性则为亲

密ꎻ〔３３〕 波斯已婚者爱情三元素与婚姻满意度显

著相关ꎬ亲密是最强预测因子ꎮ〔３４〕 其四ꎬ不同年

龄、婚龄及家庭阶段ꎬ爱情三元素有无差异ꎬ如何

变化? Ｒｅｅｄｅｒ 发现亲密、激情、承诺与年龄显著

负相关、与关系长度无关ꎻ〔３５〕 亦有研究者发现爱

情三元素与关系长度均为正相关ꎻ〔３６〕 Ａｈｍｅｔｏｇｌｕ
发现激情与关系长度负相关ꎬ承诺与关系长度正相

关ꎻ〔３７〕Ｌｅｍｉｅｕｘ 和 Ｈａｌｅ 则发现亲密、激情与关系阶

段显著负偏相关ꎬ承诺与关系阶段显著正相关ꎮ〔３８〕

已有研究中爱情实证研究甚少ꎬ国内尤为匮

乏ꎻ上述研究结论不一致ꎬ甚至大相径庭ꎻ对已婚

者研究不够充分ꎬ相关结论过于笼统ꎮ 比如爱情

和时间的关系ꎬ以往研究仅关注相关关系ꎬ无法

推测不同年龄已婚者ꎬ数年或数十年的婚姻生活

中ꎬ在新婚、生子、子女长大离家等不同家庭阶

段ꎬ其爱情心理是否变化、如何不同ꎮ 本研究旨

在探索婚姻中爱情的特点、变化规律及其对婚姻

满意度的影响ꎬ并提出:假设(１)承诺是已婚者

爱情心理的主要特征ꎻ假设(２)爱情心理性别差

异显著ꎻ假设(３)爱情心理对婚姻满意度的回归

—２０２—

　 ２０２１. ５学界观察



显著ꎻ假设(４)不同年龄、婚龄和家庭阶段已婚

者ꎬ爱情心理存在差异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星和纸质问卷共同收集资料ꎬ共发

放问卷 １０６０ 份ꎬ剔除婚姻状态不符合(单身 /离
异 /丧偶)问卷 １５７ 份及回答不全问卷 ４８ 份ꎬ最
终回收有效问卷 ８５５ 份(８１％ )ꎮ 其中ꎬ在线填写

５７８ 份(６８％ )ꎬ现场填写 ２７７ 份(３２％ )ꎻ男性 ２７８
份(３３％ )ꎬ女性 ５７７ 份(６７％ )ꎮ

(二)研究方法

１. 自编人口学调查表

调查被试性别、年龄、婚龄和家庭阶段ꎮ 年

龄以 ５ 岁为一档ꎬ最小年龄段为 ２９ 岁及以下ꎬ最
大年龄段大于等于 ７０ 岁ꎬ共 １０ 档ꎮ 婚龄以 ５ 年

为一档ꎬ划分 ７ 档ꎮ 家庭阶段划分基于 Ｄｕｖａｌｌ 八
阶段家庭生命周期理论ꎬ结合中国很多子女和父

母同住的实际情况ꎬ修定为 ９ 个家庭阶段:①已

婚无孩ꎻ②婴幼儿家庭(最大孩子小于 ２. ５ 岁)ꎻ
③学龄前儿童家庭(最大孩子 ２. ５ ~ ６ 岁)ꎻ④学

龄儿童家庭(最大孩子 ６ ~ １３ 岁)ꎻ⑤青少年家庭

(最大孩子 １３ ~ １８ 岁)ꎻ⑥成年子女家庭(最大

孩子大于 １８ 岁ꎬ但尚未离开家庭)ꎻ⑦子女离家

家庭(第一个子女离开家至最后一个子女离开

家)ꎻ⑧中年父母家庭(所有孩子离开家ꎬ本人尚

未退休)ꎻ⑨老年家庭(已经退休)ꎮ
２.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爱情三角量表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爱情三角量表(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ｓ Ｔｒｉａｎ￣
ｇｕｌａｒ Ｌｏｖｅ ＳｃａｌｅꎬＳＴＬＳ)共 ４５ 个条目ꎬ亲密、激情

