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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 343 名儿童及其家长为被试考察父母心理控制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1) 心理控制正向预测儿童的

内外化问题行为且这种影响受父母自主支持的调节；(2) 父母自主支持的调节作用部分通过情绪控制影响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部
分通过抑制控制影响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结论：心理控制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受自主支持的调节，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在其中起
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心理控制 自主支持 自我控制 问题行为 有中介的调节

１

引言

Beyers, 2015)。基于 Cohen 和 Wills (1985) 的压力缓

心理控制是指父母通过引发内疚或焦虑感、爱

冲模型，我们推测以提供自主选择、接纳和理解为

的撤回等方式操纵儿童的情感、思想及亲子之间的

特征的自主支持可能会缓冲个体遭受压力事件如心

感情连结，限制儿童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表达，是一

理控制的消极影响。因此，本研究首要目的是考察

种侵入性教养方式。高水平的心理控制与儿童内外

父母心理控制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及自主支

化问题行为有关 ( 高鑫，邢淑芬，赵军燕，2016；

持的调节作用。研究假设在高水平自主支持中，受

赖雪芬，张卫，鲍振宙，王艳辉，熊庆龙，2014；

到心理控制的儿童可能会表现出较少的问题行为。

Bilsky, Knapp, Bunaciu, Feldner, & Leen-Feldner,

关于心理控制与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

2016)。然而基于家庭系统理论，家庭领域研究要抛

于二者的关系上，而关注心理控制影响儿童问题行

弃过去单独探讨某一种教养行为的影响，而应转向

为具体作用机制的研究较少。不良行为一般理论认

将父母教养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作为父母教养

为低水平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所有不良行为产生的

行为的重要维度之一，心理控制对儿童心理社会机

根 源 (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 自 我 控 制 困 难

能发展的效应可能会因其他维度的水平不同而发生

的儿童容易表现出情绪和行为问题 (Chui & Chang,

变化。当儿童暴露于心理控制等消极教养行为中时，

2015)。同时，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

同时存在的保护性或支持性等积极教养行为可能会

受到家庭因素特别是父母教养行为的影响 (Russell,

缓冲消极教养对儿童发展的不良影响。

Londhe, & Britner, 2013)。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个

作为教养行为重要的积极维度，自主支持对儿

体要发展抑制情绪和冲动的能力，将过度表达消极

童健康成长尤为重要。自主支持是指父母鼓励儿童

情绪或冲动性的行为看作不成熟的表现 (Chen, Cen,

自主选择，并接受儿童的情绪、想法和反应 (Weinstein

Li, & He, 2005)。同时中国父母也倾向于实施严厉的

et al., 2012)。父母通过给儿童提供自主支持来设定

社会化策略来管教孩子 (Shek, 2008)。在这一文化背

期望和给儿童提供建设性指导，有助于儿童成功

景下，父母更可能采用过度干涉或嘲笑讽刺等来“管

地将父母的要求和目标内化，进而做出符合社会

教”儿童的低自我控制表现。对学龄儿童的研究表

期 望 的 行 为 (Van Petegem, Soenens, Vansteenkiste, &

明专制或过度干涉与儿童低水平的抑制控制和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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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愤怒、焦虑和攻击行为相关 ( 王美芳，刘莉，

持问卷从父母支持儿童自主选择和交换意见两个方

金英娣，2015)。此外，研究还指出父母严厉性管教

面来评估父母的自主支持水平，共 12 个题目。问卷

不仅对儿童自我控制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会通

采用从“完全不符合 (1)”到“非常符合 (5)”的 5

过儿童的抑制控制和情绪控制对儿童的行为发展产

点计分，取所有项目平均分分别作为心理控制和自

生重要影响 (Chang, Oslon, Sameroff, & Sexton, 2011;

主支持得分。两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为 .89。

Chang, Schwartz, Dodge, & McBride-Chang, 2003)。然

２.２.２

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评估

而目前这一中介机制多在考察父母体罚等行为控制

采用 Gioia, Isquith, Guy 和 Kenworthy (2000) 编制

与儿童外化问题关系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心理控制

的执行功能行为评估量表 (Behavior Rating Inventory

是否会通过儿童的自我控制进而影响其问题行为却

of Executive Function) 的父母报告版本中的抑制控制

少有研究；同时年幼儿童的自我控制反映在行为和

(10 个题目 ) 和情绪控制 (10 个题目 ) 分量表评定儿

情绪等多个方面，从自我控制的多个角度综合探讨

童的自我控制能力 (Audiffren & André, 2015)。采用

其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中

从“从不 (0)”到“总是 (2)”的 3 点计分，评分越

所起的作用能更充分地揭示两者关系的内在机制。

高，所反映的行为控制和情绪控制能力越差。在本

此外，父母心理控制及儿童自控能力和行为发展还

研究中，抑制控制和情绪控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

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性别等人口学变量有关

别为 .87 和 .77。

(Callahan & Eyberg, 2010)。因此本研究拟在控制家

２.２.３ 青少年自评量表

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性别的基础上，从儿童的情

采 用 青 少 年 自 评 量 表 ( Youth Self Report;

