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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攻击的发生状况。 方法：利用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数据库，对

23753 名中国 4-9 年级学生的身体攻击进行潜在类别分析，并对不同身体攻击类别在不同性别和年级内的分布进行

差异检验。 结果： ①4-9 年级学生的身体攻击分为三个潜在类别： 高发组、 边缘组和低发组， 比例分别为：5.2%、

36.7%、58.1%；②男生高发组、边缘组的比例（4.5%、44.6%）显著高于女生（1.9%、22.8%）；③ 4-9 年级学生高发组的

比例在 6.8%~1.4%，呈现随年级升高而下降的趋势，边缘组的比例在 30.2%~37.0%。结论：身体攻击可以分为三类，每

个类别在不同性别和年级内部的分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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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physical aggression in Chinese adolescents. Methods: The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from database of the National Children’s Study of China (NCSC). 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 was
used to explore types of physical aggression of 23,753 students in fourth-to-ninth-grade, and Percentage Difference Test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of frequency in different gender and grade. Results: ①According to LCA,
fourth-to-ninth-grade students’ physical aggression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namely, High-risk group, Medi-
um-risk group, Low-risk group, the prevalence were 5.2%, 36.7%, 58.1%, respectively. ②The prevalence of High-risk
group and Medium-risk group of boys(4.5%、44.6%)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girls(1.9%, 22.8%). ③Within fourth-to-
ninth-grade, the prevalence of High-risk group was 1.4% to 6.8%, showing a decline with the increasing of grade, and the
prevalence of Medium-risk group was 30.2% to 37.0%. Conclusion: Physical aggress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dif-
ferent types; The prevalences of each type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gender and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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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行为是一种旨在伤害或损害他人 （包括个

体，也可是群体）的行为，其 核 心 特 征 是 有意伤害

性[1]。 身体攻击作为一种重要的攻击形式，是攻击领

域以往研究者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 [2]。 相关研究发

现， 身体攻击对攻击者本人及受攻击者均会产生严

重的心理伤害[3，4]。
儿童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发生率一直是研究者和

教育工作者关注的问题。 以往国内研究者较多地使

用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对

攻击行为的发生率进行测查 [5，6]。 但 CBCL 的测查内

容将身体攻击和非身体攻击混在一起， 无法准确了

解身体攻击的发生状况， 而身体攻击的发展变化及

其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与非身体攻击存在很大差异[7，8]。

另外， 以往研究对攻击行为群体的区分大多是基于

划界分标准将个体分为攻击组和非攻击组 [5，6，9]，这种

划分方法存在以下问题： ①即使同一组内两个个体

的得分相同， 他们在各个题目上的作答模式也可能

不同，这种组内的个体差异往往被忽略，导致划分出

来的群体内部异质性较大；②划分标准比较主观，没

有客观的统计指标去衡量划分结果的准确性。
近年来， 越来 越多的研究 者将潜在类 别分析

（Latent Class Analysis，LCA）应用到对情绪和行为问

题的诊断与分类 [10，11]。 LCA 最基本的应用就是根据

个体在外显测查题目上的作答模式来判断个体的潜

在特征分类， 并了解各种类别在整个群体中的人数

比例[12]。 这种基于概率模型的分类方法不但能够保

证划分出来的各类之间差异最大， 类别内部差异最

小， 而且还能利用客观的统计指标去衡量分类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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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与有效性。因此，本研究将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

的调查数据，通过对 4-9 年级学生的身体攻击进行

潜在类别分析， 以揭示身体攻击的发生率以及在不

同性别、年级内部的分布特点。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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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SC 采用分层三阶段

不等概率取样（包括抽取初级抽样单元（区县）、抽取

学校和学生），抽取区县和学校是完全按照人口数成

比例随机取样（按容量比例概率取样），抽取学生是

完全随机取样。具体抽样方法详见《中国儿童青少年

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项目技术报告》[13]。
本研究被试来自于中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港、澳、台地区除外）的 100 个区县内 4-9 年级

