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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内 ／ 外参照模型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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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 / 外参照模型在理论上同时考虑了社会比较和维度比较两种比较方式在建构个体学业自我概念过程中的作用。近年来，
对内 / 外参照模型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该模型进行跨文化一致性检验；提出了维度比较理论；与大鱼小池效应相整合。
这些研究表明学业自我概念具有学科特异性，研究者要更加注重学业自我概念及其它学业变量的学科特异性研究，并加强内 / 外
参照模型的调节因素研究，教师及家长要引导学生合理选择比较方式。
关键词 内 / 外参照模型 学业自我概念 维度比较 大鱼小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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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业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在学业情境中形成的

对自己在学业发展方面比较稳定的认知、体验和
评价（郭成 , 何晓燕 , 张大均 , 2006）。大量研究
表明，学业自我概念对青少年的学业成绩（郭成
等 , 2006）、学习兴趣（Schurtz, Pfost, Nagengast, &
Artelt, 2014）、主观幸福感（王钢 , 张大均 , 吴明
霞 , 2011）、社会适应（Wouters, Germeijs, Colpin, &
Verschueren, 2011）等变量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因
此，加强学业自我概念的建构研究，对促进青少年
学业发展及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在 已 有 学 业 自 我 概 念 建 构 的 研 究 中，Marsh
（1986） 提 出 的 内 / 外 参 照 模 型（internal/external
frame of reference model, 以下简称 I/EM）是其中最
主要的理论模型之一。自从 I/EM 被提出以后，大
量研究者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最
近几年，出现了许多新的视角和内容。然而，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者专门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述
评。而且，相较于西方国家的研究，以我国学生为
被试的研究明显不够充分。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
要对 I/EM 已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述评，以期促
进研究者对其进一步深入探讨。

２

I/EM 的 提 出 源 于 Marsh 及 其 合 作 者 对
Shavelson，Hubner 和 Stanton（1976）的多层次多维
度自我概念结构模型的改进。多层次多维度自我概
念结构模型假设一般自我概念位于模型的最顶端，
向下划分为学业自我概念和非学业自我概念，其中
学业自我概念又进一步细分为更为具体的学科自我
概念（如语文自我概念、数学自我概念等）。根据
这一结构模型，由于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之间呈显
著正相关，所以语文自我概念和数学自我概念之间
也应该呈显著正相关。
然而，
后来的实证研究却发现，
尽管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但语
文自我概念和数学自我概念之间的相关性却几乎接
近于 0 （Marsh, Smith, & Barnes, 1985）。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Marsh 和 Shavelson（1985）
改进了多层次多维度自我概念结构模型，提出了
Marsh/Shavelson 模型。在 Marsh/Shavelson 模型中，
根据学科性质及其彼此之间的相关性，学业自我概
念首先被划分为文科自我概念（verbal self-concept）
和理科自我概念（math self-concept），其中文科自
我概念又被划分为语文、外语、历史等人文社科方
面的具体学科自我概念，数学自我概念又被划分为
数学、物理、生物等理工科方面的具体学科自我概
念。根据学科性质的差异程度，语文自我概念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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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自我概念位于具体学科自我概念的最两端，其余
学科自我概念从左至右构成一个学业自我概念连续
体。在此结构模型基础上，Marsh（1986）提出了 I/
EM。其具体路径结构模型见图 1。
Marsh（1986）认为，之所以语文成绩和数学成
绩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 34），但语文自我概念和数
学自我概念之间却几乎呈零相关（r 12），是因为学
生在评价自己的语文和数学能力时，同时使用了内
部和外部两种参照系或比较过程。通过外部比较，
学生将自己的语文（或数学）成绩和班级中其他同
学相比较，其语文（或数学）成绩越高，语文（或
数学）自我概念也就越高，即语文（或数学）成绩
对语文（或数学）对语文（或数学） 自我概念具有
正向预测作用（P13, P24）；通过内部比较，学生将
自己的语文成绩与数学成绩相比较，如果其语文成
绩高于数学成绩，其将习得相对较高的语文自我概
念和相对较低的数学自我概念。相反，如果其语文
成绩低于数学成绩，其将习得相对较低的语文自我
概念和相对较高的数学自我概念。即语文成绩对数
学自我概念、数学成绩对语文自我概念具有负向预
测作用（P14, P23）。在内 / 外两种比较过程的共同作
用下，
语文自我概念和数学自我概念几乎呈零相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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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I/EM 的跨文化一致性研究
跨文化研究是检验一个理论或模型是否具有普
遍适用性、提高其外部效度和生态效度的一种有效
方法。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主要从既有区别但又相
互补充的三个视角对 I/EM 进行了跨文化一致性检
验。
第一，在单一国家或文化背景中对 I/EM 进行
验证性研究。这是很多研究者常用的一种方法。目
前，研究者在许多国家或地区对其进行了验证，均
支持了 I/EM 的存在（Möller, Zimmermann, & Köller,
2014; Parker, Marsh, Morin, Seaton, & van Zanden,
2015; Xu et al., 2013）。虽然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但
由于不能够保证所有研究使用的工具、被试、分析
方法等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因此可能降低研究之间
的可比性。
第二，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对已有研究进行元
分析，
检验国家或文化的调节作用是一个有效方法。
Möller 等人（2009）对 69 个已有 I/EM 研究进行了
元分析，结果发现，国家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支
持了 I/EM 的跨文化一致性。然而，由于其收集的
研究资料仍然是以西方国家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因
此，其跨文化普遍性结果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第三，使用同一测量工具和方法同时在不同国
家或文化背景中对 I/EM 进行比较研究。相比于前
两种方法，这种研究方法要求更为严格，结论也
更加可靠。研究者大都调用国际大型数据库，如
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ment）
和 TIMSS（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来对 I/EM 进行跨文化一致性研究。
Marsh 和 Hau（2004）使用 PISA 2000 数据（N =55,577）、

