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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教养投入（paternal involvement）与母亲教

养投入（maternal involvement）分别指父亲或母亲在

教养儿童的过程中，为了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而在

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参与。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投

入能够预测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适应，如提高青少

年的自我价值感 [1]，减少危险行为 [2]及欺凌行为 [3，4]。

与教养方式侧重于教养子女的风格不同，教养投入

侧重于教养子女的内容。Lamb等[5]根据父母与儿童

直接互动的程度，提出了教养投入的互动性、可及性

与责任性三维度结构模型。伍新春等在此基础上，

结合中国文化和时代特点对其三维度进行了修订，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父母教养投入的内容，适用

于中国家庭父母教养投入的研究[6]。修订后的父母

教养投入三维结构中，互动性指父母直接参与照顾

儿童的行为，即父母和儿童两者之间发生的直接接

触及信息流通，以行为为载体包括情绪交流等内

容。互动性是父母教养投入的最重要指标，在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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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研究者多采用互动性来测查父母的教养投

入行为 [7，8]。父亲教养投入的可及性与责任性均是

在父亲与儿童未发生直接互动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考

查，测量的是父亲对儿童的回应及对儿童发展所做

的准备、积累、规划等活动。这些活动儿童难以感

知，无法通过儿童他评的方式进行测量。

目前教养投入领域的相关研究多关注年幼儿童

的父母，鲜有研究探讨青少年家庭的父母教养投

入。Lamb[9]指出，虽然父亲教养投入与母亲教养投

入在结构上相同，但是二者在投入水平上存在差异，

而且这种差异是时间的函数，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

而变化。而青少年阶段是童年期到成年期的重要转

折期，是个体最容易出现适应不良的阶段。父母如

果仍然沿用童年期的教养行为，可能造成亲子冲突

加剧、青少年问题行为增多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对

于青少年期父母教养投入行为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考虑到Lazarus的应激-应对交互模型[10]，

