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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国内外有关班级环境的研究主要从学

科课堂教学环境和从班级一般社会心理氛围的角度

进行。学科课堂教学环境对学生的学业成长有重要

影响。已有研究表明，课堂环境各维度与学业效能

感有显著的正相关[1]；学习环境与学生的满意感，无

论在班级层次还是在个体层次上都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 [2]。学生的学业成绩，除了可归因于学生自身的

特征之外，学生对课堂环境的知觉也对其具有较强

的解释力[3]。

班级环境与学生的心理成长有显著相关。已有

研究指出，儿童和青少年的亲社会倾向与积极的同

伴影响呈正相关，而与消极的同伴关系呈负相关[4]；

师生关系与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密切 [5]；师

生关系、学业压力对初中学生的学习倦怠产生影响
[6]；班级社会心理环境对初中学生的学校适应存在

显著影响[7]。

江光荣从班级社会心理环境的角度对班级进行

了研究[8]。即把班级看作为一个社会心理系统，构成

这个系统有一些诸如人际关系、规则秩序等基本要

素，班级中的学生对这些要素形成了各自的知觉，并

由此对他们的环境适应和心理发展产生影响。

对于班级环境的基本结构，学者一致认为是多

维度的，但对其维度的分解说法不一。多数研究者

认同Moos所提出的考察环境的结构。Moos对各种

组织的社会环境进行了研究，认为有三个基本方面：

一是人际关系，主要描述环境中个人关系的性质和

强度；二是个人发展方面，指环境中具有的让个人自

我增强和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三是系统保持和系统

改变方面，指环境的结构、秩序等[9]。江光荣对初中

和小学高年段的班级环境结构进行研究的结果表

明，这个学段的班级环境至少包括 5个有意义的维

度：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秩序和纪律、竞争以及学习

负担。江光荣据此编制了中小学班级环境问卷[10]。

不少研究运用中小学班级环境问卷探讨班级环

境与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结果表明，问卷维度的师

生关系、同学关系与SCL-90的多个因子存在显著负

相关，学习负担与SCL-90的各因子（除恐怖因子外）

存在显著正相关，秩序纪律、竞争与 SCL-90的各个

因子均无显著相关[11]。关于班级环境对初中生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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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自尊与班级环境中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以及

竞争三维度有极显著相关，而与秩序纪律、学习负担

并无相关[12]。即是说，中小学班级环境问卷研究的5
个维度并不都与学生个人的心理因素相关，这与班

级环境会对学生的适应和发展产生影响的基本理解

不完全符合。本文研究的班级心理环境的概念相当

于班级社会心理环境，是指对学生个体行为和心理

发展发生影响的班级生活空间。本研究以Moos提
出的环境三维度结构作为理论构想，吸取江光荣关

于班级环境结构的部分合理因素，对中小学班级心

理环境进行结构建模与量表编制。

1 方法和程序

1.1 开放式问卷调查

本研究首先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初步确定中

小学班级心理环境的适合维度。设计开放性问卷内

容为：①请用句子描述和评价你的班级，你能想到几

个方面就写几个方面。②你认为班里哪些方面对自

己有影响？开放问卷施测从两所初中学校初一至初

三各选取一个班，共220名学生；从两所高中各选高

一两个班，共124名学生。合计344名学生，其中男

生178人，女生166人。对问卷内容进行分类整理，

提取出较高频次的句子，然后再从概念上归类。最

后形成五大类，具体结果见表1。
表1 班级心理环境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

1.2 条目初始编制

在理论构想和开放式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先按

照上述 5个类别拟定出 90个条目。为了使问卷结

构合理、通俗易懂, 先对6名小学班主任、5名初中班

主任、5名高中班主任进行访谈, 让他们对条目发表

意见, 进行修改。然后请 9位来自小学、初中、高中

的专业心理教师对初步编写的条目进行评定。要求

评价两个内容：①条目在多大程度上测量了相关的

维度；②条目的表述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是否通俗易

懂。之后，在吸取专业心理教师意见的基础上拟定

班级心理环境问卷, 共设计为72个条目。另加测谎

题6个，共78题。测谎题设计为正反表述且与条目

近似的句子，如：我喜欢我的班级；我不喜欢我的班

级。凡对于测谎题呈现为同向回答的，既视为问卷

无效。问卷条目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采用5点
计分。

1.3 试测和修改

共进行了两次试测。第一次试测选择深圳市一

所初中学校初一至初二共10个班学生为被试，共发

出问卷467份，用测谎题删选去除无效问卷，得到有

效问卷 375份，有效回收率 80.03%。其中男生 202
人，女生173人。第二次试测选择深圳市2所初中学

校初一至初二共 16个班学生为被试，共发出问卷

739份，用测谎题删选去除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618份，有效回收率83.63%。其中男生345人，女生