及承诺三元素各对应 １５ 道题ꎬ实测时随机排

序ꎮ〔３９〕１(完全不同意)至 ９(完全同意)分评级ꎬ
被试据其实际情况选择相应分数ꎮ 各元素项目

分之和除以 １５ 即为该元素平均分ꎬ分数越高表

明被试该元素的爱情体验水平越高ꎮ ＳＴＬＳ 英文

版亲密、激情、承诺三个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系

数分别为 ０. ９１、０. ９４、０. ９４ꎻ〔４０〕 本研究中三个维

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系数均为 ０. ９６ꎮ

３. 婚姻满意度分量表

采用“Ｏｌｓｏｎ 婚姻质量问卷”之婚姻满意度

分量表ꎮ〔４１〕该分量表共 １０ 个题目ꎬ１(完全不同

意)至 ５(完全同意)分评定ꎬ测量婚姻 １０ 个方面

的满意度ꎬ得出总满意度ꎻ总分越高表明对自己

的婚姻越满意ꎮ 本研究中该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 ｓ α
系数为 ０. ８３ꎮ

(三)数据采集程序

问卷星在线施测便于收集青年和中年问卷ꎬ
被试按提示独立答题ꎬ符合要求方可提交ꎻ老年

人使用手机能力有限ꎬ故采用纸质问卷现场施

测ꎮ 现场施测由北京 ５ 个社区组织ꎬ集体现场作

答ꎮ 主试分发问卷ꎬ宣读指导语ꎻ提醒填答注意

事项ꎻ解释作答方式及澄清指导语ꎻ填答完毕后

收回问卷并逐项检查ꎮ 被试独立完成问卷ꎮ 在

线和现场施测使用相同问卷ꎬ均不记名ꎮ
(四)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５ 完成 ｔ 检验、Ｆ 检验、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ꎮ ｔ 检验和 Ｆ 检验以均数 ±
标准差( Ｍ ± ＳＤ )表示ꎻ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ꎮ

三、结　 果

(一)已婚者爱情心理的总体特征及性别差异

８５５ 名被试爱情心理均分为 ６. ８１ꎬ标准差为

１. ８０ꎻ各维度最高 ９ 分ꎬ最低 １ 分ꎮ 其中ꎬ承诺得

分(７. ２９ ±１. ８０)最高ꎬ亲密(７. ０３ ±１. ８３)次之ꎬ激情

(６. １１ ±１. ９８)最低ꎮ 方差分析显示三维度得分差异

显著( Ｆ (２ꎬ２５６２) ＝９４. ８７ꎬ ｐ <０. ００１ꎬ η２ ＝０. ０７)ꎮ
事后检验表明ꎬ承诺显著高于亲密( ｐ ＝０. ０１)和激

情( ｐ <０. ００１)ꎬ亲密显著高于激情( ｐ < ０. ００１)ꎮ
爱情三元素得分ꎬ男性均高于女性ꎬ但亲密、激情

性别差异不显著( ｐ ＝０. ２２６ꎻ ｐ ＝０. １２７)ꎻ承诺得

分男性显著高于女性( ｔ (８５３) ＝ ２. ５７ꎬ ｐ ＝ ０. ０１１ꎬ
Ｃｏｈｅｎ' ｓ ｄ ＝ ０. １８２)ꎮ

(二)爱情心理与婚姻满意度关系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积差相关计算爱情心理三元素

与婚姻满意度关系ꎬ结果见下页表 １ꎮ 为进一步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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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爱情心理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ꎬ采用岭回归

方法计算亲密、激情、承诺对婚姻满意度的回归ꎬ
结果见表 ２ꎮ 结果表明爱情三元素均显著正向

影响婚姻满意度ꎮ 在 ９５％ 置信区间内ꎬ无论男

性还是女性ꎬ亲密对婚姻满意度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高于承诺和激情ꎬ但激情和承诺没有显著差异ꎮ
表 １　 已婚者爱情心理和婚姻满意度的相关

