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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喂养焦虑评价量表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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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虑是一种感觉ꎬ 是对模糊的或未意识

到的威胁的担忧ꎮ 它是一种 “低窒息” 的情

绪状态ꎬ 以长期的暴躁、 担忧的想法和对威

胁迹象警觉为特征ꎮ 妊娠分娩对孕产妇来说

是一次非常强烈的身体和情感体验ꎬ 产后她

们的感情会较以往脆弱、 敏感ꎬ 更容易受到

外界因素的影响ꎬ 产后焦虑是最常见的负性

情绪之一ꎮ
喂养焦虑是一种特殊的产后焦虑ꎬ 是一

种过度焦虑孩子喂养问题而引起的一系列异

常的行为表现和心理体验ꎮ Ｓｐｉｅｌｂｅｒｇｅｒ 将焦

虑区分为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ꎬ 特质焦虑表

述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焦虑倾向ꎬ 状态

焦虑描述的则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ꎬ 如

紧张、 忧虑和神经症等ꎬ 一般是短暂性的ꎮ
本研究的目的是编制一个适合 ０－１ 岁婴

儿母亲的喂养焦虑情绪评价量表ꎬ 并对量表

的测量学属性进行探讨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选取北京大学母婴营养研究中心全国的

宣教基地参加咨询的 ０－１ 岁婴儿母亲作为测

量对象ꎮ 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为: 年龄为

２０－４０ 岁ꎬ 婴儿的主要喂养人ꎻ 无严重的

心、 肝、 肺、 肾、 内分泌疾病、 遗传性疾病

以及精神心理疾患ꎻ 婴儿无严重的遗传疾病

或先天缺陷ꎻ 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排除标准

为: 患乳腺炎ꎻ 婴儿为早产儿ꎻ 婴儿为低出

生体重 (<２５００ｇ)ꎻ 妊娠期间或分娩后离婚

或丧偶ꎻ 在哺乳期间再次妊娠ꎮ 本研究遵循

自愿参与的原则ꎬ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ꎬ 按照

受试者知情同意程序ꎬ 所有参与本项目的乳

母在充分了解本研究的相关内容后ꎬ 均需签

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 ２　 母亲喂养焦虑问卷的编制

１ ２ １　 理论维度构建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ꎬ 结合临床观察和

预实验ꎬ 初步构建了母亲喂养焦虑问卷的 ４
个维度: 担忧感、 积极体验、 消极体验、 压

力感ꎮ
查阅了常用中文版焦虑问卷 (包括医院

焦虑抑郁问卷 ＨＡＤ、 焦虑自评量表 ＳＡＳ、 状

态－特质焦虑问卷 ＳＴＡＩ、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ＨＡＭＡ、 Ｓａｒａｓｏｎ 考试焦虑量表 ＴＡＳ、 运动认

知特质焦虑量表 ＣＣＴＡＩ) 的所有题项ꎻ 参阅

母乳喂养自信心量表、 妊娠压力量表等喂养

相关问卷ꎻ 然后对母亲喂养过程中的焦虑特

质进行了分析ꎬ 在小范围内对母亲进行了访

谈ꎻ 同时研究小组与心理学、 行为学、 营养

学和妇幼保健专业工作者进行了探讨ꎬ 列出

来与喂养期间焦虑相关的项目ꎬ 排除了含义

模糊ꎬ 语词晦涩ꎬ 内容对母亲有诱导性或指

向性的条目ꎬ 最后编订了 ３３ 个条目 (１) 我

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孩子喂养方面的知识ꎻ
(２) 喂养孩子的过程中ꎬ 我感到心情愉悦ꎻ
(３) 我能够得到可信的喂养知识 (４) 孩子

哭闹会让我心烦意乱 (５) 我担心孩子挑食

(６) 我对喂养孩子的花费有所顾虑ꎻ (７)
我担心孩子吃得不够多ꎻ (８) 孩子喂养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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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使我觉得心身疲惫ꎻ (９) 因为反复考虑孩

