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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生态移民青少年外向性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

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儿童版）、“我的班级”问卷、家庭环境问卷对宁夏生态移民区的 1453 名

生态移民青少年进行调查，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结果：将男生和女生的三个假设模型分别进行比较，均为模型三拟

合较理想：GFI、AGFI、CFI 均大于 0.9，其中男生 χ2/df=2.493、RMSEA 为 0.045，女生 χ2/df=2.502、RMSEA 为 0.046。 家

庭环境、班级环境对外向性行为问题的总效应系数在男生和女生分别为：-1.70、-0.49 和-2.47、-1.35。 人格因素对外

向性行为问题的效应系数男生为 2.55、女生为 5.51。 结论：人格因素通过直接作用对生态移民青少年外向性行为问

题产生影响，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因素都通过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对外向性行为问题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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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extroversive behavior problems in eco-immigrant adoles-
cents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Methods: 1453 eco-immigrant youths were investigated by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My Class Environment Questionnaire, and ana-
lyzed with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Results: Compared the three Hypothesis models ,the third model fitted well (for male
and female), indexes of GFI, AGFI, NFI, NNFI, CFI were all above 0.9, χ2/df=2.493, RMSEA=0.045 for male and χ2/df=
2.502, RMSEA=0.046 for female. The total effect of family environment and class environment on extroversive behavior
problems were -1.70 and -0.49 for male, and -2.47 and -0.35 for female. The total effect of personal factors on extrover-
sive behavior problems were 2.55 for male, and 5.51 for female. Conclusion: Personal factors have direct influence on ex-
troversive behavior problems of eco-immigrant school students. Family environment, class environment also have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 on extroversive behavior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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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移民指原居住在生态环境破坏地区及自然

环境条件恶劣地区的人口， 迁移到宜居环境定居生

活[1]。 目前，对生态移民的研究集中在政策与经济发

展方面，对其心理健康的研究极少 [2-4]。 行为问题是

指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都超过相应的年龄所允许的

正常范围的异常行为， 分为外向性行为问题与内向

性行为问题 [5]。 青少年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和发展

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以往青少年儿童行为问

题的研究多集中在现况调查或某个方面因素对行为

问题的影响 [6-8]，难以全面解释行为问题的发生和发

展的机制。 本研究依据生态学理论，将个体因素、家

庭环境、 学校环境因素整合为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生

态系统， 研究不同层次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对生态移

民青少年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9]。 环

境的巨大变迁作为潜在的应激因素对移民青少年儿

童的身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研究生态迁移活动与

青少年儿童行为的关系， 对提高生态移民青少年的

身心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多阶段整群分层抽样方法： 从宁夏主要接

受生态移民的 9 个地区的生态移民聚集区各随机抽

取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共 18 所学校。 取得家长及

学生知情同意后，进行问卷调查。从中选取在移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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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时间在 6 个月到 3 年的在校学生， 年龄在 12-
16 生态移民青少年 1453 人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

生 725 人，女生 728 人，年龄为 13.52±1.38 岁。 排除

合并严重躯体疾病、精神发育迟滞等精神疾病。
1.2 工具

1.2.1 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r Che-
cklist，CBCL) 采用家长版问卷第三部分行为问题

部分，共 113 个题目。 其中 12-16 岁男孩外向性行

为问题包括违纪、 攻击性表现以及多动三个因子；
12-16 岁女孩外向性行为问题包括违纪、 攻击性表

现以及残忍三个因子。 由父母评定孩子最近 6 个月

的情况，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5]。
1.2.2 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
tionnair，EPQ） 采用龚耀先修订的儿童版问卷 [10]，
共 88 个题目组成。

1.2.3 家庭环境量表（Family Environment Scale，FES）
采用费立鹏等第三次修订的中文版本，包括 10 个维

度，共 90 个题[11]。
1.2.4 我的班级环境问卷（My Class Inventory，MCI）
采用江光荣编制的班级环境问卷，5 个维度， 共 38
个题目[12]。
1.3 施测程序及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9.0 进行描述性分析与相关分析，采

