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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监管是指父母对子女行踪活动及交往对象

等情况的了解和监督 [1]，父母温暖则是关爱和保护

的代名词[2]。 父母监管和父母温暖及其在儿童青少

年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长久以来一直备受研究

者们的关注。

社会联结理论 [3]认为，父母对青少年的监管属

于社会联结的一个重要部分，受到父母监管的青少

年接触有违法犯罪或问题行为的同伴的机会将会减

少，进而减少产生这些不良行为的可能性。既往的

许多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父母监管对减少儿童和青

少年问题行为的重要性。例如：因果模型发现,预防

青少年犯罪的主要保护性因素之一是父母监管 [4];
Ramirez等人通过对西班牙裔美国青少年的研究发

现，父母监管与孩子吸食大麻呈负相关 [5]。另一些

研究发现,父母监管程度越高, 青少年的危险行为

(如性行为、吸毒)和犯罪行为就越少[6,7,8]。国内的一

些研究也发现，随着父母监管增加,青少年吸烟饮酒

行为逐渐下降[9]；违法犯罪行为[10]也会相应减少。在

很多方面, 父母的监管成为保证子女正常社会化的

关键因素[11]。另一些研究表明，在父母监管的同时，

积极的教养方式如父母温暖[13]与青少年更少的行为

问题 [14]及更好的自控 [15]有显著相关；母亲的温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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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父母监管和父母温暖与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的交互作用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方法：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双生子库中年龄9-19岁，平均年龄13.5岁（SD=0.50）的1387对双生子为对象，采用自评问

卷对其不良同伴交往和自身问题行为水平以及父母教养方式进行测量。结果：①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行为与其性别、

年龄、母亲监管、父亲监管、母亲温暖、父亲温暖及交往不良同伴均有显著的相关性。②父母监管对交往不良同伴与

青少年自身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父母监管力度越大，交往不良同伴对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行为的影响

越小。③父亲和母亲的温暖在调节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对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方面存在差异：母亲温暖越多，交往

不良同伴对青少年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越少；父亲温暖对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与自身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不具备

调节作用。结论：交往不良同伴对青少年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随父母监管和母亲温暖的增加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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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ating Effect of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Warmt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nd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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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warmth on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nd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s. Methods: Participants include 1387 pairs of adolescent
twins aged 9-19 years(M=13.5, SD=0.50) derived from the Beijing Twin Study(BeTwiSt). Self-reported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problem behaviors,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nd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warmth. Results: ①Adoles⁃
cents’problem behavior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ex, age,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warmth, and deviant peer affil⁃
iation. ②Both mother’s and father’s higher level of monitoring buffered the detrimental influence of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on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s. ③Mother’s, but not father’s, higher level of warmth buffers the detrimental influence of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on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s. Conclusion: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mother’s warmth can pro⁃
tect adolescent from detrimental influence of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on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s.
【Key words】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warmth; Moder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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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情感上支持的缺失是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重要预

测指标[16]。

另一方面，研究发现交往不良同伴和青少年的

问题行为也存在强烈的相关。例如：研究发现，有不

良同伴的青少年比没有不良同伴的青少年更可能产

生反社会行为[17]；仅仅是有同伴在场就使青少年做

出危险行为的可能性加倍[18]，不良同伴关系对青少

年起到偏差训练( deviant training)的作用 [19]。而且，

不良同伴交往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年

龄和性别等因素的调节。例如：王素华，陈杰，李新

影的研究显示，相对于女性青少年，男性青少年交往

不良同伴更易出现问题行为；相对于年龄大的青少

年，年龄小的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对自身问题行为

影响更大[20]。

然而，目前同时考察父母教养方式和交往不良

同伴对青少年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的研究还比较

少。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港湾，怎样从父母教养的角

度降低交往不良同伴对青少年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

是父母和社会非常关心的话题。本文考察父母监管

和父母温暖两个维度对不良同伴交往与青少年自身

问题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从而为中国家庭的父母

对孩子的行为进行合理、适当、有效的监督和管教提

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被试选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双生子样本

