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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父母关系感知的概念结构，编制测量大学生对父母关系感知的问卷，探索大学生对父母关系的

感知与大学生的安全感和焦虑感的关系。 方法：通过访谈法获得大学生对父母关系感知的主观评估，编制大学生父

母关系感知问卷项目，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 477 名大学生的父母关系感知数据的内部结构进

行探讨，并对父母关系感知与安全感、特质焦虑的关系进行探究。 结果：大学生父母关系感知问卷由三因子组成，累

积方差贡献率为 63.0%，分别命名为父母关系消极感知、父母关系积极感知和父母关系绝望感。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

GFI 为 0.86，AGFI 为 0.82，CFI 为 0.92, RMSEA 为 0.065。 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良好。 父母关系感知可聚

类为父母关系最好型、父母关系中等型和父母关系最差型，不同类型在安全感和特质焦虑上差异显著。 父母关系消

极感知和父母关系积极感知可显著预测安全感和特质焦虑。 结论:父母关系感知问卷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和

临床实用价值，父母关系感知对安全感和特质焦虑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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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questionnaire to measure the perceived inter-parental relationship and to explore
its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with security and trait anxiety. Methods: The study conducted the pre-test and test for as-
sessing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scale by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in 477 Chinese u-
niversity students. Results: There were three components that could explain 63.0% of the total variance. They were named
perceived negative inter-parental relationship, perceived positive inter-parental relationship, and hopelessness of inter-
parental relationship. The questionnaire had GFI 0.86, AGFI 0.82, CFI 0.92, and RMSEA 0.065 by CFA. The question-
naire had good internal consistent reliability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The perceived inter-parental relationship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yles, and each style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ecurity and trait anxiety. The perceived negative inter-
parental relationship and positive inter-parental relationship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security and trait anxiety. Conclu-
sion: The questionnaire of perceived inter-parental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has satisfactory psychomet-
ric characteristics and is suitable for clinical use. Perceived inter-parental relationship has important effects on security
and trait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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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关系又可称做父母婚姻关系， 是从子女的

角度出发， 对家庭中夫妻关系的感知。 父母互相理

解，沟通顺畅，会形成和谐的父母关系。同时，冲突也

是关系的典型特征，会对子女造成广泛的影响[1]。 尽

管绝大多数家庭都存在某种形式的冲突， 但当冲突

包括逐步上升的敌意、 暴力、 未解决的问题或冷漠

时，便会形成有害的环境，使子女担心他们的自身安

全和家庭幸福[2]。
马斯洛认为安全感是从焦虑和恐惧中分离出来

的，充满信心、安全和自由的体验， 是一种能满足个

体现在与未来已有和可能有的各种 需要的感觉 [3]。
他还认为“安全感是决定心理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
可以被看作是心理健康的同义词”[4]。 丛中和安丽娟

将安全感定义为 “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

险或风险的预感， 以及个体在应对处置时的有力或

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5]。
情绪安全理论 [6]认为处于父母冲突中的孩子最

重要的目标就是保持安全感。 目睹父母破坏性的冲

突会通过降低他们在各种家庭关系中保持情绪安全

的能力来增加孩子对心理问题的易感性。
有研究认为与教养问题相比， 父母冲突是影响

儿童不安全感（如痛苦、回避、消极表征）更紧密的变

量[7]。 父母关系紧张常会导致父母双方心情烦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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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气，类似的行为会破坏家庭环境氛围，使孩子情绪

