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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养方式对超重/肥胖青少年
暴食行为的影响：
自尊的中介作用
谢爱，蔡太生，刘家僖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学研究所，长沙 410011）
【摘要】 目的：了解超重/肥胖青少年暴食行为的现状，探索自尊及父母教养方式与暴食行为的关系。方法：采用暴
食量表、自尊量表及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对 1144 名青少年进行集体施测。结果：①男生与女生在暴食行为上无
显著差异（t=1.522，P>0.05），而超重/肥胖组比正常体重组表现出更多的暴食行为（t=2.679，P<0.01）。②暴食与自尊
及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存在显著相关（r=0.171~0.846，P<0.01）。③自尊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暴食行为之间起中介作
用。结论：
自尊和父母教养方式与暴食密切相关，
自尊部分中介父母教养方式和暴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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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arenting Style on Binge Eating of Overweight/
Obese Adolescent: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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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current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situation of binge eating IN overweight/obese adolescent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binge eating. Methods: The Binge Eating Scale(BES),

the Self-esteem Scale(SES) and Short form of EMBU had been applied to 1144 adolescents. Results: ①There were no sig⁃
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binge eating(t=1.522, P>0.05), while overweight/obes group reported more binge eating than

normal weight group(t=2.679, P<0.01). ②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binge eating , self-esteem and parent⁃
ing style(r=0.171~0.846, P<0.01). ③ Self- esteem served as a mediator between parental style and binge eating. Conclu⁃
sion: Self-esteem and parenting style are both protective factor against binge 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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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食（Binge eating）是指在短时间内进食大量食

物并伴随失控制感的一种不良进食行为，是导致青
[1]

征突出 [5]。Arredondod 的研究也显示父母的正强化
可以增加儿童健康的饮食习惯，而父母的过度控制

少年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因素 。心理学家普遍认

可能会导致儿童的不良进食行为[6]。Pace 等人的研

为，
人格特质（如完美主义）和消极的教养方式（如心

究进一步发现，暴食与父亲的关爱负相关，
当父亲的

[2]

理控制）是暴食的主要影响因素 。自尊是个体对

关爱增加时，孩子的暴食趋于减少。并且恐惧型依

自我所持有的一种情感性评价，被认为是最能预测

恋会增加暴食行为的发生，而安全型依恋则会减少

情感和生活变化的个性变量。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
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子女的情感所表现出

暴食行为的发生[7]。同样，Mushquash 关于大学生母

女关系和暴食的研究也发现，母亲的过度控制会造

来的一种组合方式。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如监督、

成女儿的暴食行为，暴食可能是一种应对方式，
以此

赞扬、关爱等）会减少子女产生不良进食行为的风

来逃避与母亲的不融洽关系[8]。儿童的进食行为是

险，而消极的教养方式（如独裁、命令、冷漠等）则相

在家庭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并且依赖于父母的行为

[3]

反 。
家庭因素在进食障碍的发病、维持及好转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4]。曹思聪关于进食障碍患者家庭关

与态度，因而，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进食行为有着
深远持久的影响。另一方面，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青
少年的自尊发展有较好的预测作用[9]。混乱的家庭

系的研究就发现，进食障碍大多出现在不良家庭关

环境会降低个体的自尊和自我调节能力，而低自尊

系背景下，其中父女关系疏远、交流差、相处少等特

的青少年会有更多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评，对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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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身材可能存在着过分关注，这使得他们患进食障
碍的风险更大。研究发现，低自尊是导致暴食的一
个重要因素，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可以有效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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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食行为的发生 [10]。Button 通过纵向研究也发现，
11-12 岁的低自尊女孩很可能在 15-16 岁产生严重
的进食问题和其它心理问题，并且低自尊是判断个
体是否患进食障碍的重要标准之一[11]。与该结论一
致，Granillo 等的研究也证实，低自尊与进食障碍成
正相关，并且低自尊会造成体像认知偏差及暴食[12，
13]
。然而，Calam 的研究却显示，心理因素如自尊并
不能很好地预测进食障碍 [14]，这表明自尊对进食行
为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综上所述，父母教养方式、自尊及暴食行为密切
相关，
然而这三者的关系究竟如何，父母教养方式能
否通过自尊来间接影响暴食，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从湖南省长沙市某中学中抽取
初一至高三的学生。共发放问卷 1200 份，回收 1193
份，有效 1144 份，有效率为 95.89%。其中，初一 163
人，男生 71 女生 92，初二 150 人，男生 69 女生 81，初
三 160 人，男生 71 女生 89，高一 239 人，男生 100 女
生 139，高二 211 人，男生 100 女生 111，高三 221 人，
男 生 98 女 生 123。 年 龄 11- 17 岁 ，平 均 年 龄 为
14.69±4.53 岁。BMI 值 15.02-34.72，平均 BMI 值为
19.84±3.22。
1.2 工具
1.2.1 暴 食 量 表 中 文 版（Binge Eating Scale，BES）
选用陈薇等人修订的中文版 [15]，共 16 个条目，每个

