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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元分析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研究
吴墨源袁黄婷红

渊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袁福建

福州

猿缘园员员苑冤

要院文章采用元分析方法对 圆园园苑—圆园员缘 年间使用 杂悦蕴原怨园 量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

摘

的文献进行系统评价，共 圆园 篇研究报告纳入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合并效应量波动范围在 园援员源源耀
园援猿圆愿，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但是没有预期严重。焦虑和恐怖两个因子最为突

出，在研究跨度时间内心理健康水平稳定。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没有差异，
婚姻
因素对心理健康水平没有影响。不同地域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明显，内陆地区农民工心理
健康状况比沿海地区差。
关键词院心理健康曰 元分析曰 新生代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院 砸员怨缘

文献标志码院 粤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杂杂圆园员远园缘员猿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远冤0缘原猿怨猿原园园缘

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 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以后袁

林 咱员源暂的调查则没有发现已婚和未婚群体的心理健

户籍人口咱员暂遥 根据 圆园园怨 年的统计袁新生代农民工总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究竟如何尚无公

年龄在 员远 岁以上袁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

康水平有显著差异遥

人 数 为 愿 源愿苑 万 袁 占 全 部 外 出 农 民 工 总 数 的

论遥由于各研究的被试选择尧样本量以及施测条件不

缘愿援源豫袁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

遥 随着新生

同袁使结果存在差异袁因此很有必要在目前研究基础

代农民工在整个经济社会中发挥日益重要的影

上袁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系统性评价遥

响袁如何准确把握和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袁以此

本研究目的是采用元分析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

制定相应政策袁已然关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遥 心

健康水平与全国常模的差异袁不同性别尧婚姻情况和

理健康水平是了解一个群体生存和发展状态的重

在不同地域工作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等问题进

要指标遥 近年来袁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受

行研究袁以期得到可靠的结论遥

咱圆暂

到许多研究者关注袁大部分研究者采用症状自评量

一尧资料与方法

表渊杂悦蕴原怨园冤进行研究遥 但是综合已有的研究报告袁
研究结果却存在较大的分歧遥 大部分研究认为新生
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常模

袁也有

咱猿原苑暂

渊一冤文献收集
在中国知网尧 维普资讯尧 万方数据以及 云怎造蚤灶噪

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 杂悦蕴原怨园 总均分与全国常

福州地区大学城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淤袁 分别以

明袁 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女

表冶尧野心理健康冶尧野心理状况冶尧野新生代农民工冶尧野青

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咱愿暂遥 对群体内部的研究表
性农民工
平较差

咱怨暂

咱员园原员员暂

响袁蒋丽平

袁也有研究认为女性农民工心理健康水

遥有研究者考察了婚姻对心理健康的影

咱员圆暂

发现未婚的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不

如已婚袁廖传景等

咱员猿暂

也得到同样的结果袁但是胡庆

野杂悦蕴原怨园冶尧野杂赠皂责贼燥皂 悦澡藻糟噪 造蚤泽贼 怨园冶尧野 症 状自评 量

年农民工冶尧野愿园 后农民工冶和野怨园 后农民工冶组成并
列的题名尧 关键词和中文摘要的主题词搜索并筛选
文献遥
研究在文献搜集时采用如下标准院 淤测量工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远原园员原员员
作者简介院吴墨源渊员怨怨员原 冤袁男袁福建漳州人袁硕士研究生在读袁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尧认知与学习遥

淤云怎造蚤灶噪 平台是福州市八所高校创建的专业的学术搜索门户袁目前包含 圆远源 个中外文数据库袁可以搜索到图书馆所有的文

献资料袁包括纸本和电子资源袁例如中外文图书尧期刊尧论文尧标准尧专利和报纸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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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为 杂悦蕴原怨园 量表曰 于考察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曰

均值渊憎藻蚤早澡贼藻凿 皂藻葬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袁宰酝阅冤作为效应量遥

统计结果袁包括样本袁各因子平均分和标准差遥 排

显著袁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曰反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遥 检

除标准院淤研究对象不是新生代农民工袁或者研究

验结果显示袁字圆越圆愿圆援源圆袁陨圆越怨缘援愿豫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所以采用

