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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是以过分恐惧和担忧为主要体验的一组情

绪障碍，它涉及轻重程度不同但可相互过渡的一系

列情绪。青少年期是由儿童向成年的过渡期，由于

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他们的心理活动往往处于矛

盾状态，接踵而来的诸多新问题也使得他们面临种

种心理危机，从而表现出各种程度不一的焦虑问

题。研究显示，我国青少年焦虑的总发生率为

20.3%[1]。这些焦虑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干预或

治疗，可能会加剧成年期焦虑障碍个案的比例。因

此，探索青少年期焦虑的危险和保护因素倍受该领

域研究者的关注。

依恋是指个体与重要他人(尤其是父母)形成的

稳固而持续的情感联结。青少年焦虑的产生与亲子

依恋质量存在密切关系，然而早期研究主要着眼于

母子依恋 [2，3]。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母子

依恋与父子依恋具有不同的特点，它们各自以不同

的方式影响个体焦虑的发展[3，4]。有研究甚至指出，

父子依恋在个体发展中的作用超过了母子依恋 [4]。

除亲子依恋外，青少年还发展了重要的同伴依恋关

系，开始越来越多的向同伴寻求情感支持，以满足归

属与爱的需要并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焦虑情境，

如亲子冲突、学业失败等。有研究认为，同伴依恋可

以有效降低青少年焦虑水平，甚至对心理健康的影

响比亲子依恋更为重要 [2]。也有研究认为，亲子依

恋的质量虽然随着亲子冲突的增加而有所降低，但

对青少年焦虑、抑郁等心理适应问题仍然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5]。因此，探讨依恋对青少年焦

虑的影响有必要综合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和同伴依

恋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

发展系统理论认为，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作为

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的两种重要且基本的关系，二

者并不是孤立起作用的。个体早期在家庭社会化过

程中所形成心理特点或品质可能会带到与同伴的交

往之中，即青少年与父母间的依恋关系可能会影响

到他们与同伴的依恋关系[6]。Ma与Huebner的研究

也发现，同伴依恋因概化了亲子依恋的品质而在亲

子依恋与青少年生活满意感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7]。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亲子依恋对青少年焦虑症状的

影响可能存在两种路径：既可以直接影响，也可以通

过同伴依恋间接影响青少年的焦虑症状。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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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拟综合考察亲子依恋、同伴依恋与青少年焦虑

症状的关系，以期揭示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对青少年

焦虑的直接影响作用以及通过同伴依恋对青少年焦

虑的间接影响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整群选取一所普通高中和四所普通初中的学生

共 961名进行集体问卷调查，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

有效被试907名。其中初一学生172名（男生83名，

女生 89名）、初二学生 203名（其中男生 96名，女生

107名）、初三学生157名（男生65名，女生92名）、高

一学生178名（男生91名，女生87名）、高二学生197
名（男生 83 名，女生 114 名）。平均年龄分别为：

13.99岁，15.03岁，15.97岁，17.34岁, 18.47岁。

1.2 工具

1.2.1 Spence 儿童焦虑量表中文版 采用 Spence
儿童焦虑量表中文版考察儿童的焦虑状况。量表共

38个项目，包括分离焦虑、躯体伤害恐惧、社交恐

惧、惊恐-广场恐怖症、强迫-冲动障碍和广泛性焦

虑 6个维度；采用 0-3级记分，得分越高，焦虑越严

重。国外研究表明，量表在6-19岁儿童青少年中具

有较好的适用性 [8，9]。Zhao，Xing和Wang的研究表

明，量表在我国8-15岁的小学和初中儿童中具有较

好的信度和效度[10]。在本研究样本中，总量表的α=
0.91，分量表的α系数在 0.58-0.74 之间。以 LIS⁃
REL8.7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CFI=0.93，
NNFI=0.92，IFI=0.93，RMSEA=0.06，SRMR=0.06。表

明量表在我国13-19岁青少年群体中同样具有较好

的适用性。

1.2.2 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量表（IPPA） 采用孙

育智、叶玉珠修订的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量表简版
[11]考察青少年的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亲子依恋共