273人。现场施测均由学校心理老师到教室主持进

行。问卷均不记名。

第一次试测发现，管理秩序、学习状态及与同学

关系的部分条目无法区分开。与有关班主任座谈分

析，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被试在评估管理秩序时主

要考虑的是与学习有关的活动，使得两者关联较大；

二是被试在评估由同学群体做出的各种活动时其区

分度不高，使得学习状态条目无法独立。而从个人

成长方面考察，其中也包含学习内容。为此作出两

个调整：①在有关管理秩序的条目后注明：考虑出勤

出操、卫生值日、课堂纪律、作业完成、班级活动、着

装仪表等。②将学习状态调整到个人成长中，解释

为个人的学习成长。整体成为有不同评估指向的4
个维度：师生关系指向班主任、同学关系指向同学群

体，制度秩序指向班级管理，学习成长指向被试自

身。调整之后的理论架构与Moos提出的环境结构

十分契合：其人际关系分解为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

个人发展方面成为个人的学习成长；环境的结构秩

序成为班级的制度秩序。重新修改条目为64个。

第二次试测检验调整后的维度结构确认是合理

的，同时调整删减条目。依据如下原则删减：成为不

能解释成份的异质类条目；重迭负荷大于0.4的离散

性条目；负荷小于0.4的低负荷条目。最后每个维度

保留 7个条目，共 28个条目。本次测量被试的 618
人作为探索性因素分析的被试。

1.4 被试和正式测试

在深圳市中小学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一年级以三

水平分层抽样方式抽取样本。前述第二次试测的班

级问卷和下述作为相关分析的班级问卷合并记入。

其中小学五、六年级各8个班，初中三个年级各14个
班，高中一年级 16个班，共 74个自然班，每班抽取

40人，实测问卷2960份，依用测谎题删除不实问卷，

计有效问卷 2379 份，有效率 80.37%。其中男生

类别

师生关系

同学关系

管理秩序

学习状态

个人成长

主要内容

平等，知生，关心，负责，平和，交谈，鼓励，信任，喜欢，通情，亲切

开心，尊重，支持，团结，礼貌，帮助，关心，竞争，情感，友爱，信任

班级风气，关心班级，遵守规章，规章合理，事务满意，认同班干部

态度好，习惯好，上课积极，参加活动，兴趣浓厚，主动，竞争，厌学

受鼓舞，受欢迎，有计划，有进步，有兴趣，很投入，勤奋，积极，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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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人，女生 1149人。本次测量被试的 2379人作

为验证性因素分析的被试。

在深圳市中小学小学五年级至初中三年级随机

抽取样本。其中小学五、六年级各4个班，初中三个

年级各 6个班，共 26个班。每班抽取 40人，实测班

级问卷、自尊量表、学校态度量表1040份，依用测谎

题删除不实问卷，计有效问卷 823份，有效回收率

79.13 %。其中男生 419人，女生 404人。本次测量

被试的823人作为相关分析的被试。

试测和正式测试均由学校心理老师主持，并规

避班主任在场。测试过程中，主持人先说明：请大家

作一个小测试，10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且不记名。

但是只要40名同学参加就可以了，其余同学不必参

加，谁自愿不参加请举手示意。反复确认参加人数

为 40人后，发放问卷。开始时提示学生先阅读说

明，看清题意。这样安排也意在起到暗示作用，引导

参加的学生认真回答。

1.5 其它测量工具

Rosenberg的《自尊量表》[13]。该量表有 10个项

目，其α系数为0.88，重测相关系数为0.85。
学校态度量表[14]。使用由邹泓实验室修订的10

个项目的问卷，其中喜欢维度 4个项目，回避维度 6
个项目。本次测量数据显示其喜欢维度和回避维度

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41、0.802。
1.6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17.0与AMOS5.0对样本数据进行项

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及相

关分析等。

2 结 果

2.1 项目分析

计算项目总分，然后将所有被试按总分从高到

低进行排序。将排序后的前 27％的被试作为高分

组，后 27％的被试作为低分组。使用独立样本 t检
验，对高分组和低分组在各个项目上的差异进行比

较，保留项目鉴别度良好的项目。结果均为差异显

著（P<0.001），项目区分度均良好。

2.2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 28个条目进行球形Baterllet检验，KMO值为

0.952，P<0.001，结果显著，说明适合做探索性因素

分析。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正交旋转法抽取因素。

抽取的因素旋转前至少能解释 3%的变异并特征值

大于1，同时辅以碎石图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条目

分别归为符合预计的 4个因子中。4个因子累积方

差解释率为 66.207%。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

2。根据分析结果, 班级心理环境问卷包括 4个维

度：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学习成长、管理秩序。

表2 班级心理环境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N=618）

注：以个体为分析单位，负荷小于0.30未列出其负荷值。

2.3 结构效度

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班级心理环境由 4
个维度组成。对班级心理环境四因素模型进行验证

性因素分析。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结果见表3。
表 3数据显示，χ2/df 偏大。这是由于样本容量

较大（N=2379>1000），因而不能根据卡方准则判断

模型的拟合情况，而应根据拟合指数检验模型的拟

合程度 [15]。模型主要拟合指标 GFI、IFI、NFI、CFI、
TLI均超过0.90，RMSEA 小于0.05，达到了优良拟合

程度。

采用皮尔逊相关考察各因素之间以及与全量表

的相关。本量表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245-
0.622之间（Ps<0.01），各因素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系

