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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工作家庭平衡已成为全球性学术研究问

题，研究对象涉及不同职业群体，备受国内外管理

学、心理学等领域研究者的重视。国内从上世纪九

十年代开始，工作家庭界面的本土研究不断涌现，冯

利伟2018年统计发现，国外期刊发表工作家庭界面

文献的学者来源最多的前十个国家中，中国位列第

二，国际学术期刊逐渐认可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科

研实力与影响力[1]。

在我国，教师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群体，一线中小

学教师的心理状况不仅影响自身发展，而且对学生

的心理健康也存在深远影响。国内关于中小学教师

工作家庭界面的研究中，相关变量涉及社会支持[2，3]、

工作满意度 [4]、生活满意度 [5]、职业倦怠 [6]、主观幸福

感 [7]、离职意向 [8]等，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

是无论这些研究结果如何，都不可避免地忽略了群

体内部异质性这一问题。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家庭平

衡可能存在哪些潜在类别？不同类别的人数占总比

例为多少？不同类别的相关变量得分是否存在差

异？诸如此类的问题值得关注。

近年来随着方法学的发展，以个体为中心的分

析方法即潜类别模型(Latent Class Model，LCM)被广

泛运用于心理学、预防医学、精神病学、社会学、教育

学及管理学等诸多领域。潜类别模型可分为潜在类

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LCA)和潜在剖面分析

(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与传统的分类方法相

比，潜类别模型分类结果更加准确、客观[9，10]，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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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群分成不同潜在组别最流行的技术[11，12]。近年

来国外已将潜类别模型运用到工作家庭界面的分类

研究中，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13-16]，而国内工

作家庭界面的潜类别研究鲜有报道。综上所述，本

研究拟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对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家庭

平衡进行异质分类，构建 LPA类别模型，探索当下

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平衡的潜在类别。在充分考虑

中小学教师群体内部异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

不同类别教师的社会支持、工作投入及离职意向得

分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在贵州、辽宁两地中小学

共发放问卷1000份，剔除无效问卷138份，获得有效

问卷 862份，问卷有效率为 86.20%。其中男性 462
人（53.60%），女性 400人（46.40%）；年龄在 34岁及

以下 323人（37.47%），35-44岁 330人（38.28%），45
岁 及 以 上 209 人（24.25%）；小 学 教 师 386 人

（44.78%），初中教师 241人（27.96%），高中教师 235
人（27.26%）；农村教师 371人（43.04%），乡镇教师

182人 21.11%），县市教师 309（35.85%）；学历在大

专及以下223人（25.87%），本科412人（47.80%），研

究生及以上227人（26.33%）。

1.2 工具

1.2.1 工作家庭平衡量表 采用曾练平和燕良轼

修订的中文版工作家庭平衡量表 [17]，量表为 5级评

分，包含工作侵扰家庭、家庭侵扰工作、工作促进家

庭及家庭促进工作4个因子。本研究中，4个因子的

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75、0.73、0.71、0.64。
1.2.2 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 Caplan等人编制的社

会支持量表[18]，该量表已在国内研究中翻译并运用[19]。

量表为5级评分，包含上司支持、同事支持及亲朋支

持 3个因子，得分越高表明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

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7。
1.2.3 工作投入量表 采用张轶文和甘怡群修订

的工作投入量表[20]。量表为5级评分，包含活力、奉

献及专注 3个因子，得分越高表明工作投入水平越

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6。
1.2.4 离职意向问卷 采用王桢等人研究中使用

的梁开广修订的离职意向问卷[21]，量表为7级评分，

得分越高表明离职意向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

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2。

1.3 统计分析

使用 Epidata 3.0建立数据库录入问卷。使用

Mplus7.4进行潜在剖面分析，根据模型适配度指标

综合判断存在的潜在类别及分类情况。使用

SPSS22.0进行方差分析，检验不同类别的相关变量

得分是否存在差异。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将4个量表所有

题项进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MO=0.93，Bartlett球
形检验的χ2为23130.18，P值小于0.001，特征根大于

1的公因子共有8个，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6.14%，小于 40%的临界值，故不存在明显的共同

方法偏差。

2.2 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平衡的潜在剖面分析

以工作家庭平衡的四个因子（工作侵扰家庭、家

庭侵扰工作、工作促进家庭及家庭促进工作）为外显

指标，依次增加工作家庭平衡的潜在类别数进行潜

在剖面分析的模型拟合性估计，以AIC、BIC、aBIC、
Entropy指数、LMR、BLRT为模型适配度指标。其中

AIC、BIC、aBIC三个统计值越小表明拟合越好，En⁃
tropy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到1，越接近1表明潜在分

