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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心理控制与亲子关系质量的
关系：
儿童获益解释的调节作用
杨盼盼 1，周颖 2，刘俊升 1
（1.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上海 200234；2.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上海 201204）
【摘要】 目的：考察儿童中期父母心理控制与亲子关系质量的关系，以及儿童对父母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在其中
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父母心理控制量表(PPCQ)、关系网络问卷(NRI)和儿童获益解释量表(CBII)对 1143 名 4-8 年
级的儿童进行调查。结果：①男孩感知的父母心理控制均显著高于女孩，亲子关系质量则显著低于女孩；②小学生
报告的母亲心理控制显著低于中学生，
但对母亲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以及亲子关系的质量则显著高于中学生；
③儿

童的获益解释在父母心理控制对亲子关系质量的预测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在低获益解释组，父母心理控制可显著
负向预测亲子关系质量，
而上述效应在高获益解释组则不显著。结论：
儿童对父母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缓冲父母心理控制对亲子关系质量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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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parent- 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hildren’s beneficial interpretations in above relationships. Methods: Parental Psy⁃
chological Control Questionnaire(PPCQ),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Inventory(NRI) and Children Beneficial Interpretation

Inventory(CBII) were administrated to 1143 grade 4th to grade 8th students(558 boys, 585 girls). Results: ①Boys had higher
scores o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but lower scores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than girls. ②Primary school

students had lower scores on matern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but higher scores on beneficial interpretations and parent-

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than junior school students. ③The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parent-

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were moderated by children’s beneficial interpretations.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negatively

predicte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children who had lower scores on beneficial interpretations, but not in chil⁃
dren who had higher scores on beneficial interpretations. Conclusion: Children’s beneficial interpretations may buffer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on parent-children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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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父母教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心理
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的研究自 20 世纪 60 年代
开始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1]。所谓心理控制是
指父母对儿童情绪和心理方面的侵扰和操控[2]。典
型的心理控制包括爱的收回（love withdrawal）、内疚
感的引发（guilt induction）和羞辱（shaming）等行为[2，
3]
。研究发现，相较于西方父母，中国父母在日常生
活中会更多地采用这种教养方式影响和控制自己的
孩子[4]。从父母心理控制与儿童适应结果的关系来
看，
这种教养方式与儿童一系列内化问题行为（如抑
郁、焦虑等）和外化问题行为（如违纪、攻击等）[5，6]相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4CSH039）
通讯作者：周颖

联系，并且上述结果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7]。
亲子关系质量在父母心理控制和儿童适应结果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已有研究表明，亲子关系质量
取决于家庭教育，而父母的教养方式则在家庭教育
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父母的心理控制会唤
起儿童不安、生气、厌烦等消极情绪，很有可能会破
坏亲子关系的质量。如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与亲
子关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8，9]。不仅如此，追踪研究
的结果也表明，父母早期的心理控制能够预测后期
亲子关系的质量 [10]。也就是说，父母心理控制很有
可能是引发亲子关系不良的重要危险因子。而亲子
关系质量与儿童心理与行为适应的关系已经得到了
大量研究的证实 [11，12]。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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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缓解父母心理控制对亲子关系质量的消极影响应
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儿童对父母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beneficial in⁃

terpretations)很有可能在父母心理控制和亲子关系
质量之间起缓冲作用。所谓获益解释是指儿童在多

大程度上认可父母的教养行为，认为父母这样做是
[13]

为自己好 。如果儿童认为父母采用某种教养行为
的出发点是为了他们好，那么这种教养行为对关系
以及适应结果的破坏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已
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假说。如研究发
现，专制教养方式与儿童适应的关系存在文化差异
[14]

，而这一差异产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
[15]

同文化对这一教养方式的认可程度不同 。此外，
Camras 等人直接对比了中美儿童对父母专制教养
方式的获益解释，发现获益解释对专制教养行为与
儿童适应结果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13]。然而目前来
看，
已有的研究更多是在跨文化的研究框架下进行，

关系质量。该问卷共 15 个题目，包括陪伴、帮助、情

感支持、亲密和冲突 5 个维度。量表采用 5 点计分，
参照 Hazel 等人[17]的做法，将前四个维度的均分作为

亲子关系质量的指标，所得分数越高表明亲子关系
质量越高。在本研究中，母亲和父亲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均为 0.92。
1.2.3

