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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检验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情绪适应方面的差异。 方法：选取了 2657 名独生子女和 2685 名非独

生子女，进行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抑郁、焦虑等情绪适应的问卷调查。 基于准实验的研究设计，建立倾向分数配

对模型，探讨“独生”对儿童情绪适应的因果作用。 结果：在进行倾向分数匹配前，独生子女在情绪适应各指标上均明

显好于非独生子女，但经过匹配之后，即控制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背景因素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情

绪适应差异不再显著。 结论：“是否独生”对儿童的情绪适应没有影响，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独生子女劣势论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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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single and non -single child’s emotion adjustments. Methods:
2657 single children and 2685 non-single children were chosen to explore their emotion adjustment (such as, life satisfac-
tion, subjective well -being, depression, anxiety, etc). This paper carried out quasi -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 es-
tabished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odel, and evaluated the causal effect that “single” impacted on children’s emotion
adjustment. Results: Single children a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non -single -children in emotion adjustment befor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But after were controlled, the matching the background factors of the single and non-single
children, the emotion adjustment difference was no longer significant. Conclusion: “Single” has no effect on children’s e-
motion adjustment, the view of single child disadvantage is a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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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本身就是一种疾病”，自霍尔提出该

观点后，“孤僻”、“自私”、“不合群” 等一度成为西方

社会独生子女的代名词[1]。 我国 1979 年开始实施独

生子女政策，该政策与我国“多子多福”、“养儿防老”
等传统观念之间产生冲突， 由此导致了 “小皇帝”、
“小太阳”等社会现象的产生。 这些现象也引发我国

学者对独生子女问 题 进 行了大量研究 [2-7]。 Falbo 和

Polit 对 1925~1984 年期 间发表 的 114 篇 有 关 独 生

子女的研究进行元分析， 结果发现独生子女在控制

力、自主性、心理成熟等个性特点方面优于非独生子

女， 而在社交性等方面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

并不存在明显差异[8，9]。
近年来， 随着研究内容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革

新，开展的研究越来越多。 部分研究者认为，独生子

女在集体活动中 “缺乏合作”、“不尊敬长辈”、“爱发

脾气”、“自私”、“任性”等[10]。 独生子女，尤其在农村，
其抑郁不乐、 喜怒无常等方面的得分都显著高于非

独生子女[11，12]。 徐丽华等人研究发现，单亲外出的留

守儿童中， 独生子女的强迫和抑郁得分显著高于非

独生子女 [13]。 但也有大量研究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

生子女在情绪适应等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 甚至在

某些方面比非独生子女更有优势 [14-16]。 独生子女在

抑郁、恐惧 和 焦 虑方面的 表 现 好 于 非独生子女[17，18]，
在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等方面也好于非独生子女[19]。

综合以往研究发现， 国内独生子女情绪适应的

研究结论可以分为三种：“独生子女劣势论”、“独生

子女无差异论”和“独生子女优势论”，可见研究结论

很不一致。 以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之间存在明显差

异，导致我们并不能清楚回答“独生”是否对情绪适

应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究其原因，这和中国

独生子女本身的特点有关：第一，独生子女政策和城

乡二元结构的交互影响， 导致独生子女多出生在城

市，而非独生子女多出生在农村；第二，性别对是否

独生的影响， 男孩独生的比例明显大于女孩独生的

比例，这种效应在农村更为明显；第三，家庭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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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地位对是否独生的影响，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高，
独生的可能性越大；父母为行政、事业或大中型国有

企业的工作人员，子女是独生子女的可能性也越大。
由于独生和非独生的上述特点， 简单通过均值

比较的方法（例如 t 检验、方差分析等）来判断独生

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情绪适应的差异， 往往会产生偏

差。 这些研究方法忽略了社会领域研究进行因果推

断时必须解决的“样本非随机选择问题”[20]。
本研究为了检验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情绪

适应是否“真正”存在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是否由“独

生”本身导致，我们采用倾向分数(propensity score)匹
配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是一种随机分配的替代策略，
当随机分配实验操作不可行时， 它可以尽可能减少