图１

Ｉ／ＥＭ 的路径结构图（改编自 Ｍａｒｓｈ（１９８６），ｐ．１３４）

从 I/EM 的内涵可以看出，同一学科领域的学
业成绩和学业自我概念呈显著正相关（如数学成绩
和数学自我概念），不同学科领域的学业成绩和学
业自我概念呈显著负相关（如数学成绩和语文自我
概念）。I/EM 说明了学业自我概念具有学科特异
性，学生的特定学科自我概念不仅受到该特定学科
能力的正向影响，而且受到具有明显不同特性的其
它学科能力的负向影响（Möller, Pohlmann, Köller, &
Marsh, 2009）。

Chiu（2012）使用 TIMSS 2003 数据（N =139,174）、
Marsh, Abduljabbar 等 人（2015） 使 用 TIMSS 2007
数据（N =117,321）的研究均发现，无论在总体上，
还是在每个国家中，均支持了该模型的存在。
上述大量研究均支持了 I/EM 的跨文化一致性，
说明了其具有较高的普遍适用性。然而，笔者发现，
虽然已有跨文化研究（特别是使用 PISA 和 TIMSS
数据库的研究）包含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生样
本，但到目前为止，除了温忠麟、侯杰泰、王桂祥
和何以建（2004）以我国华南地区中学生为被试对
其进行了验证研究以外，近十多年来，鲜有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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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国大陆地区学生为被试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

同时考虑了社会比较和维度比较两种比较方式在建

探讨。
由于我国大陆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

构个体学业自我概念过程中的作用。

民族构成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有可能形成不同的

通过将 I/EM 应用到多个学科领域中，越来越

地域或民族文化（Talhelm et al., 2014）。同时，从

多的研究者发现，和社会比较一样，维度比较也

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来说，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改

可能存在对比效应和同化效应（Ehm, Lindberg, &

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地区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进

Hasselhorn, 2014; Xu et al., 2013）。如 Ehm 等（2014）

步的同时，社会文化也由以往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

将 I/EM 扩展到阅读、写作、数学三个学科领域的

逐步向个体主义文化转变（Cai, Kwan, & Sedikides,

研究发现，虽然数学成绩对阅读自我概念、阅读成

2012）。而已有研究则发现，学业自我概念具有明

绩对数学自我概念均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但写

显的文化特异性和民族特异性，国外甚至港台的研

作成绩对阅读自我概念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究结果也难以解释中国大陆学生的情况（赵小云 ,

表明写作和阅读两个学科之间发生了同化效应。

郭成 , 2012; Chiu & Klassen, 2010）。因此，未来应

Marsh 及其合作者根据 Marsh/Shavelson 模型所构建

该注重在我国大陆不同区域或民族之间探讨 I/EM

的学业自我概念连续体，对维度比较的对比效应和

的跨文化一致性，从而为其普遍适用性提供更为充

同化效应的发生条件给予了解释：当比较领域的性

分的实证依据。

质差异较大（如语文和数学），即进行“远比较”

３.２ 维度比较理论的提出

（far comparisons）时，就会发生较为强烈的对比效应。

从 I/EM 的内涵可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内部和

随着比较领域的性质差异逐步缩小（如写作和阅

外部两种比较过程在建构个体学业自我概念过程中

读），即逐步进行“近比较”（near comparisons）

的作用。然而，虽然其外部比较的理论基础比较清

时，对比效应就会逐步减弱，甚至可能产生同化效

楚，即社会比较理论（Festinger, 1954），但其内部

应（Jansen, Schroeders, Lüdtke, & Marsh, 2015; Marsh

比较的理论基础却一直比较模糊，以往对 I/EM 的

et al., 2014; Marsh, Lüdtke, et al., 2015）。

研究也都只是通过上述的“路径结构模型”来“间接”