库，该样本库收集了北京 18个区县的青少年双生

子。本研究样本包括其中的 1387对具有完整数据

的双生子。年龄范围在 9-19岁，平均年龄为 13.5，
标 准 差（SD）为 0.50。 男 生 占 47.7% ，女 生 占

52.3%。被试按年龄分为低龄组（9-13岁）和高龄组

（14-19岁）。为保持样本的独立性，将双生子中的

老大和老二分别进行分析。老大样本和老二样本的

分析结果类似，因此，在本文中只呈现老大样本的结

果。

1.2 测量工具

1.2.1 不良同伴交往 不良同伴交往采用自评问

卷 [21]测量在过去的一年中双生子的朋友中出现 15
种违纪行为(如打架、离家出走、吸烟、旷课、逃学、偷

窃等)的比例。每一种行为有三个选项：1.没有朋友

做过；2.有些朋友做过；3.大多数朋友做过。被试选

择最符合实际情况的选项。 量表的总分代表了交

往不良同伴的程度，分数越高表示被试交往的不良

同伴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
1.2.2 问题行为 双生子的问题行为采用Achen⁃
bach青少年行为自评量表[22]中的问题行为维度（包

括违纪和攻击）测量。每一种行为有三个选项：1.符
合；2.有时/有些；3.常常/很符合。被试选择最符合

实际情况的选项。量表总分代表问题行为的程度，

分数越高代表问题行为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是0.89。
1.2.3 父母监管和温暖 采用爱荷华青少年和家

庭项目中的部分家长教养问卷 [23]，包括两个维度：

父母监管和父母温暖。父母监管包括 6个题目，如

“你的妈妈知道你一天都在哪吗？”，父母温暖包含6
个题目，如“你的妈妈认真听你的观点吗？”。每个题

目有五个选项：1、从不；2、偶尔；3、有时；4、经常；5、
总是。问卷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双生子课题组

成员进行翻译及回译。

1.3 数据统计

通过相关分析考察青少年的性别、年龄、父母监

管、父母温暖、不良同伴交往和问题行为的关系。

通过回归分析分别考察母亲监管、父亲监管、母

亲温暖和父亲温暖在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对自身问

题行为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

2 结 果

2.1 性别、年龄、母亲监管、父亲监管、母亲温暖、

父亲温暖、不良同伴交往和问题行为的相关

由表1可知，青少年自身的行为问题与其性别、

年龄、母亲监管、父亲监管、母亲温暖、父亲温暖及交

往不良同伴均有显著的相关。表明，男孩的问题行

为水平显著高于女孩；年龄越大，问题行为水平越

高；交往的不良同伴越多，问题行为水平越高；父母

监管力度越大，交往不良同伴越少，青少年的问题行

为严重程度越低；母亲温暖越多，交往不良同伴越

少，青少年问题行为越少。

2.2 母亲监管的调节作用

由表2可知，母亲监管、不良同伴交往对青少年

自身行为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母亲监管

力度越大，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行为越少。并且，母亲

的监管与不良同伴交往存在交互作用。说明在控制

了性别、年龄的情况下，母亲监管的力度越大，不良

同伴交往对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影响越小。

2.3 父亲监管的调节作用

由表3可知，父亲监管、不良同伴交往对青少年

自身行为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父亲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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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越大，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行为越少。并且，父亲