子的喂养问题ꎬ 晚上我会睡不着ꎻ (１０) 由

于孩子喂养引起的紧张情绪ꎬ 我能很快放松

下来ꎻ (１１) 即使在外出赴宴等娱乐社交活

动离开孩子时ꎬ 依然担心孩子的喂养问题ꎻ
(１２) 喂养孩子让我和孩子得到了很好的交

流ꎻ (１３) 我真希望喂养孩子不要这么烦人ꎻ
(１４) 我在意别的妈妈对我的喂养方式的看

法ꎻ (１５) 我担心自己的体型不能恢复ꎻ
(１６) 我担心喂养不当会影响孩子的健康状

况ꎻ (１７) 如果认为家人或者保姆对孩子的

喂养方式不正确ꎬ 我心中会惶惶不安ꎻ (１８)
夜里因为担心孩子喂养不当或喂养质量不好

而做噩梦ꎻ (１９) 喂养孩子的过程能加深我

和孩子的感情ꎻ (２０) 在和别的妈妈交流喂

养经验时ꎬ 我会感到紧张ꎻ (２１) 我担心孩

子的餐具或奶瓶不干净ꎻ (２２) 一遇到和孩

子喂养相关的问题ꎬ 我就很难做出决断ꎻ
(２３) 在给孩子选择食物时ꎬ 我会举棋不定ꎻ
(２４) 我觉得自己完全能胜任母亲的角色ꎻ
(２５)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对孩子喂养这么

紧张ꎻ (２６) 在喂养孩子问题上ꎬ 我和别的

妈妈做得一样好ꎻ (２７) 喂养孩子限制了我

的自由ꎬ 这让我很不自在ꎻ (２８) 把孩子照

顾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ꎻ (２９)
我担心喂养不当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ꎻ
(３０) 我担心孩子的食物不安全ꎻ (３１) 孩

子吃饭不好时ꎬ 我也吃不好睡不好ꎻ (３２)
孩子吃别人给的食物时ꎬ 我会很担心ꎻ (３３)
当孩子食欲不振时ꎬ 我觉得都是自己的错ꎮ

１ ２ ２　 实施与计分方法

问卷由本研究项目营养学专业人员负责

发放、 说明和回收ꎮ 无特殊情况ꎬ 问卷由母

亲本人填写ꎮ 母亲就每个条目描述的内容在

自己的喂养过程中所占的时间多少来作答ꎬ
从 “没有”、 “偶尔”、 “相当多时间” 到

“全部时间” 共四个等级ꎬ 分别计 １－４ 分ꎬ
积极体验内容条目则 ４－１ 反向计分ꎮ

同时发放焦虑自评问卷 ( ＳＡＳ)ꎬ 作为

效标ꎮ
１ ２ ３　 统计方法

统计工具为 ＳＰＳＳ１６ ０ꎬ 进行相关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 验证性因素分析等ꎮ

２　 结　 果

２ １　 项目筛选

选取前期的 ２７７ 名乳母为样本一ꎬ 对问

卷进行项目筛选和探索性因子分析ꎬ 以后期

填写问卷的 ３５０ 名乳母为样本二ꎬ 对问卷进

行信效度验证ꎬ 最后调查 ２１９０ 乳母为样本

三ꎬ 进行常模评分ꎮ
２ １ １　 ｔ 检验法

采用两样本 ｔ 检验的方法从敏感性的角度

对项目进行筛选ꎬ 计算每一条目的临界比率

(ＣＲ)ꎮ 将研究对象按母亲喂养焦虑问卷总得

分的从高到低进行排序ꎬ 得分最高的 ２７％个

体作为高分组ꎬ 得分最低的 ２７％个体作为低

分组ꎬ 以 ｔ 检验比较各项目高分组与低分组得

分的差异ꎬ 若两组间得分的差异具有显著性

(Ｐ<０ ０５)ꎬ 表示这个项目能鉴别不同研究对

象之间的反应程度ꎬ 反之ꎬ 则删除该条目ꎮ
通过统计分析ꎬ 条目 ２５ 两组间得分的差异不

具有显著性 (Ｐ＝０ １９１)ꎬ 可删除该条目ꎮ
２ １ ２　 相关系数法

采用相关系数法对条目的代表性和独立

性进行考察 (１) 每一条目与自编问卷总分

和 ＳＡＳ 总分进行相关分析ꎬ 进入问卷的条目

标准为 ｒ>０ ３ꎬ Ｐ<０ ０５ꎮ (２) 每一条目与其

所在维度得分的相关ꎬ 将条目与所属维度之

间的相关系数小于 ０ ４ 者删除ꎻ 并计算每一

条目与其他维度得分的相关ꎬ 将条目与其他

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 ０ ４ 者删除ꎮ 通过

统计分析计算后ꎬ 条目 １０、 １５、 １９、 ２５、 ２７
与总分之间的 ｐｅ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０ ３ꎬ 而条目

１８ 与条目 ３ 与其他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

０ ４ꎮ 可删除以上条目ꎮ
２ １ ３　 内部一致性分析

克朗巴赫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是评价问

卷内部一致性的首选指标ꎬ 用其进行项目筛

选的具体方法是ꎬ 比较去掉所考察的条目

后ꎬ 其所在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的变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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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ꎮ 一般来说ꎬ 项目越多ꎬ 系数越大ꎮ 如果

