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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social anxie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208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Attachment
Scale and Children’s Social Anxiety Scale; 32 students among them finish the experiment examining their state of anxiety when faced with stress situations. Results: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trait anxiety(r = −0.190, p < 0.05). Motherchild attachment and father-son attachment respectively accounted for 3.2% and 2.1% of the total
variance of trait anxiety.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mother-child
attachment and state anxiety (r = −0.415, p < 0.05). Mother-child attachment accounted for 17.2%
of the total variance of state anxiety.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parental child attachmen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level of their social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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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小学生亲子依恋水平与社交焦虑的关系。方法：采用亲子依恋量表和儿童特质焦虑量表对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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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208名小学生进行施测，采用实验法选择其中32名小学生的状态焦虑进行测查。结果：(1)亲子依恋与
特质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190，P < 0.05)，其中，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分别解释了特质焦虑总方
差的3.2%和2.1%。(2)母子依恋与状态焦虑显著负相关(r = −0.415, P < 0.05)，母子依恋解释了状态焦
虑总方差的17.2％。结论：小学生的亲子依恋水平可以显著预测其社交焦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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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焦虑分为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两种。特质焦虑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是一种生而带之的人格特征，它
表现为一种比较持续的担心和不安。而状态焦虑是个体在某种情境下进行某种作业状态时产生的焦虑，
状态焦虑表现为：当众演讲时紧张、声音低沉或颤抖；与他人面对面交流时心中不安等(Spielberger, 1966)。
社交焦虑对个体的学习、生活、工作以及人际关系等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探讨社交焦虑背后的原因一
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其中，个体早期成长环境中的亲子依恋水平是社交焦虑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亲子依恋是指孩子寻求并企图保持与母亲或主要抚养人的身体接触和情感联系的一种倾向性，是个
体与父母之间的一种持续而稳定的情感联系(张连云，2007)。亲子依恋是儿童早期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关
系，良好亲子依恋的建立能促进儿童情绪情感、交往能力及认知能力的发展，对儿童的成长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俞汉华，2013)。以往研究发现，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均显著影响儿童焦虑，尤其是父子依恋对
儿童分离焦虑、躯体伤害恐惧的影响巨大(赵金霞，朱彩琴，2011)。此外，小学生的亲子依恋与他们报吿
孤独感之间都存在显著相关(张予贺等，2014)。但多数研究是只关注社交焦虑中的特质焦虑与亲子依恋的
关系，且研究方法多为调查法，同时涉及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与亲子依恋关系的研究非常有限。本研究
同时采用调查法和实验法对小学生亲子依恋与特质焦虑、状态焦虑的关系进行研究。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从北京某小学抽取约 200 名三年级学生作为被试，以班级为单位在课堂上集体施测。共发放 232 份
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 208 份，约占 90%。其中男生为 113 人，女生为 95 人，独生子女为 121 人，非独
生子女为 87 人，平均年龄为 9 岁，标准差为 0.691。针对其中一个班级的 32 名学生实施状态焦虑实验，
并且全程录像。