学生，共有 24013 名；删除在身体攻击测查题目上存

在缺失值的被试，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23753 名，平均

年龄 12.85 ± 1.78 岁，最大年龄 15.92 岁，最小年龄

7.58 岁。 其中男生 12539 名，女生 10971 名，性别信

息缺失 243 名；4-9 年级学生数分别为 3934、3967、
3963、3966、3968、3955 名。

1.2 测查工具

本研究采用 3 个题目来考察儿童青少年的身体

攻击，题目 1：“我和别人打架”；题目 2：“我攻击别人

的身体”； 题目 3：“要是比我小的孩子故意惹我，我

一定会反击”。 上述题目来源于加拿大儿童与青少

年追踪项目（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Children
and Youth，NLSCY）中的身体攻击行为问卷 [14]。 采用

4 点 计 分 ，1=“从 不”、2=“有 时 ”、3=“经 常 ”、4=“总

是”，由学生自己客观判断最近三个月以来是否有过

上述行为。由于选择“总是”的个体比例较低，为了简

化分析，将 3、4 两个类合并为一类。

1.3 数据分析

首先，利用 Mplus6.0 程序对身体攻击进行潜在

类别分析， 判定身体攻击的潜在类别及各个类别的

分布比例。 其次，利用 SPSS17.0 宏程序对各个类别

在不同性别、年级之间的分布差异进行检验，其中标

准误的估计方法采用平衡半样本法 (Balanced Re-
peated Replication method，BRR)[13]。 另外，根据 NCSC
抽样方案， 本研究中的所有数据分析都是在样本加

权处理的基础上进行的。

2 结 果

2.1 身体攻击的潜在类别分析

以单类别基线模型为起点，每次增加 1 个类别，
探索能够充分解释身体攻击外显的行为指标之间关

系的最小潜类别数，当类别数目 C=4 时，模型不能

被识别。 表 1 列出了从 C=1 到 C=3 三种不同类别数

目的模型适配估计结果，其中可以看出，当 C=3 时

模型拟合较好，具有最低的 AIC、BIC 值，χ2=7.31（P>
0.05），似然比卡方 G2=7.36（P>0.05）。 三类别模型能

够解释三个外显行为指标变异的比例为 99.79%[1-
（7.36/3477.86）=0.9979]，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2 列出了潜在类别分析的两类参数估计值：

潜在类别概率和条件概率。结合表 2 的结果可知：在

“我和别人打架”这个题目上，属于潜在类别 1 的个

体选择“经常”的概率是 0.42，而潜在类别 2、3 的个

体选择“经常”的概率仅为 0.04 和 0.01，在另外两个

题目上存在着类似的趋势，可推测类别 1 的个体“经

常”发生身体攻击的可能性最大，可将其命名为“身

体攻击高发组”， 占整个群体的 5.2%。 同理可以发

现：类别 2 的个体“有时”发生身体攻击的可能性最

大，可命名为“身体攻击边缘组”，占 36.7%；而类别

3 的个体“从不”发生身体攻击的可能性最大，可命

名为“身体攻击低发组”，占 58.1%。

表 1 潜在类别分析模型适配指标摘要表

表 2 身体攻击 3 个题目在 C=3
时的潜在类别概率及条件概率

注：括号内为条件概率参数估计的标准误。

2.2 身体攻击潜在类别的性别、年级分布特点

性别差异检验结果发现：男生身体攻击高发组、
边缘组的比例显著高于女生（z=6.01、22.31，P<0.01），
低发组的比例显著低于女生（z=5.86，P<0.01）。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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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检验结果发现：对于高发组的比例而言，4 年级

显著高于其他年级（z=3.89~8.41，P<0.05），5、6 年级

显著高于 9 年级（z=3.79、3.97，P<0.05），其他年级之

间差异不显著（z=0.32~2.83，P>0.05）；对边缘组的比

例而言，5-7 年级显著高于 9 年级 （z=3.69~5.02，P<
0.05）， 其他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 （z=0.11~2.93，P>
0.05）。 见表 3。

