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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速追踪设计(ALD)是一种选择相邻多个群组同时进行短期追踪研究, 获得在测量上有重叠的多个

群组追踪数据, 对多个群组数据进行合并建构一条在时间跨度上较长的发展趋势或增长曲线的方法。ALD 结
合真追踪和横断设计的特征, 既保持真追踪设计的大部分优点, 克服真追踪研究中由于重测效应和被试缺失
导致的问题, 又尝试分离年龄、群组和历史时间效应, 在发展心理研究有重要应用。已有研究探讨 ALD 的数
据分析方法、ALD 的有效性及设计特征。未来研究应关注拓展设计条件下 ALD 的适应性, 探索非线性假设或
群组效应显著时的数据分析方法和 ALD 中缺失数据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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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的 追 踪 设 计 (longitudinal design) 包 含 多 种 类 型 ,
但“真正的追踪研究”是指“预期的追踪研究” (刘

心理学研究中常采用横断设计和追踪设计方

红云, 张雷, 2005), 也叫固定样本追踪设计或真

法研究心理与行为发展变化过程及影响因素。横

追 踪 设 计 (true

断设计(cross-sectional design, CSD)同时收集不同

longitudinal

design,

TLD)

(Moerbeek, 2011)。TLD 在一段时间内对同一组被

年龄群组(cohort)被试的数据, 通过比较不同群组

试的心理特质进行反复观测, 获得长时追踪数据,

的差异, 鉴别个体心理发展的某些方面是否与年

相比 CSD, TLD 可直接研究心理与行为的变化过

龄有关。横断研究可快速得到研究结果, 有较高

程, 分析个体随时间变化在发展水平、变化速度

时效性, 但面临群组效应(cohort effect, 也叫朋辈

的 差 异 , 鉴 别 导 致 不 同 结 果 的 影 响 因 素 (Bell,

效应)与年龄效应(aging effect)的混淆, 不能真正
提供关于个体发展过程的信息, 通过横断研究描

1953; Duncan & Duncan, 2012; Hofer et al., 2012),

述 个 体 的 心 理 发 展 过 程 有 很 大 局 限 (Bell, 1953;

在发展心理研究中有越来越广泛应用。但 TLD 要

Hofer, Thorvaldsson, & Piccinin, 2012; Stanger &

求长时间对一组被试进行追踪研究, 经济消耗大,

Verhulst, 1995)。

面临严重的被试缺失、重测效应及研究结果过时

追踪设计是在一段时间内对研究对象进行多

等问题, 影响研究结果的有效性。TLD 只对一组

次测量, 描述心理与行为发展变化的方法。广义

被试进行追踪研究, 难以确定心理与行为的变化
是由自身发展成熟引起, 还是由不同测量时间下
的历史、文化因素引起, 即年龄和历史时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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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effect) 的 混 淆 (Duncan & Duncan, 2012;
Duncan, Duncan, & Hops, 1996; Duncan, Duncan,
& Strycker, 2006a)。TLD 在实际应用中也常受到
被试和时间等研究条件的限制而不能顺利实施
(Bell, 1953, 1954)。
由于 CSD 和 TLD 在发展心理研究应用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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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研究者都在寻找一种既

Duncan, & Hops, 1994; Raudenbush & Chan, 1992,

可保持 CSD 和 TLD 的优点, 又可减少 CSD 和

1993)。为体现收敛设计对 CSD 和 TLD 特点的结

TLD 局限的方法。针对此问题, Bell (1953)最早提

合, 并与 TLD 相区别, 把这种方法称作加速追踪

出 结 合 了 CSD 和 TLD 特 点 的 收 敛 设 计

设 计 (ALD) (Tonry, Ohlin, & Farrington, 1991;

(convergence design), 认为同时对多个横断群组

Duncan et al., 1996), 或 群 组 序 列 设 计 (cohort-

进行追踪研究, 连接多个群组数据获得近似 TLD

sequential design) (Nesselroade & Baltes, 1979;

的研究结果, 可很大程度克服 CSD 和 TLD 在发展

Schaie, 1965), 也 叫 混 合 纵 向 设 计 (mixed

心理研究应用的局限, 并在研究中初步证实通过

longitudinal design) (Berger, 1986; Jang, 2011), 把

收敛设计获得近似 TLD 结果的有效性。加速追踪

TLD 称 作 真 追 踪 研 究 (true longitudinal study)