2.2. 工具
2.2.1. 亲子依恋量表
采用 Armsden 等人编制、Raja 等人修订的父母和同伴依恋问卷(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简版，量表包括父子依恋、母子依恋和同伴依恋三个维度，每个维度 10 个项目。根据本研究目的，
只选用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两个分量表，采用 5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依恋水平越安全。该问卷为国内
外研究者广泛应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其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 父 = 0.8 和 α 母 = 0.81 (于海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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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奎，2002)。
2.2.2. 儿童特质焦虑量表
采用 La Greca 等人 1988 年编制的儿童特质焦虑量表(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问卷有 10 道
题目,采用三级评定，得分越高说明儿童特质焦虑水平越高。量表包括两个主因素: 害怕否定评价、社交
回避及苦恼。该量表为众多学者在研究中所使用，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 α = 0.77，重测信度为 0.68 (赵
金霞，朱彩琴，2011)。
2.2.3. 状态焦虑的测量
在已完成亲子依恋问卷和儿童社交焦虑问卷且数据真实有效的被试中随机选出 32 人进行状态焦虑
实验，其中男生 15 人，女生 17 人，独生子女 15 人，非独生子女 17 人，平均年龄为 9 岁，标准差为 0.712。
参考已有文献对状态焦虑的诱发范式(张予贺等，2014; 邵秀巧等，2014)，本研究设计朗读竞赛范式
诱发小学生的状态焦虑，具体实验程序如下
被试完成亲子依恋问卷、特质焦虑量表一周后进行。告知被试本次朗读竞赛的目的是为学校的朗读
比赛选拔种子选手。待被试进入实验室后，主试指导被试抽签决定朗读的内容，朗读材料为长度、难易
水平相当的 5 篇阅读材料组成，每名被试抽取 1 篇朗读。抽签后立即上台阅读，不预留准备时间，朗读
期间用摄像机对被试朗读情况进行全程录像，朗读后主试马上请被试完成演讲自评焦虑题，该题通过 4
点式衡量紧张程度，选项分别为：不紧张、有点紧张、紧张、非常紧张。

3. 结果
3.1. 亲子依恋和社交焦虑的描述性统计
研究中小学生亲子依恋状况、特质焦虑以及状态焦虑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亲子依恋平均分为 81.40，标准差为 0.814，特质焦虑平均分为 16.10，标准差为 0.291，状态焦虑平
均分为 1.91，标准差为 0.158。

3.2. 亲子依恋与特质焦虑的关系
为了考察亲子依恋各维度与特质焦虑的相关关系，采用皮尔逊相关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除亲子
依恋(包括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与社交回避及苦恼因子相关无显著性外，其他各因子间的相关都具有统计
学显著性，结果见表 2。
以父子依恋、母子依恋为自变量，以特质焦虑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表 3 表明，母子依恋和父
子依恋分别解释了特质焦虑总方差的 3.2%和 2.1%。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对特质焦虑都具有负向预测能力，
且母子依恋与特质焦虑的相关更为密切。

3.3. 亲子依恋与状态焦虑的关系
对亲子依恋及各维度、特质焦虑及各维度以及状态焦虑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表 4 结果显示，除父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arental attachment, trait anxiety and state anxiety
表 1. 亲子依恋、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的描述性统计
N

M (SD)

Range

亲子依恋

208

81.40 0.814

0~100

特质焦虑

208

16.10 0.291

0~30

状态焦虑

32

1.91 0.158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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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rrelations between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trait anxiety (N = 208)
表 2. 亲子依恋与特质焦虑的相关(N = 208)
特质焦虑
亲子依恋

−0.190

**

母子依恋
0.797

父子依恋

**

0.880

−0.180

**

特质焦虑

**

社交回避及苦恼

−0.207

−0.095

**

−0.144

0.898

0.413**

−0.202**

−0.083

−0.153*

−0.079

*

母子依恋

害怕否定评价

父子依恋

**

0.778**

0.422**

害怕否定评价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Table 3. Linear regression between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trait anxiety (N = 208)
表 3. 亲子依恋与特质焦虑的线性回归(N = 208)
因变量

自变量

R2

调整后的 R2

t

ß

P

母子依恋

0.032

0.028

−2.630

−0.180

0.009

父子依恋

0.021

0.016

−2.089

−0.144

0.038

特质焦虑

Table 4. Correlations between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state anxiety (N = 32)
表 4. 亲子依恋与状态焦虑的相关(N = 32)

