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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孕妇的依恋类型、社会支持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关系问卷（RQ）和亲密关系经历量表

（ECR）中文版，以及社会支持量表，对 1070 名孕妇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①孕妇的依恋类型分布：安全型 64.0%、轻视

型 17.8%、倾注型 14.2%、害怕型 4.1%；②四种依恋类型的孕妇在“主观支持”得分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但在“客观支

持”得分上，安全型（10.39±3.47）显著高于轻视型（9.21±3.11）、倾注型（9.20±3.08）和害怕型（9.17±3.73，F（3，1030）＝9.83，
P<0.01）。 在“支 持 利 用 度”得 分 上，安 全 型（8.32±1.92）显 著 高 于 轻 视 型（7.64±1.86）、倾 注 型（7.57±1.70）和 害 怕 型

（7.60±1.95，F（3，1030）＝11.51，P<0.05）。 ③依恋回避与“支持利用度”（r=-0.205，P<0.01）和“总的社会支持” （r=-0.230，P<
0.01）呈显著负相关。④依恋焦虑与“客观支持”（r=-0.111，P<0.01）、“总的社会支持”（r=-0.123，P<0.01）均呈显著负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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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adult attachment with social support in pregnant women. Methods: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RQ) and Experience of Close Relationships(ECR) Inventory were used to measure participants’
adult attachment. Social support scale was used to measure subjects’ social support. Results: ①Distribution of adult at-
tachment style in pregnant women were: 64.0% secure, 17.8% dismissing, 14.2% preoccupied and 4.1% fearful. ②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four attachment groups on ‘subjective support’; but secure participants （10.39±
3.47） got significant higher score on ‘objective support’ than dismissing（9.21±3.11）, preoccupied(9.20±3.08) and fearful
（9.17±3.73, F＝9.83, P<0.01）; Moreover, secure participants（8.32±1.92） got significant higher score on ‘support availabil-
ity’ than dismissing （7.64±1.86）, preoccupied （7.57±1.70）and fearful （7.60±1.95, F （3，1064）＝11.51, P<0.05）. ③Score of
adult avoidance had negative correlations with ‘support availability’（r=-0.205, P<0.01） and ‘total score of social sup-
port’（r=-0.230, P<0.01）. ④Attachment anxiety had negative correlations with ‘objective support’（r=-0.111, P<0.01）
and ‘total score of social support’（r=-0.123,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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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的心理保健已经成为围产保健中一个不可

或缺的部分，妊娠是育龄妇女自然的生理现象，但妊

娠本身对孕妇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生理变化和心理应

激过程 [1]。 对这种现实生活中特定应激源的重要应

对方式之一是激活自身的依恋系统 [2]。 所谓依恋是

指儿童和抚养者之间形成的一种强烈的情感联接，
在婴儿期与父母行为交互作用的过程中， 个体会发

展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表征系统———“内部活动

模型”[3]。 该模型包括他人模型和自 我模型两个 部

分， 并会由此影响到成人期的人际关系及情绪调节

的策略，帮助个体解释他人行为的含义，并对将来行

为进行预测[4]。 根据内部工作模型的差异， 研究者[5]

将成人的依恋类型分为安全型、回避型、倾注型和害

怕型四种，也有研究者[6]认为从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

两个维度对成人依恋进行测量。此外，内部工作模型

还可以影响到社会支持 的 可 获 得 性 和寻求支持动

机[7]。 而社会支持是个体所受到的来自其所在的社

会网络成员的关心、尊重的一种行为和信息，直接反

映着个体和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和质量[8]，社会支持

水平被认为是个体身心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的重

要影响因素 [9]，也是促进孕妇身心健康的重要资源 [10]。

因此，探讨孕妇的依恋类型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对孕

妇的围产保健有重要的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北京、河北、陕西、天津等地通过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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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综合医院的妇产科， 选择来院进行孕期检查的孕

妇，共 1070 名，其中北京 318 名（29.7%），西安 116
名 （10.8% ），石 家 庄 460 名 （43.0% ），天 津 176 名

（16.4%）。 年龄从 18－42 岁，平均年龄 27.8±3.8 岁。
孕周范围 1－41 周，平均孕周为 26.4±10.9 周。
1.2 测评工具

1.2.1 关系问卷（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RQ） [5]

包括 4 段短文，分别描述成人依恋的 4 种基本类型，
要求被试对每段短文在 7 点量表上进行评价， 并选

择一种“最符合的依恋类型”。
1.2.2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xperiences of Close Rela-
tionship Inventory，ECR） [6] Brennan 等 人 编 制 ，包

括 36 题，7 点量表， 其中 18 道题测量依恋回避，18
道题测量依恋焦虑。 该量表中文修订版 [11]有良好的

信效度。
1.2.3 社会支持量表[12] 肖水源编制，共 10 个条目，
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以及总