设计(accelerated longitudinal design, ALD)是在收

(Duncan et al., 1996) 或 纯 追 踪 研 究 (pure

敛设计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longitudinal study) (Jang, 2011)。综上所述, ALD

文章将在阐述 ALD 的概念及优点的基础上,

是选择相邻多个群组同时进行短期的追踪研究,

重点阐述 ALD 的数据分析方法、ALD 的方法研

获得在测量上有重叠的多个群组追踪数据, 对多

究和应用现状, 讨论 ALD 方法及相关研究存在的

个数据的连接和合并建构一条时间跨度较长的发

问题, 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展趋势或增长曲线的方法。

2

ALD 同时纳入群组变量、年龄相关变量、测

ALD 方法的概述

量次数和测量重叠度变量, 有 3 个重要特征(如图

收敛设计思想提出后, 许多研究者对这种方

1 是一个对 3 个年龄群组同时进行 6 次测量, 测量

法的特征、有效性及应用作了充分论述

重叠为 3 次的 ALD 研究)。首先, ALD 纳入一个横

(Nesselroade & Baltes, 1979; Schaie, 1965), 并在

向的群组变量作为较高级的分组变量, 群组间依

数据分析方法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促进了这

次相邻, 每个群组包含一定样本量被试, 群组间

种研究设计的发展(Duncan et al., 1996; Duncan,

样本量可不同, 同一时间测量可获得横断数据(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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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加速追踪设计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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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群组和被试栏)。第二, 纳入纵向的年龄相

出 关 于 个 体 发 展 的 有 效 结 论 (Baltes, Baltes, &

关 变 量 (如 年 龄 、 年 级 )和 测 量 次 数 变 量(如图 1

Reinert, 1970; Baltes & Nesselroade, 1970, 1972)。

中横轴表示年龄, 每行的实线单元格数表示测

最后, ALD 同时选择多个年龄群组进行短期

量次数, 方格中的数据表示测量时间点, 虚线

追踪研究, 可获得更多的关于各年龄群组的心理

单 元 格 表 示 该群 组 被 试 未 被测 量 的 时 间 点), 对

与行为的发展信息, 提高研究结果的一般信度

多个群组同时追踪研究, 可获得多个群组追踪

(Hertzog & Nesselroade, 2003), 在大型发展心理

数据。第三, 纳入测量重叠度变量, 相邻群组的

研究中尤其重要。

相同年龄在测量上有一定程度重叠(图 1 中, 群
组 1 的第 4、5、6 次测量与群组 2 的第 1、2、3

3

加速追踪数据分析方法

次 测 量 重 叠 , 即 被 试 年 龄 相 同 ), 使 不 同 群 组 追

ALD 优点之一是克服 TLD 的局限, 通过

踪数据可连接。ALD 结合横断研究(选择多个年

ALD 研究获得近似 TLD 的结果。对 ALD 的数据

龄 群 组 )和 纵 向 研 究 (每 个 群 组 都 进 行 追 踪 研究 )

进行 TLD 推论的前提是不同群组的数据是收敛的

的特点, 具有单独实施 CSD 和 TLD 研究所无法

(convergent), 即不同群组的相同年龄被试的发展

比拟的优点。

具有相同的水平和相似形态, 用一条共同的线型

首先, 与 TLD 相比, ALD 对多个群组同时进

就可表达多个群组的发展过程。因此, 对加速追

行追踪研究显著缩短数据收集持续时间, 较快获

踪数据分析时要检验群组间追踪数据是否收敛

得研究结果, 提高研究的时效性和有效性。TLD

(Anderson, 1993, 1995; Duncan et al., 1996;

