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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父母养育方式与成人依恋的关系。 方法：采用关系问卷(RQ)和亲密关系经历调查表(ECR)，以及父

母养育方式量表（PBI）中译版，对 589 名高职院校学生进行测评。 结果：不同依恋类型的高职学生父母养育方式差异

显著(P<0.05)。 依恋回避、依恋焦虑与父亲关爱、父亲鼓励自主、母亲关爱、母亲鼓励自主成显著负相关，与父亲控制、

母亲控制的养育方式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父母养育方式对子女的成人依恋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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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 and adult attach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589 college students were administered the Relations Questionnaire (RQ), the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ECR)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PBI). Results: Different
attachment types of vocational students’ parents rearing pattern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tachment avoidance and anx-
iety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parents’ care and encouragement of autonomy,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arents’ control. Conclution: The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 can greatly affect the children’s at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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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lby[1]最早提出依恋这一概念，他认为依恋是

指抚养者(主要是母亲)与孩子之间一种特殊的情感

上的联结。而成人依恋，是指成人当前对早年与父母

依恋经历的心理表征[2]。 许多研究表明，照料者的抚

养行为所提供给儿童的早期经验对儿童形成不同的

依恋类型起主导作用[3，4]。 Fraley[5]等人认为依恋类型

具有相对稳定性， 这意味着父母的早期教养行为将

会极大的影响其子女的成人依恋。 相反，Davila 等人

认为早期经验不断地被新经验更新和修改， 早期的

依恋类型完全有可能发生改变 [6]，意即父母早 期教

养方式对子女的成人依恋影响较小。 本文通过对高

职院校学生父母养育方式与成人依 恋进行实证 研

究，试图进一步探索二者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样本来自湖南省 3 所高职院校的在校学

生。 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 651 份，回收有

效样本 589 份，有效率为 90.48%。 男生 329 人，女生

260 人，平均年龄为 19.48±1.34 岁；大一 256 人，大

二 172 人，大三 161 人；独生子女 150 人，非独生子

女 439 人；城市 161 人，农村 428 人。

1.2 测量工具

1.2.1 关系问卷（RQ）[7] 包括 4 段短文，分别描述

依恋过程中的 4 种依恋类型的原型， 要求被试对每

个短文在 7 点量表上进行评价， 并最后在 4 种依恋

类型中选择“最符合的类型”作为用 RQ 测得的依恋

类型。 分为安全型、忽视型、沉迷型、恐惧型。
1.2.2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8] 共 36 个条目，每

18 个条目组成一个分量表，分别是焦虑分量表和回

避分量表。
1.2.3 父母养育方式量表中文版（PBI）[9] 分为父亲

版和母亲版，各 25 个条目，两个版本条目、维度完全

一致，包括三个因子：关爱、鼓励自主、控制。 该量表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0]。

2 结 果

2.1 高职学生的依恋类型

根据 RQ 的测量结果，589 名被试中，安全型的

253 人（占 43.02%），忽视型 123 人（占 20.85%），矛

盾型 145 人(占 24.67%)，恐惧型 40 人(占 6.76%),有
28 人（占 4.70%）未报告自己的依恋类型。
2.2 不同依恋类型与父母养育方式相关分析

2.2.1 不同依恋类型高职学生的父母养育方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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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类型为安全型、忽视型、沉迷型、恐惧型的大学

生在母亲关爱、母亲鼓励自主、母亲控制、父亲关爱、
父亲鼓励自主、 父亲控制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LSD 多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 安全型依恋的学生父

母关爱、父亲鼓励自主显著多于其他依恋类型，而父

亲控制显著少于其他依恋类型， 另外安全型和沉迷

型依恋学生在母亲鼓励自主、 母亲控制上存在显著

差异， 忽视型和恐惧型依恋学生在父亲关爱维度存

在显著差异。 见表 1。

2.2.2 依恋焦虑、 依恋回避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

分析 父母关爱、鼓励自主因子与依恋回避、依恋焦

虑成显著负相关，父母控制因子与依恋回避、依恋焦

虑成显著正相关。 见表 2。
2.3 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父母养育方式 6 因子作为自变量，以 ECR 中

的依恋焦虑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进入回归方

程的显著变量有：父亲控制、父亲关爱、母亲控制。
以 ECR 中的依恋回避的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

步回归分析， 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变量有： 父亲关

爱、父亲控制。 见表 3。

表 2 依恋类型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约一半左右的高职学生是安

全型依恋，这与国外大多数的有关成人依恋的比例

一致[11]，表明成人依恋中安全型依恋占大多数。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关爱、 鼓励自主因子与依恋

回避、依恋焦虑成显著负相关，父母控制因子与依恋

回避、 依恋焦虑成显著正相关。 四种依恋类型的父

母养育方式差异极显著， 其中安全型依恋的学生在

母亲关爱、母亲鼓励自主和父亲关爱、父亲鼓励自主

因子上得分均最高，在母亲控制、父亲控制上得分最

低， 这说明良好的父母养育方式有利于安全型依恋

的形成， 儿童期父母养育方式对成人依恋的形成有

显著影响。
在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的多元回归分析中，进

入依恋焦虑回归方程的变量有父亲控制、父亲关爱、
母亲控制，其联合解释变异量为 13.1%,进入依恋回

避回归方程的变量有父亲关爱、父亲控制，其联合解

释变异量为 6.8%。 我们发现，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

多半为父亲养育方式因子， 由此推测父母养育方式

中父亲的养育方式对子女成人依恋的影响要大于母

亲。 以往心理学家将研究重点放在对母亲教养行为

的研究上，传统观点也认为，母亲的行为、态度对孩

子的影响大于父亲。但已有事实证明，在照顾新生儿

方面，父亲与母亲一样胜任，并且据国外报告，父母

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或根 本没有差异 [12]，而

我们的中国父亲们，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

影响，为数不少的人放弃了教育子女的责任，这实际

上是父亲的参与度问题。本研究样本为 20 岁左右的

90 后一代，这一代人成长的家庭环境较以往有所改

变，家庭的经济水平普遍提高、父母社会分工平等、
父母自身文化素质提高的同时， 父亲在子女教育中

的参与度得到提高。研究者们已经发现：父亲对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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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其自我认同，具有尤为重

要的作用， 特别是父亲的积极参与和负责任明显对

孩子的一生都有益处 [13]，父亲帮助孩子从心理上与

母亲分离，教导他们控制自己的冲动，学习各种法律

和规范，并做出适当反应。由此可见父亲的教养方式

对子女的成人依恋必然具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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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排除其他可能因素的影响， 回归分析反映的

是在控制其他预测变量的影响下考察某一预测变量

对结果变量的预测效应（如能力知识 CSW 的回归系

数 是 指 在 控 制 了 其 他 4 个 CSW 作 用 下 的 预 测 效

应），而结构方程模型不仅能够同时处理多个预测变

量、还能够同时处理多个结果变量，即反映多个变量

之间的复杂路径关系，其结果相对更准确 [11]，这也是

近年来结构方程模型应用越来越普遍的原因。
本研究只是初步考察了自我价值定位与青少年

自我和谐的关系， 初步认为自我价值定位只有符合

重要他人的要求才可能有利于青少年的适应。当然，

这只是初步研究结果，将来还需要考察父母、老师对

青少年各方面的要求与青少年自我价值定位之间的

关系对青少年适应的影响，以便对此做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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