盂研究结果提供 杂悦蕴原怨园 量表 怨 个因子的描述性

涉及农民工数据袁 但是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的数据
无法提取曰于基本数据袁即样本量尧因子均值和标
准差三个数据没有提供袁存在不清晰袁或者存在明
显错误并且无法修正曰盂相同作者袁 同一批数据重
复发表的情况遥
按照以上标准袁我们共检索到 愿怨 篇文献遥 通过

阅读标题和摘要进行初次筛选袁对初选的文献全文

阅读进行再次筛选袁最终符合研究要求文献共 圆园篇袁

在计算置信区间时袁先进行异质性检验遥 如果异质性

随机效应模型遥合并效应量的统计检验计算出合并效
应 量 的 怨缘豫 置 信 区 间 渊糟燥灶枣蚤凿藻灶糟藻 蚤灶贼藻则增葬造袁悦陨冤袁 以
怨缘豫 悦陨 是否包含野园冶作统计推断袁倘若包含 园袁则没有

统计学意义遥 依据 悦燥澡藻灶咱圆猿暂的标准对效应量大小进行

判断院效应量渊绝对值冤分成野小冶效应渊园 约 宰酝阅 约

园援圆冤袁野中冶效应渊园援圆 约 宰酝阅 约 园援苑冤袁野大冶效应渊宰酝阅 跃
园援愿冤遥 合并效应量小袁表明实验组与控制组差异小袁反
之表明二者差异大遥研究的计算涉及新生代农民工与

研究基本情况如表 员 所示遥 所纳入的研究发表年份

全国常模的比较袁 比较标准是金华等咱圆源暂发表的 杂悦蕴原

圆园员园 年 圆 篇袁圆园员员 年 员 篇袁圆园员圆 年 源 篇袁圆园员猿 年 源 篇袁

状况以及不同地域的差异的亚组分析遥 另外袁通过敏

为 圆园园苑要圆园员缘 年袁其中袁圆园园苑要圆园园怨 年每年 员 篇袁

怨园 测量数据为成年常模遥 研究还涉及不同性别尧婚姻

圆园员源 年 源 篇袁圆园员缘 年目前为止有 圆 篇遥 由于研究数

感性分析来判断结果的稳定性袁通过漏斗图来估量发

除 员 年作为数据搜集时间袁因此袁数据收集时间跨度

酝葬灶葬早藻则缘援园 软件进行遥

据收集到发表有一定时间间隔袁我们将发表年份扣

是 圆园园远要圆园员源 年遥 总样本量为 愿 怨猿源 人袁样本量最

表偏倚遥 所有研究的计算由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软件和 砸藻增蚤藻憎

二尧结

大为 员 圆员圆 人袁最小为 愿怨 人遥
渊二冤变量编码

按照以往对 杂悦蕴原怨园 影响因素的研究袁 以及所

纳入研究文献的数据特点袁我们对性别尧婚姻和地域
进行编码袁其中地域分为沿海和内陆地区遥
渊三冤统计学方法

序号
园员
园圆
园猿
园源
园缘
园远
园苑
园愿
园怨
员园
员员
员圆
员猿
员源
员缘
员远
员苑
员愿
员怨
圆园

渊一冤新生代农民工 杂悦蕴原怨园 分数与全国常模的
将纳入研究的数据作为实验组袁 全国成人常模

作为控制组进行比较袁 合并效应量和 怨缘豫悦陨 值如
表圆 所示遥 与全国常模相比袁效应量均为正值袁波动

鉴于 杂悦蕴原怨园 分数属于连续型数据袁我们选加权
表 员 文献收集情况

作者 数据收集时间
刘晋洪咱猿暂
圆园园苑
贾凤芹咱源暂
圆园园愿
郭洪波咱缘暂
圆园园怨
廖传景咱远暂
圆园员园
蒋丽平咱员圆暂
圆园员园
闫凤武咱员园暂
圆园员员
咱员缘暂
卢光莉
圆园员圆
杨卓耸咱苑暂
圆园员圆
黄文兰咱愿暂
圆园员圆
胡庆林咱员源暂
圆园员圆
谢金咱员远暂
圆园员猿
周小刚咱员员暂
圆园员猿
孟亚咱员苑暂
圆园员猿
张学军咱员愿暂
圆园员猿
姜亚丽咱员怨暂
圆园员源
廖传景咱员猿暂
圆园员源
李祝敏咱圆园暂
圆园员源
咱怨暂
杨虎民
圆园员源
陈艳玲咱圆员暂
圆园员缘
王李艳咱圆圆暂
圆园员缘