绪控制和行为抑制控制两个方面入手考察儿童自我

Achenbach & Rescorla, 2001) 中的攻击和违纪分量表

控制能力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关

测量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采用焦虑抑郁和退缩抑

系中的中介作用，并进一步探讨父母自主支持与心

郁分量表测量青少年内化问题行为，共 52 个题目，

理控制的交互作用是否也会通过自我控制这一中介

采用从“不符合 (0)”到“非常符合 (2)”的 3 点计分，

变量间接地影响儿童问题行为。此外，本研究也期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问题行为越多。外化和内化问

望对这一中介机制对于儿童内化问题行为和外化问

题行为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85 和 .88。

题行为是否存在差异进行初步揭示。

２.２.４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被试

人口学变量

研究收集被试性别、年龄和父母受教育水平、
月收入及职业等基本信息。父母受教育水平按照“低
于 3 年”、
“4~6 年”、
“初中”、
“高中 ( 中专 )”、
“大专”、

以 352 名 小 学 4~6 年 级 儿 童 及 其 父 母 为 被

“本科”和“硕士及以上”七个类别排列，编码时

试。根据父母与儿童问卷的匹配情况，获得有效

赋予 1~7 的分值；父母职业分为“临时工、失业、

被试 343 名 ( 男生 :161，女生 :182, 年龄 : M =11.06,

待业人员、非技术及农业劳动者”、“体力劳动工

SD =.66)，独生子女占 74.9%。父亲和母亲月收入在
人和个体经营人员、技术工”、“一般管理人员与
“4500 元以下”者为 50.1% 和 71.3%，
“4500~10000 元”
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与中层专业
者为 33.6% 和 24.4%；父亲和母亲受教育水平在“初
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中”水平者为 26.5% 和 25.2%，“高中或中专”水
五大类，编码时赋予 1~5 的分值 ( 师保国，申继亮 ,
平者为 35.9% 和 34.0%，“大专”水平者为 17.6%
2007)；父母收入分为
“1500 元以下”
、
“1500~4500 元”
、
和 17.0%，“大学本科”水平者为 14.4％和 17.3%；
“4500~6000 元”、“6000~10000 元”、“10000~15000
78.7% 和 63.1% 的父亲和母亲是工人。
元”、“15000~20000 元”和“20000 元以上”七种
２.２ 研究工具
水平，编码时赋予 1~7 的分值。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２.２.１ 父母心理控制和自主支持问卷
由父母受教育水平、月收入和职业的标准分求平均
采用 Wang，Pomerantz 和 Chen(2007) 修订的父
计算得出 (Bradley & Corwyn, 2002)。
母心理控制问卷和自主支持问卷。心理控制问卷从
２.３ 研究程序
父母引发子女内疚、爱的撤回及权利专断三个方面
父母心理控制、自主支持问卷和青少年自评量
来测量父母的心理控制水平，共 18 个题目；自主支
表采用儿童报告，儿童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由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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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父母对男孩的心理控制水平显著高于女孩 (t =

结果

2.04, p < .05; M 男生 = 2.80, M 女生 = 2.62)。Cohen' s d =
.2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控制负相关 (r = -.14, p