选取单一样本进行长时追踪研究, 面临选择特殊

Miyazaki & Raudenbush,

群体的危险, 容易导致严重的被试缺失和研究结

Andrews, 2008)。Bell (1953, 1954)通过分析重叠测

果 不 具 时 代 性 , 导 致 无 效 的 研 究 结 果 (Watt,

量年龄组的均值和变化的速度差异来检验加速追

2008)。而 ALD 同时对多个群组进行追踪研究, 通

踪数据是否收敛, 运用方差分析对加速追踪数据

过较短的时间追踪就可获得较长时间跨度的追踪

进行分析。回归分析也被用于分析加速追踪数据

数据(如图 1 中, 6 次测量的 ALD 研究可获得 12

(Harezlak, Ryan, Giedd, & Lange, 2005; Tang &

次测量的追踪数据), 显著缩短时间, 减少经济支

Orwin, 2009), 但未考虑到加速追踪数据的特征。

出和被试缺失, 保证研究过程的组织和控制(Baer

统计方法的发展使基于结构方程的潜变量增长曲

& Schmitz, 2000; Duncan et al., 1996; Raudenbush

线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LGM) (Duncan,

& Chan, 1993), 降低学习、疲劳、测量材料解释

Duncan, & Strycker, 2006b; McArdle & Anderson,

变化等重测效应(Hertzog & Nesselroade, 2003)。当

1990; McArdle & Hamagami, 1992)和阶层线性模

要进行长时间追踪研究时(如 10 年), 运用 ALD 具

型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 (Bryk &

有更好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Raudenbush, 1992; Miyazaki & Raudenbush, 2000)

其次, ALD 在发展心理研究中可相对独立地

2000; Tildesley &

用于分析加速追踪数据, 在检验群组数据收敛性

分析群组效应、年龄效应和历史时间效应, 部分

的同时分析发展过程的整体水平和个体差异。

解决了 CSD 和 TLD 研究中的效应混淆问题。发

3.1

LGM 对加速追踪数据的分析

展心理研究中, 基于 CSD 的研究混淆了年龄效应

LGM 结合多变量方差分析和结构方程的特

和群组效应, 基于 TLD 的研究混淆了年龄效应和

点, 用 类 似 验 证 性 因 素 分 析 的 方 法 定 义 潜 变 量,

历史时间效应(Duncan & Duncan, 2012; Schaie,

用时间函数确定因子载荷, 通过两个潜变量来描

1986), 要从研究中推论关于个体发展的有效结论,

述增长趋势和变化特征(刘红云, 张雷, 2005; Baer

必须对三种效应进行分离。ALD 同时纳入群组、

& Schmitz, 2000; McArdle & Anderson, 1990)。其

年龄、测量时间和测量重叠度变量, 研究过程既

中, 截距因子是测量时间 t=0 时, 因变量的取值,

可分析横向特征和纵向发展, 也可比较不同群组

截距的均值和方差分别描述个体在 t=0 时的整体

的相同年龄被试的差异来评估群组效应, 通过横

均值及个体差异; 斜率因子表示个体的变化速度,

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确定年龄效应, 从而相对独立

斜率的均值和方差分别描述整体变化速度和个体

地评估年龄效应、群组效应和历史时间效应, 得

差异。基本模型的数学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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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mitz, 2000; Duncan & Duncan, 2012; Duncan et

t 为重复测量次数, t=1,2,3……T; i=1,2,3……n, yti

al., 1994, 1996, 2006a, 2006b; 刘 红 云 , 张 雷 ,

表示第 i 个被试第 t 个时间点的测量结果, β0i、

2005), LGM 分析加速追踪数据时(以定义 LGM 为

β1i 分别表示截距和斜率, Tti 为时间变量相关的函
数, εti 为误差。

例), 首先对不同群组分别建立和定义模型, 限定
不同群组发展趋势相同来验证数据的收敛性; 释

McArdle 和 Anderson (1990)较早运用 LGM 分

放限制模型中的某些限制条件(如群组条件), 采

析加速追踪数据, Anderson, Baer 和 Duncan 等通

用拉格朗日乘数(lagrange multipliers, LM)检验释

过一系列研究证实 LGM 分析加速追踪数据的适

放限制条件是否可显著提高模型的拟合度

宜性(Anderson, 1993, 1995; Baer & Schmitz, 2000;