从一个维度内去掉某个条目ꎬ 系数应该减

小ꎬ 若是系数没有减少反而增大ꎬ 说明该条

目的存在降低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ꎬ 可以删

除该条目ꎮ 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后ꎬ 去掉条目

２、 ３、 和 １５ 后所在维度的克朗巴赫系数反

而增大ꎮ 可删除上述三个条目ꎮ
经过项目分析ꎬ 最终删除的条目为: ２、

３、 １０、 １５、 １８、 １９、 ２５、 ２７ꎮ

２ ２　 验证性因子分析

对进入问卷的 ２５ 个条目进行相关性检

验ꎬ ＫＭＯ ＝ ０ ８２８ꎬ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 ｓ 球 形 检 验

(３００) ＝ １８２８ꎬ Ｐ<０ ００１ꎬ 表明数据适合进

行因子分析ꎮ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ꎬ 从相关阵

出发计算ꎬ 对问卷的 ２５ 个条目进行探索性

因子分析ꎬ 因子数目提取标准为特征根>１ꎬ
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ꎬ 最终提取因子

数为 ７ꎬ 特征根分别为:
λ１＝ ３ ８００ꎻ λ２＝ ２ ２５０ꎻ λ３＝ １ ８２２ λ４ ＝

１ ７９９ꎻ λ５＝ １ ７２９ꎬ λ６ ＝ １ ７０２ꎬ λ７ ＝ １ ２５６ꎬ
这 ７ 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为 ５７ ４３７％ꎮ

因子 １ 因子 ２ 因子 ３ 因子 ４ 因子 ５ 因子 ６ 因子 ７

条目 负荷 条目 负荷 条目 负荷 条目 负荷 条目 负荷 条目 负荷 条目 负荷

１６ ０ ６５６ １２ ０ ６１２ ４ ０ ５６６ ５ ０ ７６５ ９ ０ ７３４ ２２ ０ ８２９ ６ ０ ７９４

１７ ０ ４３７ ２４ ０ ７７６ ８ ０ ７０５ ７ ０ ７７６ １４ ０ ５６９ ２３ ０ ８２８

２１ ０ ６３５ ２６ ０ ８１０ １３ ０ ６８９ ２０ ０ ５１５

２８ ０ ４５８

２９ ０ ６６０

３０ ０ ７９３

３１ ０ ５４８

３２ ０ ６４０

３３ ０ ６０５

　 　 其中ꎬ 因子 １ 为担忧感ꎬ 因子 ２ 为积极

体验ꎬ 因子 ３ 为消极体验ꎬ 因子 ５ 为压力

感ꎮ 条目 １ 在各因子的负荷均<０ ４ꎬ 而条目

１１ 在因子 １ 和因子 ４ 的负荷均>０ ４ꎬ 所以考

虑删除条目ꎮ 其中因子 ４ 的两个条目: 条目

５ 和条目 ７ 本划分在因子 １ 中ꎬ 但考虑到其

在因子 １ 的负荷过小ꎬ 若单独划分为一个维

度理论上又无法解释ꎬ 所以将其与原本并未

归结为任何维度的条目 ６、 ２２、 ２３ 一起ꎬ 划

分为不属于任一维度的条目ꎮ 最终ꎬ 母亲喂

养焦虑问卷共 ２３ 个条目ꎬ 四个维度分别为

担忧感、 积极体验、 消极体验和压力感ꎮ

２ ３　 问卷的信效度评估

对第二轮的 ３５７ 份问卷进行信效度评估ꎮ
２ ３ １　 信度

２ ３ １ １　 内部一致性信度

总问卷与担忧感ꎬ 积极体验ꎬ 消极体

验ꎬ 压力感各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８２９、 ０ ８２５、 ０ ６１８、 ０ ５０７、 ０ ５５０ꎮ 喂养

焦虑情绪受情境影响较大ꎬ 不适合考察问卷

的重测信度ꎮ
２ ３ ２　 效度

２ ３ ２ １　 内容效度

研究小组与心理学、 行为学、 营养学和

妇幼保健专业工作者进行了探讨ꎬ 列出来与

喂养期间焦虑情绪相关的项目ꎬ 排除了含义

模糊ꎬ 语词晦涩ꎬ 内容对母亲有诱导性或指

向性的条ꎮ
２ ３ ２ ２　 校标效度

将焦虑自评问卷 ( ＳＡＳ) 作为校标工

具ꎬ 与自编问卷一起发放ꎬ 共回收有效问卷

份ꎬ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７３０ꎬ 自编问卷总

均分 (３７ ６７±８ ６２９) 与焦虑自评问卷总均

分 (２４ ７７±５ １１８) 呈正相关 ( ｒ ＝ ０ ４１１ꎬ 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