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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性心理的影响ꎬ为进行积极有效的家庭教育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分层

整群随机抽取泸州市某高校 １ １４４ 名大学生进行“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 ｓ￣ＥＭＢＵ￣ｃ)”和“大学生性心理健康问

卷”调查ꎮ 结果　 大学生性心理健康总均分为(２.２８±０.３７)分ꎬ其中性认知得分的总均分为(２.４７±０.３５)分ꎬ性态度为(１.８９
±０.５８)分ꎮ 男生性心理总均分(２.３１±０.３９)高于女生(２.２７±０.３６) ( ｔ＝ １.７５３ꎬＰ<０.０５)ꎮ 父亲及母亲教养方式中ꎬ拒绝和过

度保护维度与性认知、性态度的得分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 ０.０１)ꎬ情感温暖维度与性认知、性态度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
０.０１)ꎮ结论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性心理健康存在一定关系ꎮ 建议通过家庭形式从小对子女进行性教育ꎬ培养正确的

性价值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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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信息全球化进程加速ꎬ大学

生群体的性态度和性行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ꎬ导致非

安全性性行为( ｒｉｓｋｙ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比例不断提高ꎬ
给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双重负面影响ꎮ 大学生

性心理健康对性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１] ꎮ 性心

理的形成与发展受到社会互动的影响ꎬ并且认为研究

性心理健康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探索个

体童年经验对性心理发展的影响[２] ꎮ 个体社会化的

初始环境发生在家庭中ꎬ父母的教养方式及行为可能

对个体性心理存在重要的影响ꎮ 笔者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１２ 月调查了某高校在校大学生ꎬ以探索父母教养方式

与大学生性心理的相关关系ꎬ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探索

新的思路ꎬ为家庭教育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分层整群随机抽取四川省泸州市泸州医

学院高校的(以年级分层ꎬ以班为单位)大一至大五年

级学生ꎮ 共发放问卷 １ ２００ 份ꎬ收集问卷 １ ２００ 份ꎬ其
中有效问卷 １ １４４ 份ꎬ问卷有效率为 ９５.３％ꎮ 平均年

龄为(２０.７±１.６)岁ꎬ其中最大年龄为 ２９ 岁ꎬ最小年龄

为 １７ 岁ꎮ 大一学生 １６８ 名(１４.７％)ꎬ大二学生 ２５９ 名

(２２.６％)ꎬ大三学生 ３５９ 名(３１.４％)ꎬ大四学生 ２００ 名

(１７. ５％)ꎬ 大五学生 １５８ 名 ( １３. ８％)ꎻ 男生 ３８３ 名

(３３.８％)ꎬ女生 ７５０ 名(６６.２％)ꎬ缺失性别 １１ 名ꎻ城镇

学生 ３７４ 名(３３.０％)ꎬ农村学生 ７６１ 名(６７.０％)ꎬ缺失

９ 名ꎮ
１.２　 方法 　 查阅相关文献[３－４] ꎬ咨询专家意见ꎬ进行

问卷设计ꎬ预调查并修改调查表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１２
月期间由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对调查对象进行一人

一卷封闭答题ꎬ由学生自己填写调查表ꎬ调查人员当

场收回并详细检查ꎮ 调查内容包括(１)一般人口学特

征ꎮ (２)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 ( ｓ￣ＥＭＢＵ￣
ｃ) [３] :为自填问卷ꎬ父亲版和母亲版各 ２１ 个条目且内

容相同ꎬ包括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 ３ 个分维度ꎬ
所有条目均有从不、偶尔、经常、总是 ４ 个选项ꎮ 问卷

采用 ４ 点评分ꎬ１ 表示“从不”ꎬ４ 表示“总是”ꎬ分值越

高表明越趋向该维度ꎮ 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在 ０.７０ ~
０.８４ 之间ꎬ分半信度在 ０.７３ ~ ０.８４ 之间ꎬ１０ 周后的重

测信度在 ０.７０ ~ ０.８１ 之间ꎮ (３)大学生性心理健康问

卷[４] :共 ３１ 个条目ꎬ包括性认知和性态度 ２ 个维度ꎬ分
别含有 ２１ 个和 １０ 个条目ꎬ每项均按“完全同意” (５
分)、“比较同意”(４ 分)、“不能确定”(３ 分)、“比较不