类更加精确，LMR、BLRT主要用于模型比较，显著

的LMR、BLRT值表明n个类别模型优于n-1个类别

模型[22，23]。结果表明，从2类别依次增加到5类别的

检验过程中，3类别模型优于2类别模型，4类别模型

优于3类别模型，但在5类别模型检验时，LMR值不

显著，表明5类别模型并不优于4类别模型。从En⁃
tropy指数来看，在4类别模型时最高，表明分类最为

精确，原则上保留4类别模型。但在4类别模型中发

现2个潜在类别非常相似，区分不太明显，考虑到模

型的简洁性，因此最终选定保留 3类别模型。具体

潜在剖面分析模型拟合信息详见表1。
2.3 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平衡的潜类别命名

参照工作家庭平衡的四因素结构[24]，以及过往

工作家庭界面的类别研究[13]，对中小学教师工作家

庭平衡的潜在类别进行命名。从潜在剖面分析结果

可知，在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平衡的3个类别中，第

一类（Class 1）教师人数有 356 人，占总人数的

41.30%，该类教师的工作侵扰家庭和家庭促进工作

得分较高，表明工作对家庭的负面影响较大，而家庭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也较大，可命名为矛盾型。第二

类（Class 2）教师人数有346人，占总人数的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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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教师的工作侵扰家庭和家庭侵扰工作得分最

低，工作促进家庭和家庭促进工作的得分最高，表明

工作家庭关系较为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良好，可命

名为平衡型。第三类（Class 3）教师人数有 160人，

占总人数的 18.56%，该类教师的工作侵扰家庭、家

庭侵扰工作、工作促进家庭及家庭促进工作得分均

比较高，工作家庭关系状态活跃，高冲突与高促进交

互存在，可命名为活跃型。见图1。

类别

1
2
3
4
5

AIC
41791.72
40157.58
39493.44
39080.10
38814.48

BIC
41924.98
40362.23
39769.48
39427.52
39233.29

aBIC
41836.06
40225.67
39585.29
39195.69
38953.83

Entropy
-

0.84
0.83
0.84
0.83

LMRp
-

＜0.001
0.0037
0.0004
0.6690

BLRTp
-

＜0.001
＜0.001
＜0.001
＜0.001

类别概率

-
0.458/0.541

0.413/0.401/0.185
0.322/0.334/0.186/0.156

0.172/0.308/0.257/0.111/0.149

2.4 三个类别的相关变量得分差异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类别教师的社会支持、

工作投入及离职意向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事

后检验发现，平衡型的社会支持得分显著高于矛盾

型，矛盾型的社会支持得分显著高于活跃型；平衡型

的工作投入得分显著高于矛盾型和活跃型；矛盾型

的离职意向得分显著高于平衡型。详见表2。
表2 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平衡三

类别的相关变量得分差异（M±SD）

注：***P<0.001

3 讨 论

近年来，潜在剖面分析被广泛运用于心理学的

类别研究中 [25-27]，本研究从以个体为中心的视角探

讨了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平衡的异质性，发现中小

学教师工作家庭平衡存在三个潜在类别：矛盾型

（41.30%）、平衡型（40.14%）及活跃型（18.56%）。矛

盾型的教师人数最多，这一群体更多的感受到工作

对家庭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感受到了家庭对工作

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对于矛盾型教师，管理者应

考虑减轻其工作负荷，降低工作对家庭的侵扰程度，

引导其在认真工作的同时也要关注家庭需求。平衡

型教师人数次之，这一群体能够较好地平衡工作家

庭关系，工作与家庭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活跃型

教师人数最少，这一群体的工作与家庭存在较大的

相互侵扰，同时工作与家庭也存在较大的相互促进

作用。对于活跃型教师，管理者应提供降低工作家

庭冲突的方法或策略，鼓励、支持其调整原有的应对

策略和反应模式，以期降低工作和家庭之间存在的

负面影响。本研究与国外工作家庭平衡类别研究的

结果一致[13]。研究还发现，与家庭侵扰工作相比，中

小学教师工作侵扰家庭的程度更高，个体更多的感

受到工作对家庭的负面影响，也与过往研究一致[28，

29]。与工作促进家庭相比，中小学教师家庭促进工

作的程度更高，个体更多的感受到家庭对工作的积

极影响。

表1 潜在剖面分析拟合信息汇总表

图1 工作家庭平衡的三类别潜在剖面分析图

社会支持

工作投入

离职意向

矛盾型

（Class 1）
40.53±7.64
53.05±16.60
9.07±3.11

平衡型

（Class 2）
42.25±7.55
61.88±20.09
8.00±3.62

活跃型

（Class 3）
38.68±8.94
53.06±17.78
8.73±3.12

F
49.84***
24.15***
9.21***

事后

检验

2>1>3
2>1，2>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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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类别的中小学教师的社会支持、工作投入

