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7 No.4 2019

母亲教养效能指母亲对自身教养能力的知觉以

及对子女行为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能力信念[1]。作

为家庭中的核心成员，母亲承担着教养子女的重要

使命。高教养效能的母亲能够对儿童的需求积极回

应，倾向于选择积极的教养方式，能够为子女创设一

个和谐、温馨、适宜的家庭养育环境；低教养效能的

母亲教养压力较大，倾向于采用消极教养方式（专

制、控制等），难以正确应对儿童的问题行为[2，3]。

当前我国幼儿母亲主要以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

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为主，相比于上代母亲，这些

年轻母亲在相对丰富的物质环境中长大，受教育水

平更高，思想更为开放，教养效能可能表现出与上代

母亲不同的特点，需要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对其进

行评估与分析。国内外常用于测量父母教养效能的

量表可分为两类：一般教养效能量表和特殊教养效

能量表[2，4-6]。一般教养效能量表测量父母在整体教

养领域中的效能感。如Dumka等开发的《养育效能

量表》从整体上测量父母对其教养职责的自信程度
[6]。特殊教养效能量表测量父母在促进儿童多方面

发展的具体教养任务下的效能感。如Coleman等开

发的《教养任务效能量表》从学业支持、娱乐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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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组织纪律规范、情感支持和身体健康支持五个

维度测量父母教养效能 [4]。然而，父母在这两类量

表中的自我报告结果可能存在差异。Bandura认为，

相比于一般教养效能量表对个体效能的概括性测

量，特殊教养效能量表的测量结果与其实际行为的

关联度更强[7]。Coleman等的研究结果也证明，母亲

特殊教养效能与幼儿发展状况的相关高于同期测量

的一般教养效能，这说明特殊教养效能对幼儿实际

行为的预测比一般教养效能更准确[8]。为了全面真

实地测量母亲教养效能，Holloway等以日本幼儿母

亲为被试开发了可同时测量一般与特殊教养效能的

《教养效能量表》，这一量表一经开发就被用于日本、

韩国、美国的母亲群体，在各国的本土化检验中均报

告了符合心理测量标准的结果[2，9，10]。相比于其他针

对西方国家或更高年龄儿童母亲开发的教养效能量

表，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儿童年龄阶段使得该量表在

我国幼儿母亲群体中的适用性可能更强。因此，本

研究将对《教养效能量表》在我国幼儿母亲群体中应

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

大量研究表明，母亲教养效能显著负向预测儿

童的问题行为[11]。如，Weaver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控

制了2岁时的问题行为时，幼儿2岁时母亲的低教养

效能显著预测其4岁时的高问题行为[12]；Dekovi'c等
人也发现，母亲在孩子幼儿期的教养效能可以预测

其青少年时期的外显问题行为[13]。然而，Bandura将
教养效能划分为一般教养效能和特殊教养效能的观

点提示我们，母亲教养效能与幼儿问题行为的关系

不能一概而论，母亲在不同教养情景或任务中的效

能感不尽相同，与幼儿行为发展的关系也可能存在

差异。比如，有些母亲自信于自己的亲职身份，但在

与幼儿发展相关的某个具体教养任务中却信心不

足，教养效能体现出高理论低实践的特点，与幼儿问

题行为的关系也可能不同于其他教养效能类型的母

亲。本研究尝试在对母亲教养效能进行准确测量的

基础上，分析其特点与类型，对不同类型母亲教养效

能与幼儿问题行为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综上，本研究将首先对《教养效能量表》进行本

土化检验，为我国幼儿母亲教养效能的测量提供科

学有效的工具；其次利用检验后的《教养效能量表》

测量幼儿母亲教养效能，分析母亲教养效能的特点

与类型，并考察不同教养效能类型中母亲教养效能

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以期为不同类型的母亲提

升教养效能、减少幼儿问题行为提供实证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样本 1：以北京市 1019名幼儿母亲为研究对象