表 ２　 已婚者爱情心理和婚姻满意度的回归

 

　 　 (三)已婚者爱情心理差异及变化趋势

１. 不同年龄段爱情心理差异及变化趋势

方差分析显示不同年龄段男性和女性爱情

心理得分差异均显著( ｐｓ < ０. ０５ꎻ ｐｓ < ０. ００１)ꎬ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ꎮ 得分波动趋势分别见下页图

１ 和图 ２ꎮ
表 ３　 不同年龄段已婚者爱情心理差异( Ｍ ± Ｓ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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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各年龄段已婚男性爱情心理得分(ｎ ＝ ２７８) 图 ２　 各年龄段已婚女性爱情心理得分(ｎ ＝ ５７７)

　 　 图 １、图 ２ 合参ꎬ婚姻中ꎬ男性的情感低谷期

较短ꎬ下滑至 ３５ ~ ３９ 岁的最低点后ꎬ开始缓慢持

续上升ꎻ而女性的情感低谷期较长ꎬ３０ 至 ５０ 岁

爱情体验相对都处于较低水平ꎮ
２. 不同婚龄段爱情心理差异及变化趋势

不同婚龄段已婚者爱情心理亲密、激情和承

诺三维度ꎬ男性得分差异均不显著( ｐｓ > ０. ０５)ꎬ
女性得分差异均显著( ｐｓ < ０. ００１)ꎬ方差分析及

事后检验结果见表 ４ꎻ得分波动趋势分别见图 ３
和图 ４ꎮ

表 ４　 不同婚龄段已婚者爱情心理差异( Ｍ ± ＳＤ )

图 ３　 各婚龄段已婚男性爱情心理得分(ｎ ＝ ２７８) 图 ４　 各婚龄段已婚女性爱情心理得分(ｎ ＝ ５７７)

　 　 图 ３ 和图 ４ 合参ꎬ婚姻中有所谓“七年之

痒”ꎬ但男性已婚者“痒”得晚些ꎻ更有“三七”之
痒(中年危机)ꎬ主要体现于激情方面ꎮ

３. 不同家庭阶段爱情心理差异及变化趋势

不同家庭阶段已婚者爱情心理亲密、激情和承

诺三维度ꎬ男性得分差异不显著( ｐｓ >０. ０５)ꎬ女性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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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差异均显著( ｐｓ <０. ００１)ꎬ方差分析及事后检 验结果见表 ５ꎻ得分波动趋势分别见图 ５ 和图 ６ꎮ
表 ５　 不同家庭阶段已婚者爱情心理差异( Ｍ ± ＳＤ )

图 ５　 各家庭阶段已婚男性爱情心理得分(ｎ ＝ ２７８) 图 ６　 各家庭阶段已婚女性爱情心理得分(ｎ ＝ ５７７)