比较

果

样本量
园 圆圆苑
园园 愿怨
员 圆员圆
园 猿愿源
园 圆远园
园远苑远
园 源远猿
园 圆圆圆
园 缘园苑
园 苑远猿
园 员圆园
园 苑园缘
园 猿园猿
园 猿员缘
园 远员缘
园 源园苑
园 圆怨远
园 源员圆
园 源圆远
园 缘猿圆

总分

员猿苑援苑员
员猿源援员怨
员源园援缘远
员源员援苑猿
员缘缘援园猿
员缘苑援园远
员苑远援猿猿
员猿圆援圆苑
员猿园援园源
员苑圆援员员
原
员缘员援远愿
员缘缘援苑员
员缘园援缘园
员源源援猿怨
员源猿援员远
员源远援园园
员缘员援愿苑
原
员愿园援源园

标准差
猿怨援源愿
原
源员援缘源
源远援园苑
源愿援源苑
原
原
缘缘援愿园
原
猿苑援远源
原
原
源源援圆猿
源缘援圆园
猿怨援园源
源园援怨圆
缘源援园园
源员援远愿
原
原

范围在 园援员源源耀园援猿圆愿袁且置信区间都不包含 园袁说明
具备统计学意义袁 研究得到的 怨 个效果量均高于全
国常模袁 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遥根据 悦燥澡藻灶 的经验判断标准袁除了人际
敏感的合并效应量落在小效应上袁 其他因子均在中

效应遥各因子中袁合并效应量最突出的为焦虑因子和
恐怖因子袁 分别为 园援猿圆愿 渊园援员怨园耀园援源源远冤 和 园援猿圆园
渊园援圆猿愿耀园援源园圆冤遥

为了解在研究所跨的时间段内新生代农民工心

理健康水平的发展变化袁我们将纳入研究的 杂悦蕴原怨园
各因子与年代进行相关分析袁结果如表 猿 所示遥各因
表圆

因子
躯体化
强迫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新生代农民工 杂悦蕴原怨园 的合并效应量
与全国常模比较 渊怨缘豫悦陨冤
园援圆园源渊园援员圆缘耀园援圆愿猿冤
园援圆源愿渊园援员远园耀园援猿猿远冤
园援员源源渊园援园缘员耀园援圆猿苑冤
园援圆猿员渊园援员猿圆耀园援猿猿园冤
园援猿圆愿渊园援员怨园耀园援源源远冤
园援圆苑源渊园援员缘缘耀园援猿怨猿冤
园援猿圆园渊园援圆猿愿耀园援源园圆冤
园援圆猿员渊园援员猿缘耀园援猿圆愿冤

孕值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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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相关显著性均大于 园援园缘袁 表明 杂悦蕴原怨园 各因子

在圆园园愿要圆园员缘 年间心理健康水平稳定袁并没有出现

与年代并没有显著性相关袁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

因子
则值
孕值

总分

园援圆怨怨
园援圆园员

躯体化
园援猿猿愿
园援员源缘

表猿

显著性变化遥

新生代农民工 杂悦蕴原怨园 结果与年代的相关性分析

强迫

人际敏感

园援猿怨圆
园援园愿愿

抑郁

园援圆远远
园援圆缘苑

园援圆愿愿
园援圆员怨

渊二冤不同亚组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 杂悦蕴原怨园 分
数的比较

窑猿怨缘窑

焦虑

敌对

园援猿缘员
园援员圆怨

园援圆圆愿
园援猿猿猿

恐怖

园援圆园员
园援猿怨远

偏执

园援猿远员
园援员苑源

精神病性
园援圆缘园
园援圆愿愿

怨缘豫悦陨 内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袁说明婚姻因素同样
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影响不大遥