随之紧张，形成不安全感，从而敏感多疑、自卑、偏

执、焦虑水平较高[8]。 王美芳等人对学前儿童的调查

也发现，父母的婚姻质量与儿童的焦虑显著负相关[9]。
目前缺乏从子女的角度对父母关系感知的测量

和研究，更缺乏研究探讨其与安全感的关系。而大学

生作为尝试脱离家庭的群体，要开始独自应对生活、
学习和工作中的问题，所面临的压力，容易唤起他们

的不安全感。在与父母保持一段距离后，他们会如何

评价父母间关系带给自己的感受， 这种感受对他们

的安全感和特质焦虑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这些都值

得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进行探究。 因此本研究试图

从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编制用于测量父母关系带给

子女感受的问卷， 并探究父母关系感知与安全感和

特质焦虑的关系。

1 大学生父母关系感知问卷的编制

1.1 理论建构及初始条目编写

对 5 名大学生被试进行了深度访谈， 主要侧重

于访谈对象对自己父母关系的描述、 父母关系对自

己的影响，尤其是情绪感受层面的影响。 另外对 15
名大学生进行半开放式访谈， 就父母关系感知这一

主题收集关键词和关键句。 根据情绪的积极和消极

二维理论， 按照父母关系带给子女的积极和消极感

知两个维度编写和整理问卷条目， 获得 33 个项目。
在 15 名本科生中进行初步预测，收集反馈意见。 并

请一位心理学专家和六位心理学研究生对预测问卷

题项进行讨论评阅， 最终根据所有意见对题项和文

字进行了相应修改， 形成了 27 个项目的预测问卷。

各维度题项随机排列，采用李克特式 5 点记分方式。

以性别、年龄、年级、专业、生源(农村或城市)，父母是

否离异，以及被试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为人口学变量。
1.2 项目筛选

探索性因素分析样本来自北京市某高校一、二

年级大学生。 发放 220 份问卷， 收回有效问卷 206
份。 其中男生 66 人，女生 140 人，平均年龄 19.4±0.9
岁；一年级 100 人，二年级 106 人；70 人来自农村，
136 人来自城市。

验证性因素分析样本来自北京市某高校一、二

年级大学生。 发放 300 份问卷， 收回有效问卷 271
份。 其中男 生 105 人， 女生 166 人， 平均年 龄 为

19.4±1.6 岁。 176 人为一年级，95 人为二年级。 121
人来自农村，153 人来自城市。

运用 t 检验法对初始问卷进行项目分析， 求出

每位被试在各维度的总分， 并按照总分进行高低排

序，区分出高分组(27%)和低分组(27%)。 依照高低分

组对每个题进行 t 检验。 经检验，所有题项均达显著

性水平。
1.3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对项目分析后的 27 个项目进行 Bartlett 球形检

验，Bartlett 值为 3911.77，P<0.0001，KMO=0.92。根据

理论构想，设定提取因子值为 2，得到方差贡献率分

别为 33.8%和 23.4%，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57.2%。 采

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斜交旋转(Promax，Kap-
pa=4)， 但旋转后出现多个项目跨两个因子的情况。
在未设定抽取因子个数的情况下， 综合特征值和陡

坡图， 得到 3 个因子。 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33.8%、
23.4%和 5.8%，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63.0%。 具体因子

载荷及共同性值详见表 1。 综合比较三因子和二因

子结构，前者在累积方差贡献率、碎石图和载荷等指

标上均优于二因子结构，且在理论上也可得到解释，
故选取 3 因子结构。

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内容，结合理论构想，将

3 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因子 1，父母关系消极感知，共

14 个项目。因子 2，父母关系积极感知，共 9 个项目。
因子 3，父母关系绝望感，共 4 个项目，表示个体对

父母关系绝望的感受， 是比消极感知更加强烈的负

面感受。

表 1 Promax 旋转后因子载荷及公共因子方差

表 2 父母关系感知模型的拟合指数

1.4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使用 Amos7.0 对 27 个项目的父母关系感知问

卷进行三因素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以极大似然

估计法检验模型的拟合程度，结果(见表 2) 发现，初

始模型的拟合指数稍不理想。 根据理论分析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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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残差值的提示，删除不合适项目，并允许同一

