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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中文版学校归属感量表（PSSM-CR）的结构及其信效度。 方法：翻译 PSSM 量表，有效测量了 1006
名大学生被试。 结果：中文版学校归属感量表（PSSM-CR）各维度和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817、0.820、
0.673、0.873；重测信度分别为 0.809、0.813、0.654、0.848；探索性与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三维模型的拟合较好；效标关

联效度良好（P<0.05）。 结论：中文版学校归属感量表（PSSM-CR）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为相关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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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tructu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Psychological Sense of School Membership
Scale. Method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a sample of 1006 college students tested by the Chinese Version of PSSM. Re-
sults: Cronbach α of PSSM-CR were 0.817、0.820、0.673 and 0.873 respectively; Test-retest reliabilities of it were 0.809、
0.813、0.654 and 0.848 respectively. EFA and CFA showed a good fit to the data. The convergent validity was good (P<
0.05). Conclu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Psychological Sense of School Membership has ideal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could be adopted by related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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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当人们体验到归属感（Sense of be-
longing）时，会更加健康与快乐；相反，归属感没有得

到满足则会产生焦虑、抑郁、愤怒、悲伤等消极的情

绪体验，甚至出现自杀行为[1]。 学校归属感是学生对

所属学校在情感、认知和行为上的认同和投入，作为

学校的一员能获得尊重，体现价值[2]。 学校归属感作

为一种社会心理资源对青少年的健康和行为表现具

有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是即时的而且是长期

的。 不同的研究业已表明具有较高学校归属感的学

生能坚持学业、努力学习和探究，并有更好的学业表

现；与学校联系更加紧密；同时拥有更加积极的自我

概念、良好的师生关系与自我价值，也较少出现社会

情感困扰[3-6]。
Goodenow 为了测量学校归 属 感 的 结 构 ，编 制

了单维的 PSSM（Psychological Sense of School Mem-
bership）量表 [3]。 而 Hagborg 随后的研 究发现 PSSM
可以划分为三个维度：归属感（belonging）、拒绝（re-
jection）、认同（acceptance）[7]，其中，“认同”维度只有

两个题项。 PSSM 的中文版最早是香 港 学 者 在其研

究中翻译修订的，得到一个包含归属感（School Be-
longing）和拒绝感（Feeling of Rejection）两个因素的

模型[8]。
综观 PSSM 的诸多研究结果发现，PSSM 是一个

结构完整、 信效度良好的高质量量表。 本研究拟对

PSSM 进行中国大陆地区的翻译和修订， 检验中文

版学校归属感量表的信效度。

1 对象与方法

1.1 测量对象

选取江苏省四所高校 1006 名本科生为被试，年

龄在 18 至 22 岁间，其中男生 491 人，女生 515 人。
1.2 测量工具

学校归属感量表 （Psychological Sense of School
Membership，PSSM） 由 Goodenow 编制， 共有 18 个

题项，采用 5 级评判（1 为从不这样，5 为总是这样），
其中反向记分题 5 项。 学生通过自我报告对题项进

行等级评定，分数越高学校归属感越好。
由一名心理学专业英语任课教师和一名心理学

博士分别将 PSSM 英文版翻译成中文， 然后由笔者

本人对照原版对其进行审校， 形成中文版 PSSM 初

稿。 选取与正式施测同质的被试 30 名对 PSSM 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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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预测和访谈， 以了解是否存在表达不准确或产

生歧义之处，针对反馈信息对初稿进行修正，形成中

文版 PSSM 修订稿（PSSM-CR）。
1.3 研究程序

以 班 级 为 单 位 整 群 抽 取 715 名 被 试 施 测

PSSM-CR，进行项目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 获取

其中 380 人（来自同一所学校）最近一次学期考试的

各科成绩，换算成一个总成绩（换算公式：总成绩=
[(A1×m1+A2×m2+…An×mn)÷K] ×100%，A 为成绩、m
为学分、K 为学分总和。），并以班级为单位将总成绩

转化为 T 分，作为学业成绩的指标，考察效标效度。
再次抽取 291 名被试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相