对不同性别尧婚姻情况和地域的新生代农民工

将沿海和内陆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

的 杂悦蕴原怨园 各因子进行亚组分析袁结果如表 源 所示遥

水平进行地域差别的元分析比较遥由结果可以看出袁

以男性数据为实验组袁女性数据作为控制组袁不同性

总分各因子的合并效应量波动范围在原园援员圆源耀原园援猿园愿袁

别的农民工 杂悦蕴原怨园 各因子分析显示院怨 个因子的效

且 怨缘豫悦陨 均不包含 园袁说明各因子的计算都具备统

正值袁各因子的 怨缘豫悦陨 均包含 园袁不具备统计学意

区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优于内陆地区遥从各因

没有显著差别遥

均达到中效应袁其中焦虑因子最为突出袁为原园援猿园愿

应量波动范围在原园援园愿远耀园援园源圆袁苑 个为负值袁圆 个为
义袁说明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

以已婚农民工为实验组袁未婚为控制组进行分
析遥 各因子效应量的波动范围为原园援员员缘耀园援园缘苑袁苑 个

计学意义袁各因子合并效应量均为负值袁说明沿海地
子上看袁躯体化尧人际敏感尧焦虑尧偏执这 源 个因子
渊原园援缘远园耀原园援园缘缘冤遥 从结果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域的新
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差异袁 内陆地区农民

为负值袁圆 个为正值袁除了抑郁因子外袁其余因子的

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沿海发达地区农民工袁 尤其

怨缘豫悦陨 均包含 园袁不具备统计学意义袁而抑郁因子在

在焦虑因子最为突出袁需要引起关注遥

表源

因子
躯体化
强迫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男女性别比较
原凿 渊怨缘豫悦陨冤
原园援园源圆渊原园援员园苑耀园援员怨圆冤
原园援园苑怨渊原园援员怨苑耀园援园源园冤园
原园援园愿远渊原园援圆远缘耀园援园怨圆冤
原园援园缘远渊原园援员愿愿耀园援园苑苑冤
原园援园愿源渊原园援圆圆圆耀园援园缘源冤
原园援园圆猿渊原园援园怨园耀园援员猿远冤
原园援园苑愿渊原园援圆苑园耀园援员员缘冤
原园援园员缘渊原园援员员缘耀园援园愿缘冤
原园援园员苑渊原园援员员园耀园援园苑苑冤

不同亚组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 杂悦蕴原怨园 的合并效应量
已婚与未婚农民工比较

约
约
约
约
约
约
约
约
约

孕值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怨圆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园援圆圆源

原凿 渊怨缘豫悦陨冤
原园援园缘苑渊原园援园源怨耀园援员远猿冤
原园援园怨怨渊原园援圆缘苑耀园援园缘愿冤
原园援园愿园渊原园援圆源苑耀园援园愿苑冤
原园援园怨苑渊原园援员怨圆耀原园援园园猿冤
原园援员园源渊原园援圆圆员耀园援园员猿冤
原园援员员缘渊原园援猿园源耀园援园苑源冤
原园援园员员渊原园援园缘圆耀 园援园苑猿冤
原园援园苑员渊原园援员怨源耀园援园缘猿冤
原园援园圆缘渊原园援员远缘耀园援员员缘冤

孕值
园援园圆园
园援员怨源
园援猿猿愿
园援园缘圆
园援园园缘
约园援园园员
园援圆远圆
园援园园远
园援苑缘怨

沿海与内陆农民工比较

原凿 渊怨缘豫悦陨冤
原园援圆圆愿渊原园援猿远远耀原园援园怨园冤
原园援员愿猿渊原园援猿猿缘耀原园援园猿员冤
原园援圆园源渊原园援猿远缘耀原园援园源猿冤
原园援员愿缘渊原园援猿缘缘耀原园援园远员冤
原园援猿园愿渊原园援缘远园耀原园援园缘缘冤
原园援员圆源渊原园援猿园源耀原园援园缘缘冤
原园援员缘怨渊原园援圆愿苑耀原园援园猿园冤
原园援圆员远渊原园援猿愿猿耀原园援园源愿冤
原园援员愿圆渊原园援猿员源耀原园援园源怨冤