条目有 3～4 个选项，量表总分为 0～46，小于 17 表
示无暴食，18～26 表示有中度暴食，大于 27 分表明
有严重暴食。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925。

1 暴食
2 自尊
3 父拒绝
4 母拒绝
5 父情感温暖
6 母情感温暖
7 父过度保护
8 母过度保护

1
-0.397**
0.559**
0.569**
-0.544**
-0.505**
0.510**
0.500**

表1

2

2.3

2

结

果

2.1

暴食在性别及体重上的均值比较
根据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对青少年 BMI 分类标
[18]
准 ，将被试按体重分为：正常组（943 人）和超重/肥
胖组（201 人）。检验暴食在性别及体重上的差异。
结果显示，男生与女生在暴食上得分无显著差异（t=
1.522，P>0.05），而超重/肥胖青少年比正常体重青少
年表现出更多的暴食行为（t=2.679，
P<0.01）。
2.2 自尊、
父母教养方式与暴食的相关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暴食与自尊、父/母情感温
暖的教养方式存在着显著负相关，而与父/母拒绝及
父/母过度保护的教方式成显著的正相关。并且，自
尊与父/母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成正相关，而与父/
母拒绝和父/母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成负相关。见
表 1。

自尊、父母教养方式与暴食的相关（r 值）

-0.216**
-0.179*
0.436**
0.354**
-0.195**
-0.171*

注：*P<0.05，
**P<0.01，***P<0.001，
下同。

1.2.2 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Scale，SES） 该
量表中文版在中国人群中具有较好的应用性 [16]，共
10 个条目，采用 4 点计分（1=非常符合，2=符合，3=
不符合，4=很不符合）。量表总分为 0～40，得分越
高，表明个体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32。
1.2.3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该量表中文版由
蒋奖等人修订 [17]，包括父亲版和母亲版各 21 个题
目，分为三个维度：拒绝、情感温暖及过度保护。量
表 采 用 4 点 计 分（1= 从 不 ，2= 偶 尔 ，3= 经 常 ，4= 总
是）。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86。
1.3 数据处理
数据录入及统计分析采用 SPSS20.0，对数据进
行均值比较、皮尔逊相关、回归分析，以 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3

4

5

6

7

8

0.811**
-0.479**
-0.491**
0.717**
0.607**

-0.468**
-0.499**
0.675**
0.608**

0.846**
-0.372**
-0.326**

-0.392**
-0.312**

0.835**

-

自尊在父母教养方式和暴食之间的中介作用

绝对自尊有负向预测作用；在加入中介变量自尊后，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检验自尊的中介作用。

父母拒绝对自尊的回归系数减弱。可见，自尊在父

结果显示，
父母拒绝对暴食有正向预测作用；父母拒

母拒绝和暴食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同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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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在父母情感温暖和暴食、父母过度保护和暴食之
间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见表 2，3，4。
表2

结果 预测
变量 变量
第一步 暴食 父拒绝
母拒绝
第二步 自尊 父拒绝
母拒绝
第三步 暴食 父拒绝
自尊
母拒绝
自尊
表3

识会使青少年缺乏安全感、认同感，容易导致低自尊

自尊在父/母拒绝和暴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步骤

F

R2

β

自尊在父/母情感温暖和暴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t

步骤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F
β
第一步 暴食
父过度保护 0.260 70.099*** 1.465
母过度保护 0.250 66.3476*** 1.492
第二步 自尊
父过度保护 0.038 7.891** -0.226
母过度保护 0.029 6.006*
-0.206
第三步 暴食
父过度保护 0.352 53.841*** 1.292
自尊