维度内修正指数较高的 10 对项目之间的残差相关，
最终确定三个因子：①父母关系消极感知，共 12 个

项目；②父母关系积极感知，共 9 个项目；③父母关

系绝望感，共 4 个项目。
1.5 父母关系感知问卷的信度检验

信度分析样本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样本，即

有效问卷 271 份。另外请 50 名大学生间隔两周填写

两次问卷，以获得重测信度数据。
检验结果表明，问卷各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

分别为：父母关系消极感知 0.92，父母关系积极感知

0.91，父母关系绝望感 0.84，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 三 个 维 度 的 分 半 信 度 分 别 为 0.87、0.86 和

0.85。 重测信度分别为 0.79、0.75 和 0.76。
1.6 父母关系感知问卷的效度检验

根据本研究编制问卷的研究假设，使用 BFS 心

境量表 [10]、安全感量表 [5]（Security Questionnaire，SQ）
和特质焦虑量表（TAI）[11]作为效标效度工具。

采用 BFS 心境量表与父母关系感知问卷 同时

施测，有效问卷为 206 份（男生 66 人，女生 140 人，
平均年龄 19.4±0.9 岁）。 同时施测安全感量表、特质

焦虑量表和父母关系感知问卷， 样本同验证性因素

分析。 父母关系感知与 BFS 情绪量表、安全感量表

和特质焦虑量表的相关分析结果分别见表 3、表 4。
在结构效度方面， 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

素分析的结果表明问卷具有三因子结构， 符合研究

设想，问卷具备较好的结构和理论效度。 另外，父母

关系感知问卷各因子间呈中度相关或不相关， 说明

因子间具有一定独立性； 各因子与问卷总分的相关

较强，说明各因子都是总问卷的组成部分。 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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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父母关系感知与安全感、特质焦虑的相关矩阵

表 5 三个因子之间及因子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2 大学生父母关系感知的特点及其与安全

感和特质焦虑的关系

2.1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编制的父母关系感知问卷， 安全感量

表[5]和特质焦虑量表[11]。
2.2 被试

同验证性因素分析样本。
2.3 结果

2.3.1 大学生父母关系感知的特点 以父母关系感

知的三因子为因变量，性别、年级和生源地为自变量

做多因素方差分析（MANOVA），结果表明各因子在

性别、 年级和生源地上均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性别在父母关系感知上的主效应显著 (F=8.68，P<
0.05)， 年级在父母关系消极感知和父母关系绝望感

上主效应显著(F=6.47，P<0.05；F=6.00，P<0.05)，生源

地的主效应不显著。事后检验表明，男性的父母关系

消极感知得分显著高于 女性 （34.24±12.95，30.62±
11.38；t=2.25，P<0.05）。 大二年级学生的父母关系消

极感知 （30.07±10.92，35.21±13.37；t=-3.17，P<0.01）
和父母关系绝望感（9.59±2.40，10.72±2.98；t=-3.13，
P<0.01） 均显著高于一年级。 选取父母关系消极感

知、 父母关系积极感知和父母关系绝望感三个变量

做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 采用 Ward’s Method
和 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 进行分析， 发现群数

为 3 个最为适宜。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用于聚类的

3 个变量在不同类型上均差异显著， 三个变量对分

类都有贡献。 详见表 6。 进一步的事后检验（LSD）发

现，类型 1、类型 2 和类型 3 在父母关系消极感知因

子上的得分依次为类型 1<类型 2<类型 3，其差异均

达到 0.001 显著性水平； 在父母关系积极感知因子

上的得分依次为类型 1>类型 3>类型 2，其差异均达

到 0.05-0.001 显著性水平；在父母关系绝望感因子

上的得分依次为类型 1<类型 2<类型 3，其差异均达

到 0.001 显著性水平。 定义类型 1 为父母关系最好

型，所在组被试（占总被试量的 45.8%）感知到的父

表 3 父母关系感知和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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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关系积极感受最强烈，消极感受最少；类型 2 为父

母关系中等型（占总被试量的 33.2%），所在组被试

感知到的父母关系处于中等水平； 类型 3 为父母关

系最差型（占总被试量的 21.0%），所在组被试感知

到的父母关系积极感受较少，消极感受最强烈。父母

关系感知类型的性别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χ2=8.47，
P<0.05）。 女大学生感知到更多的父母关系最好型，
更少的父母关系最差型。

