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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学业成绩与内化行为问题的预测关系。 方法：使用同伴提名、自我报告以及学校记录对小学四年

级到初中二年级 787 名儿童进行为期一年的追踪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交叉滞后分析，考察学业成绩与内化

行为问题的相互预测关系。 结果：①在前后测之中，学业成绩都与孤独感、抑郁感和社会退缩行为呈显著负相关，与

一般自我价值感呈显著正相关；②交叉滞后模型结果显示，前测学业成绩可以预测后测内化行为问题，而前测内化

行为问题不能预测后测学业成绩。 结论：在学习成绩与内化行为问题的预测关系中，先前学业成绩对后来内化行为

问题的预测力比先前内化行为问题对后来学业成绩的预测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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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predictive relation betwee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
Methods: 787 children of grade 4~8 in Shanghai participated in this one-year longitudinal study. Information on academ-
ic achievement, loneliness, depression, self-perception and social withdrawal, was collected from school record, peer as-
sessment and self-report. Results: ①At both Time 1 and Time 2, academic achievement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loneliness, depression and social withdrawal whil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elf perception of general self -worth; ②
Cross-lagged analysis by SEM reveal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Time 1 internalizing problem, Time 1 academic achievement
w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Time 2 internalizing problem. However, Time 1 internalizing problem wasn’t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Time 2 academic achievement when controlling Time 1 academic achievement. Conclusion: The results may
help us understand developmental relation of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 in Chinese cul-
ture.
【Key words】 Academic achievement； Internalizing problem； Cross-lagged analysis； SEM

【基 金 项 目 】 本 研 究 得 到 上 海 市 教 育 发 展 基 金 会 晨 光 计 划 项 目

（08CG53）和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B11039)的资助

通讯作者：刘俊升

行为问题是指个体表现出的妨碍其社会适应的

异常行为 [1]，可以分为外化行为问题和 内化行为问

题两类 [2]，其中内化行为问题通常包含孤独感、抑郁

感、低自尊和社会退缩行为 [3-6]。 学业成绩与儿童的

内化行为问题有着紧密的关联。大量研究结果表明，
二者呈显著负相关。 学业成绩或学校表现较差的儿

童有着更高的孤独感 [7，8]、抑郁感 [9]、社会退缩行为 [10]

以及更低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11，12]。
然而， 内化行为问题与学业成绩的相互预测关

系并没有得到很清楚的答案。 目前存在三种理论模

型 [13]，第一种理 论 认 为，儿 童 行 为 问 题 预 测 学 业 成

绩。 儿童的行为问题会影响学习的氛围和社会资源

从而影响学业成绩的好坏。 没有行为问题的儿童更

受欢迎，更容易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因此学业成

绩更好。例如，Grover 等发现 1 年级表现出高焦虑的

学生在 8 年级时的阅读和数学水平更低 [14]，而在班

级中表现出更多内化行为问题的儿童之后的学业表

现也会更差[15]。 第二种理论认为，儿童的学业成绩预

测行为问题。学业上的失败会使儿童的受挫感增加，
进而发展出各种行为问题导致儿童 适应困难。 如

Ross 和 Broh 通过追踪研究发现早期的学业成绩可

以正向预测后期的自尊水平[16]。 Herman 等人发现先

前的学业成绩可以预测后期的抑郁 感 [17]，而 Mogan
等人对学前儿童进行追踪研究后也发现， 第一年表

现出阅读困难的儿童在第三年更可能表现出内化行

为问题[18]。 第三种理论认为，儿童的学业成绩和行为

问题是相互预测的。例如，行为问题和社会适应会导

致儿童的学业成绩降低， 而同时学业成绩的降低也

会增加行为问题和适应不良。 Huang 通过元分析发

现， 儿童的自我概念和学业成绩是一种相互预测的

关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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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指出的是， 儿童的适应状况往往受其所处文

化的影响[19]。 相对于西方的家长而言，亚洲的家长对

孩子学业成就的期望更高而满意度更低[20]。 在中国，
儿童的学业成绩也一直受到广泛关注。 如果儿童不

能达到家长或老师期望的学业目标， 那其整体的处

境是相对不利的[21]。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老师、父母更为关注集体的和

谐和稳定，孤独感、抑郁感等个体的心理适应问题通

常被忽略 [22-26]，因此相对于学业成绩来说，儿童的内

化行为问题较少得到关注。
本研究拟通过一年的纵向设计， 通过交叉滞后

分析， 来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学业成绩和内化行为

问题的预测关系，以更好地验证已有三种理论假设。
以往也有研究者通过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探索了学业

