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养育方式量表（PBI）在高职院校学生中的应用研究

高明 1，2， 周世杰 1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11；
2.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 目的：在高职院校学生中试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BI），对其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 方法：采用父母养育方

式量表(PBI)中文版，对 681 名高职院校学生施测。 结果：①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三个因子（关爱、鼓励自主、控制），母

亲版累积解释率为 43.71%，父亲版累计解释率为 44.20%。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拟合指标基本符合要求。②信度检验

显示：6 个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36～0.848，分半信度系数为 0.668～0.838。 ③PBI 中关爱、鼓励自主、控制

因子均与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因子、父母憎恶、忽视因子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结论：PBI 中文修订版的三因素结构在

中国高职院校学生中得到验证，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

【关键词】 父母养育方式问卷； 信度； 效度； 儿童期虐待； 依恋

中图分类号: R3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1)02-0198-02

Application of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GAO Ming， ZHOU Shi-jie

Medical Psychological Institute，Second Xiangya Hospital，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actorial structure of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 and test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681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Using SPSS for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Lisrel8.7 fo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①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ed in a three-factor solution, and the 3 factors could be specified as care, encouraging autonomy, and con-
trol, and the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this model provided a reasonable good fit for Chinese vo-
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②The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s for the six sub-scales ranged from 0.736 to 0.848, the
split-half coefficients from 0.668 to 0.838. ③Concurrent validity results showed that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s care, en-
couraging autonomy and control of PBI and attachment avoid, attachment anxiety, parents hating, parents ignoring was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three-factor model of PBI is adaptable to Chinese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PBI is a reliable and valid assessment of parenting styles.
【Key words】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Reliability； Validity

国内外诸多研究一致表明， 在所有影响儿童发

展的家庭因素中， 父母养育方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最大，也最直接。 目前，关于养育方式的评定工具主

要有 EMBU[1](Egna Minnen Betraffende Uppfostran)和
PBI[1-3](Parental Bongding Instrument)，它们被证明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并被广泛应用于成人精神病理研

究之中。 EMBU 在国内修订已久，目前，国内已有研

究者将 PBI 在大学生人群中进行修订[4]，但该量表在

高职院校学生中的应用研究还很缺乏。 本研究对该

量表在高职院校学生中的适用性及其信度和效度进

行检验， 为 PBI 在中国大学生中的应用进一步提供

测量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样本来自湖南省 2 所高职院校的在校学

生。 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 832 份，回收有

效样本 681 份，有效率为 81.9%。 男生 380 人，女生

301 人，平均年龄为 19.57±1.16 岁；大一 319 人，大

二 214 人，大三 148 人；独生子女 174 人，非独生子

女 507 人；城市 186 人，农村 495 人。
1.2 测量工具

1.2.1 父母养育方式量表中文版 （PBI） 本研究采

用杨红君 [4]等人于 2009 年确定的 PBI 的中译本，用

于测量个体 16 岁以前的父母养育方式， 分为父亲

版和母亲版，各 25 个条目。
1.2.2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 共 36 个条目，分

为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分量表[5]。
1.2.3 儿童期抚养和虐待经历问卷（CECA.Q） 包

括父憎恶、父忽视、母憎恶、母忽视 4 个因子[6]。
1.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7.0 和 Lisrel8.7 统计 软件对数据 进

行处理。通讯作者：周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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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固定取三个因子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得到母

亲版累计解释率为 43.71%。 父亲版累计解释率为

44.20%。 每个因子的条目数分别为 12、6 和 7，两个

版本的条目归属完全一致， 条目因子负荷绝大部分

达到 0.50 以上 （条目 10 在母亲控制因子上的负荷

为 0.482， 条 目 16 在 父 亲 关 爱 维 度 上 的 负 荷 为

0.492）。
2.2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结果

用 Lisrel8.7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三因素模型

的拟合结果显示， 母亲版 （M-PBI） 的 GFI、AGFI、
CFI、NFI、NNFI、IFI、χ2/df、REMEA 分 别 为 0.855、
0.827、0.915、0.894、0.907、0.916、5.122、0.079； 父 亲

版 （F-PBI）的 GFI、AGFI、CFI、NFI、NNFI、IFI、χ2/df、
REMEA 分 别 为 0.851、0.822、0.907、0.886、0.897、

0.907、5.331、0.081。 拟合结果相对较好。
2.3 信度分析结果

内部一致性分析显示， 两个版本的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736～0.848 之间，分半信度系数在 0.668～
0.838 之间。 见表 1。

表 1 Cronbach α 系数、分半相关系数

2.4 效标效度

父母关爱和鼓励自主与依恋回避、依恋焦虑，以

及虐待因子呈负相关，而父母控制则与依恋回避、依

恋焦虑以及虐待因子呈正相关。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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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一直以来，在关于 PBI 问卷的结构上，存在很大

争议。 PBI 问卷的编制者 Parker 在最初的探索性因

素分析中确定了 PBI 的二因素结构：关爱（care）和

过度保护(overprotect)，并在不同人群中验证了此结

构 [7]。 但在更多的研究中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支持

PBI 三因素结构， 如 Kendle 于 1996 年提出了关爱

（care）、保护(protective)和专制(authoritarian)[8]。 本研

究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认为三因子结构最佳，父

亲版和母亲版的条目归属完全一致。 研究中， 也尝

试提取 2 因子，结果与 Parker 的一致，但条目的因

子负荷偏低（16 个条目小于 0.5），累计解释率也只

有 35.386%和 35.712%，和 Parker 的结果相近 [7]。 本

研究对 PBI 的二因素模型和三因素模型分别进行了

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 三因素模型拟合度较

二因素模型优质。 虽然三因素模型拟合指数 GFI、
AGFI、NFI 没有达到 0.9，但已基本符合要求。

父母教养方式中的关爱和鼓励自主因子与依恋

焦虑、依恋回避以及童年期虐待呈负相关，而控制因

子与依恋焦虑、依恋回避以及童年期虐待呈正相关，
表明该量表具有一定的效标关联效度。 信度检验结

果显示各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均在 0.66 以上，基本达

到了心理测量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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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PBI 与依恋、童年期虐待的相关

注：*P＜0.05，**P＜0.01，***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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