３.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研究变量主要由儿童报告且采用问卷调查法，

< .01)，与自主支持正相关 (r = .14, p < .05)，与内外

这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验证性因

化问题行为负相关 (r = -.11, p < .05; r =-.10, p < .1)。

素分析，设定公因子数为 1，结果发现，拟合指数

心理控制与儿童抑制控制、情绪控制、内外化行为

2

较 不 理 想，χ (9) = 15.86, RMSEA = .21, NFI = .74,

问题均存在正相关。自主支持与儿童内化问题行为

AGFI = .72, CFI = .75)，表明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

负相关。儿童抑制控制、情绪控制和内外化问题行

方法偏差。

为正相关 ( 见表 1)。
表 １ 各研究变量间的相关

注：*p <.05, **p <.01, ***p <.001

３.３ 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检验

2.83, p < .01；抑制控制在心理控制和内化问题之间

检验调节效应。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

中介作用不显著，Z = -1.06, p > .05；抑制控制和情

化处理后，使用 Mplus 6.0 构建模型并使用稳健极大

绪控制在心理控制和儿童外化问题之间起部分中介

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模型为饱和模型。

作用 , Z 分别为 2.24, p < .05, 和 2.24, p < .05。同时，

心理控制对内化和外化问题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

心理控制和自主支持的交互项对抑制控制和情绪控

为 .29, p < .001, 和 .34, p < .001。心理控制与自主支

制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19, p < .001, 和 -.23，

持的交互项对内化和外化问题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

p < .001，对儿童内化问题的标准化路径系数由 -.27
降为 -.20，p < .001，对外化问题行为的标准化路
径 系 数 由 -.31 降 为 -.23，p < .001。Sobel 检 验 发
现，抑制控制在交项和儿童内化问题之间中介作用
不显著，Z = 1.05, p > .05，调节效应部分通过中介
变量情绪控制影响儿童内化问题行为，Z =-3.37, p <
.001，通过中介变量抑制控制和情绪控制影响外化
问题行为 , Z 分别为 -2.14 和 -2.49, ps < .05。对于内
化问题行为，通过中介变量情绪控制起作用的调节
效应占总调节效应的 34.93%，对于外化问题行为，
通过中介变量抑制控制和情绪控制起作用的调节效
应占总调节效应的 26%。总之，父母自主支持在父
母心理控制和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中起调节作用，
而这种调节作用部分通过儿童抑制控制和情绪控制
起作用。

别为 -.27, p < .001, 和 -.31, p < .001，这表明自主支持
在心理控制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效应。
检验有中介的调节。引入抑制控制和情绪控制
两个中介变量构建最终整合模型，模型拟合较好，

χ 2(4) = 2.16, p > .05, CFI = .99, TLI = .94, RMSEA =
.06。如图 1，心理控制对抑制控制和情绪控制的标
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20, p < .001, 和 .18, p < .001，
对内化问题行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由 .29 降为 .23,
p < .001，对外化问题行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由 .34
降为 .27，p < .001; 抑制控制和情绪控制对内化问
题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8, p > .05, 和 .41, p <
.001，对外化问题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17, p <
.01, 和 .21, p < .01。Sobel 检验发现，情绪控制在心
理控制和儿童内化问题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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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父母心理控制、自主支持及交互作用与儿童抑制控制、情绪控制对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

４ 讨论

满足，当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后，儿童的问题就会显

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儿童内外化

著减少。此外根据 Khaleque 和 Rohner (2002) 的接受 -

问题行为越多。处于青春期早期的儿童正处于“分

拒绝理论，在低自主支持的背景下，儿童更可能将

离－个体化”过程，发展自主需求和独立意识是本

父母的干涉看作是对自己的拒绝，而在高自主支持

阶段个体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一种限制自我发展

的背景下，儿童更可能认为父母的批评和责备是对

和自我表达的消极养育方式，心理控制可能会阻碍

自己的接受、爱和关心的一种表达；当儿童将父母

自我意识的发展，造成儿童低自我价值感，同时也

的控制看作爱和关心时，便更可能去内化外在的规

可能会导致亲子亲密关系疏远或破裂，不良的社

则和要求，进而较少出现问题行为。上述作用模式

会联结可能会导致儿童较多消极情绪或行为问题

表明，父母教养行为的各个方面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Hirschi, 1969)。尽管我国历来推崇“爱之深责之切”

并不是孤立的。作为一个整体，各种教养行为间存

等传统观念，批评和责备等心理控制策略依然对我

在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的因素共同影响着儿童

国儿童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这可能由于与父母对心

行为的表现和发展。

理控制这一管教策略的积极感知不同，儿童仍倾向

心理控制不仅能够直接影响儿童，还可以通过

于将父母的控制和干涉感知为不合理。因此，即使

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间接影响儿童的行为。父母采

上述传统文化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对心理

用批评、责备、过度干涉等心理控制策略会引发儿

控制的态度，但也不足以抵消心理控制带给儿童的

童高水平的消极情绪唤醒，同时也给儿童树立了低

压力和痛苦。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文化普

自我控制的对象或榜样，这都可能会妨碍儿童对自

适观，即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下，具有压力

我控制技能的习得 (Chang et al., 2011)，而缺乏自我

和强制成分的心理控制都会对儿童发展带来消极影

控制或调节技能的儿童在面对社会挑战性情境时更

响。

可能会采用攻击或违纪来作出反应。此外，本研究

另外与压力缓冲模型相一致，研究发现，相对

发现父母心理控制与自主支持的交互作用可以部分

于自主支持水平低的儿童，父母自主支持水平高的

通过儿童抑制控制和情绪控制两条路径影响其外化

儿童表现出较少的问题行为。通常自主支持水平高

问题行为，部分通过情绪控制一条路径影响儿童内

的父母能够在一些情境下允许个体探索环境和主动

化问题行为。一方面，这表明将抑制控制和情绪控

进行活动，当个体处在这种人际关系中时，心理控

制二者联合起来可能对证实“父母心理控制通过影

制所导致的内在心理需求的缺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

响儿童的自我控制间接影响儿童发展”的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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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说服力；另一方面，这也说明父母心理控制与

Bilsky, S. A., Knapp, A. A., Bunaciu, L., Feldner, M. T., & Leen-Feldner, E.