讨

父母情感温暖能够减少青少年的暴食行为，而父母
拒绝或过度保护则相反。这与前人发现的适宜性教
养方式与问题行为症状的低水平相关的结果一致
[22]

。不难理解，在家庭关系和睦，关爱更多的环境中

成长的个体身心更健康，积极的鼓励与包容有助于
自我意识的形成。而父母拒绝、冷漠会减少必要的
沟通与理解，拉大与孩子之间的距离。这种专制型
的教养方式容易使孩子变得懦弱、缺乏自信或者产

-7.076***
-3.038***

母教养方式和暴食之间的关系。这说明，在超重/肥

6.842***
5.340***

t

8.373***
8.145***

-2.809**
-2.451*

7.717***
-0.766 -5.297***

母过度保护
1.329 7.654***
0.350 53.262***
自尊
-0.795 -5.512***

3

他们更容易产生暴食行为[21]。另一方面，我们发现，

生逆反心理。父母的过度保护则限制了孩子的自

自尊在父/母过度保护和暴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2

。低自尊的个体往往对自身持负面评价，并且在

-9.151***
-8.260***

母情感温暖
-1.097 -6.606***
0.310 44.397***
自尊
-0.618 -3.945***

表4

[20]

控制自己的冲动性行为方面存在一定困难，这使得

t

0.313 90.606*** 2.135 9.519***
0.324 95.242*** 2.084 9.759***
0.046 9.693** -0.332 -3.113**
0.032 6.624* -0.265 -2.574*
1.897 8.763***
0.393 64.067***
-0.718 -5.109***
1.884 9.295***
0.413 69.772***
-0.755 -5.503***

R2
F
β
步骤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第一步 暴食
父情感温暖 0.296 83.735*** -1.398
母情感温暖 0.255 68.233*** -1.329
第二步 自尊
父情感温暖 0.190 46.810*** 0.452
母情感温暖 0.125 28.519*** 0.376
第三步 暴食
父情感温暖
-1.178
0.328 48.214***
自尊
-0.488

青春期是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混乱的自我意

论

本研究发现，相对于正常体重青少年，超重/肥
胖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的暴食行为。西方的研究发
现，暴 食 行 为 在 超 重 和 肥 胖 人 群 中 的 发 生 率（约
25%）明显高出正常体重人群（约 1%~3%），并且
12—17 岁超重/肥胖青少年的暴食流行率超过了
33% [10]。这表明，暴食行为在超重/肥胖青少年中广
泛存在。究其原因，暴食个体比非暴食个体更倾向
于高热量食物，且进食速度更快，更容易导致肥胖
[19]
。此外，超重/肥胖个体常常伴随着对体像不满，
充满自卑心理，这样的负面情绪往往会诱发更频繁
的暴饮暴食行为[1]。
相关分析显示，自尊与暴食显著负相关，这一结
果与 Pasold 研究结果一致 [10]，他认为自尊与暴食关
系密切，提高自尊水平可以有效地减少暴食行为。

由，使得孩子脆弱，
社会适应能力差。
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自尊部分中介父
胖青少年中，父母教养方式对暴食行为的影响有可
能是通过自尊来实现的。一方面，父母教养方式影
响了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另一方面，自尊水平也能对
暴食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自尊作为一个人格中介
变量，对个体的认知、行为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父
母对孩子采取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可以提高孩子
的自尊水平，让孩子对自我有正确的认识，
从而避免
不良行为。相反，父母拒绝、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可
能会降低孩子的自尊水平，低自尊水平的个体不能
积极地认同自己。肥胖青少年对自我的体像评价较
低，更期望从外界获得奖赏与鼓励。食物作为一种
物质奖励，能给个体带来迅速而强烈的满足感。因
此，暴食这一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很可能在超重/肥胖
青少年中固定下来。这提示我们，在面对青少年暴
食行为问题时，一方面，我们应该用更加积极的态度
去鼓励他们，帮助他们提高自尊水平。另一方面，父
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应尽量减少拒绝或过度保护
的态度，更多地采用情感温暖等积极的教养方式，引
导健康正常的进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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