40个项目(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各 20个，项目内容

相同)，同伴依恋20个项目；采用1-4级记分，得分越

高，依恋质量越高。该量表的原版(共 75个项目)在
中国大陆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4]。本研究样本

中，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的α系数均为 0.92，同伴依

恋的α系数为0.91。以LISREL8.70对亲子依恋量表

进行验证性分析显示，CFI=0.96，NNFI=0.95，IFI=
0.96，RMSEA=0.07，SRMR=0.06。对同伴依恋量表

进行验证性分析显示，CFI=0.97，NNFI=0.96，IFI=
0.97，RMSEA=0.07，SRMR=0.05。表明量表在本研

究样本中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2 结 果

2.1 相关分析

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显示，青少年的母子依恋、

父子依恋与同伴依恋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母子依

恋与青少年社交恐惧、恐慌-广场恐怖症、躯体伤害

恐惧、广泛性焦虑及焦虑总分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与

分离焦虑、强迫冲动障碍间相关不显著；父子依恋与

强迫冲动障碍间相关不显著，而与强迫冲动障碍外

的其他五种具体焦虑症状及焦虑总分之间呈显著负

相关；同伴依恋与青少年所有焦虑症状及焦虑总分

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具体见表1。
2.2 同伴依恋在母子、父子依恋与青少年焦虑间

的中介作用

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亲子依恋与焦虑总分均

呈显著负相关，而同伴依恋又分别与亲子依恋及焦

虑总分显著相关。这显示，同伴依恋可能在母子、父

子依恋与青少年焦虑间起中介作用。由于各量表分

数均为显变量，故采用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

检验模式以回归分析考察中介作用。

首先，考察同伴依恋在母子依恋与青少年焦虑

间的中介作用。第一步，以青少年焦虑总分为因变

量，以母子依恋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系数 c1

（即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总效应）；第二步，以同伴

依恋为因变量，以母子依恋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检验系数 a1（即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影响的效应）；第

三步，以青少年焦虑总分为因变量，以母子、同伴依

恋为自变量进行强迫回归分析，检验系数b1（中介变

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效应）和 c1’（即加入中介变量之

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直接影响的效应）。其次，以相同

的检验步骤考察同伴依恋在父子依恋与青少年焦虑

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发现（见表 2）：母子依恋可以较好地预测

青少年焦虑总分(c1 = -0.136，P<0.001)，并且在加入

同伴依恋后，回归模型对青少年焦虑的解释率由

0.014提高到 0.044。由于回归系数 a1（a1 = 0.421，P<
0.001）、b1（b1 =- 0.185，P<0.001）显著，c1’（c1’=-
0.046，P>0.05）不显著，表明同伴依恋在母子依恋对

青少年焦虑总分的影响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此

外，父子依恋可以较好地预测青少年的焦虑总分

(c1 =-0.230，P<0.001)，并且在加入同伴依恋后，回归

模型对青少年焦虑的解释率由 0.052提高到 0.063。
由于回归系数 a1（a1 =0.459，P<0.001）、b1（b1 =-0.126，
P<0.001）、c1’（c1’=-0.172，P<0.001）均显著，表明同

伴依恋在父子依恋对青少年焦虑总分的影响中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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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0.459×0.126/0.230=25.15％。

表2 同伴依恋在母子、父子依恋与青少年焦虑间的中介作用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母子依恋对青少年焦虑总分的影响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124x
m=0.421x
y=-0.046x
-0.185m

回归系数检验

SE=0.043, t=-3.762***
SE=0.019, t=13.969***
SE=0.047, t=-1.285
SE=0.070, t=-5.163***

父子依恋对青少年焦虑总分的影响

标准化回归方程

y=-0.230x
m=0.459x
y=-0.172x
-0.126m

回归系数检验

SE=0.042, t=-7.098***
SE=0.018, t=15.557***
SE=0.046, t=-4.749***
SE=0.076, t=-3.469***