的监管与不良同伴交往存在交互作用。说明在控制

了性别、年龄的情况下，父亲监管的力度越大，不良

同伴交往对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影响越小。

表1 性别、年龄、母亲监管、父亲监管、母亲温暖、父亲温暖、不良同伴交往和问题行为的相关矩阵

变量

性别

年龄

母亲监管

父亲监管

母亲温暖

父亲温暖

不良同伴交往

问题行为

1
-

-0.040
-0.174**
-0.117**
-0.094**
-0.093**
0.095**
0.113**

2

-
-0.031
-0.069*
-0.076**
-0.110**
0.143**
0.111**

3

-
0.637**
0.518**
0.390**

-0.222**
-0.328**

4

-
0.390**
0.523**

-0.199**
-0.282**

5

-
0.613**

-0.140**
-0.275**

6

-
-0.195**
-0.266**

7

-
0.511**

8

-
注：因变量为自身的问题行为；性别：girl=0；高低年龄组：低年龄组（9-13）=0；*P<0.05，**P<0.01，***P<0.001，下同。

表2 母亲监管和交往不良同伴的交互作

用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的回归分析

注：母亲监管和交往不良同伴的交互作用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

采用了逐层回归的方法，共计四步，由于数据较多，篇幅有限，因此，

在本文中只呈现最后一步第四步（添加交互作用），下同。

表3 父亲监管和交往不良同伴的交互作

用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的回归分析

表4 母亲温暖和交往不良同伴的交互作

用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的回归分析

2.4 母亲温暖的调节作用

由表4可知，母亲温暖、不良同伴交往对青少年

自身行为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母亲温暖

程度越高，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行为越少。并且，母亲

温暖与不良同伴交往存在交互作用。说明在控制了

性别、年龄的情况下，母亲温暖越多，不良同伴交往

对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影响越小。

2.5 父亲温暖的调节作用

由表5可知，父亲温暖、不良同伴交往对青少年

自身行为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父亲温暖

程度越高，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行为越少。此外，虽然

父亲温暖的主效应显著，父亲温暖与不良同伴交往

并不存在交互作用，P>0.05。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年

龄的情况下，父亲温暖对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对自

身的问题行为的影响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表5 父亲温暖和交往不良同伴的交互作

用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的回归分析

3 讨 论

本研究考察了父母监管和父母温暖在交往不良

同伴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方面的调节作用。研

究获得了如下结果：其一，青少年自身的行为问题与

其性别、年龄及交往不良同伴均呈显著正相关。表

明，男孩的问题行为水平显著高于女孩；年龄越大，

问题行为水平越高；交往的不良同伴越多，问题行为

水平越高。其二，青少年问题行为与母亲监管、父亲

监管、母亲温暖及父亲温暖均呈显著负相关。表明，

父母监管力度越大，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严重程度越

低；父母温暖越多，青少年问题行为越少。其三，母

亲的监管、父亲的监管及母亲的温暖与不良同伴交

往的交互作用对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行为有显著影

响，表明母亲监管、父亲监管及母亲的温暖均具有调

节作用。说明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的情况下，在一定

程度上，母亲的监管和父亲的监管可以减少不良同

伴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其四，本研究发现，父

母温暖的影响存在差异，即母亲的温暖可以减少青

影响因素

性别

高低年龄组

交往不良同伴

母亲监管

母亲监管×不良同伴交往

B
0.382
0.415
0.803***

-0.217***
-0.017*

β
0.029
0.032
0.439***

-0.218***
-0.053*

R
0.561

ΔR2

0.002
F

4.579*

影响因素

性别

年龄

交往不良同伴

父亲监管

父亲监管×不良同伴交往

B
0.382
0.415
0.853***

-0.271***
-0.02**

β
0.029
0.032
0.466***

-0.218***
-0.05**

R
0.555

ΔR2

0.002
F

0.004**

影响因素

性别

高低年龄组

交往不良同伴

母亲温暖

母亲温暖×不良同伴交往

B
0.575
0.408
0.871***

-0.259***
-0.024**

β
0.044
0.031
0.473***

-0.211***
-0.067**

R
0.561

ΔR2

0.004
F

8.078**

影响因素

性别

高低年龄组

交往不良同伴

父亲温暖

父亲温暖×不良同伴交往

B
0.625*
0.237
0.841***

-0.195***
-0.004

β
0.047*
0.018
0.461***

-0.176***
-0.013

R
0.538

ΔR2

0.000
F

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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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问题行为，降低不良同伴的影响，而父亲温暖的