个体通过对事件的评估从而形成意义，继而影响其

短期和长期结果。在对父母教养投入行为进行评价

时，采用青少年评价其感知到的父母教养投入行为，

可以有针对性地反应父母在教养方面的问题，为临

床评估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同时还可避免父母在

评价自身教养行为时的社会赞许性对数据的影响。

此外，在多子女家庭中，由于年龄、气质等因素，父母

对不同青少年的教养投入可能存在差异。虽然在父

母评估时，研究者会强调针对某一儿童的教养投入

行为进行评估，但无法排除父母评估的是教养投入

的一般性行为。因此，在考虑父母教养投入行为对

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时，青少年评价更为准确。

伍新春等人编制的父亲教养投入问卷[6]以修订

的Lamb三维结构模型为基础，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

与当代特色，反应了中国父亲教养投入的实际情

况。该问卷的互动性子问卷共包括五个维度，即生

活照顾、学业支持、情感交流、规则教导与休闲活动，

分别指满足儿童生理需要的日常照顾，满足儿童认

知发展所需要的辅导和教育，向儿童表达情感及分

享内心世界，促进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帮助儿童形成

规则意识，以放松娱乐为主的亲子互动等内容。该

问卷在多次测量中均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 [12，13]，基

于Lamb[9]提出的父亲教养投入与母亲教养投入存在

相同结构的观点，该问卷也可适用于母亲自评其教

养投入。

基于此，本研究拟在伍新春等 [6]编制的父亲教

养投入问卷互动性子问卷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青

少年评价的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以作为青少年

家庭父母教养投入行为的测量工具。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与过程

问卷修订过程共通过四次取样完成。第一次取

样（样本一）：在山西选取118名学生试测，考查父母

问卷是否符合青少年的语言习惯。第二次取样（样

本二）：在辽宁、北京、湖北、山东、贵州、河南、广东等

地采用方便取样，每个地区分别选择小学、初中及高

中学生进行施测，回收有效问卷3045份。其中男生

1385人（占45.5%），女生 1642人（占53.9%），性别信

息缺失 18 人（占 0.6%）；小学五年级 836 人（占

27.5%），初中二年级 1372人（占 45.0%），高中二年

级 837人（占 27.5%）；独生子女 1765人（占 58.0%），

非独生子女 1255人（占 41.2%），缺失信息 25人（占

0.8%）；平均年龄为14.08±2.33岁。在该群体中进行

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与效标效度分

析。第三次取样（样本三）：在北京、广西通过方便取

样选取小学六年级学生 119人、初中二年级学生 58
人、高中二年级 91人进行施测，在该群体中进行验

证性因素分析。第四次取样（样本四）：在北京、湖北

选取小学五年级学生90人、初中二年级学生77人、

高中二年级学生109人进行施测，并间隔15天后重

测，在该群体中分析重测信度。

本研究中所有样本群体都进行了筛查，排除了

单亲、离异家庭等特殊家庭结构，最终保留样本均为

双亲家庭。

1.2 问卷

1.2.1 教养投入问卷 父亲教养投入问卷互动性

子问卷共5个维度22个项目。其中，生活照顾包含

4个项目，学业支持包含 4个项目，情感交流包含 5
个项目，规则教导包含3个项目，休闲活动包含6个
项目。该问卷为父亲自评问卷，采用0-4级评分，父

亲根据自己最近一年以来投入儿童教养的行为频率

做出选择。问卷中所有题项均采用正向计分的方

式，无反向计分项目。父亲在某维度上的得分越高，

说明父亲在该维度上的教养投入频率越高。

鉴于父亲评价其自身教养投入问卷在已有研究

中信效度均良好，且在样本一的试测中，青少年填答

时无疑问，因此青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

在测量时，只将相应的称谓表述改为“爸爸”或“妈

妈”来测量青少年评价父亲或母亲教养投入行为，如

“我督促孩子做作业”修订为“爸爸督促我做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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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版），项目的内容、表述与问卷结构未做改动。

青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分为父亲版与母

亲版，其中父亲版测评的是青少年评价父亲的教养

投入行为，母亲版测评的是青少年评价母亲的教养

投入行为。问卷共22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0表示

“从不”，1表示“偶尔”，2表示“有时”，3表示“经常”，

4表示“总是”。

1.2.2 效标工具 考虑到已有研究发现父亲教养

投入对儿童社会性的积极作用[13]，同时效度的效标

工具选取中小学生学校适应行为量表[14]中的人际技

能维度，共14个项目，5点计分，1表示“从未发生”，2
表示“偶尔发生”，3表示“有时发生”，4表示“较常发

生”，5表示“经常发生”。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1.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6.0对数据进行相关

分析、主成分分析、信度分析等，采用Lisrel8.7进行

验证性因素分析及效标效度分析。

2 结 果

2.1 项目分析

采用样本二，通过两种方法对项目进行分析和

筛选：首先计算项目与量表总分的相关。根据项目

与量表总分间的相关系数，删除小于0.3的项目；其

次根据因素分析法，采用主成分因素分析及方差极

大正交旋转法提取共同因子，删除因子载荷小于0.3
的项目。经检验，22个项目与量表总分的相关、在

共同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 0.3，因此形成了 22个项

目的青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

2.2 效度

2.2.1 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样本二对问卷进行

探索性因素分析。首先对数据的适应性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父亲版问卷的KMO值为 0.96，Bartlett检
验χ2值为36057.29（P<0.001, df=231）；母亲版问卷的

KMO 值为 0.96，Bartlett 检验 χ2 值为 39359.51（P<
0.001, df=231），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通过

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父亲版提取出四个因子，

累积解释率为61.78%，经检验所有项目均满足因子

载荷临界值要求；母亲版也提取出四个因子，累积解

释率为63.89%，经检验所有项目均满足因子载荷临

界值要求。各项目的因子载荷见表1。

项目（父亲版）

1爸爸督促我做作业

2爸爸抽出时间跟我聊天

3爸爸纠正我的错误行为

4爸爸和我外出旅行

5爸爸跟我一起锻炼身体

6爸爸跟我一起做我想做的事情

7爸爸和我在家附近游玩

8爸爸和我一起去参观校外教育场所(如科技馆、图书馆、动物园等)
9爸爸和我谈论我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10爸爸用语言向我表达感情