　 　 图 ５、图 ６ 合参ꎬ男性和女性初为人父、初为

人母的情感体验不同ꎬ几乎相反ꎻ几乎可以肯定ꎬ
“七年之痒”与养育幼儿关系密切ꎮ 尽管子女离

家使重回二人世界的中年父母同享爱情ꎬ但男性

随后的落差更大ꎮ

四、讨　 论

(一)我国已婚者爱情心理特点及性别差异

已婚者爱情心理承诺得分显著高于亲密和

激情ꎬ验证了假设(１)ꎬ即承诺是已婚者爱情心

理的主要特征ꎬ与国外研究结论一致ꎮ〔４２〕 该结论

从爱情心理视角辅证了承诺对婚姻的重要性ꎬ正
如李涛和王蕾所言ꎬ没有承诺则婚姻将无法维

系ꎻ〔４３〕呈现了不同关系中爱情心理的差异ꎬ如恋

爱关系中亲密和承诺显著高于激情ꎬ随意性关系

中激情最高ꎮ〔４４〕对比发现ꎬ中国已婚者亲密和激

情得分低于美国长期关系伴侣ꎬ承诺得分略

高ꎮ〔４５〕 刘聪颖和邹泓认为中国人情感表达方式

更为内敛ꎬ表达亲密和激情较克制ꎻ〔４６〕 且中国家

庭常以子女为中心ꎬ更看重婚姻稳定ꎬ却容易忽

略伴侣间的情感体验与建设ꎬ致使亲密和激情体

验较少ꎬ承诺体验较多ꎮ 性别差异显示ꎬ中国已

婚男性承诺得分显著高于女性ꎬ部分验证了假设

(２)ꎮ 美国已婚男性亲密得分显著高于女性ꎮ
文化差异对婚姻角色的影响可能是其原因ꎬ中国

文化更倾向于塑造男性养家者角色ꎬ多强调其对

婚姻家庭的责任ꎬ即承诺ꎮ〔４７〕

(二)爱情与婚姻的关系

爱情三元素与婚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ꎬ与前

人研究结论亦有异同ꎻ亲密、激情和承诺均影响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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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满意度ꎬ验证了假设(３)ꎮ 亲密是最强预测