(Duncan et al., 2006b); 根据模型拟合度及 LM

Duncan et al., 1994, 1996, 2006b)。LGM 对加速追

检验值选择模型; 最后考察斜率、截距及其均值

踪数据的分析是对不同群组分别定义增长模型,

和方差, 分析发展趋势及个体差异等特点。

通过限定不同群组发展趋势相同来解决群组间发

LGM 运用潜变量描述和解释发展趋势和变

展是否存在差异及个体随时间的发展趋势问题。

化的个体差异, 通过建模定义和探讨变量之间的

如 Duncan 等(2006a)运用 LGM 对 9、11、13 岁

关系, 在模型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广泛应用于

群组的青少年酒精使用的加速追踪数据进行分析,

加 速 追 踪 研 究 的 数 据 分 析 (De Haan, Prinzie, &

研究 9~16 岁青少年酒精使用的发展特征(见图 2)。

Deković, 2010; Duncan, Duncan, Strycker, &

图 2 中截距因子载荷限定为 1, 不同群组的相同年

Chaumeton, 2007; King, Molina, & Chassin, 2009;

龄在斜率因子的时间载荷定义为相等, 限定不同

Kofler et al., 2011)。但 LGM 分析加速追踪数据的

群组发展趋势相同, 并随年龄呈线性增长。数学

适应性是基于平衡设计的假设, 若 ALD 在研究应

表达式：

用中的测量间隔或测量次数不等, 或研究中要考

Y (t , n) = M i (n) + L(t ) M s (n) + E (t , n)

(2)

验时间变化变量(time-vary variable)对发展的影响

其中 Y(t,n)表示第 n 个被试第 t 个时间点

时 , LGM 不 适 用 (Duncan & Duncan, 1995;

的测量值; Mi(n)是截距, Ms(n)是斜率, E(t,n)为误

Miyazaki & Raudenbush, 2000)。

差, L(t)是把变量 Y 与时间 T 联系起来的数学

3.2

HLM 对加速追踪数据的分析

函数, 若假设变化为线性函数, 则每个群组在四

HLM 把追踪数据看成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

个时间点的测量值表达式分别为(以第一、第二群

即重复测量嵌套于个体, 个体嵌套于群体。HLM

组为例)：

可同时分析个体发展趋势和变化的个体差异, 直

第一群组：

接处理测量间隔或测量次数不等的追踪数据, 灵

Y(1)=Mi+0Ms+E(t)

活处理追踪数据中的缺失问题, 适用于分析加速

Y(2)=Mi+1Ms+E(t)

追踪数据。当加速追踪研究中纳入时间变化变量,

Y(3)=Mi+2Ms+E(t)

HLM 比 LGM 可 更 好 地 分 析 发 展 变 化 的 问 题

Y(4)=Mi+3Ms+E(t)

(Miyazaki & Raudenbush, 2000; Raudenbush,

第二群组：

Brennan, & Barnett, 1995)。Raudenbush 和 Chan

Y(2)=Mi+1Ms+E(t)

(1992) 首 先 运 用 HLM 分 析 加 速 追 踪 数 据 ;

Y(3)=Mi+2Ms+E(t)

Miyazaki 和 Raudenbush (2000)详细阐述了 HLM

Y(4)=Mi+3Ms+E(t)

分 析 加 速 追 踪 数 据 的 原 理 和 过 程 ; Watt (2004,

Y(5)=Mi+4Ms+E(t)… …

2008)及 Gerstorf, Ram, Hoppmann, Willis 和 Schaie

上述模型只简单定义了线性增长模型, 在实

(2011)在加速追踪研究中采用 HLM 分析数据。

际研究中, 可不固定斜率因子的载荷, 运用不定

Moerbeek (2011)系统探讨 HLM 框架下加速追踪

义 LGM 对数据进行拟合, 估计各时间点观测变

研究的统计功效问题, 进一步证实 HLM 分析加

量对斜率因子的载荷, 描述发展趋势(如 Duncan

速追踪数据的适宜性。

et al., 1996)。
根 据 已 有 研 究 (Anderson, 1993; Baer &

根据相关研究(Miyazaki & Raudenbush, 2000;
Moerbeek, 2011; Raudenbush & Chan, 1992,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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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M 对群组数据定义的结构图(资料来源：Duncan et al., 2006a)