数在 0.641-0.843之间（Ps<0.01）。因素之间的相关

系数中主要是同学关系与管理秩序相关较高，这是

条目内容

班主任善解人意

班主任亲切和蔼

班主任平易近人

班主任通情达理

班主任对同学友好

班主任平等待人

班主任对同学负责

我班同学友善和谐

我班同学相互关心

我班同学团结友爱

我班同学相互尊重

我班同学相互信任

我班同学相互支持和鼓励

我班同学在一起时都感到开心

我的学习习惯很好

我学习很投入

我能够合理安排学习时间

我对学习有兴趣

我在学习中感到充实

我在学习中感到有进步

我在课堂上表现积极

班级的事务有序有条理

同学对班级事务的管理感到满意

同学遵守学校和班级的规章制度

班级的规章制度健全周到

班级的风气利于班级管理

班规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

班级活动中，同学愿意服从班干部的指挥

特征值

方差解释率%

因素负荷

师生

关系

0.863
0.862
0.860
0.858
0.799
0.750
0.743

0.322

5.440
19.430

同学

关系

0.796
0.780
0.774
0.770
0.745
0.730
0.699

0.349
0.306

0.396
4.901

17.504

学习

成长

0.815
0.806
0.772
0.744
0.648
0.624
0.574

4.182
14.937

管理

秩序

0.344
0.737
0.732
0.691
0.667
0.655
0.638
0.558
4.014

1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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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学关系与管理秩序均涉及同学群体，被试在

评估由同一群体做出的各种活动时其关联度相对较

高。

表3 班级心理环境四因素结构模型拟合指标

表4 各因素及量表总分与学校喜欢、

学校回避、自尊的相关（N=823）

注：*P<0.05，**P<0.01
2.4 效标效度

使用学校态度量表和自尊量表作为环境因素和

心理因素的效标。本量表各因子及量表总分与学校

态度量表的两个维度均在0.01水平上相关显著。详

见表4。
2.5 信度分析

2.5.1 内部一致性信度 分别以个体和班级为分

析单位，对班级心理环境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以

个体为分析单位，总量表α系数为 0.939，师生关系、

同学关系、学习成长、管理秩序4个因子的内部一致

性α系数分别为：0.939、0.917、0.886、0.900。以班级

为分析单位，总量表α系数为 0.967，师生关系、同学

关系、学习成长、管理秩序 4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α
系数分别为：0.983、0.968、0.961、0.972。
2.5.2 再测信度 选取127名初二学生作为再测信

度的被试，其中男生68人，女生59人。再测相隔时

间为两周。总量表再测信度为 0.849，师生关系、同

学关系、学习成长、管理秩序的再测信度分别为：

0.762，0.794，0.857，0.755。
3 讨 论

本研究在江光荣关于班级环境研究的基础上重

新进行了从概念到量化的研究，主要目的是确立班

级心理环境的基本结构。研究采用了理论导向与实

测资料综合分析的途径，通过足量的数据筛选与分

析，最终使得量化数据与理论框架相互吻合。

在条目编写中，本研究突出契合被试对于环境

评价的心理感受，注重了条目表述与心理环境的适

切性。同时在试测阶段用尽可能多的条目进行筛

选，以确认那些能让学生形成共识的条目。所有条

目构成了对于班级心理环境的操作界定，并用与学

校态度量表、自尊量表的显著相关确认了班级心理

环境的含义。

班级心理环境的4个维度的形成有一个探索过

程。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是班级作为一种社会群体

的基本因素，这两个维度首先被确认。最初认为应

存在一个与课堂学习有关的维度，开放问卷也反映

出了这一点，而在实际测量中却无法确认其独立存

在。试测中发现，被试在评估由不同对象做出的活

动时其区分度明显，而评估由同一对象做出的不同

活动时其区分度不高。研究认为，在前期设计上，维

度的确立就要有等量级区分度的考虑。据此，调整

成为有不同评估指向的 4个维度：师生关系指向班

主任、同学关系指向同学群体，制度秩序指向班级管

理，学习成长指向被试自身。其中使课堂学习成为

一个与个人有关的因素，隐含在班级心理环境中。

为了保证学生对管理秩序的完整理解和指向明确，

又在其各条目后注明了操作界定。管理秩序反映出

班级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基本因素。管理秩序的背

后反映的是人在管理中的关系，也反映出人的社会

化因素。这样调整之后的理论架构与Moos提出的

环境结构十分契合。数据分析发现，本研究的理论

架构十分清晰，对小学、初中、高中的样本数据分别

考察同样存在。

在无法保证被试回答态度真实性的情况下，设

置测谎题是一个必要的环节。本研究的量表设计采

用三组正反表述且与条目近似的陈述句作为测谎

题，如果被试作出矛盾选择，即视为问卷无效。这样

用以鉴别出那些不辨题意就胡乱作答的问卷，最大

限度地保证了数据的有效性。

本量表的理论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符合心理

测量学要求，信度指标、效度指标均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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