表 6 不同类型父母关系感知的方差分析(x±s)

表 7 不同性别大学生三种父母关系类型分布

2.3.2 不同父母关系感知类型的大学生的安全感和特

质焦虑 以父母关系感知类型为自变量， 安全感和

特质焦虑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

8。 不同父母关系感知类型在安全感和特质焦虑上

均存在显著差异。 事后分析（LSD）发现在人际安全

感上，父母关系最好型显著高于父母关系中等型(P<
0.01)，父母关系中等型显著高于父母关系最差型(P<
0.01)；在确定控制感上父母关系最好型显著高于父

母关系中等型（P<0.001），父母关系中等型显著高于

父母关系最差型（P<0.05）；在特质焦虑上父母关系

最好型显著低于父母关系中等型（P<0.001），父母关

系中等型显著低于父母关系最差型（P<0.05）。

表 8 不同类型父母关系感知在安全感上的差异分析(x±s)

表 9 父母关系感知对安全感和特质焦虑的回归分析

2.3.3 父母关系感知对安全感和特质焦虑的回归分

析 采用逐步回归（Stepwise）考察父母关系感知对

安全感和特质焦虑的预测作用。结果表明，父母关系

感知中的父母关系消极感知和积极感知两个维度对

人际安全感、 确定控制感和特质焦虑的预测作用显

著，其解释率分别为 20.9%、26.0%和 23.1%。见表 9。

3 讨 论

三维度、25 个条目构成的父母关系感知问卷的

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都满足心 理测量学标

准，结构效度与效标关联效度也符合要求。
本研究中男性的父母关系消极感知得分显著高

于女性，这与已有的研究存在差异。 曾有研究表明，
在父母发生冲突时， 女孩在情绪反应方面的得分高

于男孩 [12，13]。 这表明可能男生不会像女生那样表达

自己的情绪，但对父母关系的消极感受可能更强烈。
大二学生的父母关系消极感知和父母关系绝望感显

著高于大一学生。 这可能因为大一学生刚刚离开家

庭，进入学校的新环境，对家庭比较留恋，对家庭氛

围和父母关系的消极感受相对较弱。
聚类分析发现大学生父母关系感知存在三种类

型，父母关系最好型、中等型和最差型。 这一分类与

Davies 等人提出的父母情绪安全三类型（安全型、冷

漠型和占有型）类似。 Davies 等人发现，安全型情绪

所占比例最大，约占 54%；冷漠型其次，约占 27%；
占有型最少，约占 20%[13]。 虽然两种类型划分所使用

的问卷不同，但结果类似，其中父母关系最好型接近

安全型，父母关系中等型接近于冷漠型，父母关系最

差型接近于先占型，两种划分方式的类型比例也接近。
研究表明父母关系引发的情绪不安全易导致心

理健康问题[14]。本研究支持这个结论。父母关系消极

感知和父母关系绝望感与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

显著负相关，与特质焦虑显著正相关；父母关系积极

感知和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显著正相关， 与特

质焦虑显著负相关。 回归分析也表明父母关系感知

对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有显著的向预测作用，
对特质焦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不同父母关系感知

类型的被试在安全感上和特质焦虑上也存在显著差

异。总的来看，父母关系最好型被试的安全感优于父

母关系中等型， 父母关系中等型优于父母关系最差

型。 父母关系最好型被试的特质焦虑少于父母关系

中等型， 父母关系中等型被试的特质焦虑少于父母

关系最差型。 这表明大学生被试感知到的父母关系

越消极，他们就相 应 的 体验到更少的安全感和更多

的特质焦虑，感知到的父母关系越积极，就体验到更

多的安全感和更少的特质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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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此方面的培养时，可以参考相关的人格维度，结合

人格培养对其进行共情训练和利他行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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