3 讨 论

与已有研究相一致 [2]，本研究发现，亲子依恋、

同伴依恋与青少年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即亲子依

恋、同伴依恋质量越高，青少年的焦虑水平越低。这

一结果反映了依恋系统对个体压力情境的积极应

对。Bowlby指出，安全型依恋能够为发展中的个体

提供诸如“安全基地”、“避风港”以及“寻求亲近”的

功能，从而有效地调适着个体的情绪[12]。青少年正

处于人生中重要的转折过渡期，所面临的大量焦虑

问题也使得依恋的功能在这一阶段被强烈的激活
[12]。因此，无论是高质量的亲子依恋，还是同伴依恋

都能够为青少年心理发展提供有效的情感支持，从

而降低了青少年焦虑水平[2]。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的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呈

显著正相关，即亲子依恋质量越高，同伴依恋质量越

高。这与Wainright及 Patterson的研究较为一致 [6]。

可能是因为，个体在早期亲子关系中形成的关于自

我及他人的心理表征是比较稳定的，不仅贯穿于个

体毕生发展之中，也影响家庭外的人际关系，如同伴

关系的建立与维系 [7]。此外，Armsden与 Greenberg
也指出，拥有高质量亲子依恋关系的青少年由于建

构了对自我及他人积极的心理表征，会倾向于认为

自己值得别人关爱而他人也是值得信赖的，从而发

展了高质量的同伴依恋关系 [5]。因此，亲子依恋与

同伴依恋在质量上存在较强的一致性。

中介效应分析显示：母子依恋主要通过同伴依

恋间接影响青少年的焦虑症状，父子依恋既可以直

接影响，也可以通过同伴依恋间接影响青少年的焦

虑症状。原因可能在于：受我国“男主外、女主内”家

庭分工格局及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母子依恋

和父子依恋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有研究指出，母子依恋主要为青少年提供生活照料

及行为方面的指导，并对青少年同伴交往诸方面的

影响较父亲更大[13]。然而，随独立意识的不断增强，

青少年与同伴待在一起的时间增多，与母亲沟通、交

流的频次与时间逐渐减少，并出现了较多的母子冲

突[14]。这就使得母子依恋很少再对青少年日常生活

中所遭遇的种种焦虑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而

主要通过对同伴依恋关系的建构等方式间接影响青

少年焦虑症状。与母亲相比，父亲是“对青少年发展

的长期目标（如升学、就业等）负责的权威人物”[14]，

主要为青少年提供安全及支持性策略。因此，父子

依恋依靠强大而独特的父性权威，不仅能够为青少

年发展提供应对困难与挑战的信心、勇气与力量，直

表1 母子、父子、同伴依恋与青少年焦虑之间的Person相关分析

mo
fa
fr
j1
j2
j3
j4
j5
j6
j7
M
SD

mo
1
0.596**
0.383**

-0.013
-0.154**
0.013

-0.184**
-0.095**
-0.168**
-0.136**
3.79
1.61

fa

1
0.381**

-0.102**
-0.237**
-0.057
-0.249**
-0.185**
-0.234**
-0.237**
3.53
1.65

fr

1
-0.160**
-0.182**
-0.116**
-0.194**
-0.086**
-0.176**
-0.204**
3.22
1.02

j1

1
0.537**
0.393**
0.514**
0.530**
0.554**
0.775**
4.72
2.88

j2

1
0.397**
0.473**
0.489**
0.600**
0.765**
6.66
2.87

j3

1
0.422**
0.301**
0.485**
0.662**
6.54
2.95

j4

1
0.474**
0.593**
0.794**
4.90
3.71

j5

1
0.489**
0.717**
4.27
2.76

j6

1
0.811**
5.36
2.54

j7

1
32.46
13.36

注：mo、fa、fr分别指母子依恋、父子依恋与同伴依恋；j1-j7分别指青少年的分离焦虑、社交恐惧、强迫冲动障碍、恐慌-广场恐怖

症、躯体伤害恐惧、广泛性焦虑和焦虑总分；*P<0.05，**P<0.01，***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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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缓解焦虑情绪 [3]，也可以通过同伴依恋间接影响

青少年焦虑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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