同意”(２ 分)、“完全不同意”(１ 分)排列和评分ꎬ其中

２５ 项正向计分ꎬ６ 项反向计分ꎮ 得分越高ꎬ说明性心

理健康水平越低ꎮ 问卷重测信度为 ０.７８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０ꎬ分半信度为 ０.７４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全部问卷在进行核准后ꎬ利用 Ｅｐｉ￣
Ｄａｔａ ３.２ 软件遵循双人录入的原则将数据输入计算

机ꎬ然后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ꎮ 所

用方法涉及 ｔ 检验、秩和检验、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

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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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父亲教养方式　 在父亲教养方式中ꎬ拒绝维度总

均分为(１.３９±０.４７)分ꎬ情感温暖维度总均分为(２.７０±
０.６４)分ꎬ过度保护维度总均分为(１.９２±０.４６)分ꎮ 在

拒绝维度上ꎬ男生得分为(１.４５±０.５０)分ꎬ高于女生的

(１.３６±０.４５)分( ｔ ＝ ３.２７５ꎬＰ<０.０５)ꎬ非独生子女和独

生子女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１３９ꎬＰ>０.０５)ꎻ
在情感温暖维度上ꎬ女生得分为(２.７５±０.６５)分ꎬ高于

男生的(２.６１±０.６１)分( ｔ ＝ ３.４５４ꎬＰ<０.０５)ꎬ非独生子

女和独生子女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２.５７０ꎬＰ>
０.０５)ꎻ在过度保护维度上ꎬ男生和女生的得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ｔ ＝ ３.５０９ꎬＰ> ０.０５)ꎬ非独生子女得分为

(１.９３±０.４４)分ꎬ高于独生子女的(１.９１±０.４８)分( ｔ ＝
－０.７４５ꎬＰ<０.０５)ꎮ
２.２　 母亲教养方式　 在母亲教养方式中ꎬ拒绝、情感

温暖和过度保护 ３ 个维度的总均分分别为 ( １. ４６ ±

０.５２)(２.９５±０.６５)(２.０９±０.５０)分ꎮ 在拒绝维度上ꎬ男
生得分为(１.４９±０.５５)分ꎬ高于女生的(１.４４±０.５０)分

( ｔ＝ １.５６０ꎬＰ<０.０５)ꎻ在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 ２ 个维度

上ꎬ女生和男生、独生和非独生子女间得分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大学生性心理健康状况　 性心理健康总均分为

(２.２８±０.３７)分ꎬ其中性认知得分的平均分为(２.４７ ±
０.３５)分ꎬ性态度为(１.８９±０.５８)分ꎮ 在性认知维度上ꎬ
男生和女生、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有无恋爱关系

学生、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ꎻ在性态度维度上ꎬ男生和女生、独生

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ꎬ有恋爱关系的得分高于无恋爱关系

者(Ｐ<０. ０５)ꎬ高年级的得分高于低年级(Ｐ< ０. 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性心理各维度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性认知 性态度 总均分
性别 男 ３８３ ２.４５±０.３６ ２.０３±０.５８ ２.３１±０.３９

女 ７５０ ２.４８±０.３４ １.８２±０.５５ ２.２７±０.３６
ｔ 值 １.５７０ ５.８９１ １.７５３
Ｐ 值 ０.１９２ ０.１６４ ０.０１３

年级 大一 １６８ ２.５０±０.３４ １.８７±０.５２ ２.３０±０.３５
大二 ２５９ ２.４７±０.３５ １.８３±０.５３ ２.２６±０.３５
大三 ３５９ ２.４５±０.３３ １.８４±０.５５ ２.２５±０.３５
大四 ２００ ２.５０±０.３５ １.９９±０.６２ ２.３３±０.３９
大五 １５８ ２.４６±０.３９ ２.０２±０.６７ ２.３２±０.４４

Ｆ 值 １.１６３ ４.９４１ ２.２１３
Ｐ 值 ０.３２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６６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５３９ ２.４６±０.３５ １.９１±０.６０ ２.２８±０.３８
否 ６０５ ２.４８±０.３４ １.８８±０.５６ ２.２９±０.３６

ｔ 值 １.０４１ ０.７３４ ０.２７３
Ｐ 值 ０.４８１ ０.１６１ ０.５３９

是否有男 / 女朋友 是 ３８５ ２.４４±０.３６ １.９０±０.６２ ２.２６±０.３９
否 ７７９ ２.４８±０.３４ １.８９±０.５５ ２.２９±０.３６

ｔ 值 １.７６９ ０.１６６ １.２５９
Ｐ 值 ０.４９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９４