Watt, 2004, 2008), HLM 分析加速追踪数据的基本

likelihood)方法为例说明具体步骤。首先, 建立全

假设是简化模型(不纳入群组效应)嵌套于全模型

模型并估计参数, 其中第二水平包含群组变量(见

(纳入群组效应)。以 2HLM 下极大似然(maximum

公式 3-5)。第二步, 建立简化模型并估计参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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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6-8)。 第 三 步, 建 构 似 然 比 检 验(likelihood

统计功效的影响, 加速追踪数据分析方法在上部

ratio test, LR 检验), 通过比较两个模型拟合差异

分已作阐述。

统计量选择模型, 判断数据是否收敛(LR 检验：

4.1.1

ALD 方法的有效性研究
ALD 提出之初, 面临首要问题是对通过 ALD

S=D1-D0, D1 为全模型的拟合差异统计量, D0 为简
化模型的拟合差异统计量)。其中 S 服从自由度为

方法获得近似 TLD 研究结果的质疑(McArdle &

单独施于简化模型的限制参数个数的卡方分布(n

Hamagami, 1992; Raudenbush & Chan, 1992, 1993;

为大样本), 若 S 大于临界值, 拒绝原假设关于简

Tonry et al., 1991)。已有研究从两方面证实 ALD

化 模 型 可 较 好 表达 加速 追 踪 数据 的特 征, 反之 ,

方法的有效性。
首 先 , 研 究 者 在 同 一 研 究 中 比 较 ALD 和

接受原假设, 加速追踪数据收敛, 可用一条共同

TLD 研究结果的一致性证实 ALD 方法的有效性。

的线型表述多个群组的发展趋势。

Duncan 等(Duncan et al., 1994, 1996, 2006a, 2007)

全模型：
第一水平：yti=π0i+ π1iTti+εti

(3)

在 LGM 框架下比较研究运用了 ALD 和 TLD 方法

第二水平： π0i=β00+β01zi+μ0i

(4)

研究特定年龄段被试的心理发展趋势, 发现两种

π1i=β10+β11zi+μ1i

(5)

方法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在 LGM 分析中, 简

其中 zi 为群组效应的变量。

化模型的拟合度良好(即群组数据收敛)也支持了

简化模型：

由 ALD 可获得近似 TLD 的研究结果。HLM 框架

第一水平：yti=π0i+ π1iTti+εti

(6)

下加速追踪数据的收敛性及 ALD 与 TLD 研究结

第二水平： π0i=β00+μ0i

(7)

果的一致性也得到证实(Miyazaki & Raudenbush,

π1i=β10+μ1i

(8)