11当我学习遇到问题时，爸爸为我解答

12爸爸和我谈论我感兴趣的事物

13当我需要看医生时，爸爸带我去

14爸爸教给我学习方法

15爸爸用肢体语言向我表达情感

16爸爸在家和我一起玩耍

17爸爸向我强调为人处世的道理（如对人有礼貌等）

18爸爸照顾我的生活起居

19爸爸接送我上学

20当我身体不舒服时，爸爸照顾我

21爸爸跟我讨论我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

22爸爸教育我要对自己的事情负责

因子一

0.594(0.490)

0.704(0.664)
0.715(0.759)
0.798(0.786)
0.755(0.772)
0.695(0.705)
0.552(0.514)
0.567(0.556)

(0.462)
0.643(0.636)

(0.414)
0.539(0.614)
0.710(0.734)

(0.402)

(0.445)

因子二

0.458(0.570)
0.639(0.664)

0.482(0.572)
(0.507)

(0.437)

0.775(0.719)

0.736(0.694)

因子三

0.577(0.627)

0.757(0.684)

0.717(0.702)

0.690(0.619)

因子四

0.678(0.686)

0.682(0.763)
0.609(0.407)
0.733(0.778)

表1 青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因子载荷值

注：1.因子一为情感休闲、因子二为规则教导、因子三为学业支持、因子四为生活照顾；2.括号外为父亲版数值，括号内为母亲版

数值；3.仅呈现载荷值大于0.4的数值；4.加粗处为量表所采用的项目与对应维度的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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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4、5、6、7、8、9、10、12、15、16属于因子

一，命名为“情感休闲”；项目 3、17、22属于因子二，

命名为“规则教导”；项目 1、11、14、21属于因子三，

命名为“学业支持”；项目13、18、19、20属于因子四，

命名为“生活照顾”。情感休闲维度解释了总变异的

25.45%（父亲）及26.39%（母亲），规则教导维度解释

了总变异的13.34%（父亲）及15.23%（母亲），学业支

持维度解释了总变异的12.06%（父亲）及11.71%（母

亲），生活照顾维度解释了总变异的 10.93%（父亲）

及10.56%（母亲）。

2.2.2 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样本三对修订的青

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

析，发现四维度模型在父亲版问卷及母亲版问卷中

均拟合良好，项目载荷均在0.3以上，各项拟合指标

如表2所示。

表2 青少年评价教养投入行为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2.2.3 效标效度分析 采用样本二对问卷进行同

时效度检验，通过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分析父亲和

母亲教养投入分别与人际技能的相关。结果发现模

型拟合良好，χ2=15234.29，df=1559，RMSEA=0.054，
NNFI=0.976，CFI=0.977；父亲教养投入行为各维度

与青少年人际技能总分呈显著正相关（r 情感休闲－人际=
0.44***, r规则教导－人际=0.35***, r学业支持-人际=0.35***, r生活照顾－人际

=0.31***），母亲教养投入行为各维度与青少年人际

技能总分也呈显著正相关（r情感休闲－人际=0.45***, r规则教导－

人际=0.39***, r学业支持－人际=0.38***, r生活照顾－人际=0.31***）。为

了判别父亲教养投入和母亲教养投入与青少年人际

技能相关的差异，进一步对相关系数进行了检验。

结果表明，父亲规则教导与青少年人际技能的相关

系数同母亲规则教导与青少年人际技能的相关系数

差异显著，Δχ2(1)=6.84，P<0.01；父亲学业支持与青

少年人际技能的相关系数同母亲学业支持与青少年

人际技能的相关系数差异显著，Δχ2(1)=3.97，P<
0.05。这说明母亲规则教导和学业支持均比父亲规

则教导和学业支持与青少年人际技能存在更密切的

关系。

2.3 信度

2.3.1 Cronbach’s α系数 采用样本二分别计算青

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的Cronbach’s α系
数，结果如表 3 所示，父亲与母亲各维度的 Cron⁃

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
表3 青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Cronbach’s α系数