因子ꎬ与美国已婚者研究结论不符ꎬ与波斯已婚

者研究结论一致ꎮ 上述差异可能源于测量工具

与分析方法不同、被试群体的跨文化差异等ꎮ 爱

情和婚姻的关系研究ꎬ国内多聚焦探讨“爱情是

否是婚姻的基础”ꎬ爱情基础论坚信婚姻的基础

是爱情ꎻ综合基础论认为婚姻以爱情、经济、道
德、法律等为共同基础ꎻ爱情主线论则认为爱情

是婚姻的理想目标ꎬ经济等因素正日渐减弱ꎮ〔４８〕

而无论已婚者持何观点ꎬ现代婚姻中ꎬ爱都是其

根本ꎮ〔４９〕尽管时代骤变、文化冲击、压力倍增、国
人婚姻动因愈发复杂ꎬ婚姻中爱情影响虽被稀

释ꎬ但依然重要ꎮ 爱情体验水平越高ꎬ婚姻满意

度越高ꎮ 基于文化对理解爱、表达爱的影响ꎬ伙
伴之爱的亲密体验ꎬ最能影响国人婚姻满意度ꎮ
简言之ꎬ时间不是爱情变淡的借口ꎬ婚姻亦不是

爱情的坟墓ꎬ爱情对婚姻的影响不容小觑ꎮ
(三)已婚者爱情心理变化趋势

本研究发现不同年龄、婚龄和家庭阶段已婚

者爱情心理存在差异ꎬ其中男性和女性有不同ꎬ
部分验证了假设(４)ꎮ 首先ꎬ６５ 岁以上男性爱情

心理得分显著高于 ３５ ~ ３９ 岁男性ꎬ６０ 岁以上女

性显著高于 ３０ ~ ４９ 岁女性ꎻ３０ 年及以上婚龄女

性显著高于 １ ~ １５ 年和 ２１ ~ ２５ 年婚龄女性ꎻ代
际差异特征一致ꎮ 可能原因如下:(１) 老年人

(ＷＨＯ 年龄分段标准ꎬ６０ 岁以上)工作社会压力

小ꎬ社会关系缩减ꎬ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在夫妻

关系中ꎬ增强了亲密感和承诺ꎮ〔５０〕 (２)３０ 年及以

上婚龄夫妻争执最少ꎻ〔５１〕 年龄较大的夫妻表现

出较少愤怒、厌恶、争斗性和抱怨ꎬ〔５２〕 提升了爱

情体验ꎮ (３)压力事件越多ꎬ夫妻冲突越多ꎬ对
亲密关系质量的判断越差ꎮ〔５３〕 因此ꎬ青年和中年

已婚者对爱情心理的评分可能偏低ꎮ
其次ꎬ６ ~ １０ 年婚龄女性、６ ~ １５ 年婚龄男性

爱情心理得分最低ꎻ对应的学龄前及学龄儿童家

庭阶段爱情心理也为低谷期ꎻ验证了“七年之

痒”ꎬ与我国夫妻关系研究结论相似ꎻ〔５４〕 与我国

离婚模式曲线 ７ 年左右达到峰值结论一致ꎮ〔５５〕

总结前人研究ꎬ可能原因如下:(１)随时间推移ꎬ
双方愈加了解ꎬ生活日趋平淡ꎬ激情和亲密水平

下降ꎮ (２)子女出生引发的压力增大ꎬ言语交流

和性行为急剧减少ꎬ隔代教养诱发夫妻冲突等问

题ꎬ导致婚姻质量陡降ꎮ〔５６〕(３)婚后 ３ ~ ７ 年夫妻

争吵最频繁ꎬ〔５７〕爱情体验较差ꎮ (４)结合我国平

均结婚年龄ꎬ７ 年婚龄基本吻合 ３５ ~ ３９ 岁ꎬ其爱

情心理得分也处于低谷期ꎻ随着中年危机的泛化

及年轻化ꎬ该年龄段角色复杂、义务多重ꎬ加之社

会急剧变化ꎬ其压力要比以往更大ꎮ〔５８〕 本研究发

现子女离家家庭已婚者爱情心理得分最高ꎬ验证

了子女对爱情心理的影响ꎬ与空巢期婚姻满意度

升高的结论相似ꎮ〔５９〕 其原因可能与“空巢症”有
关ꎬ夫妻重获时间自由ꎬ以及工作身份、年龄、角
色约束减弱等ꎮ〔６０〕从爱情心理角度ꎬ我们则倾向

于理解ꎬ随着子女离家ꎬ回归二人世界的夫妻ꎬ再
次成为彼此最重要的情感来源与付出对象ꎬ致使

其爱情体验较高ꎮ
(四)本研究的创新性、意义与局限

本研究通过科学、规范的调研获得数据并对

其分析ꎬ丰富了对已婚群体的爱情心理研究ꎬ弥
补了国内实证研究不足ꎬ呈现了婚姻中爱情心理

的变化趋势及特点ꎬ部分揭示了爱情与婚姻的关

系ꎬ拓宽了婚姻研究视角ꎮ 本研究结论有助于唤

醒迷途者正视爱情对婚姻的重要性ꎻ破除理想主

义者对爱情的不切实际幻想ꎬ直面真实复杂的婚

姻生活ꎻ给情感低谷者以希望ꎬ爱路曲折ꎬ圆满可

塑可期ꎻ为情感和婚姻咨询提供了支持和依据ꎬ
在爱情心理变化趋势中探寻重建提升亲密关系的

可能ꎬ依此推进爱情理论在临床咨询和情感生活

中的实际应用ꎬ提高国人爱情体验及婚姻满意度ꎮ
尽管爱情心理实证研究不足ꎬ但代际差异、

婚姻关系、婚姻满意度、家庭生命周期等研究较

为成熟ꎬ本研究结论与其殊途同归ꎻ检验了 Ｓｔｅｒｎ￣
ｂｅｒｇ 爱情三角理论对我国已婚群体的适用性ꎮ
婚姻研究新趋势关注到承诺、牺牲、原谅等修复

性因素ꎬ〔６１〕 其内涵、功能与爱一致ꎬ因此ꎬ爱情心

理可作为婚姻研究的新视角ꎮ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爱情三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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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理论是较好的人际关系、婚恋咨询的理论基