2000; Raudenbush & Bryk, 2002; Raudenbush &

当样本量较小, 研究者常用约束极大似然

Chan, 1993; Watt, 2008; Moerbeek, 2011)。

(restricted maximum likelihood)方法估计参数, 采

其次, 研究者通过比较研究 ALD 与 CSD、

用 Wald 检验(Wald test)考验数据是否收敛。约束

TLD 方 法 在 统 计 上 的 相 对 有 效 性 (relative

极大似然下 Wald 检验数据收敛性与极大似然下

efficiency)证实 ALD 方法的有效性。Rao 和 Rao

的 LR 检验步骤相似, 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步, 全

(1966)比较 ALD 和 CSD 在研究男女学生身高和体

模型中的第二水平的群组变量通过正交系数定义

重发展过程的统计标准误, 发现 ALD 比 CSD 更

而非虚拟编码, 第二步寻找使全模型和简化模型

有 效 ( 引 自 Duncan & Duncan, 2012); Woolson,

等价的限制条件; 第三步计算 Wald 检验值并比

Leeper 和 Clark (1978)的研究得出相似的结果, 相

较 两 个 模 型 判 断 数 据 的 收 敛 性 (Miyazaki &

比 CSD, ALD 的统计标准误有明显的降低(引自

Raudenbush, 2000; Watt, 2008)。
关于 LGM 和 HLM 分析加速追踪数据的研究

Duncan & Duncan, 2012)。Berger (1986)以协方差
矩阵决定的广义方差(generalized variance)为相对

主要探讨群组数据收敛情况下加速追踪数据的分

有效性指标, 对三种方法的比较研究发现, 当统

析过程。若群组间数据部分收敛或者完全不收敛,

计模型的多项式参数个数与测量次数相近, ALD

说明不同群组的相同年龄发展水平和趋势可能不

优于 CSD; 当一阶自回归协方差矩阵的相关系数

同, 若不考虑群组数据的收敛情况对 ALD 研究结

大于 0, ALD 优于 TLD, 并随测量重叠度增加,

果进行 TLD 结果推论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因此,

ALD 的相对有效性增加。

当 ALD 数据不收敛或部分收敛时, 需改变数据分

4.1.2

析策略。已有研究尚未专门探讨数据不收敛或部
分收敛时的分析方法和策略。

4
4.1

ALD 的研究现状
ALD 的方法研究现状

ALD 方法的设计特征与统计功效关系的
研究
关于 TLD 的研究发现, 样本量、测量次数及

研究持续时间影响研究的统计功效和参数估计精
度, 增加样本量、测量次数和持续时间可显著提
高 研 究 的 统 计 功 效 和 参 数 估 计 精 度 (Kelley &

关于 ALD 的方法研究主要探讨 ALD 方法的

Rausch, 2011)。关于 TLD 的研究结论是否也适用

有效性, 加速追踪数据分析方法, 及设计特征对

于 ALD, 是 ALD 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ALD 还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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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数和测量重叠度的作用。研究发现, 要达到

1991)。源于这类目标的研究主要运用 ALD 方法

较好的统计功效, ALD 对群组数、测量次数、群

研究了儿童、青少年的能力、行为和人格发展。

组样本量及测量重叠度都有要求, 且变量间存在

能力发展方面, 如家庭冲突对青少年发展影响的

一定的关系。

研 究 (Baer & Schmitz, 2000), 智 力 发 展 研 究

Tonry, Ohlin 和 Farrington (1991)认为, 多个

(McArdle, Ferrer-Caja, Hamagami, & Woodcock,

群组的研究总时长为 7~8 个测量时间点最适合,

2002), 青少年活动能力发展研究(Duncan et al.,

群组不宜太多且要有足够的样本量, 以保证研究

2007)。行为方面主要研究社会文化相关问题行

结果有较高的统计功效和较小的参数估计误差。

为。青少年成瘾行为方面, 如酒精使用发展研究

一般来说, 测量重叠度的增加有利于连接群组数

(King et al., 2009; Tildesley & Andrews, 2008), 大

据并分离年龄效应, 群组间最大测量重叠度应等

麻使用态度和行为变化研究(Tang & Orwin, 2009),

于总的研究持续时间减去群组内研究持续时间。

吸 烟 行 为 发 展 研 究 (Chassin, Presson, Pitts, &

Kupzyk (2005)研究发现, 群组内测量 4~5 次时,

Sherman, 2000); 一般问题行为方面, 如幼儿身体

每个群组样本量应达 30 以上, 测量 3 次时, 则群

攻击行为的发展研究(Alink et al., 2006), 儿童侵

组 样 本 量 应 达 40 以 上 才 能 有 较 低 的 误 差 。

略与问题行为发展研究(De Haan et al., 2010), 青

Moerbeek (2011)纳入增长曲线信度效应(effect of

少 年 问 题 行 为 发 展 研 究 (Duncan, Duncan, &

growth curve reliability, GCR)研究设计特征的影

Strycker, 2001; Kofler et al., 2011)。学习相关心理

响：(1)在群组主效应上, 群组数的增加会降低统

方面, 如小学生读写技能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

计功效, 为确保统计功效, 增加群组数则要增大

发展研究(Archambault, Eccles, & Vida, 2010), 中

样本量, 并随群组数的增加而增加, 综合而言,

学生学习能力知觉与学习动机发展研究(Spinath

两个群组的 ALD 最优。(2)对不同测量频率的两

& Spinath, 2005; Watt, 2004, 2008)。人格发展方面,

群组 ALD 研究发现, 样本量固定, 测量频率的增

如儿童人格发展研究(张金荣, 2011)。Bell (1954)

加可提高统计功效, 当 GCR 达 0.65 以上, 测量频

认为 ALD 方法在青少年人格发展研究中尤为重

率的影响降低, GCR 达 0.95 及以上时可忽略。(3)