维度比较的同化效应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拓展

推断内部比较过程是学业自我概念建构的主要方式

了传统 I/EM 的内涵及研究范畴。传统 I/EM 由于仅

之一。因此，研究者也大都使用内部比较或自身比

仅局限于学科性质差异较大的语文和数学两个学科

较（internal/ipsative comparison）来代表内部比较过

领域，所以一直认为不同学科之间的比较只会导致

程（Chiu, 2012; Parker, Marsh, Lüdtke, & Trautwein,

对比效应，学生某个学科能力的提高必然导致其对

2013; Xu et al., 2013）。

另一学科能力评价的降低。维度比较的同化效应表

通 过 对 I/EM 已 有 众 多 研 究 的 总 结 和 提 炼，

明，
当进行比较的两个学科领域的性质较为相近时，

Möller 和 Marsh（2013）提出了系统的维度比较理

学生某个学科能力的提高也可能促进其对另一学科

论。该理论认为，维度比较是指个体将自身某一目

能力评价的提升。

标领域能力与自身标准领域能力相比较的过程。目

３.３ 与大鱼小池效应的整合研究

标领域能力是指个体想要评估的自身某一领域能力，

随着对 I/EM 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维度比较理论

而标准领域能力是指个体在评估自身某一领域能力

被系统提出以后，研究者逐步发现，虽然 I/EM 在

时所选择的比较标准或参照领域的能力。如某学生

理论上同时考虑了社会比较和维度比较两种比较方

想要知道，和自身数学能力相比，他 / 她的语文能

式在建构个体学业自我概念过程中的作用，但长期

力如何？这里的语文能力就是目标领域能力，数学

以来对 I/EM 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只是验证了维度比

能力就是标准领域能力。直到维度比较理论被系统

较的作用，而仅仅把社会比较作为一种“理论解释”

提出以后，研究者才逐步确定维度比较理论是 I/EM

来对待（Chiu, 2012; Parker et al., 2013; Pinxten et al.,

的理论基础之一（Marsh et al., 2014; Möller & Marsh,

2015; Schurtz et al., 2014）。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缺陷，

2013）。因此，I/EM 已有大量跨文化一致性研究为

研究者试图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整合维度比较和社会

维度比较理论的系统提出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比较，以期同时验证这两种比较方式在学业自我概

而维度比较理论的系统提出又进一步奠定了 I/EM

念建构过程中的作用。

的内部比较过程的理论基础。I/EM 实际上在理论上

有关社会比较在学业自我概念建构过程中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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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鱼小池效应（big-fish-little-

