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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behavior problems among ecological immigrant
children, as well study the effect of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class environment on ecological migration on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Methods: We examined the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behavior problems on ecological immigrant adolescence using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
Then, we examined the impacts of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class environment on growing trend
and rate of change on immigrant adolescence’s behavior problems. Results: 1) The descending
developmental trend of behavior problems during the 27 months, was significant on the whole.
The descending speed (p < 0.000) and variation of intercept (σ2 = 272.328, p < 0.05) was greater
than zero. Besides, the rake ratio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intercept; 2) The gender
and classmate relations also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intercept (p < 0.001). The
initial general self-efficacy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rake ratio (B = −6.891, p <
0.05). Conclusion: The descending developmental trend of total behavior problems was obvious,
while the initial level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scending speed. The better
classmate relations, the score of behavior problems’ initial level lower. The higher score of initial
general self-efficacy, the speed descended f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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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应用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探讨分析生态移民儿童行为问题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及一般自我效能感和
班级环境对儿童行为问题发展趋势的影响。方法：针对生态移民儿童进行三次调查，应用潜变量增长曲
线模型，考察儿童行为问题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分析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班级环境对生态移民儿童行为问
题发展水平与速度的影响。结果：1) 行为问题在三次调查期间下降速度显著大于0(p < 0.000)，截距的
变异(σ2 = 272.328, p < 0.05)也显著大于0，截距与斜率之间无显著相关；2) 对行为问题变化模型截距
的预测中，性别与同学关系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p < 0.001)。在对变化模型斜率的预测中，一般自我
效能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B = −6.891, p < 0.05)。结论：生态移民儿童行为问题在三次调查期间呈
线性下降趋势，其起始行为问题水平呈现明显的个体差异，且起始水平与下降速度无关。班级环境中的
同学关系越好，初始水平行为问题总分越低。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行为问题的下降速度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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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移民(Eco-migration)，系指为保护某地区特殊的生态或让某地区的生态得到修复而进行的移民，
也指因自然环境恶劣，基本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或不具备就地扶贫条件而将当地人民整体迁出的移民(梁
福庆，2011)。目前已有研究表明生态移民较非移民更容易罹患焦虑、抑郁、酗酒甚至吸毒等心理健康问
题(Harpham, 1994)。而移民儿童正处于身心发育与接受教育的重要时期，环境的巨大变迁使得一些儿童
在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均处于应激状态，更容易发生心理和行为问题(Aonghas, 2002)。儿童行为问题是
儿童时期较为常见的行为偏异，它直接影响儿童学习效能、知识与技能的获得，可能对儿童身心及社会
适应能力的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更有甚者还可能成为成年期精神疾病的根基(Lerner, Inui, Trupin, &
Dougla, 1985)，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一定的负担。已有先前研究表明，问题行为的检出率在性别上有明显
的差异(崔丽霞，雷雳，2005；何一粟，李洪玉，冯雷，2006)；而年龄差异的研究多呈现年级越高、问题
行为发生越普遍的现象(崔丽霞，雷雳，2005；林向英，韦小满，郑慧贾，2005)，但也有研究显示无统计
学差异(张迪，白春玉，王帆，2006)。就目前现有研究来说，关于生态移民心理健康的研究对象多为成年
移民，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移民儿童的行为问题的研究较少见。
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 LGM)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理论，通过潜变量来描
述纵向测量的发展特征，较传统注重总体的纵向研究更加注重对个体的研究，不仅能对个体的发展轨迹
进行描述，并且可以分析个体之间的差异及存在差异的原因(周立业，高彩虹，王晓成，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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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创新性地采用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为研究方法，探究了生态移民儿童行为问题在总体和个体
水平上的变化趋势与异同，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为详实的数据支持，对生态移民儿童行为问题随
时间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全面系统的描述具有重大意义。