的支持度四个指标。

1.3 实施程序

征得孕妇同意后发给问卷，单独完成，并及时回

收。 数据收集后，采用 SPSS17.0 进行描述性统计、相

关分析、方差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用 RQ 测量的依恋类型

34 人没有选择最适合的依恋类型，作为缺失值

处理。 1036 名孕妇依恋类型分布是：安全型 663 人

（64.0%）、 轻视型 184 人 （17.8%）、 倾注型 147 人

（14.2%）、害怕型 42 人（4.1%）。
2.2 量表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ECR 量表及社会支持量表各指标得分及 相关

分析结果见表 1。
2.3 四种依恋类型孕妇社会支持和依恋维度比较

分别以 ECR 量表及社会支持量表各指标得分

作为因变量，用四种依恋类型作为自变量，进行方差

分析，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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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量表得分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M±SD；r）

表 2 四种依恋类型的被试在各量表得分上的差异比较（M±SD）

表 3 不同孕期的被试在各量表得分的差异比较（M±SD）

2.4 不同孕期的被试在各量表指标上得分的差异

通常把 12 周以内称为孕早期，有 154 人(14.8%)；
12 至 28 周为孕中期，共 373 人(35.9%)；孕周 28 周

以上为孕晚期，有 513 人(49.3%)。 把孕周作为自变

量，各量表指标的得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

见表 3。

3 讨 论

孕妇的依恋类型分布与大学生样本中 [9，11]得到

的结果相一致，但与手术患者 [13]的分布比例差异较

大（手术患者中安全型只占 36%，轻视型 40%，矛盾

型 12%，害怕型 12%），这表明不同性质生活事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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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激活了不同的依恋功能。生病住院且面临手术，对

患者而言是一个极为显著的负性应激事件 [13]，手术

的结果很难通过他人的帮助加以应对， 而对育龄妇

女而言，怀孕分娩是正常的生理过程，是一种正性的

应激事件， 良好的亲密关系和社会支持就显得尤为

重要[14]，此时依恋的安全基地功能表现比较充分，这

反映出依恋类型情境依赖性的特点 [7]。 同时，RQ 和

ECR 两种测量的结果也可以相互印证：在依恋回避

得分上，安全型孕妇最低，而轻视型和害怕型的得分

较高；在依恋焦虑上，安全型和轻视型的孕妇显著低

于倾注型和害怕型。 这是因为安全型和轻视型的孕

妇有正性的自我模型， 而倾注型和害怕型的孕妇具

有负性的自我模型[6，7]所致。
在社会支持得分上，除在“主观支持”上，四种依

恋类型的孕妇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之外，在“客观支

持”、“支持利用度”和“总社会支持”方面，安全型的

个体得分都要显著高于非安全型的个体。 这表明依

恋和社会支持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个体面对困难和

危险时，亲密关系中的社会支持显得更加重要，此时

的社会支持能够帮助他们获取信息或者行动指导，
并让他们感受到关爱， 从而成为积极应对困难的源

泉[14]。 孕妇毫无疑问地可以得到家人的支持，因此，
无论是哪种依恋类型的孕妇在主观支持上的得分都

较高，且没有差异。 但在客观支持上，安全型的被试

可以采取积极灵活的人际交往策略， 也善于利用周

围环境中得到的社会支持[15]。 而轻视型的孕妇自我

模型良好，认为自己可以独立应付困难，而不愿求助

于他人； 害怕型的孕妇由于自我模型和他人模型都

是负性的， 因而害怕被别人拒绝而不愿主动求助于

他人[16]。 倾注型依恋的孕妇通常具有良好的他人模

型，他们更愿意求助于别人，在面临应激情景时，更

容易激活她们的依恋系统， 而她们的客观支持和对

支持的利用度得分并不高， 这可能与她们过分激活

依恋系统有关 [3]。 ECR 测得的两个维度与社会支持

的相关分析结果也证实：依恋回避得分越高，他人模

型越是负性的，故依恋回避与“支持利用度”和“总的

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而依恋焦虑程度越高，表

明自我模型越是负性的，它与“客观支持”和“总的社

会支持”得分呈显著负相关。
另一个有意义的结果是，在怀孕的不同阶段，孕

妇的社会支持得分会有显著性的差异。 孕早期的孕

妇“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总社会支持”得分

上都显著高于孕中期和孕晚期的孕妇， 这可能与刚

怀孕时的兴奋有关， 也可能与怀孕过程中的神经生

理、神经内分泌、神经免疫等中介机制来制约全身各

系统和器官的功能， 并直接影响孕妇的社会支持系

统有关[1]。 但这些中介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本

研究只是横断面调查而没有追踪数据， 而且妊娠过

程中还会出现如流产、堕胎等很多问题，也可能对孕

妇的依恋系统的激活， 以及社会支持系统会产生较

大影响[2]，需要深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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