成绩与抑郁感 [27]、社会退缩行为 [28]以及以 焦虑感和

社会退缩行为加总分计算的儿童内化行为问题 [29]的

预测关系，但是得出的结论不一甚至互相矛盾，其原

因之一是因为以往研究立足于分散的指标。 本研究

拟借助结构方程模型通过整合的视角探索学业成绩

与内化行为问题的相互预测关系， 以便得出更为清

晰的结论。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 选取上海市某普通中学

的七、八年级以及某普通小学的四、五、六年级学生

为研究对象，相隔一年先后进行两次测查。将两次施

测数据整合后，去除转学、病假、事假等被试后，共得

有效被试 787 名。 被试的基本分布情况为： 小学生

451 人（男 生 259 人，女 生 192 人），初 中 生 336 人

（男生 185 人，女生 151 人）。
1.2 研究工具

1.2.1 学业成绩 学业成绩通过学校记录获得，为

学生期末考试成绩中的语文、 数学和英语三门科目

的成绩，而语文、数学和英语成绩被证明是可以有效

测量中国儿童学业成绩的指标[28]。 以班级为单位对

语文、数学和英语成绩进行标准分转化，所得 Z 分

数值作为最终用于计算的指标。
1.2.2 儿童孤独感量表 采用 Asher 等人编制、刘

平修订的伊利诺斯孤独感问卷[30]测量儿童的孤独感

水平。该量表由 24 个项目组成，其中 16 个关于孤独

和社会不满的项目，8 个关于个人爱好的插入项目。
计算 16 个项目的平均分，所得总分越高，表明孤独

感越强烈。
1.2.3 儿童抑郁量表 采用 Kovacs 编制、俞大维等

人修订的儿童抑郁量表[31]测量儿童的抑郁水平。 该

量表共包括 27 个项目，涵盖睡眠失调、食欲不振、自

杀意念等多种典型的抑郁症状。
1.2.4 儿童自我觉知量表 采用 Harter 编制、 陈欣

银翻译并修订的儿童自我觉知量表 [32]测量儿童的自

我觉知水平。 该量表包含四个维度：社交自我觉知、
认知自我觉知、运动机能自我觉知和一般自我觉知，
本研究只选用一般自我觉知这一维度。 分数越高表

明儿童的一般自我觉知越高。
1.2.5 社会退缩行为 采用 Masten 等人编制，陈欣

银翻译并修订的中文修订版班级戏剧[33]测量个体的

社会退缩行为。 在本研究中前测和后测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分别为 0.73 和 0.80。
1.3 研究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 由经过培训的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集体施测。施测后当即收回

问卷。在指导语中向被试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并承

诺会对被试的回答保密。本研究为追踪研究，前后两

次测验程序完全相同。
1.4 数据整理与分析

使用 SPSS 16.0 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 使用结

构方程模型软件 Lisrel 8.70 建立模型。

2 结 果

2.1 学业成绩和内化行为问题的描述性统计

学业成绩和内化行为问题各指标前测和后测的

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注：1-语文成绩，2-数学成绩，3-英语成绩，4-孤独感，5-抑郁感，6-社会退缩行为，7-一般自我知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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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业成绩和内化行为问题的稳定性与发展

使 用 2×2×2 重 复 测 量 的 多 元 方 差 分 析 （Re-
peated Measure）考察性别、年级、测查时间以及它们

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所有观测变量上的总体效应。 结

果显示，性别与测查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7，620)=
15.27，P<0.01；F(7，620)=3.50，P<0.01，表现为女孩的

语文和英语成绩以及社会退缩行为都显 著高于男

孩（P<0.01），前测孤独感和抑郁感显著高于后测（P<
0.01），前测一般自我知觉显著低于后测(P<0.01)。 年

级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 (7，620)=3.55，P<0.01，
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小学男孩和初中男孩抑郁感没

有显著差异(P>0.05)，而初中女孩的抑郁感显著高于

小学女孩(P<0.01)，初中男孩的一般自我知觉显著高

于小学男孩(P<0.05)，而初中女孩的一般自我知觉显

著低于小学女孩(P<0.01)；测查时间与性别的交互作

用显 著，F(7，620)=2.12，P<0.05，简单效应 检验表明

男孩前后测间孤独感没有显著差异(P>0.05)，而女孩

后测孤独感显著降低(P<0.01)。其他主效应及交互作

用均不显著。
2.3 学业成绩与内化行为问题的相关

如表 2 所示， 学业成绩和内化行为问题各指标

在前后测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49 到 0.62 之间 (P<
0.01)，表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儿童的学业 成绩

和内化行为问题各指标都较为稳定。 在学业成绩与

内化行为问题各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中，无论是在

前测还是后测，语文、数学和英语成绩都与孤独感、
抑郁感、社会退缩行为呈显著的负相关(P<0.01)，而

与一般自我知觉呈显著的正相关（P<0.01）。

表 2 学业成绩与内化行为问题各指标的相关

注： 表中对角线上为各变量在前后测间的相关， 左下角为前测各变量相关系

数，右上角为后测各变量相关系数；*P<0.05，**P<0.01

2.4 学业成绩与内化行为问题的交叉滞后分析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 进一步通过结构方程模