2. 对象和方法
2.1. 调查对象
本研究基于国家基金项目《生态移民儿童行为问题的实证研究》第一阶段的现状调查研究，随机选
取四个生态移民区，对年龄为 12~16 岁期间共 882 例被试进行追踪调查研究，第一次调查时间为 2012 年
3 月，位于生态移民后 3~6 月之间，其后每 9 个月进行一次调查，分别于 2012 年 12 月、2013 年 9 月完
成后续追踪调查。本研究所有被试调查前均签署知情同意并通过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2.2. 调查方法
第一次调查采用 CBCL、GSES 和《我的班级》问卷对被试对象进行现场调查。第二、三次调查采用
CBCL 对被试对象进行追踪调查。
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Achenbach’s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于 1983 年由美国心理学家
Achenbach 编制，经过 1991 年修订(Achenbach & Edelbrock, 1983; Achenbach & Lerner, 1991)，主要用于
儿童行为和情绪问题的筛查。本研究采用 1991 版 CBCL 计分，行为问题部分的适用年龄为 6~18 岁，本
次测量总的 Cronbach’s α 为 0.983。
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最早由张建新和 Schwarzer 于 1995 年
翻译完成，适用于大、中学生群体。所有 10 个项目的得分加起来除以 10 即为总量表分，总分越高，一
般自我效能感越高。我国男女高中生在 GSES 上常模为 2.52 和 2.39(王才康，胡中锋，刘勇，2001)。此
次测量的 Cronbach’s α 为 0.757。
《我的班级》问卷：由江光荣编制，共 38 个条目。分量表分为该分量表中所有题目得分之和，分数
越高表明对该项目满意度越高(江光荣，2004)。

2.3. 统计学分析
1) 构建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对三次追踪调查 CBCL 总分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考察 CBCL 总分在三
次调查时间内是否为线性发展趋势及 CBCL 总分起始水平与发展速度的个体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
进一步通过模型的多样本比较，考察不同性别组之间是否有共同的发展轨迹；2) 构建包含有预测变量的
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考察班级环境和一般自我效能感对行为问题随时间发展变化的影响。潜变量增长
曲线模型构建采用 LISREL8.51 统计软件，检验水准取 α = 0.05，建模采用极大似然估计。

2.4. 结果
2.4.1. 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矩阵如表 1 所示。从 T1 到 T3，行为问题总分呈先下降后趋于平稳
趋势；性别与第一、二次测量的行为问题总分无显著相关，但与第三次测量的行为问题总分呈显著的负
相关，说明一定时间之后男生的行为问题高于女生；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均与第一、二次测量的行为问
题呈显著负相关，但与第三次测量的行为问题无显著相关，表明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越好，儿童在移民
初期的行为问题水平就越低；秩序和纪律与第一次测量的行为问题呈显著负相关，但与第二、三次测量
的行为问题无显著相关，说明班级环境中秩序和纪律越明确，儿童在移民初期的行为问题水平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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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更容易参与到集体生活中；最后，效能感与三次测量的行为问题总分无显著相关。
2.4.2. 生态移民儿童行为问题变化的线性无条件模型
对行为问题构建如图 1 所示的线性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考察行为问题是否呈线性增长。线性无
条件模型由两个水平构成。第一个水平计算每名被试的行为问题分数，方程为：COMit = αi + βiλt + εit。
其中 COMit 为被试 i 在时间 t 的行为问题观测分数，αi 为被试 i 的截距(起始水平)，βi 为被试 i 的斜率(发
展速度)，λt 为时间分数，εit 为被试 i 在时间 t 的残差。增长建模并不要求相邻两次测量的时间间隔相
等 。 本 研 究 第 一 次 测 试 的 时 间 分 数 设 为 0 ， 由 于 假设 行 为 问 题 呈 线 性 增 长 ， 所 以 第 二 、 三 次 测
Table 1. Th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M