主效应虽然显著，但父亲温暖对青少年交往不良同

伴对自身的问题行为的影响方面并不具有调节作

用。

父母的监管之所以能够减少青少年问题行为，

降低交往不良同伴对青少年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

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家庭是一个重要的内部和外

部控制来源[24]，监管行为不仅针对青少年的社会网

络，诸如：青少年的朋友，而且，还包括一些纪律措

施，诸如：严格但可接受的行为准则以及需遵循的规

范 [1]。随着父母监管水平的升高,父母对孩子的行

为、交往和生活越了解, 越能预见孩子的思想和行

为发展, 就能把孩子的思想、行为维持在正常的轨

道之中[10]。原因之二，父母对青少年的监管属于社

会联结的一个重要部分 [3]，与父母的联结可以使得

青少年通过产生与父母标准共鸣的内在标准来减少

不良同伴影响[25]，防止滋生危险行为。相比较而言，

中国的青少年能理解父母严格管束是为了自己好,
他们对父母制定的明确规则逐渐内化,比西方的青

少年更能接纳父母对自己的监管[26]。原因之三，虽

然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同伴变得更加重要，但他们并

没有替代父母作为青少年行为的影响源[27，28]。

母亲温暖可以减少青少年问题行为，降低交往

不良同伴对青少年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的原因可能

在于，作为一种保护因素，母亲的温暖和积极的情感

表达有助于青少年正向情感的激发、积极情绪的调

节及适应能力的增强。例如：Chester，Jones和Zalot
等人在对 242个美国非洲裔单亲家庭的 7-15岁青

少年的研究中发现，拥有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高水

平的支持和温暖及对孩子活动的高水平关注）的青

少年，其最好朋友的品质不会跟自身的问题行为有

重大关联，反之，关联重大 [29]。Palmer的研究也表

明，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的教养方式越温暖、投入，

他们的不良行为就越少[30]。

温暖、支持的家庭环境有助于父母与青少年之

间更为直接、开放地讨论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的分歧，

减少可能出现的沟通的困难和问题，使亲子关系不

断改善、提高。此外，温暖、及时回应,同时积极规范

孩子的行为往往能够营造促使孩子自我袒露的家庭

气氛,父母因此对孩子有更多的知晓 [31]，从而及时、

有效地对孩子的同伴交往提供建议和指导。

在本研究中发现，父亲温暖这一变量在青少年

交往不良同伴对自身的问题行为的影响方面并不具

备调节作用，其原因首先可能与父母通常在家庭中

不同的角色地位有关。按照Freud对父母的角色的

划分：父亲的责任在于提供规则和纪律，母亲则提供

爱与温暖[32]；母亲对孩子的关怀的投入要多一些，父

亲更多的是参与家庭的经济生活的管理，而不是对

孩子的养育[33]。其次，研究发现，在家庭成员的沟通

中，母亲比父亲更主动。母亲更多是交谈的发起者，

母亲比父亲更能接受孩子的观点[34]；例如：在一些研

究中，青少年报告，与母亲的沟通频率比与父亲的沟

通频率要高，而且，与母亲的沟通伴随的积极情感明

显多于与父亲的沟通。青少年认为，母亲对孩子的

日常问题更感兴趣，更开放，更能理解和接受孩子，

也更能与子女达成一致意见[35]，青少年更愿意跟母

亲袒露自己的心声。最后，可能由于母亲在家庭中

所扮演的角色的作用及与青少年沟通的频率高于父

亲，对自己的青少年期的孩子的知晓度也相对较高，

因此，母亲的温暖更易被孩子感知并内化为个体正

向的行为。在中国家庭中,儿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

主要由母亲照料，因此，与母亲接触、交流的时间相

对较多，更易感知母亲的温暖。

由于本研究为横断研究，缺乏纵向追踪研究的

数据分析，而且，采用的是传统问卷法，只是单方面

的由青少年自我报告自己和同伴存在的问题行为以

及父母的监管和温暖的情况。因此，尚有一些局限

性。首先，在父母监管方面，只考察了客观监管的作

用，而缺少主观监管（青少年对父母监控的主观感知

情况）的研究。考察的结果可能带有主观偏差，可能

还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父母监管在青少年交往

不良同伴对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方面的作用。未来

的研究可以继续进行追踪研究，并结合父母报告进

一步考察不同报告者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从多个角

度考察父母监管在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对自身问题

行为的影响方面的作用。其次，考察的项目比较笼

统，缺乏对父母监管的具体方法（如：沟通、搜寻、控

制等）的考察。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增加父母监管

的具体方法、手段，并将父母监管和温暖进行整合，

进一步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考察前者是否受到后

者的调节。使研究的内容更加完善，结果更加有说

服力。此外，有关父母监管作用的考察，在今后的研

究中，还可以增加对不同性别和年龄的考察，这样可

能可以使得父母的监管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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