儿童对父母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问卷

参

照 Camras 等人 的做法，在父母心理控制量表每个
[13]

项目的后面增加一个问题，
“ 父亲/母亲这样做是为

了我好”，来测量儿童对父母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
量表采用 5 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计

算 18 个项目的平均分，所得分数越高表明儿童越认
可父母的心理控制。在本研究中，母亲和父亲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为 0.92。

2
2.1

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化内的个体差异。此外，尚
没有研究涉及儿童对父母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及

结

果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如表 1 所示。

以性别和年级为自变量，父母心理控制、亲子关

其在父母教养行为和亲子关系质量之间所扮演的角

系质量以及儿童对父母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为因变

色。

量做多元方差分析（MANOVA），结果表明：性别的
本研究旨在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父母心理控

制与亲子关系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儿童对父母心
理控制的获益解释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的
基本假设为，父母心理控制可以负向预测亲子关系
质量，而儿童对父母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可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心理控制对亲子关系质量的消极影响。

1

对象

所小学的 4-8 年级学生共 1143 人为研究对象。其
中，四年级 262 人，五年级 275 人，六年级 212 人，七
年级 177 人，八年级 217 人。男生 558 人，女生 585
人，
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11.78 岁（SD=1.57）。
1.2.1

研究工具

父母心理控制量表

采用 Yu 等人 [3] 编制的

父母心理控制量表测量儿童感知到的父母心理控
制。该量表由 18 个项目组成，采用 5 点记分（1=从

不，5=总是）。计算 18 个项目的平均分，所得分数越
高表明父母采取的心理控制程度越高。在本研究
中，
母亲和父亲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为 0.86。
1.2.2

1110)=5.30，P<0.01，ηp2=0.04；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
用不显著。进一步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父母
心 理 控 制 的 性 别 差 异 显 著 ，F(1，1115) =15.01 和

20.60，Ps<0.01，ηp2=0.01 和 0.02，男孩报告的父母心
显著，F(1，1115)=22.48 和 6.21，Ps<0.01，ηp2=0.02 和

采用方便取样方法，选取上海市两所初中和两

1.2

ηp2=0.04；年 级 的 主 效 应 显 著 ，Wilks’λ =0.96，F(6，

理控制均显著高于女孩。亲子关系质量的性别差异

对象与方法

1.1

主效应显著，Wilks’λ=0.96，F(6，1110)=7.67，P<0.01，

关系网络问卷
[16]

采用 Furman 和 Buhrmester

编制、田录梅等人 修订的关系网络问卷测量亲子

0.01，女孩报告的亲子关系质量均显著高于男孩。
母亲心理控制和对母亲心理控制获益解释的年级差
异显著，F(1，1115)=6.56 和 6.47，Ps<0.001，ηp2=0.01
和 0.01，小学生报告的母亲心理控制低于中学生，而
对母亲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高于初中生。亲子关系
质量的年级差异显著，F(1，1115)=23.42 和 34.32，Ps<

0.001，ηp2=0.02 和 0.03，小学生报告的亲子质量显著
高于初中生。各变量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
2.2

父母心理控制与亲子关系质量的关系：儿童

获益解释的调节作用

采用分层回归（Hierarchical Regression）考察父

母心理控制对亲子关系质量的预测作用，以及儿童

对父母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对上述预测关系的调节
作用。参照温忠麟等人 [18] 的建议，将性别和年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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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各个变量转为标准分。分层回归的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的结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对亲子关系质

量的预测受到儿童对父母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的调
节。为了进一步了解调节作用的本质，我们分别计
算儿童对父母心理控制获益解释取高值和低值（均
值上下一个标准差）时，父母心理控制对亲子关系质
量的预测效应。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表1

小学
男
母亲心理控制
对母亲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

表2

益解释较低的儿童，父母心理控制可以负向预测亲

3.49±0.91 3.02±0.88 3.12±0.98

子关系质量，而上述效应在高获益解释的儿童中不

2.29±0.68 2.53±0.66 2.39±0.68
3.50±0.79 3.46±0.66 3.46±0.67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