SD

1

1 V1

40.0581

38.4301

-

2 V2

30.0982

34.6395

0.262**

-

3 V3

30.2004

36.0416

0.307**

0.446**

-

4 性别

1.55

0.498

−0.036

−0.051

−0.098*

-

5 效能感

2.3202

0.4878

0.062

−0.066

−0.013

−0.136**

-

6 师生关系

22.1122

5.9613

−0.168**

−0.123**

−0.042

0.079

0.171**

-

7 同学关系

19.8577

5.2333

−0.195**

−0.095*

−0.081

−0.010

0.215**

0.495**

-

8 秩序和纪律

20.3587

5.0850

−0.101*

−0.056

−0.027

−0.107*

0.180**

0.453**

0.567**

-

9 竞争

14.1944

5.26108

−0.002

0.044

0.051

−0.039

0.207**

0.260**

0.114*

0.093*

-

10 学习负担

14.3066

4.67199

0.043

0.068

0.048

0.044

0.073

0.101*

0.016

−0.032

0.490**

2

3

4

5

6

7

8

9

注：V1、V2、V3 分别代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调查的行为问题总分；男孩 = 1，女孩 = 2；*p < 0.05, **p < 0.01, ***p < 0.001. (以下均同)

Figure 1. The linear unconditional model of behavior problems among ecological immigrant children
图 1. 生态移民儿童行为问题线性无条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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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的时间数分别为它们与第一次测试的时间间隔(分别为 9、18 个月)，故第二、三次测量的时间分数分别
设为 9、18。这样，模型截距即为第一次测试中行为问题的估计均值，模型斜率即为三测试期间行为问
题的月均增长分数。线性无条件模型的第二个水平将截距和斜率视为因变量，方程为：αi = μα + ξαi; βi =
μβ + ξβi。其中 μα 为截距的均值，μβ 为斜率的值 ξαi、ξβi 分别为被试 i 截距、斜率的残差。无条件模型
较好地拟合了数据：X2 = 10.61, p = 0.001, CFI = 0.946, RMSEA = 0.139, SRMR = 0.005。该模型的统计结
果见表 2。由于与斜率有关的统计量较小，以下结果统一保留三位小数。表 2 显示，模型截距即儿童起
始行为问题水平为 37.535，显著大于 0(p < 0.000)；行为问题在三次测试期间呈线性下降的变化趋势(斜率
= 0.479)，即行为问题总分月均降低约 0.479 分，这一下降速度亦显著大于 0(p < 0.000)。此外，截距的变
异(σ2 = 272.328, p < 0.05)也显著大于 0，表明儿童起始的行为问题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个体间差异，因此有
必要继续观察何种因素导致发展水平出现了个体差异。这也正是后文条件模型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
截距与斜率之间无显著相关(t = 1.191, p > 0.05)，表明行为问题的下降速度与起始行为问题水平无关。总
之，结果支持了生态移民儿童行为问题在三次测量期间的线性下降趋势。
2.4.3. 预测生态移民儿童行为问题起始水平和变化速度的条件模型
下面我们在无条件模型第二个水平的方程中加入性别、一般自我效能感、班级环境及其交互作用项
等预测变量，构建条件模型，考察这些变量是否是造成行为问题起始水平及变化速度出现个体差异的原
因。变量的相关性检验显示班级环境的五个因子中“竞争”和“学习负担”与三次测量的行为问题总分
的相关均不显著，因此在条件模型中纳入“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秩序和纪律”三个维度。首
先对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合成“师生关系 × 性别”、“同学关系 × 性别”、“秩序和纪律 × 性
别”、“师生关系 × 效能感”、“同学关系 × 效能感”、“秩序和纪律 × 效能感”6 个交互作用项。
由于预测变量数量较多，同时纳入第二个水平的方程容易造成有偏估计，因此我们分 6 个模型、逐个纳
入 6 个交互作用项，分别考察每个交互作用项对社会能力起始水平和增长速度的预测(每个模型都包含性
别、效能感、三种班级环境维度和一个交互作用项，共 6 个预测变量)。结果发现，6 个交互作用项中“同
学关系 × 性别”对行为问题的初始水平预测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师生关系 × 效能感”和“同学关系 ×
效能感”对行为问题的初始水平和变化速度的预测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纪律和秩序 × 效能感”对行
为问题的变化速度的预测达到了显著性水平。根据模型拟合情况，因此，最后的条件模型包含了性别、
一般自我效能感、三种班级环境维度和“同学关系 × 性别”6 个预测变量。该模型与数据拟合指数为：
χ2(6) = 495.231, p = 0.000, CFI = 0.000, RMSEA = 0.374, SRMR = 0.000。模型统计结果见表 3。
表 3 中 B 可以理解为预测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对应的因变量(截距或斜率)变化。表 3 显示，在对行
为问题变化模型截距的预测中，性别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B = −31.674, p < 0.001)，同学关系有显著的
负向预测作用(B = −3.260, p < 0.001)。女孩起始的行为问题总分低于男孩约 31.674 分;同学关系较好(高于
均值 1 个标准差)的儿童，起始行为问题低于同学关系较差(低于均值 1 个标准差)的儿童 3.260 × 2 = 6.520
分。同学关系和性别的交互作用对模型截距的预测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 = 1.268, p < 0.05)。在对变化
模型斜率的预测中，效能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B = −6.891, p < 0.05)。
Table 2.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linear unconditional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 of behavior problems
表 2. 行为问题的线性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分析结果
参数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系数