表 3 身体攻击在不同性别、年级内部的发生率（%）

注：括号内为每个百分比估计的标准误。

3 讨 论

本研究对身体攻击的分类结果与 Lee 等人对儿

童青少年身体攻击进行潜在类别分析的结果一致 [10]，
但在每个类别上的人数分布比例上却有明显差异，
Lee 等人发现 9-11 岁男生高发组和边缘组的比例

分 别 为 3.7% 、17.8% ， 女 生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0.7% 、
10%。 相比之下，中国的比例高于加拿大。 以往采用

平均分比较儿童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有关研究发现，
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攻击行为得分低于个

人主义文化背景下青少年的得分， 中国青少年的得

分低于美国、波兰[15]。 本研究从分类的角度揭示了中

国儿童青少年尽管攻击行为的平均得分不高， 但身

体攻击的发生率却比较高， 这提示我们从分类的角

度可以更加具体探讨中国儿童青少年的攻击行为。
本研究发现， 身体攻击高发组的比例在 4 年级

最高，5-8 年级差异不显著，9 年级有所下降； 边缘

组的比例在 4-8 年级差异不显著，9 年级有所下降。
总的来说， 身体攻击的发生率呈现随年级升高而下

降的趋势。 以往国内研究者发现中学生的身体攻击

随着年级的升高呈增强趋势 [16]，但这些结果是基于

群体之间平均分的差异比较得到的， 本研究是比较

身体攻击各个类别在不同年级中的发生率， 相比之

下， 该方法更为准确地揭示了身体攻击在不同年级

中的发生状况。 身体攻击发生率随年级升高而下降

的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青少年逐渐掌

握了更成熟的问题解决策略， 能够有效避免社交过

程中的冲突[17]。 此外，本研究发现身体攻击在男生的

发生率显著高于女生，与以往研究的结论相一致 [8，16]。
原因可能是男生的身体攻击比女生更可能得到容忍

与认可， 女生则按照性别角色的要求抑制身体攻击

行为，从而避免自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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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语三科的实际成绩作为学业成绩指标。

2 结 果

2.1 独处行为与学习成绩的关系

表 1 结果显示： 积极独处得分与三科高考成绩

均呈显著正相关， 社交回避与高考数学成绩显著正

相关。

表 1 独处行为与高考成绩的相关（N=364）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 2 高考语文、数学、英语、模型变量标准系数

2.2 独处行为对高考成绩的影响

分别以语文、 数学和英语三科高考成绩为因变

量，以四种不同的独处行为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

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见表 2。

3 讨 论

林淑惠等人曾发现： 花适当时间独处的青少年

不仅抑郁情绪较少， 而且学习成绩往往比那些独处

时间很少或太多的青少年要好 [5]。 这一结果似乎提

示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倾向于喜欢花一定时间独处。
不过他们的研究没有对独处的性质进 行明确的 区

分。本研究通过对学生“独处行为”的动机进行区分，
证明不同性质的独处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是不同的。
研究结果揭示积极独处对学生的高考成绩确实存在

正性的影响， 也就是说具有较明显积极独处人格特

征的学生其高考成绩相对而言较为优异。 表明积极

独处这种人格特征确实有利于个体解决问题， 具有

提高个体学习和工作效率的作用。
本研究发现孤僻这种人格特征对英语成绩有负

向预测作用。 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英语属于语言

科学，学好英语需要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进行大量

的对话练习、相互讨论等等。具有积极独处人格特征

的个体一般也乐意与人交往， 因而不会影响他们的

语言练习和讨论； 而具有孤僻人格特征的学生往往

不合群，喜欢独来独往，不与人交往，这种特质对于

他们学习语言显然是不利的。 聂衍刚等曾报告初中

学生的乐群性人格特征与其英语学习成绩呈显著的

正相关[6]。 刘桂荣也报告高中学生在卡特尔 16 种人

格因素问卷乐群性的得分与英语听力、 写作等成绩

呈正相关关系，他认为这是因为“人际沟通过程为语

言的发展提供了最现实的途径”[7]。
在预测高考数学成绩的模型中， 积极独处和社

交回避均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可能的原因是，数学学

科有它自身的特点， 要学好数学特别是在解题时常

常需要学生集中注意力，长时间独自地工作。 另外，

也许有些原本在人际交往中就存在焦虑恐惧的人更

倾向于喜欢钻研数学这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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