用 Amos19.0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2 结 果

2.1 相关分析

首先，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确定三个潜变量（家庭

环境因素、班级环境因素和人格因素）的观测变量；
外向性行为问题与三个潜变量的各观测变量相关分

析结果见表 1。

表 2 模型比较拟合指数

注：GFI：拟合优度指数；AGFI：调整拟合优度指数； CFI：比较

拟合指数； 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

2.2 结构方程模型

根据生态学理论， 青少年行为问题的发生和发

展受到多层次不同因素的影响，基于该理论及以往

行为问题的研究提出以下假设模型：模型 1 为班级

环境、家庭环境通过影响个人因素对生态移民青少

年外向性行为问题产生间接影响；模型 2 为个人因

素、 家庭环境分别对生态移民青少年外向性行为问

题产生直接影响， 家庭环境还通过影响个人因素对

行为问题的发生发展产生间接影响， 班级环境通过

影响个人因素产生间接影响；模型 3 为个人因素、班

级环境、 家庭环境分别对生态移民青少年外向性行

为问题产生直接影响， 家庭环境和班级环境还通过

影响个人因素产生间接影响。
运用 Amos19.0，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结构方程

拟合，结果由表 2 可以看出，男生和女生均为模型三

拟合较好，表明个人因素、班级环境、家庭环境分别

对生态移民青少年外向性行为问题产生直接影响，

班级环境、 家庭环境还通过影响个人因素对行为问

题的发生发展产生间接影响， 路径与影响系数如表

3 和附图。

表 1 外向性行为问题与影响因素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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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潜变量对外向性行为问题影响系数

男生模型 3 路径图

女生模型 3 路径图

附图 外向性行为问题与家庭环境、
个人因素、班级环境的结构方程模型

3 讨 论

以往研究显示， 人格因素与儿童青少年行为问

题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13]。 其中，采用艾森克人格

问卷的研究发现， 精神质和神经质维度是青少年行

为问题发生的危险因素 [14]；在人格因素与攻击行为

的研究中发现， 青少年的精神质、 神经质评分较高
[15]。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人格、家庭环境

及学校环境多层面因素与行为问题的关系， 发现人

格因素仍然是生态移民青少年外向性行为问题的最

主要影响因素。 在家庭环境因素与行为问题的研究

中， 大多认为亲密性维度与行为问题的发生为负相

关， 矛盾性维度与行为问题的发生为正相关 [6，14，15]。
本研究分析了多种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 发现家庭

环境因素中的组织性、 亲密性和矛盾性维度均对外

向性行为问题产生影响，说明在良好的家庭氛围、较

少的家庭矛盾以及完整的家庭功能等方面能促进青

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随着青少年的成长，生活重心

逐渐由家庭生活转向学校生活， 班级环境也成为与

家庭环境一样的直接环境 [9]。 目前对于班级环境影

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 [7，16]。
本研究发现，移民青少年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与外向

性行为问题呈负相关， 秩序和纪律因素分别与男生

的多动因子、女生的违纪、攻击因子呈负相关，与王

甲娜等人的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8]，这说明生态移民

青少年学校环境因素对行为问题的影响与普通青少

年群体有差别。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多层面影响因素对生态移民

青少年行为问题的作用。 结果显示，个人因素、家庭

环境和班级环境因素对外向性行为问题均有直接作

用， 家庭环境、 班级环境还通过个人因素起间接作

用， 这与生态系统理论中个人成长受到多因素多层

次的影响理念一致 [9]。 人格因素在对外向性行为问

题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 也受到家庭环境和班级环

境的影响，在范芳等人对“留守儿童”家庭环境-人

格因素-行为问题关系的研究中， 在不良的家庭环

境下形成的不良人格特质是产生行为问题的重要原

因 [17]；班级环境也通过人格因素对外向性行为问题

起间接作用， 良好的班级环境可以削弱不良人格对

外向性行为的影响，这与王红瑞的研究结果一致[18]。
通过比较三类影响因素的总效应发现， 人格因

素是外向性行为问题最主要的直接影响因素， 并且

影响作用有性别差异， 对女性青少年的影响作用较

明显。 本研究表明情绪不稳定，具有易于激惹、冲动

的神经质倾向或难以适应外界环境的精神质倾向的

女性青少年更容易发生行为问题， 这与以往研究结

果一致[19]。 家庭环境因素与班级环境因素对行为问

题有直接作用也有间接作用， 但主要通过影响人格

因素产生间接效应， 说明不良的家庭环境和班级环

境可能会导致青少年不良人格的形成， 进而发生外

向性行为问题。 因此在制定干预措施时应当塑造良

好的家庭环境和班级环境， 以便培养生态移民青少

年良好的性格、 从而减少因为社会自然环境的变化

而导致的外向性行为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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