考察《教养效能量表》的信效度。其中，20-30岁的

母 亲 243 名（23.8%），31- 35 岁 的 母 亲 476 名

（46.71%），35岁以上的母亲300名（29.4%）。224名
（21.98%）母亲为高中及以下学历，795名（78.02%）

母亲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样本2：10个月后选取样本1中的419名幼儿母

亲为研究对象检验量表的重测信度。其中 153名

（36.5%）母亲为20-30岁，192名（45.8%）母亲为31-
35 岁，74 名（17.7%）母亲为 35 岁以上。 143 名

（34.13%）母亲为高中及以下学历，276名（65.87%）

母亲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样本3: 以广西省813名幼儿母亲为研究对象考

察母亲教养效能的现状及其与幼儿问题行为的关

系。20-30岁的母亲 131名（16.1%），31-35岁的母

亲 335 名（41.21%），35 岁 以 上 的 母 亲 347 名

（42.68%）。447名（54.98%）母亲为高中及以下学

历，366名（45.02%）母亲为本科以上学历。

1.2 工具

1.2.1 教养效能量表 由Holloway等编制 [2]，原量

表共31个项目，包括母亲一般教养效能（10个项目）

和特殊教养效能（21个项目）两个维度。修改部分

项目表述，使之更容易被我国母亲理解，包括第6项
“能树立礼貌行为的榜样”改为“能树立一个对他人

礼貌、尊敬的好榜样”；第8项“赞扬孩子”改为“当孩

子做得好时，能赞扬自己的孩子”；第9项“坚决地惩

罚孩子“改为“当孩子行为不端正时，坚决惩罚孩

子”。在项目分析和信效度分析中，根据内部一致

性、项目区分度和因子载荷等指标保留量表全部项

目。量表采用母亲自我报告，6级计分，从“1”到“6”
分别代表“非常不自信”到“非常自信”，得分越高表

示教养效能越高。

1.2.2 儿童长处与困难问卷 由Goodman编制 [14]，

共 25个项目，包括情感症状、品行问题、多动、同伴

问题、亲社会行为5个维度，每个维度5个项目。问

卷由母亲报告，3级计分，“1”到“3”分别代表从“完

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本研究采用情感症状、品

行问题、多动、同伴问题4个维度考察儿童的问题行

为，得分越高表示问题行为越严重。本研究中各维

度Cronbach’s α系数在0.60-0.7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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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过程与数据处理

首先，通过幼儿园教师给幼儿家长发放知情同

意书。取得家长的同意后，由受过专业培训的学前

教育专业研究生作为主试，委托幼儿园教师将问卷

发放给本班幼儿母亲，并在一周内回收。采用SPSS
21.0和Mplus 7.4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教养效能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2.1.1 项目分析 计算各维度总分及各项目与维

度总分间的相关，结果表明，全部项目与维度总分显

著相关（P<0.01），相关系数在 0.62-0.84之间。另

外，以各维度总分的高分 27%和低分 27%为分组标

准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发现高分组在所有项目上

得分显著高于低分组（P<0.001）。
2.1.2 验证性因素分析 在Mplus中用最大似然法

对教养效能量表的 2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

析。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2/df=4.62，CFI=0.93，TLI=
0.93，RMSEA=0.06，SRMR=0.04。31个项目载荷在

0.47-0.77之间（见表1）。
2.1.3 信度分析 以Cronbach’s α系数、分半信度

以及重测信度作为量表的信度指标。母亲一般教养

效能和特殊教养效能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91和0.96，分半信度分别为0.84和0.92，重测信度

分别为0.45和0.50。
2.1.4 测量等值检验 检验量表在北京母亲（样本

1）和广西母亲（样本 3）中的测量等值性，以证明量

表在两个地域间的可推广性。检验结果表明，量表

在两批母亲样本间的严格测量等值性较好（见表

2），说明以北京母亲为样本检验的教养效能量表可

推广用于测量广西母亲的教养效能。

表1 教养效能量表的项目载荷（N=1019）

形态等值

弱等值

强等值

严格等值

χ2

2514.293*
2594.167*
2900.872*
3215.338*

df
833
862
891
905

CFI
0.930
0.928
0.916
0.903

TLI
0.922
0.922
0.912
0.901

RMSEA（90%CI）
0.047[0.045-0.049]
0.047[0.045-0.049]
0.050[0.048-0.052]
0.053[0.051-0.055]

△CFI

-0.002
-0.012
-0.013

△TLI

0.000
-0.010
-0.011

△RMSEA

0.000
+0.003
+0.003

表2 教养效能量表两因素模型在北京、广西母亲中的测量等值性检验结果

注：*P<0.05, **P<0.01, ***P<0.001, 下同。

一般教养效能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载荷

0.73
0.75
0.56
0.61
0.77
0.77
0.75
0.75
0.47
0.71

特殊教养效能

项目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载荷

0.58
0.56
0.56
0.64
0.66
0.73
0.71
0.68
0.68
0.64
0.64
0.64
0.71
0.70
0.65
0.64
0.70
0.58
0.61
0.72
0.69