２.４　 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性心理健康的相关性　
父亲教养方式中ꎬ拒绝和过度保护维度与性认知、性
态度的得分均呈正相关ꎬ情感温暖维度与性认知、性
态度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ꎻ母亲教养方式中ꎬ拒
绝和过度保护维度与性认知、性态度的得分均呈正相

关ꎬ情感温暖维度与性认知、性态度均呈负相关(Ｐ 值

均<０.０１)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

性心理及各维度得分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１ １４４)

父母 教养方式维度 性认知 性态度 性心理总均分
父亲 拒绝 ０.２５９ ０.３１８ ０.３１２

情感温暖 －０.１３９ －０.１９４ －０.１８４
过度保护 ０.２３６ ０.２１５ ０.２５３

母亲 拒绝 ０.２９８ ０.３５３ ０.３５０
情感温暖 －０.１４４ －０.２７１ －０.２２２
过度保护 ０.１９３ ０.１３０ ０.１８２

　 注: 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３　 讨论

大学生性心理健康包括性认知和性态度 ２ 个部

分ꎬ性认知是指对有关性的认知ꎬ即是否具备了有关

性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是否准确和丰富ꎻ性态度是指

对待性的开放性、愉悦度、责任感等多方面的组合体ꎬ
性态度影响个体对性对象的注意、对性信息的加工以

及对性信息做出的反应[５] ꎮ
本研究显示ꎬ大学生性心理健康总均分为(２.２８±

０.３７)分ꎬ高于温斌等[６] 报道的广东省大学生性心理

健康的总均分[(２.１４±０.３４)分]ꎮ 在性认知和性态度

上ꎬ男生和女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ꎬ可能是因为现

代社会的思想开放以及信息化发展ꎬ女生和男生一样

渴望性知识ꎬ均可以通过书刊、影视、网络等方式对其

进行了解ꎻ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性心理水平也无差

别ꎬ与国内其他研究一致[７] ꎬ可能与父母对多胎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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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视同仁ꎬ没有偏爱或拒绝任何一个有关ꎮ 在性态度

上ꎬ高年级的学生比低年级学生具有更多的负向态

度ꎮ 有男 / 女朋友的学生在交往过程中往往能够正确

处理两性关系ꎬ有研究显示ꎬ有过恋爱经历的 ９０ 后大

学生在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上表现的更加活泼ꎬ没
有恋爱经历者则相对传统和保守[８] ꎮ

本研究表明ꎬ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的性知识及

性行为有关系ꎬ与国内的一些研究一致[９] ꎮ 父母的拒

绝和过度保护不利于子女性心理的健康发展ꎬ父母过

度保护会使子女缺乏自主能力以及产生对父母的过

度依赖ꎬ心理年龄严重滞后ꎬ使大学生本应该形成的

一些性观念、性态度不能正常获得ꎬ从而制约了性控

制力的形成ꎬ导致大学生较早发生性行为[１０] ꎮ 国内外

研究表明ꎬ父母对子女的情感交流和支持是降低青少

年性行为的重要保护因子[１１－１２] ꎮ 因此ꎬ情感温暖能够

正确引导子女性启蒙ꎬ对性有正确认知ꎮ 母亲的情感

温暖比父亲更利于子女性心理的健康发展ꎬ可能由于

母亲能够与子女进行更多的交流沟通ꎬ从中引导他们

对性的感观和认知ꎮ 国内某些研究也表明ꎬ亲子间有

关性的交流ꎬ尤其是与母亲关系的好坏对青少年婚前

性行为发生具有突出的影响[１３] ꎮ
综上所述ꎬ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的性心理有重

要影响ꎬ拒绝和过度保护不利于子女性心理的健康发

展ꎬ而情感温暖则有利于其子女性心理的健康发展ꎮ
因此ꎬ建议通过家庭形式从小对子女进行性教育ꎬ由
父母来正确引导他们对性的探知ꎬ使他们拥有正确的

性认知和性态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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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ꎬ大学生体能状况呈下降的趋势令人担忧ꎬ

已引起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１] ꎮ 对健康的追求是人

生的永恒和根本ꎬ但影响体质健康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ꎮ 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说ꎬ自身的个人因素和学校因

素尤为重要ꎮ 本研究采用动态追踪的方法ꎬ定性和定

量相结合探讨大学生在校 ４ ａ 的体质健康变化特点以

及体质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ꎬ旨在为改善大学生体质

健康和制定有针对性的健康促进策略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２００９ 级学生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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