混淆变量对结果的影响[20-22]。 这种方法在临床医学、
流行病学、 经济学等无法随机分配实验处理的研究

领域经常用来识别实验处理的效应。
采用倾向分数匹配的方法时，我们将“独生”视

为实验处理，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分别为实验组

和控制组。本研究将被试自我报告的生活满意度、主

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孤独感、抑郁和焦虑作为实

验处理的结果变量，即情绪适应。 我们假设，当控制

城乡、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特征时，个体被随机分配

到独生组和非独生组。因此，对于每个个体我们都计

算一个倾向分数， 即在观察到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

口学特征的基础上被试被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的

概率相等。我们随后将独生组和非独生组进行匹配，
计算平均处 理效应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也就是匹配后的独生组平均结果同非

独生组平均结果的差异值。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

征 调 查 项 目 （National Children’s Study of China，
NCSC）的社会适应数据库。从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

区和欠发达地区， 共抽取 4~9 年级独生子女 2657
名，非独生子女 2685 名(其中，独生编码为 1，非独生

编码为 2)。 其中男生 2874 人，女生 2468 人（男生编

码为 1，女生编码为 2），年龄在 7~16 岁之间，平均

年龄 12.8 岁。
1.2 工具

1．2．1 家庭背景特征指标 本研究同时考察学生家

庭背景变量，如家庭所在地 (城市编码为 1，县镇编

码为 2，农村编码为 3)、家庭类型(完整家庭=1，离异

家庭=2)、流动(流动=1，非流动=2)、留守(非留守=1，

留守=2)和父母亲教育水平、职业类型等因素对独生

的影响。
1．2．2 儿童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 本研究中该量

表包括 5 个维度，分别为家庭、学校、居住环境、自我

和朋友满意度。 共 25 题，采取 1~4 的 4 点计分，分

别对应“很不同意、不太同意、基本同意、很同意”，得

分越高代表学生对生活的总体满意程度越高。 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
1．2．3 儿童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 本研究中该量

表包括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 2 个维度， 共 9
题，7 点计分，由总体情感指数维度的平均得分（权

重 1）与生活满意度维度的得分（权重 1.1）相加，得

到学生总体的幸福感指数， 分数分 布范围为 2.1~
14.7 分，得分越高表明学生所体验的幸福程度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
1．2．4 儿童青少年抑郁量表 本研究中该量表包括

10 个题目，采用 0~2 的 3 点计分，得分范围为 0~20
分，分数越高说明学生的抑郁程度越高。 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7。
1．2．5 儿童青少年焦虑量表 该量表由儿童显在焦

虑量表修订而来，共 28 个题目，采用是、否的 2 点计

分。 量表得分范围为 0~28 分，分数越高表示学生的

焦虑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82。
1．2．6 儿童青少年孤独感量表 该量表是对 Asher，
Hymel，Renshaw 编制的儿童孤独感量表进行修订而

来，包括 16 个题目，采取 1~4 的 4 点计分，所有题

目的总分即为孤独感的得分， 即量 表得分范围 为

16~64 分，得分越高代表学生的孤独感越强。 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
1．2．7 儿童青少年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儿童青少

年自信量表的一个维度，共 6 个题目，采用“很不符

合、不太符合、基本符合、很符合”的“1~4”的 4 点计

分。 得分越高表明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越强。 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9。
1.3 统计方法

逻辑斯蒂尔回归、t 检验等， 所有的统计分析都

采用 Stata 统计软件。

2 结 果

2.1 情绪适应的基本特征

独生子女和 非独生子女 情绪适应的 结果见表

1，这些结果是未控制倾向分数的。对于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和自我效能感四个变量来说， 独生子女

的得分都高于非独生子女；对于孤独感、焦虑和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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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消极情绪指标来说， 独生子女的得分显著低于