标准误(SE)

方差

截距

37.535***

1.536

272.328*

斜率

−0.479***

0.107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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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Predict rake ratio and intercept of behavior problems
表 3. 预测行为问题变化的截距和斜率
截距

斜率

预测变量
B

SE

B

SE

性别

−31.674**

7.542

1.142

5.014

效能感

2.853

4.188

−6.891*

2.784

师生关系

−0.727

0.413

0.536

0.275

同学关系

−3.260**

0.802

0.948

0.533

秩序和纪律

0.344

0.515

−0.124

0.342

同学关系×性别

1.268*

0.431

−0.287

0.287

3. 讨论
本研究表明被试生态移民儿童在移民初期的行为问题呈逐渐降低的整体趋势，这与以往关于儿童行
为问题发展趋势的研究结果是相符的(Crijne, Achenbac, & Verhulst, 1997)，但与部分研究显示的中学生行
为问题随年级增高递增的结果并不一致(张珊明，2006)，这也说明了生态移民初期是移民儿童行为问题发
展的特殊时期。本研究通过对生态移民儿童进行连续三次追踪调查，实现对生态移民儿童行为问题发展
过程的潜变量增长曲线建模，结果显示生态移民初期移民儿童行为问题呈线性增长的发展变化趋势。与
此同时，本研究发现生态移民儿童行为问题的起始水平呈明显的个体差异，与罗静等(2009)的研究结果是
一致的。这也表明，他们在第一次追踪调查中的行为问题水平并不相同。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行为问题的
发展速度与初始水平二者相关不显著，这说明无论行为问题初始水平得分高低，其发展速度可快可慢。
在本研究中第一次调查时班级环境中同学关系越好，行为问题的起始水平越低，与王晓玲等(2012)和黄韵
如等(2012)的研究结果也是相符的。
本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次调查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对行为问题的发展趋势有负向的影响，且第一次调
查时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行为问题的下降速度越快。这说明一般自我效能感高的生态移民儿童更容易
积极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努力调节自己的行为与之相协调，这在黄文锋等(2004)的研究中也得到体现。
本研究还指出，第一次调查中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对行为问题初始水平、发展趋势及变化速度均有显著的
影响。一般自我效能感高的移民儿童在新环境中能更好的控制行为，对学习的自我管理能力较强，更易
取得较好的成绩(张鼎昆，方俐洛，1999)。本研究中，第一次调查中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初始状态的行为
问题得分没有显著影响，而同学关系也未对行为问题的发展趋势产生显著影响。先前刘丽英的研究也表
明中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受家庭和学校环境的影响较大(刘丽英，2006)。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因本研究仅进行了三次连续追踪调查，未对行为问题亚分类进行研究，且行为问题其他影响因素尚
未涉及，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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