量 中（Dietrich, Dicke, Kracke, & Noack, 2015; Goetz,

pond effect, BFLPE） （李振兴 , 李玉姣 , 王欢 , 邹文

Frenzel, Hall, & Pekrun, 2008; Schurtz et al., 2014）。

谦 , 郭成 , 2013）。BFLPE 是指对于同等能力的学生，

这提醒我们在研究学业自我概念及其它学业变量

进入高能力水平学校或班级的学生要比进入低能力

时，不能只注重这些学业变量的一般性，更要注重

水平学校或班级的学生习得更低的学业自我概念的

其学科特异性。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更有针对性

现象。因此，目前同时考察维度比较和社会比较在

地提高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学业情绪等学业变量

学业自我概念建构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大都是通

水平。然而，反观国内目前关于这些学业变量的研

过整合 I/EM 和 BFLPE 来实现的。Chiu（2012）使

究，除少数研究探讨过这些学业变量的学科特异性

用 TIMSS2003 数据库中八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数

外（陈京军 , 吴鹏 , 刘华山 , 2014; 徐速 , 2011），大

据，首次尝试将 I/EM 和 BFLPE 整合成一个模型。

部分研究仍然只是聚焦于这些学业变量的一般性研

当在 I/EM 中加入 BFLPE 后，I/EM 保持不变，表明

究。因此，加强这些学业变量的学科特异性研究是

维度比较和社会比较在学业自我概念建构过程中具

国内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课题。

有明显不同的作用。后来，Parker 等人（2013）对

其次，加强 I/EM 的调节因素研究。目前，对 I/

德国中学生及 Pinxten 等人（2015）对荷兰小学生的

EM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该模型的验证及与其它模

研究均支持了这一结果。

型的整合研究上，而有关对其可能产生调节作用的

I/EM 和 BFLPE 的整合研究进一步从实证角度

研究并不多。近期有研究发现，目标取向、自恋人

验证了社会比较和维度比较两种比较方式在建构个

格、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特质均对 BFLPE 具有调

体学业自我概念过程中的作用，表明学业自我概念

节 效 应（Cheng, McInerney, & Mok, 2014; Jonkmann,

的建构是多种比较信息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过，需

Becker, Marsh, Lüdtke, & Trautwein, 2012）。如前所述，

要指出的是，I/EM 及其与 BFLPE 的整合研究都只

BFLPE 是以社会比较为其理论基础的，而 I/EM 同

是间接推断了社会比较和维度比较在学业自我概念

时整合了社会比较和维度比较，那么，这些变量是

建构过程中的作用，由于没有可以比较的效应量，

否也会对 I/EM 起调节作用，目前还不得而知。因

因此并没能证明哪种比较方式的作用更大。目前只

此，未来研究应该将这些可能的调节因素考虑进去，

有 Strickhouser 和 Zell（2015）以大学生为被试，通

在检验 I/EM 普遍性的同时，考察其个体差异性，

过实验法直接操纵社会比较和维度比较信息证明了

从而为未来设计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案提供实证支

在一般自我概念的建构过程中社会比较的作用明显

持。

大于维度比较。然而，这一结论是否能够推广到以

最后，教师及家长要引导学生合理选择比较方

中小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业自我概念中去，还

式。对 I/EM 及维度比较的研究表明，学生在评价

需要进一步的检验。另外，笔者认为，通过编制同

自己特定学科学业能力时，不仅受到其他同学的该

时包含社会比较和维度比较的学业比较方式问卷，

学科学业能力的影响，同时受到自身其它学科学业

借助回归分析或结构方程模型，通过比较这些比较

能力的影响。因此，当学生在将自身某学科能力与

2

方式的效应量（如 R ）来判断不同比较方式在学业

班级中其他同学的比较过程中处于不利位置时，教

自我概念建构中的不同作用，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

师及家长可以积极引导学生进行维度比较。如当学

方法。

生发现自己的语文成绩低于同学时，教师及家长可

４

启示
本文对 I/EM 近年来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的梳

理和述评，笔者认为，这些研究进展对未来学业自
我概念研究及教育教学实践至少具有以下三点启示：
首先，注重学业自我概念及其他学业变量的学
科特异性研究。近年来对 I/EM 及维度比较的研究
表明学业自我概念具有学科特异性，且这种学科特
异性能够扩展到学业情绪、学习动机等其它学业变

以引导该生将自己的语文成绩与相对较弱的其它学
科成绩相比较，从而获得积极的语文自我概念和情
感体验，保持其在语文方面的学习兴趣，促进其语
文学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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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ademic self-concept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perception, experience and evaluation of their academic development in an academic
context. The Internal/External Frame of Reference Model (I/EM),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ode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self-concept,
refers to the process in which a person compares his or her ability in a subject with that in another subject to construct a subject -specific self-concept
when evaluating his or her ability in the subject. It has theoretically investigated into the effec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self-concept produced
by both the intra-individual and inter-individual frames of reference, proving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ents’ academic self-concept is influenced by
external (or social) comparison as well as internal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s different subject-specific abilities.
Since the I/EM has been proposed, many researchers have used different methods to test its cross-culture generalizability widely, such
as examining it in only one country or culture, examin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untry after a meta-analysis of the model was made, making
a comparative stud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r cultures using the same instrument and method, all of these studies supported the cross-culture
generalizability of the I/EM. However, lots of studies suggest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self-concept of Chinese mainland adolescents had
its specificity due to the distinct difference in academic self-concept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mainland adolescents. Therefore, to more critically
examine the cross-culture generalizability, we should also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its regional and ethnical difference when examining it by using
national big samples.
Möller and Marsh (2013) proposed the dimensional comparison theory (DCT) by means of summarizing the studies of the model, and defined
dimensional comparison a process that a single individual compared his or her ability in a domain with his or her ability in another domain. The DCT
became another important comparative theory following the social comparison and temporal comparison. Dimensional comparison may produce
contrast effects and assimilation effects. Dimensional comparison predicts contrast effects when the nature of contrasting domains has a big difference
(far comparisons: e.g., the negative effect of verbal achievement on math self-concept), while much weaker negative contrast or even positive
assimilation effects may be produced when the nature of contrasting domains has a small difference (near domains: e.g., positive effects of verbal
achievement on English self-concept).
As the studies getting further, the researchers gradually found that I/EM was insuffici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self-concept and
tried to integrate it with other theories or models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self-concept more comprehensively. Recently the
integration with the Big-Fish-Little-Pond Effect (BFLPE)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udies, and testified the role of social comparison and
dimensional comparis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self-concept through using empirical research.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aspects about the enlightenment for academic self-concept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firstly, strengthen the subject
specificity research of academic self-concept and other academic variables; secondly, strengthen the moderating factors research; thirdly, teachers and
parents should help students to select proper comparison style and frame of reference.
Key words internal/external frame of reference model, academic self-concept, dimensional comparison, big-fish-little-pond eff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