2.2 母亲教养效能的特点与类型

2.2.1 母亲教养效能的特点 以母亲一般和特殊

教养效能为因变量，进行3（幼儿年龄：小、中、大班）

*3（家庭SES：低、中、高）的多元方差分析。其中，家

庭 SES由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的标准化分数

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按比例合成[10]，并按得分

升序排列的前后 27%分为低、中、高三类。结果表

明，幼儿年龄在特殊教养效能上主效应显著，F(2,
813)=9.91，P<0.001；家庭 SES在一般教养效能上主

效应显著，F(2, 813)=4.03，P<0.05。幼儿年龄与家庭

SES在母亲一般与特殊教养效能上的交互作用不显

著。进一步的单变量方差分析显示，大班幼儿母亲

特殊教养效能显著高于中、小班幼儿母亲，高家庭

SES母亲的一般教养效能显著高于低家庭SES的母

亲。见表3。
2.2.2 母亲教养效能的类型 按母亲一般教养效

能与特殊教养效能得分的高低（以高分 50%和低分

50%为分组标准）将母亲教养效能分为四种类型。

其中不自信型（低一般效能、低特殊效能）母亲最多，

占比为39.2%；自信型（高一般效能、高特殊效能）母

亲次之，占 34.3%；理论型（高一般效能、低特殊效

能）和实践型（低一般效能、高特殊效能）的母亲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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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13.8%和12.7%。方差分析表明，不同教养效能类

型的母亲在一般与特殊教养效能两维度上的得分差

异均非常显著。见表4。
表3 不同幼儿年龄、家庭SES的母亲一般与

特殊教养效能的多因素方差分析（N=813）

表4 不同类型教养效能母亲的一般与特

殊教养效能平均分（标准差）的差异比较

2.3 母亲教养效能与幼儿问题行为的关系

2.3.1 母亲教养效能与幼儿问题行为的相关分析

对母亲一般、特殊教养效能与幼儿问题行为的各维

度的相关分析发现，母亲一般、特殊教养效能与幼儿

问题行为的各维度均显著相关（见表 5）。其中，特

殊教养效能与幼儿多动的相关高达-0.31。
表5 母亲教养效能与幼儿问题行为的相关（N=813）

2.3.2 不同母亲教养效能类型下幼儿问题行为的

差异 以幼儿问题行为为因变量，以母亲教养效能

的四种类型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见表6），母亲教养效能的主效应显著，F(3, 813)=
15.19, P<0.001。不同教养效能类型母亲养育的幼

儿问题行为得分由低到高为：自信型<实践型<理论

型<不自信型。进一步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自信型母亲养育的幼儿问题行为显著低于其他幼

儿，实践型母亲养育的幼儿问题行为显著低于不自

信型母亲养育的幼儿。

2.3.3 母亲教养效能对幼儿问题行为的预测 考

虑到母亲教养效能与幼儿问题行为的关系不能一概

而论，不同教养效能类型的母亲育儿行为不尽相同，

本研究以儿童年龄、家庭SES为控制变量，母亲一般

与特殊教养效能为自变量，幼儿问题行为为潜在因

变量，以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和同伴问题为幼

儿问题行为的观测变量，在Mplus中分别构建四种

教养效能类型下母亲教养效能与幼儿问题行为关系

的结构方程模型。修正后的模型在四种教养效能类

型中均拟合良好（见表7）。分析四个模型的路径系

数可知，理论型和不自信型母亲的特殊教养效能显

著负向预测幼儿问题行为（-0.37/-0.48，P<0.01），没

有发现一般教养效能对幼儿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

另外，实践型和自信型母亲的一般和特殊教养效能

对幼儿问题行为的预测均不显著。

表6 不同教养效能类型母亲幼儿问题行为差异

表7 不同教养效能类型下母亲教养效

能与幼儿问题行为关系模型拟合结果

3 讨 论

3.1 教养效能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对《教养效能量表》进行本土化检验。项

目分析结果表明，原量表所有项目在我国幼儿母亲

群体中的区分度良好。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量表具有稳定的2因子结构，与原量表保持一致，且