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关系的机制存在一定

W. (2016).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adolescent panic symptom

的特异性。心理控制下的儿童由于情绪、认知等内
在过程发展不完善而无法较好地控制自己的消极情

frequen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gnitive Therapy, 9(3), 229-243.
Bradley, R. H., & Corwyn, R. F. (2002).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 371-399.

绪体验和冲动性行为 (Morris, Silk, Steinberg, Myers,

Callahan, C. L., & Eyberg, S. M. (2010).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ing behavior

& Robinson, 2007)，当面对挑衅或愤怒情境时极易做

and SES in a clinical sample: Validity of SES measures. Child and Family

出攻击等行为 ( 李丹黎，张卫，李董平，王艳辉，
2012)。同时，心理控制中爱的撤回及引发内疚等也
可能直接引发儿童的消极情绪，长期的消极情绪会
破坏个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当出现消极情绪时儿童

Behavior Therapy, 32(2), 125-138.
Chang, H., Olson, S. L., Sameroff, A. J., & Sexton, H. R. (2011). Child effortful
control as a mediator of parenting practices on externalizing behavior:
Evidence for a sex-differentiated pathway across the transition from preschool
to school.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9(1), 71-81.

无法恰当释放，长期的情绪压抑进一步导致他们的

Chang, L., Schwartz, D., Dodge, K. A., & McBride-Chang, C. (2003). Harsh

焦虑抑郁水平上升 ( 尼格拉 • 阿合买提江，夏冰，

parenting in relation to child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ggression. Journal of

闫昱文，李董平，2015)。这提示家庭教育工作者若
要科学地认识或者干预儿童的问题行为，在改善父
母教养行为的同时，可以根据儿童表现出的问题行
为的具体特点有重点地对其情绪和行为等不同方面
的自我控制能力进行不同程度的训练。

５

Family Psychology, 17(4), 598-606.
Chen, X. Y., Cen, G. Z., Li, D., & He, Y. F. (2005). Social functioning and
adjustment in Chinese children: The imprint of historical time. Child

Development, 76(1), 182-195.
Chui, W. H., & Chan, H. C. O. (2015). Self-control, school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 among Macanes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4(6), 1751-1761.

结论

Cohen, S., & Wills, T. A. (1985).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1) 父母心理控制显著正向预测儿童问题行为。

Gioia, G. A., Isquith, P. K., Guy, S. C., & Kenworthy, L. (2000). Behavior rating

(2) 自主支持能够缓冲父母心理控制与儿童问题
行为的关系。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2), 310-357.
in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 Child Neuropsychology, 6(3), 235-238.
Gottfredson, M. G., & Hirschi, T. (1990).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 父母自主支持的调节作用部分通过儿童情绪

Hirschi, T. (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控制间接影响儿童内化问题，部分通过儿童抑制控

Khaleque, A., & Rohner, R. P. (2002). Perceived 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制和情绪控制间接影响儿童的外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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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Child Self-Control and Problem Behaviors: A Mediated
Moder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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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has been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child problem behavior in many studies. However, based on family

system theory, researchers should simultaneously examine the effects of multiple parenting behaviors rather than one parenting behavior on children.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on children would vary according to the positive parenting behavior, such as autonomy
support. Moreover, less is known about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child problem
behavior.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hat have shown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ing behavior, child self-control and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child self-control and their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evelopment, it is inferred that child self-control may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above associations.
Therefore,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in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child externalizing or in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and further to explore whether the moderating effects would be mediated by child
self-control ability (including inhibitory control and emotional control).
In this study, 343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participated.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Autonomy Support Scale, Behavior Rating
In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 (BRIEF) and Youth Self-Report (YSR)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main variables in this stud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used to tes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utonomy support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control in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child problem behavior using Mplus 6.0 and robust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child problem behaviors were buffered by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That is,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was mo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child problem behavior in low autonomy support than in high
autonomy support. Additionally,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child in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 were partially mediated by child emotion control,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child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 were partially mediated by child emotional control and inhibitory control.
In conclusion,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would moderat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aggression and child problem
behaviors. Furthermore, this moderating mechanism was mediated by child self-control.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parental negative and positive behavior simultaneously and broad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and processes that account for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aggression in Chinese familie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control, autonomy support, self-control, problem behaviors, mediated moderation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