型采用交叉滞后分析从整合的角度 探索学业成 绩

与内化行为问题的相互预测关系。 以语文、数学和

英语成绩作为学业成绩的指标，孤独感、抑郁感、社

会退缩行为以及反向计分后的一般自我 知觉作为

内化行为问题的指标，建立前后测学业成绩潜变量

与内化行为问题潜变量的交叉滞后模型， 由于本模

型为追踪数据， 因此将前后测相同的指标之间的误

差相关设为自由估计。 模型的拟合结果为：χ2=129.16，
df =65，χ2/df =1.99，RMSEA =0.035，NFI =0.98，NNFI =
0.99，GFI=0.98，CFI=0.99，IFI=0.99，各项拟合指标都

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模型较为理想。具体结果

见附图。如附图所示，学业成绩和内化行为问题在前

后测之间都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 在控制了前测的

学业成绩之后， 前测的内化行为问题无法预测后测

的学业成绩；而在控制了前测的内化行为问题之后，
前测的学业成绩可以显 著预测后 测的内化行 为问

题。 在学业成绩和内化行为问题的相互预测关系之

中， 先前的学业成绩对于后来的内化行为问题的预

测力比先前的内化行为问题对于后来的学业成绩的

预测力更强。

附图 学业成绩与内化行为问题的交叉滞后模型

注：图中自我知觉为反向计分后的一般自我知觉

3 讨 论

3.1 年级、性别以及测查时间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首先发现了性别和测查时间对儿童的学

业成绩与内化行为问题的影响。 男孩的学业表现普

遍不如女孩，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34]相符，女孩更听

从老师及家长的要求，在学习上更为努力，因此学业

成绩更好。其次，男孩的社会退缩行为水平也均低于

女孩。 Rubin 等全面分析了性别因素对儿童退缩行

为的影响 [10]，可能是退缩的男孩不符合传统性别刻

板印象的期待， 因此更可能受到同伴的排挤和拒绝

而承受更多的压力， 而女孩害羞退缩相对来说更符

合传统女性刻板印象的要求。 后测的孤独感和抑郁

感低于前测，后测的一般自我知觉高于前测。这可能

是由于本研究前测是在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施测，这

时儿童刚从暑假中归来， 而后测是在与同伴互动了

一学期之后快放暑假时施测有关。自童年中期之后，
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里， 同伴群体的重要性就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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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现出来， 因此在与同伴进行了一学期的频繁互动

之后，儿童的孤独感和抑郁感都会降低，自我知觉会

提高。
本研究还发现在抑郁感及一般自我知觉上存在

年级与性别的交互作用， 小学和初中男孩的抑郁感

没有差别，而初中女孩的抑郁感比小学女孩更高，初

中男孩的一般自我知觉高于小学男孩， 而初中女孩

的一般自我知觉低于小学女孩。进入青春期之后，女

孩对于自身外型发育以及同伴关系过于关注， 常常

处于担心和焦虑之中，因此自我感知下降，抑郁感上

升。在孤独感上存在测查时间与性别的交互作用，表

现为男孩前后测孤独感没有变化， 而女孩后测孤独

感降低，可能是由于女孩为关系取向导致。女孩与同

伴的关系更为亲密，对同伴的依恋程度更高，也知道

更多同伴的小秘密 [35]，同伴友谊关系对于女孩来说

显得更为重要， 因此与同伴的密切接触会降低女孩

的孤独感。
3.2 学业成绩与内化行为问题的预测关系

本研究表明，在一年的时间里，儿童的学业成绩

和内化行为问题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具有较高

的稳定性，这与前人的研究也较为一致[28]。 学业成绩

与内化行为问题各指标间的相关分析显示， 无论前

测还是后测，孤独感、抑郁感、社会退缩行为都与几

门主课成绩呈负相关， 而一般自我知觉与几门主课

成绩呈正相关。
本研究借助结构方程模型从整合的角度进行交

叉滞后分析后发现，在控制了自身的稳定性后，儿童

第一年的学业成绩能够显著预测第二年的内化行为

问题， 而第一年的内化行为问题却不能反过来预测

第二年儿童的学业成绩。 该结论有力地支持了前文

所述第二种理论模型，即学业成绩影响儿童适应，先

前不良的学业成绩可以导致各种内化行为问题的产

生和发展。 中国文化中强调学业成就的获取[22]，因此

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期望很高且要求很严格 [20]，从幼

儿园开始儿童的学业成绩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孩

子在学业上的成功被认为是其积极和努力的体现 [36]。
相反，如果达不到家长既定的学业目标，儿童将被视

作问题儿童[21]。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

取向，老师、父母更为关注集体的和谐和稳定，孤独

感、抑郁感等个体的心理适应问题通常被忽略 [22-26]，
不像西 方 父 母 那 样关 注 儿 童 即 时 的 心理状态 [37]。
因此，在中国，相对于内化行为问题，无论是儿童自

身，还是父母、同学或老师都对学业成绩更为敏感，
因此学业成绩本身较为稳定， 不受先前内化行为问

题影响， 而先前学业成绩的降低会加重其孤独、抑

郁、低自我认知、社会退缩等内化行为问题，学业成

绩的提升则会抑制或减轻其各种内化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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