及离职意向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总体而言，

平衡型教师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多，工作投入度较高，

离职意向较低。进一步表明了来自上司、同事和亲

朋的支持对工作家庭平衡的保护作用，工作家庭关

系良好的个体，在工作中具有更多的活力、奉献和专

注，表现出的离职意向较少。

参 考 文 献

1 冯利伟. 国外工作家庭冲突研究态势——基于文献计量

的分析. 经济管理, 2018, 40(4): 187-208
2 兰文杰, 黄大炜, 何明远, 等. 农村教师社会支持、工作家

庭平衡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现代预防医学, 2018, 45(5):
855-859

3 曾练平, 何明远, 潘运, 等. 工作家庭平衡双构面视角下社

会支持对农村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 一个多重中介模型.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8, 16(4): 518-524

4 李明军. 中小学教师情绪智力、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

度的关系研究.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2, 20(9): 1328-
1331

5 刘旺, 冯建新, 刘鸣, 等. 高中教师的工作家庭冲突: 特点

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中国特殊教育, 2010, (3): 77-
81

6 李明军, 王振宏, 刘亚. 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

倦怠的关系: 自我决定动机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

育, 2015, 31(3): 368-376
7 杨玲, 付超, 赵鑫, 等. 职业倦怠在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

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

志, 2015, 23(2): 330-335
8 曾练平, 何明远, 陈静怡, 等. 中小学教师社会支持与离职

意向的关系: 基于潜变量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贵州师范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36(5): 115-120
9 苏斌原, 张洁婷, 喻承甫, 等. 大学生心理行为问题的识

别: 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5, 31(3):
350-359

10 赵丽, 李丽霞, 周舒冬, 等. 潜在剖面分析和系统聚类法比

较的模拟研究. 广东药学院学报, 2013, 29(2): 206-209
11 王孟成, 毕向阳, 叶浩生. 增长混合模型: 分析不同类别个

体发展趋势. 社会学研究, 2014, 29(4): 220-241+246
12 王孟成, 邓俏文，毕向阳，等. 分类精确性指数Entropy在

潜剖面分析中的表现: 一项蒙特卡罗模拟研究. 心理学

报, 2017, 49(11) : 1473-1482
13 Rantanen J, Kinnunen U, Mauno S, et al. Patterns of conflict

and enrichment in work-family balance: A three-dimension-
al typology. Work and Stress, 2013, 27(2): 141-163

14 Carvalho VS, Chambel MJ. Work-to-family enrichment and

conflict profiles: Job characteristics and employees’well-
being. The Span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6, 19: 1-15

15 Robinson LD, Magee CA, Caputi P. Work- to- family pro-
files, family structure and burnout in mothers.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2016, 31(7): 1167-1181

16 Moazami-Goodarzi A, Nurmi J, Mauno S, et al. Longitudinal
latent profiles of work-family balance: Examination of ante-
cedents and outcom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ess Man-
agement, 2019, 26(1): 65-77

17 曾练平, 燕良轼. 中文版工作家庭平衡量表的信效度研

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6): 988-991
18 Caplan RD, Cobb S, French Jr JRP, et al. Job demands and

work health: Main effects and occupational differences. Uni-
versity of Michigan.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nn Arbor,
1980. 251-252

19 谢义忠, 时勘. 工作属性、社会支持对电信员工工作家庭

冲突的影响.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11): 773-776+786
20 张轶文, 甘怡群. 中文版Utrecht工作投入量表(UWES)的

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5, 13(3): 268-270+
281

21 王桢, 李旭培, 罗正学, 等. 情绪劳动工作人员心理授权与

离职意向的关系: 工作倦怠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2012,
35(1): 186-190

22 王孟成, 毕向阳. 潜变量建模与Mplus应用·进阶篇. 重
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 13-15

23 佘爱, 曾冬平, 赵竹君, 等. 大学生错失焦虑的潜类别与网

络成瘾调查分析. 中国健康教育, 2019, 35(9): 832-835
24 Grzywacz JG, Marks NF. Reconceptualizing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correlates of pos-
itive and negative spillover between work and family.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000, 5: 111-126

25 周晨曦, 李峥.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动机的异质性探

究: 基于聚类分析和潜在剖面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

志, 2019, 27(4): 736-740+735
26 张宇迪, 贾晓明. 失独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基于潜在剖面

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27(2): 362-366
27 王亚, 卢宁, 陈启荣. 潜在剖面分析在探索新疆籍大学生

文化适应方式中的应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27
(1): 129-133+137

28 芦咏莉, 何菲, 冯丽红, 等. 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类型

及其在职业倦怠上的特征. 教师教育研究, 2012, 24(3):
68-73

29 吴明霞, 张大均, 余林, 等. 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的

特征分析及建议.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6
(6): 120-124

（收稿日期：2019-10-15）

··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