非独生子女。 但是， 对于这些结果的解释要非常谨

慎，因为此时协变量（如，性别、城乡、家庭背景等）未

进行控制。事实上，如果独生和情绪适应的关系与协

变量显著相关， 那么独生组和非独生组直接差异的

大小和统计显著性可能被过高估计了。

表 1 匹配前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情绪适应

注：** 表示该指标在 0.01 水平显著，* 表示该指标在 0.05 水

平显著，下同。

2.1 倾向分数

对于倾向分数的计算，我们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

逻辑斯蒂尔回归分析， 计算独生和非独生如何受到

性别、城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学特征等变量

的影响。 结果见表 2。
对表 2 结果分析后发现，从统计推论的角度，男

生为独生的概率大于女生， 城市被试为独生的概率

大于县镇和农村， 离异家庭被试为独生的概率大于

完整家庭，非留守被试为独生的概率大于留守被试，
非流动被试为独生的概率大于流动被试， 父母受教

育水平较高的被试为独生的概率大于父母受教育水

平较低的被试，父母为公务员、技术管理人员的被试

为独生的概率大于父母为农民、工人的被试。
计算倾向分数时， 我们不断将样本拆分为等空

间样本，直到独生组和非独生组的倾向分数无差异。
我们随后检验两组在每个特征变量上的差异是否显

著，进而检验是否达到倾向分数匹配的目的。本研究

中，我们采用 半径匹配法（Radius matching）进行匹

配，半径大小为 0.00001，匹配前后特征变量结果见

表 3。
表 3 总结了关键协变量的估计。由结果可知，匹

配前独生组和非独生组在性别、城乡、家庭类型、家

庭收入、流动、留守、父母亲受教育水平、父母亲职业

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这些因素混淆了独生和非

独生在情绪适应方面的差异； 经过倾向分数半径匹

配后， 独生组和非独生组在上述所有变量上差异均

不显著。匹配前，独生组的倾向分数得分显著高于非

独生组；匹配后，独生组和非独生组无差异。 以上结

果说明着半径匹配相对较为成功。

匹配后，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情绪适应的结

果见表 4。 由表 4 可知，匹配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

女在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孤独感、
焦虑和抑郁等情绪适应指标上均无显著差异。

表 2 特征变量预测独生/非独生的 Logistic 回归

表 3 匹配后特征变量差异

表 4 匹配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情绪适应

注：匹配后独生子女为 1348 人，非独生子女为 1763 人。

3 讨 论

由于社会、道德等诸多原因，我们无法随机选择

被试， 也无法随机分配被试到独生子女组或者非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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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女组，因此识别出“独生”这一处理对情绪适应

的效应相对较难。 这就导致难以排除性别、城乡、社

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情绪适应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因此，如果没有控制协变量，那么观察到的独生子女

和非独生子女情绪适应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虚假的[21]。
由倾向分数的逻辑斯蒂尔回归可知，“独生”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性别、城乡、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的

影响。 如前所述，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致。
如果第一个孩子为男孩，则独生的可能性就增大，这

导致独生子女群体中存在性别差异： 男性独生子女

多于女性独生子女；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基

本国策，导致政府公务员、管理人员遵守独生子女政

策的可能性也增大；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受教育水平

越高，独生子女政策对思想的冲击也越小，越倾向于

遵从独生子女政策[23]。
采用倾向分数半径匹配的方法， 在很大程度上

将上述变量进行了控制， 我们研究结果得出的一个

关键结论是，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孤独感、焦虑和抑郁等情

绪适应方面均无显著差异。
相对于以往研究， 本研究基于准实验的研究设

计，建立趋势得分配对模型，有效控制了样本选择偏

差问题， 较好的控制了样本异质性可能造成的估计

偏差，大大提高了研究的精细程度，所得研究结果更

可能真实有效[21]。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倾向分数的信度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观察到的协变量， 这就受到我们

数据库中协变量个数的限制；其次，“独生”和情绪适

应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关系，
因此， 考察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情绪适应上的

关系，最好采用追踪调查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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