变量
1.母亲心理控制

1

2.母子关系质量

1

-0.06*

3.对母亲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 0.08**
4.父亲心理控制

2

-0.09**

6.对父亲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 0.11**

注：*P<0.05，**P<0.01，下同。

3

4

5

6

1

0.11**

0.23** 0.89**

1

0.10** 0.30**

1

母子
关系

年级
第二步 母亲心理控制
对母亲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

父子
关系

第三步 心理控制 x 获益解释
第一步 性别
年级
第二步 父亲心理控制
对父亲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
第三步 心理控制 x 获益解释

讨

论

本研究结果首先表明，父母心理控制和亲子关

△F

-0.14**

0.04

23.62**

0.30**

0.09

57.20**

-0.17**

0.04

21.08**

0.30**

0.09

56.99**

-0.06*
0.06*
0.08*

-0.06*

0.10**

0.01

0.01

著低于女孩。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 [8，9]。
总体而言，中国父母倾向于对男孩采用比较消极的
一些。这可能与某些与性别相联的特定因素有关。

△R2

β

0.14**

第一步 性别

3

教养方式，而男孩与父母的关系质量也会比女孩差

心理控制与亲子关系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
自变量

显著。

理控制得分显著高于女孩，而亲子关系质量得分显

1

0.76** 0.23** -0.04

儿童对父母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在父母

因变量

系质量的预测作用受儿童获益解释的调节。对于获

系质量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孩感知到的父母心

0.30** 1

0.83** -0.06

5.父子关系质量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父母心理控制对亲子关

3.55±0.77 3.46±0.66 3.44±0.67

3.75±0.91 3.21±0.89 3.42±0.97

3.57±0.74

对父亲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

女

3.57±0.74
3.31±0.95

父子关系质量

男

2.38±0.71 2.65±0.67 2.55±0.70

2.52±0.73

父亲心理控制

的预测：
儿童获益解释的调节作用

中学
女

父亲心理控制对父子关系质量

2.62±0.72
3.43±0.97

母子关系质量

表3

图2

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M±SD）

5.2*

12.21**

而从年级差异的结果来看，母亲的心理控制、亲子关
系以及儿童对母亲心理控制的获益解释有显著的年
级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知觉到的母亲心理
控制逐渐上升，而对这一教养行为的认可程度逐渐
下降，亲子关系质量也呈下降趋势。这可能与儿童
青春期的心理发展特点有关。在这一阶段，个体的
独立和自主需求逐渐显现，其对父母的心理控制更
加敏感，其与父母的矛盾冲突愈加明显。
从相关分析结果来看，母亲的心理控制与其亲
子关系质量有显著的负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
一致[8，9]。回归分析也表明，父母的心理控制可以负
向预测亲子关系质量。父母心理控制能够影响亲子
关系质量很可能与依恋关系有关。根据依恋关系理
论，早期教养者给予儿童高反应性和可信赖的照料，
会使其形成安全的内部工作模式，这种内部工作模
式能够使儿童更加信任父母，从而产生更紧密的亲
子关系。但是，当父母有选择地表扬孩子时，儿童会

图1

母亲心理控制对母子关系质量

的预测：儿童获益解释的调节作用

认为父母的爱是基于他们的表现的，是一种有条件
的爱。这种认知会减少其与父母的信赖和亲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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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 K. Barber, B. K.

从而对亲子关质量带来消极影响。而从调节效应的

Barber(Eds.), Intrusive parenting: How psychological control

分析结果来看，父母的心理控制对亲子关系质量的

affect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ashington, DC, US:

预测作用受到儿童获益解释的调节。简单效应分析
的结果表明，
对于高获益解释组，父母心理控制无法
预测亲子关系质量，
但对于低获益解释组，父母的心

8

理控制能显著负向预测亲子关系质量。这表明，当

量。而当儿童不认可父母心理控制这一教养方式
时，
其对亲子关系的质量存在消极的影响。
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父母
心理控制对于亲子关系的不良影响，同时揭示了儿
童获益解释在其中扮演的调节作用。这一结果为未
来的预防和干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未来研究
应该进一步考察父母心理控制方式对儿童其他方面
发展的影响，
探索其他可能的保护因子，并通过设计
有针对性的辅导方案，帮助儿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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