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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和评估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因素。 方法：采用社会问题解决技能问卷、亲子冲突问卷、师生关系问

卷、友谊质量问卷、青少年生活事件核查表和问题行为问卷对来自上海和昆明的 549 名犯罪青少年和 555 名普通青

少年进行测量。 结果：问题行为、母亲受教育程度、父亲受教育程度、日常生活事件次数能显著预测青少年犯罪的概

率，预测力依次降低。 结论：干预青少年犯罪需从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面同时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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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ting factors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Methods: The demographic question-
naire, Social Problem Skill Scale, Parent -child Conflict Scale, Teacher -student Relationship Scale, Friendship Quality
Scale, ASLEC, Problem behavior Scal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548 juvenile delinquents and 555 normal adolescents
from Shanghai and Kunming. Results: Problem behavior, parents’ educational level and the frequency of ordinary life
events could predict observably the probability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 prediction effect of the above factors decreased
in turn. Conclusion: It is considered to reduce problem behavior and criminal behavior from the aspects of individual,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so as to prevent juvenile delinqu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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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是目前世界的三大公害之一， 因其

顽固性和持续危害而被视为社会顽疾。 犯罪行为并

不会由任意单一的因素引发，而是个体、家庭、人际

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体因素中，
生物学和人格特点被更多地关注 [1-3]，社会问题解决

能力较少受到重视。 罪犯通常具有较差的角色和观

点采择能力，容易误解他人的意图，而对他人观点和

情感缺乏关注会削弱其建立人际关系和回馈他人的

能力[2]。 家庭因素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亲子关系

会极大影响青少年的发展。人际因素中，青少年主要

的社会关系是老师和同伴（同学），师生关系和同伴

关系会极大影响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 [4]。 社会因素

中，特定的生活事件，如学业失败、厮混于帮派、社区

环境差等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5]。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青少年的行为。 因素危险

性程度越大，越可能引发问题行为和社会适应不良，
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问题行为理论认为，青少年问

题行为的发展受到社会心理系统的影响。 社会心理

系统包括三个部分：个体系统、感知到的社会环境系

统以及行为系统。个体系统强调的是观念、情绪和问

题解决能力等因素。 感知到的社会环境系统包括家

庭、同伴、学校和邻里等四个子系统。 行为系统则包

括吸烟、饮酒、物质滥用、不良性行为、反社会行为、
违规违法等问题行为， 以 及 学 业 成 绩 不 良 等 一 般

性行为[6]。 这些行为都是个体犯罪的危险因素，如果

不及早干预， 有问题行为的个体可能会朝着犯罪的

轨道偏离。
在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心理系统中， 子系统或因

素的直接作用、 间接作用和交互作用都影响犯罪行

为的形成[7]，但究竟哪些因素会对犯罪行为形成有着

更为重要的作用尚有争议。由此，本研究从问题行为

理论出发，从个人、家庭、同伴、学校和社会因素方面

选出社会问题解决技能、 父母受教育程度、 家庭收

入、亲子冲突、友谊质量、师生关系、生活事件以及问

题行为等代表性指标， 探讨在犯罪行为产生中起到

关键和核心的作用的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犯罪组：从上海、云南未管所选取男性犯罪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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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49 名，平均年龄为 16.74 岁。 普通组：从上海和

云南的普通和重点中学选取男性中学生 555 名，平

均年龄为 16.61 岁。 两类被试年龄无显著差异。
1.2 研究工具

1.2.1 社会问题解决技能问卷 杨颖等 [8]编制，共 16
题，分为计划制定、人际沟通和支持寻求三维度，维

度总分即为社会问题解决技能总分。
1.2.2 亲子冲突频率问卷 选取方晓义等人 [9]编制的

亲子冲突问卷中的 9 个题目。
1.2.3 师生关系问卷 Pianta 编制，王耘等 [10]修订，
用于学生来评价自己 （入狱前） 与班主任老师的关

系，并加以修订（修订理由和原则：考虑大型项目的

题量限制，参照因素分析结果选取有代表性的题目，
下同），现共有 14 个项目，分为亲密性、支持性和冲

突性 3 个维度， 前两个维度的分数之和减去冲突性

维度分数为师生关系总分。
1.2.4 友谊质量问卷 选取邹泓 [11]修订的青少年友

谊质量问卷， 包括 25 道题，5 个维度， 即信任与支

持、陪伴与娱乐、肯定价值、亲密袒露与交流以及冲

突与背叛， 前四个维度分数和减去最后一个维度分

数为友谊质量的总分。
1.2.5 生活事件核查表 选取刘贤臣等人 [12]的中学

生生活事件量表中的学校与家庭部分题目， 修正某

些不符合青少年实际情况的表述， 并结合两类青少

年的访谈新增了部分题目，共 18 题。
1.2.6 问题行为问卷 方晓义等编制，侯珂[13]修订，
共 22 题，各题目平均分为问题行为总分。
1.2.7 调查性题目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包括家庭

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共 3 题。其中父母受教育程

度从“没有上过学”到“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分别记

为 1-6 分，家庭收入从“享受当地低保”到“年收入

20 万以上”，分别记为 1-9 分。
1.3 调查方法

由培训后的主试对犯罪青少年统一施测， 对普

通青少年进行分班统一施测。

2 结 果

2.1 犯罪与普通青少年各项指标差异比较

发现犯罪组和普通组青少年除在师生关系上的

得分无显著差异，其余各指标得分差异均十分显著。
详见表 1。
2.2 各项因素对犯罪与否的回归分析

以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社会问题解决技

能、亲子冲突、友谊质量、日常和严重生活事件、问题

行为作为预测变量 （根据 t 检验结果， 排除师生关

系），犯罪与否（犯罪为 0，正常为 1）作为因变量，做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只有父母受教育程度、日常

生活事件和问题行为能显著预测青少年犯罪与否。
模型回代符合率为 92.5%。 由 β 值及其显著性可以

看出，问题行为和母亲受教育程度、父亲受教育程度

三者的预测力最强。 详见表 2。

表 1 犯罪组和正常组的各项指标 的平均分差异(x±s)

表 2 各类因素对犯罪与否的逻辑回归分析模型（df=1）

3 讨 论

本研究探讨了青少年犯罪关键性影响因素，发

现问题行为、母亲和父亲受教育程度、日常生活事件

对青少年犯罪与否有显著影响， 而影响的重要性依

次降低。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结果显示母亲受教育程度的重

要性高于父亲受教育程度， 这与孩子主要由母亲抚

养和照顾有关， 有更多教育机会的母亲会更注意对

子女的教养方式[4]，父母的高教育程度也意味着较少

的家庭贫困，降低了子女从事非法活动的比率。问题

行为和日常生活事件在区分两类青少年起到非常关

键的作用。多数青少年犯罪不是偶发的，而是长期越

轨生活的结果。 尤其是负性生活事件和问题行为没

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会加剧这一过程。
虽然回归分析并未发现家庭收入、 社会问题解

决技能、亲子冲突、友谊质量和严重问题行为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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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少年犯罪的显著影响， 但 t 检验结果表明这些

因素在犯罪与正常两类青少年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这显示出它们并非没有效应， 只是相对弱一些。 由

此， 干预未成年人犯罪需从多个方面入手， 通过个

人-家庭-学校-社会的联动， 强化各层次的保护性

因素，降低危险性因素，减少问题行为的发生，进而

达到预防青少年犯罪行为的目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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