约
约
约
约
约
约
约
约
约

孕值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渊三冤发表偏倚性和敏感性分析

化的今天袁长期城乡二元制导致的城乡差异袁以及现

为有效保证元分析的可靠性袁需要控制所纳入

实生活的巨大压力使我们不得不对新生代农民工这

研究的偏倚性遥 本研究用漏斗图对研究是否存在发

个群体投以关注遥 张波等咱圆缘暂对中国农民工心理健康

表偏倚进行检验遥 图中散点分布对称袁采用 耘早早藻则 线

状况进行元分析袁 结果显示农民工群体心理健康水

性回归分析结果院贼越原园援缘远袁孕越园援缘愿苑袁月藻早早 秩相关结

平低于全国正常人水平袁其中总分为大效应袁各因子

果显示院扎越园援缘缘袁孕越园援缘愿猿袁结果均说明发表不存在偏

分为中效应遥而本研究分析也得到类似结果袁表明新

倚性遥 在敏感性分析上袁按样本大小对文献进行分

生代农民工除了人际敏感的合并效应量落在小效应

层分析袁所得结果与未分层的结果基本一致袁研究结

上袁其余因子均为中效应袁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

果的稳定性较好遥

模袁但是总体差异不大袁并且水平比较稳定袁并没有逐

三尧讨 论

年递增趋势遥这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确
实不佳袁但是没有以往学者预估的严重遥 与第一代农

渊一冤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基本状况

民工相比袁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身特点袁他们受教育

农民工一直被视为弱势群体袁在中国迅速城市

程度较高袁更倾向于选择较体面尧较安全和有发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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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工作岗位遥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社会环境的日益宽

产生影响涉及生活满意度尧 社会支持等多方面因素袁

松袁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接受新事物袁融入新生

具体也有待进一步考查遥 在地域因素上袁我们将研究

活袁以及了解更多排解心理问题的渠道遥

群体分为沿海和内地两种地域进行分析袁结果发现存

由于农民工群体一直被视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袁

在地域效应差异袁在内陆省份工作的农民工心理健康

调查结果是否受到研究者先入为主印象的影响袁有

状况较差袁焦虑因子最为突出遥 这可能受社会经济发

待进一步研究遥

展水平和自然环境差异的影响遥沿海发达地区无论工

在各因子中袁焦虑和恐怖因子最为突出遥 焦虑

资水平袁还是生活环境设施都要优于内陆地区遥

因子反映个体较易焦虑袁容易表现烦躁袁而恐怖因子

渊三冤结论和建议

则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可能存在社交和群体恐惧遥 本

本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低

研究结果直观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不

于全国水平袁恐怖和焦虑因子突出遥 男性农民工和女

佳袁与近年来一些研究一致遥 万懿等

咱圆远暂

研究也发现

性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没有差异袁婚姻因素对心理健

猿缘援园源豫的农民工存在轻度以上的焦虑情绪袁负面情

康水平没有显著影响遥不同地域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

平遥 廖传景等咱圆苑暂调查也发现青年农民工在恐怖因子

周小刚等咱员员暂认为袁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

上显著高于年长者袁并且在社会交往上存在退缩和

的演进机制是社会资本缺失和焦虑累积袁 其根源是

回避行为袁焦虑和苦恼情绪遥 在当下集体性焦虑的

社会文化固有的矛盾和人际关系的失调遥因此袁新生

社会环境中袁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就业尧社会保障尧

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的改善袁需要整个社会袁包括

教育尧住房等问题的同时袁也面临身份焦虑与认同困

政府尧企业采取措施遥当前我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城

境袁处于社会的底层袁背井离乡而往往得不到家庭关

市化进程袁政府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袁应当考

爱和社会的支持遥 生活现实引发身心的痛苦袁这种痛

虑如何将发展的成果惠及各个阶层袁 提供均等的公

苦又引发对社会的恐惧和社交的回避袁循环恶化袁加

共服务袁做好户籍制度的协同改革袁优化农民工的生

剧原先不良的身心健康袁总而言之袁这种边缘化的处

存和发展环境袁最终消除城乡差别遥企业应当改善管

境正不断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遥

理袁真正落实人本管理的理念遥 除此之外袁参照发达

绪问题较为严重袁城市生活困难能显著预测焦虑水

平差异明显袁内陆地区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较差遥

除了边缘化处境之外袁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

国家的做法袁 在社区和企业应该建立起完善的农民

点也可能是导致心理健康水平不佳的原因遥 与第一

工心理援助和监督机制袁 也是改善农民工心理健康

代农民工相比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制造业更加普

水平的有效措施遥

遍袁劳动密集型产业单调乏味的流水线劳动和机械
的管理袁容易使劳动者思维陷于固化袁情绪消沉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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