础ꎮ〔６２〕结合实证研究结论ꎬ其应用于婚恋咨询亦

可行可靠ꎬ可弥补当前婚姻辅导对情感关注较少

的不足ꎮ〔６３〕 咨询师可使用量表获得来访者爱情

心理数据ꎬ从年龄、婚龄及家庭阶段三个维度理

解其情感困境ꎬ在亲密、激情、承诺中ꎬ探索资源、
发现缺憾、建构更理想的爱情三角ꎮ 当然ꎬ婚姻

质量受社会、生理及心理因素共同影响ꎮ〔６４〕 爱情

只是影响因素之一ꎬ且爱情成分理论无法呈现爱

的全貌或本质ꎮ〔６５〕 我国已婚者爱情体验定会超

出亲密、激情和承诺ꎮ 加之爱情影响因素的实证

研究甚少ꎬ如何提升爱情体验更是难题ꎮ 但本研

究结论仍鼓舞我们相信ꎬ有爱的婚姻更美好ꎮ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使用 ＳＴＬＳꎬ尽管我们再

译量表ꎬ但部分题目本身蕴含的文化差异仍难以

消除ꎻ方便抽样、自我报告、网络结合现场的调查

方式ꎬ结论可能会有偏差ꎻ时间维度个别类样本

量偏小ꎬ代表性受限ꎻ被试年龄差大于 ５０ 岁ꎬ时
代巨变ꎬ对爱情的理解与践行亦在变化ꎻ爱情的

影响因素尚无定论ꎬ我们的研究尚不全面ꎮ 建议

有条件的情况下ꎬ开展爱情心理的追踪研究、个
案研究及对比研究ꎻ进一步探索爱情心理的影响

因素、群体差异ꎬ编制适合国人的本土化测量工

具、临床咨询方法等ꎮ
综上所述ꎬ已婚者爱情心理以承诺为主要特

征ꎬ但亲密对婚姻满意度影响最大ꎻ性别和代际

差异显著ꎬ其变化趋势和特点ꎬ验证了“七年之

痒”等婚姻现象ꎮ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爱情三角理论适用于

我国已婚者群体研究ꎻ研究结论为应用于婚恋咨

询提供了支持和依据ꎮ 建议有条件的情况下ꎬ开
展爱情心理的追踪研究、个案研究及对比研究ꎬ
探讨其变化、咨询效果及不同婚姻状态间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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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ꎬ１９７７ꎬ３ꎬｐｐ. １７３ － １８２.
〔１２〕〔２８〕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Ｒ Ｊꎬ“Ａ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ｖｅ”ꎬ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ꎬ１９８６ꎬ９３(２)ꎬｐｐ. １１９ － １３５.
〔１３〕Ｙｅｌａ Ｃꎬ“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ｅｓ ｂáｓｉｃｏｓ ｄｅｌ ａｍｏｒ :ａｌｇｕｎａｓ ｍａｔｉｚａ￣

ｃｉｏｎｅｓ ａｌ ｍｏｄｅｌｏ ｄｅ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ꎬ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ｄｅ Ｐｓｉｃｏｌｏｇｌａ Ｓｏｃｉａｌ ꎬ１９９６ꎬ
２ꎬｐｐ. １８５ － ２０１.

〔１４〕 〔２１〕 Ｌｏｍａｓ Ｔꎬ“Ｔｈｅ ｆｌａｖｏｕｒｓ ｏｆ ｌｏｖｅ:Ａ ｃｒｏｓ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ꎬ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１ － １９.

〔１５〕鄢静:«我国都市成年人关于爱的隐含理论研究»ꎬ华

东师范大学 ２００４ 年硕士学位论文ꎮ
〔１６〕Ｚｈａｏｘｕ ＬｉꎬＦｕｙａｎｇ Ｙｕꎬ“‘ Ｉｎｑｕｉｒｉｎｇ Ｌｏｖ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ｌｄ’:

Ａｎ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Ｌｏ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Ａｓｉａｎ 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ꎬ２００９ꎬ１ꎬｐｐ. １４ － １９.

〔１７〕Ｅａｒｐ Ｂ ＤꎬＷｕｄａｒｃｚｙｋ Ｏ ＡꎬＦｏｄｄｙ Ｂ ꎬＳａｖｕｌｅｓｃｕ Ｊꎬ“Ａｄ￣
ｄ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ｌｏｖｅ: Ｗｈａｔ ｉｓ ｌｏｖｅ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ｔ ｂｅｔｒｅａｔ￣
ｅｄ?”ꎬ Ｐｈｉｌｏｓ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 ꎬ２０１７ꎬ２４(１)ꎬｐｐ. ７７ － ９２.