各项目的因子载荷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这表明

《教养效能量表》具有跨文化的稳定性，可用于考察

我国幼儿母亲的教养效能。另外，良好的重测信度

表明该量表具有跨时间稳定性。测量等值性较好则

证明了该量表可推广用于测量我国不同地域幼儿母

亲群体的教养效能。

3.2 母亲教养效能的特点与类型

研究结果表明，母亲一般与特殊教养效能分别

在幼儿年龄和家庭 SES上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

特殊教养效能在幼儿年龄上差异显著，而一般教养

效能则不随幼儿年龄的变化而变化，这可能是由于

幼儿语言、认知、情绪与社会性等能力随年龄增长不

年龄

家庭SES

小班

中班

大班

F
低

中

高

F

n
272
234
307

313
220
280

一般教养效能

4.79（0.67）
4.77（0.72）
4.79（0.65）

0.10
4.70（0.70）
4.79（0.70）
4.86（0.78）

4.03*

特殊教养效能

4.52（0.72）
4.63（0.72）
4.78（0.71）

9.91***
4.62（0.76）
4.64（0.73）
4.69（0.68）

1.16

母亲教养效能类型

自信型

实践型

理论型

不自信型

F

n
279（34.3%）

103（12.7%）

112（13.8%）

319（39.25%）

一般教养效能

5.39（0.30）
4.53（0.36）
5.19（0.26）
4.20（0.52）
485.30***

特殊教养效能

5.32（0.36）
5.05（0.27）
4.39（0.35）
4.02（0.55）
487.17***

1. 一般教养效能

2. 特殊教养效能

3. 情绪症状

4. 品行问题

5. 多动

6. 同伴问题

1
-

0.70***
-0.12**
-0.22***
-0.22***
-0.09**

2

-
-0.09*
-0.27***
-0.31***
-0.13***

3

-
0.36***
0.22***
0.40***

4

-
0.46***
0.29***

5

-
0.12**

问题行为

不自信型

31.58(4.04)
理论型

31.12(4.09)
实践型

30.22(4.40)
自信型

29.14(4.87)
F

15.19***

不自信型

实践型

理论型

自信型

χ2

361.46
74.83

121.67
351.99

χ2/df
10.04***
2.49***
3.69***

11.73***

CFI
0.97
0.93
0.99
0.99

TLI
0.92
0.91
0.94
0.98

RMSEA
0.05
0.04
0.04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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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发展，母亲感到与幼儿的交流和互动变得容易，尤

其在促进幼儿多方面发展的具体教养任务中，母亲

可以通过语言交流、榜样行为等方式更有效地教会

幼儿某些技能，特殊教养效能随之增强，而一般教养

效能不涉及具体的教养内容，母亲在自我评价时缺

乏教养情景作为参考，自我报告结果可能更为概括

和稳定。另一方面，母亲特殊教养效能未与一般教

养效能一样随家庭 SES的升高而提高，原因可能是

高家庭SES母亲所拥有的丰富教育资源使得她们对

育儿知识和策略了解更多，对自己的教养能力更为

自信[8]，在一般教养效能中报告了更高的分数，但运

用这些知识和策略解决实际育儿问题时遇到的困难

使她们报告了较低的特殊教养效能分数。

根据母亲一般与特殊教养效能得分的差异可将

母亲教养效能分为四种类型。其中，自信型母亲的

一般与特殊教养效能得分均较高，不自信型母亲的

两个维度得分均较低。一般教养效能较高而特殊教

养效能较低的母亲虽然对自己在教养领域的整体能

力感到自信，但在具体教养任务中信心不足，因此称

之为理论型母亲。而实践型母亲则与理论型母亲相

对，虽一般教养效能较低，但在教养实践中却更为自

信。本研究中不自信型母亲所占比例最高，这可能

与她们 80后独生子女身份有关。兄弟姐妹资源理

论认为，儿童在家庭中与兄弟姐妹互动的经验会促

进其社会性的发展，也有利于其同伴关系的建立
[15]。而已有研究表明，母亲童年时获得的与他人积

极相处的经验能够预测其未来与幼儿及其他教养参

与者（如教师）的良好互动，表现出高水平的教养效

能[2]。而童年时期缺乏同伴交往经验的母亲在未来

社会互动中可能更易感到无助和失控，更倾向于不

信任他人，这种消极的内部工作模式体现在教养领

域中，导致独生子女母亲表现出较低的教养效能。

3.3 母亲教养效能与幼儿问题行为的关系

方差分析表明，自信型母亲养育的幼儿问题行

为显著低于其他幼儿，实践型母亲养育的幼儿问题

行为显著低于不自信型母亲养育的幼儿，模型分析

结果进一步表明，只有理论型和不自信型母亲的特

殊教养效能显著负向预测幼儿问题行为，而特殊教

养效能较低是不自信型、理论型母亲区别于自信型、

实践型母亲的共同特点。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Coleman等的研究表明，相比于一般教养效能，特殊

教养效能与幼儿行为结果的关联度更高，对幼儿问

题行为的预测性更强[8]。而低特殊教养效能母亲缺

乏将教养知识付诸行动的能力[16]，在具体教养任务

下表现出的不良教养行为可能导致幼儿相应问题行

为的出现[17]。如已有研究表明，父母通过回应儿童

需求、创设良好的家庭情绪氛围、与幼儿一起解决问

题等教养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幼儿调节情绪和行

为[18，19]，而不相信自己能够“教会孩子控制生气或失

望的情绪”的母亲可能无法采取以上适宜的教养行

为，幼儿情绪症状、问题行为也随之发生。

以上研究结果说明提升母亲在具体教养任务中

的特殊教养效能是减少幼儿问题行为的有效途径。

换句话讲，母亲教养效能的提升不能简单通过了解

育儿知识和策略实现，而需要母亲将理论知识运用

于具体教养任务中，在实践中通过观察幼儿的反馈

来反思自己的教养行为，再结合理论知识改进教养

行为，这种基于理论的育儿实践有利于母亲从幼儿

日积月累的进步中积累教养经验，提升教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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