亲子依恋

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

−0.358

−0.513

0.889

0.543**

−0.415**

−0.227

−0.391**

−0.524**

**

**

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

母子依恋
**

父子依恋
0.896*

0.595**

母子依恋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子依恋与状态焦虑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外，其他因子均与状态焦虑显著相关，其中亲子依恋总分及母子依
恋与之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358, r = −0.415)，特质焦虑总分与状态焦虑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543)。
以母子依恋为自变量，以状态焦虑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 5 结果显示，母子依恋与状态焦虑
的关系密切，母子依恋解释了状态焦虑总方差的 17.2%，且其对小学生的状态焦虑有负向预测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和实验法发现亲子依恋与小学生的特质焦虑、状态焦虑关系密切。亲子依恋程度可
以显著负向预测小学生的社交焦虑(包括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程度，其中，母子依恋的预测作用尤为显著。
小学生亲子依恋与儿童的特质焦虑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小学生的亲子依恋水平越高，特质焦虑的程
度就越低，以往研究也证实了亲子依恋对儿童的友谊质量、社交焦虑都存在显著的影响(于海琴，2002)。
在亲子依恋的两个维度与特质焦虑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中发现，父子、母子依恋对特质焦虑都具有负向
预测能力，这一结果与赵金霞关于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均能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焦虑情绪的结果相契合(赵
金霞，朱彩琴，2011)。本研究通过实验法发现母子依恋能够显著预测状态焦虑，相比于父子依恋，母子
依恋与小学生的状态焦虑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以往有研究显示父子依恋关系可以预测儿童的同伴
交往能力、学校适应，母子依恋却不能(Verschueren & Marcoen，1999)。结果的不同可能与研究者所在国
家的文化背景有关，西方国家的父亲在孩子儿童期更大程度上扮演着“玩伴”角色，对儿童的社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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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Linear regression between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state anxiety (N = 32)
表 5. 亲子依恋与状态焦虑的线性回归 (N = 32)
因变量

自变量

R2

调整后的 R2

t

ß

p

状态焦虑

母子依恋

0.172

0.144

−2.496

−0.415

0.018

技能等方面有较大影响。而在中国大多数家庭中，儿童主要由母亲照顾、陪伴，因而母子关系更加亲密，
母子依恋与社交焦虑的相关也更为密切。实验研究显示，亲子依恋水平，尤其是母子依恋水平越高，小
学生在演讲比赛中越不紧张。也就是说，儿童与母亲的关系越亲近，演讲焦虑就越低，有可能是因为在
儿童时期更多的阅读沟通和朗读是由母亲所提供的，比如儿童睡觉前母亲总会读一些睡前小故事，这类
活动父亲往往没有母亲做的多。母子依恋有助于儿童更好地形成对外物的正确认识,同时对自己的消极行
为与情绪形成良好的自我监控与约束力,如在公开场合演讲时有效抵御不安、焦虑、等消极情绪，这与以
往的研究结论也是一致的(张瑞，2007)。
特质焦虑及各维度都与状态焦虑存在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在状态焦虑产生的过程中，特质焦
虑在焦虑倾向上的个体差异影响着个体对危险或威胁的判断，进而对状态性焦虑的发生产生不同的影响。
Raffety 的研究得出，高特质焦虑的人倾向于采取回避策略，而低特质焦虑的人则倾向于以问题解决为中
心的策略(Raffety, Smith, & Ptacek, 1997)，这也有效解释了本研究的结果。
此外，研究中小学生亲子依恋的均值为 81.40，范围是 0~100，说明小学生在亲子依恋上是安全的，
亲子依恋水平较高。而特质焦虑的均值为 16.10(范围 0~30)，说明小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中等偏上的。这
些社交焦虑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学习压力较大，特别是中、高年级小学生处于儿童期到青
春期的过渡时期，学业难度的加大可能导致一些学生成绩落后，来自老师、家长及周围同伴的消极评价
最终对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及自我意识造成负面影响，使学生产生自卑感，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较高水
平的焦虑(刘勇，2005)。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父母在教养过程中对子女过度保护、偏爱或过度干涉、拒绝、
否认,造成子女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过于腼腆、不善沟通或易与他人产生摩擦，最终导致子女的特质焦虑水
平较高(金盛华，杨志芳，赵凯，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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