〔１８〕王娟:«中国人爱情的心理结构及其影响因素»ꎬ华中

师范大学 ２００６ 年硕士学位论文ꎮ
〔１９〕周正猷、唐洁清:«爱情三元素理论的初步研究»ꎬ«中

国性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ꎮ
〔２０〕谭旭运、屈青青:«爱情心理学的四大理论建构集成———

兼评‹爱情心理学(最新版)›»ꎬ«心理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２２〕 ＪｏｓÉ Ａꎬ Ｂａｕｅｒｍｅｉｓｔｅｒꎬ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Ｍꎬ ｅｔ ａｌ. ꎬ “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Ｌｏｖｅ:Ｓｅｘｕ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Ｍａｌｅ Ｙｏｕｔｈｓ’ Ｉｄｅａｌ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ＧＢ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ꎬ２０１１ꎬ５ꎬｐｐ. １０２ － １２１.

〔２３〕付阳、周媛、梁竹苑等:«爱情的神经生理机制»ꎬ«科学

—８０２—

　 ２０２１. ５学界观察



通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５ 期ꎮ
〔２４〕贾茹、吴任钢:«论罗伯特斯腾伯格的爱情三元理

论»ꎬ«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ꎮ
〔２５〕张于:«爱情心理及其与人际关系满意感、主观幸福感

的关系»ꎬ华中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 年硕士学位论文ꎻ杨洋:«心理学视

野中的爱情内涵及结构述要»ꎬ«社会心理科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７ 期ꎮ
〔２６〕〔３０〕Ｎｇ Ｔ Ｋꎬ“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

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ꎬＰａｓｓｉｏｎꎬ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ꎬ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 ꎬ２０１７ꎬｐｐ. １ － １０.

〔２７〕罗燕、李越等:«军人爱情心理及其与人际关系、总体

幸福感的关系»ꎬ«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２９〕〔３３〕Ｌｅｍｉｅｕｘ ＲꎬＨａｌｅ Ｊ Ｌꎬ“ＩｎｔｉｍａｃｙꎬＰａｓｓｉｏｎꎬ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

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Ｔｈｅ￣
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ｖｅ” ꎬ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ꎬ２０００ꎬ８７ꎬｐｐ. ９４１ － ９４８.

〔３１〕〔３４〕Ｔｏｒｑａｂｅｈ Ｍ ＨꎬＡｂａｄｉ Ａ ＦꎬＨａｑｓｈｅｎａｓ Ｈꎬ“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ｖｅ ｓｔｙ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ｚａｎｄａｒ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ꎬ２００６ꎬ１６ (５４)ꎬｐ. ９９.

〔３２〕Ｎｇ Ｔ Ｋꎬ“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ꎬＰａｓｓｉｏｎꎬ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ꎬ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ꎬ
２０１７ꎬｐｐ. １ － １０ꎻＬｅｍｉｅｕｘ ＲꎬＨａｌｅ Ｊ Ｌꎬ“Ｉｎｔｉｍａｃｙꎬ Ｐａｓｓ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Ｃｏｍ￣
ｍｉｔ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ｖｅ” ꎬ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ꎬ２０００ꎬ８７ꎬｐｐ. ９４１ － ９４８.

〔３５〕Ｒｅｅｄｅｒ Ｈ Ｍꎬ“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ｖ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ｄｕｌｔ Ｌｉｆｅ”ꎬ 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ꎬ１９９６ꎬ４３ (４)ꎬｐｐ.
３２５ － ３４０.

〔３６〕Ｏｖｅｒｂｅｅｋ ＧꎬＨａ ＴꎬＳｃｈｏｌｔｅ Ｒꎬｅｔ ａｌ. ꎬ“Ｂｒｉｅｆ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ｔｉｍａｃｙꎬ
ｐａｓｓｉｏｎꎬ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ｌｏｖｅ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ꎬ
２００７ꎬ３０ꎬｐｐ. ５２３ － ５２８.