隔一月，对其中的 239 人进行重测，考察量表的重测

信度。

2 结 果

2.1 项目分析

由于 PSSM-CR 题项是采用多重计分， 因此用

项目得分与总分做积差相关作为项 目鉴别力的 指

标。 结果表明，所有题项与总分的相关均在 0.40 以

上，且达到显著水平。 见表 1。

表 1 项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

注：**P<0.01

2.2 效度分析

2.2.1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KMO 值 为 0.907，Bartlett
球形检验 χ2＝4419(P＜0.001，df＝153)，适合 进行因素

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 经方差极大正

交旋转，提取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三个，分别命名

为归属感、 认同、 学校依恋。 累计方差解 释率为

52.22%。 各因子包含项目及载荷见表 2。
2.2.2 验证性因素分析 利用 Amos17.0 对 PSSM-
CR 的 模 型 结 构 进 行 验 证 性 因 素 分 析 。 M0 表 示

PSSM-CR 的单因素模型，M1 表示二因素模型 [8]，M2

表示探索性因素分析所得到的三因素模型。 根据相

关原理， 非嵌套模型评价主要参考 χ2/df、RMSEA、
AIC、ECVI、NNFI、CFI 等指标 [9]。 结果表明，M2 模型

在这几项主要拟合指数上（包括路径负荷）均明显优

于 M0 与 M1 模型， 显示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见表 3。
2.2.3 效标效度 大量的研究表明学校归属感对学

生的学业表现有积极影响， 学校归属感对学业成绩

有正向预测作用 [3，10，11]。 根据心理测量学原理，以其

预测的对象—学业成绩作为效标， 采用分组检验法

考察 PSSM-CR 量表的效标效度。 结果显示，学校归

属感高分组 和低分组在 学 业 成 绩 上 差 异 显 著 （t=
2.575，P<0.05）。

表 2 中文版学校归属感量表因子载荷表

表 3 中文版学校归属感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n=291）

2.3 信度分析

三个分量表以及总量表 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

别为 0.817、0.820、0.673、0.873。
对 239 人的样本在初测后四周再进行重测，三

个分量表和总量表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0.809、0.813、
0.654、0.848。

3 讨 论

学校归属感 量表自 Goodenow 首先 编 制 以 来，
经过了多次的修订并被 译成西班牙文、中文等[3，7，8]。 就

其结构而言，主要有三种模型，分别为单因素模型、
两因素模型和三因素模型。 其中 Hagborg 的三因素

模型中第一个因子就包含了 18 个题项中的 13 个，
后面两个因子分别只有 3 个和 2 个题项 [7]。 SEM 理

论表明一个因子如果少于 3 个题项， 不仅不能起到

抽取降维的作用，反而增加了路径参数[9]，所以 Hagborg
的三因素模型并不是一个理想模型。 本研究首先进

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一个三因素模型， 然后采用

验证性因素分析， 将这个三因素模型与以往研究中

得到的单因素及两因素模型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三

因素模型拟合效果更好。 量表的内在结构与 Hag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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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但本研究的三维模型在稳定

性 与 测 量 学 特 征 上 均 较 Hagborg 的 模 型 有 较 大 改

进。 三个维度分别代表了归属感（belonging）、认同

（acceptance）以及学校依恋（attachment）。 当学生在

学校能够获得认同、支持和鼓励，积极参与学校活动

时，会产生学校归属感；相反，如果得不到老师、同学

的接受和关注，则归属感降低，进而产生被拒绝感。
本研究的结果所反映的学校归属感的内容与相关理

论建构是吻合的，揭示了学校归属感的内涵。
有关学校归属感的大量研究得出了一个一致的

结论， 即它对学生的学业表现具有积极的影响和预

测作用， 这表明学业成绩是学校归属感的一个稳定

而有效的预测变量。 所以， 我们以学业成绩作为效

标考察该量表的效标效度， 结果显示学校归属感高

分组和低分组在学业成绩上差异显著， 这既与以往

的研究结果一致， 同时也表明 PSSM-CR 量表具有

良好的效标效度。
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均显示量表具有较

好的信度。 其中总量表 Cronbach α 系数优于 PSSM
西班牙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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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认都只是关注了咨询师的反应， 而没有过多地

关注来访者的特点，因而将咨询师特质、来访者特点

和咨访关系三位一体来考察的思路， 可以是今后以

人为中心治疗研究一个值得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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