2.3.2 重测信度 采用样本四计算问卷的重测信

度，结果如表 4所示，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均在 0.7以
上。

表4 青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重测信度

3 讨 论

本研究以父亲自评教养投入问卷[6]互动性子问

卷为基础，修订青少年评价的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

卷。父母与青少年的互动性教养投入可作为测量父

母教养投入行为的指标，青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

行为问卷分为父亲版与母亲版两个版本，分别测评

的是父亲或母亲的教养投入行为。本研究结果表

明，青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包括情感休

闲、规则教导、学业支持与生活照顾四个维度。

青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问卷的修订，采用青

少年评价的方式，不仅可以从青少年视角有针对性

地对父母教养投入行为进行评估，反应父母教养投

入存在的问题，为临床评估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而

且能够采用集体施测等方式，较经济地在一次或几

次取样中获得大量有代表性的样本，有利于研究的

推广。

青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没有完全与

父亲自评教养投入问卷互动性子问卷维度吻合，父

亲评价版中的情感交流与休闲活动聚合为一个维

度，命名为情感休闲；其他维度与父亲评价版相吻

合，分别为规则教导、学业支持与生活照顾。父亲评

价版问卷中情感交流指向儿童表达情感及分享内心

世界，休闲活动指以放松娱乐等为内容的亲子互

动。情感交流与休闲活动聚合在一起可能是因为父

母与青少年分享内心感受多发生在同青少年休闲娱

乐活动的过程中，因此虽然测量的是情感交流与休

闲活动两个因子，但两因子的变异可能是相似的。

父亲

母亲

χ2

474.886
588.278

df
203
203

RMSEA
0.075
0.091

NNFI
0.972
0.961

CFI
0.975
0.965

情感休闲

规则教导

学业支持

生活照顾

父亲

0.92
0.81
0.82
0.74

母亲

0.93
0.82
0.83
0.71

情感休闲

规则教导

学业支持

生活照顾

父亲

0.84***
0.78***
0.83***
0.82***

母亲

0.85***
0.73***
0.79***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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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休闲维度体现了父母在休闲娱乐活动中向青少

年表达情感的亲子互动过程，这也与中国父母向青

少年表达情感方式有限，多在玩乐与旅行过程中，而

非日常交流中传递情感有关。修订后的情感休闲维

度指父母与青少年共同参与的放松娱乐活动及在此

过程中的情感表达与分享。

规则教导、学业支持及生活照顾维度与原父亲

教养投入问卷的内涵相同，分别指促进青少年的社

会化发展、帮助青少年形成规则意识，满足青少年认

知发展所需要的辅导和教育，满足青少年生理需要

的日常照顾。

项目2“爸爸抽出时间跟我聊天”和项目9“爸爸

和我谈论我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在因子一情感休闲

和因子二规则教导的载荷均超过了 0.4。考虑到与

青少年聊天及谈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是父母教养投

入行为的重要表现，从项目表述上看与情感休闲维

度的内涵相契合，两个项目在因子一上的载荷也稍

大，且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良好，因此本研究将

项目2和项目9归在因子一情感休闲维度下。

青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修订后，父

亲版与母亲版的四个因子分别解释了方差变异的

61.78%和63.89%，说明修订后的青少年评价问卷具

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青少年评价版问卷分别验证了

父亲版与母亲版的四因素模型，说明修订后的青少

年评价问卷可以分别测查父亲与母亲的教养投入行

为。青少年评价父亲与母亲教养投入行为均与青少

年的人际技能呈现显著正相关，说明问卷具有较好

的同时效度。同时本研究发现，母亲规则教导和学

业支持与青少年人际技能的关系相较于父亲更为密

切，这与研究者认为父亲教养投入与母亲教养投入

对青少年心理适应的影响存在差异相一致[4]。本研

究结果显示，修订版问卷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
数在 0.7以上，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青少年在间隔 15天后再测，问卷各维度的重测

信度在0.7以上，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

总之，修订后的青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行为

问卷共22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可分别评估父亲或

母亲的教养投入行为。该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与效标效度，说明其能够反映父母的教养投入行为；

信度分析的结果表明，该问卷是可靠的测量工具。

因此，青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可作为青

少年家庭父母教养投入行为研究的有效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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