〔３７〕Ａｈｍｅｔｏｇｌｕ ＧꎬＳｗａｍｉ ＶꎬＣｈａｍｏｒｒｏ － Ｐｒｅｍｕｚｉｃ Ｔꎬ“Ｔｈｅ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ｖｅꎬ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ｌｅｎｇｔｈ”ꎬ Ａｒｃｈ Ｓｅｘ Ｂｅｈａｖ ꎬ２０１０ꎬ３９ꎬｐｐ. １１８１ － １１９０.

〔３８〕Ｌｅｍｉｅｕｘ ＲꎬＨａｌｅ Ｊ Ｌꎬ“Ｃｒｏｓｓ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ｉ￣
ｍａｃｙꎬＰａｓｓ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ｖｅ”ꎬ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ꎬ２００２ꎬ９０ꎬｐｐ.
１００９ － １０１４.

〔４０〕 〔４５〕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Ｒ Ｊ.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ｌｏｖｅ ｓｃａｌ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ꎬ１９９７ꎬ２７ꎬｐｐ.
３１３ － ３３５.

〔４１〕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

订版)»ꎬ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５３ － １５５ 页ꎮ
〔４２〕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Ｒ Ｊꎬ“Ａ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ｖｅ”ꎬ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ꎬ１９８６ꎬ９３ (２)ꎬ ｐｐ. １１９ － １３５ꎻＬｅｍｉｅｕｘ ＲꎬＨａｌｅ Ｊ Ｌꎬ
“Ｃｒｏｓｓ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ꎬＰａｓｓ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ｖｅ”ꎬ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ꎬ２００２ꎬ９０ꎬｐｐ. １００９ － １０１４.

〔４３〕李涛、王蕾:«我国婚姻心理研究及其发展趋势»ꎬ«山

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ꎮ
〔４４〕高燕:«大学生爱情体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ꎬ华东师

范大学 ２００９ 年硕士学位论文ꎻＲｏｄｒｉｇｕｅ ＣꎬＢｌａｉｓ ＭꎬＬａｖｏｉｅ Ｆꎬｅｔ
ａｌ. ꎬ“ＰａｓｓｉｏｎꎬＩｎｔｉｍａｃｙꎬ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ａｓｕａｌ Ｓｅｘ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ａ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ꎬ２０１７ꎬｐｐ. １ － １４.

〔４６〕刘聪颖、邹泓:«国外爱情观研究综述»ꎬ«国外社会科

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ꎮ
〔４７〕梁丽霞、鹿森:«男女两性参与家庭教育的性别差异分

析»ꎬ«山东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ꎮ
〔４８〕李煜、徐安琪:«普通人的爱情观研究———兼开放式问

题的量化尝试»ꎬ«社会科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７ 期ꎮ
〔４９〕陆心宇:«论婚姻中尊重与爱的关系———以康德、黑格尔

与克尔凯郭尔为参照»ꎬ«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５ 期ꎮ
〔５０〕Ｓｕｍｔｅｒ Ｓ ＲꎬＶａｌｋｅｎｂｕｒｇ Ｐ ＭꎬＰｅｔｅｒ Ｊꎬ“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ｖ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ｓｐ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ａｓｓｉｏｎꎬ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ꎬ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
ｍｅｎｔ”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ꎬ２０１３ꎬ３７
(５)ꎬｐｐ. ４１７ － ４２７.

〔５１〕〔５７〕〔６０〕徐安琪、叶文振:«家庭生命周期和夫妻冲突

的经验研究»ꎬ«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ꎮ
〔５２〕Ｈｏｌｌｅｙ Ｓ ＲꎬＣｌａｕｄｉａ Ｍ Ｈꎬ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Ｌꎬ “Ａｇ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ｄｅｍａｎｄ －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ꎬ２０１３ꎬ７５ꎬｐｐ. ８２２ － 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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