要, 由于人格发展变化受到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等

对不同重叠度的两群组 ALD 研究发现, 样本量固

因素影响大, 采用 ALD 进行研究可分析年龄、社

定, 重叠度增加可提高统计功效。

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

对 TLD 和 ALD 研究的统计功效的比较研究

其次, 在毕生心理发展研究的应用。发展心

发现, 样本量确定, TLD 比 ALD 有更好的统计功

理研究由早期主要对未成年群体的研究扩展到包

效; 当总测量数确定, 多群组 ALD 的统计功效优

含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毕生心理发展研究, 强调毕

于 TLD (Moerbeek, 2011)。Tekle, Tan 和 Berger

生发展过程的可训练和可塑性(张卫, 1996)。毕生

(2008, 2011)纳入研究代价(study cost)比较研究设

心理发展研究中, 探讨不同出生年代个体在认知

计特征对 ALD、CSD 和 TLD 的统计功效的影响,

和能力毕生发展过程的速度、形态和潜在机制的

结果发现, 不考虑研究代价时, TLD 具有较好的

差异非常重要, 其原因在于：(1)年代差异存在支

统计功效, 当增加测量的代价显著大于增加样本

持了毕生发展理论中关于个体发展的可塑性和发

的代价, 运用 ALD 具有较好的统计功效。

展性原则; (2)从个体的潜在发展过程中分离出年

4.2

ALD 方法在发展心理研究的应用现状

代效应(群组效应)和历史时间效应, 是理解个体

ALD 方法提出后受到持续关注, 特别是近 20

复杂发展过程的必要条件, 也是毕生发展研究中

年, ALD 方法在发展心理研究的应用逐渐增多,

面临的重大挑战(Gerstorf et al., 2011)。ALD 研究

根据目的不同, 主要有三方面的应用。

中可相对独立地分析社会文化、历史时间、出生

首先, 在获得关于个体发展过程的长时追踪

年代对发展的影响, 在毕生发展研究中有重要作

研究的应用。发展心理研究常因被试和时间条件

用(Schaie, 1965; Gerstorf et al., 2011)。Schaie 及项

限制或损耗问题不能进行 TLD 研究, 但又要达到

目组成员运用 ALD 方法实施著名的西雅图纵贯

长时间追踪研究的目的, 这时 ALD 方法的应用具

研究, 探索个体认知能力的毕生发展过程。该研

有 更 高 灵 活 性 和 有 效 性 (Bell, 1953; Farrington,

究在 1956~1991 年间共进行 6 轮测试, 年龄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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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5~88 岁之间, 研究了成年人认知能力的毕生

受到质疑(Duncan et al., 1996; Tonry et al., 1991)。

发 展 , 强 调 社 会 文 化 因 素 对 发 展 的 影 响 (Schaie,

ALD 对多个群组数据连接获得长时间跨度的发展

1965, 1986, 1993; Schaie & Willis, 2010)。运用

趋势, 导致测量误差增大, 要降低多个群组连接

ALD 方法的西雅图纵贯研究范式被认为是认知发

导致的误差, 则需控制群组数和增加样本量及测

展研究的经典模式(乐国安, 曹晓鸥, 2002)。

量重叠度(Kupzyk, 2005)。但如果增加被试所需要

第三, 在大型发展心理研究的应用。运用

的代价很大, 增加样本量可能大大提高研究的负

ALD 进行大型发展心理研究, 不但具有 ALD 的

担, 不利于研究的组织和管理。另外, ALD 方法并

其他优点, 而且可获得更广泛的信息, 有利于系

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可替代 TLD, 而是有特定的

统探索复杂心理与行为发展的外在和内在影响因

适应条件。Bell (1953)和 Farrington (1991)认为,

素及作用机制。ALD 方法在许多大型研究广泛应

当 TLD 研究受到被试和时间条件限制或面临实验

用 , 如 美 国 青 年 调 查 研 究(NYS), 运用 有 两 次 重

污染问题, 或者 CSD 研究中需要比较年龄及其他

叠测量的 ALD 从 1976 年开始对 11~17 岁的青少

影响变量对多个因变量的影响时, ALD 方法具有

年进行持续 5 年的追踪研 究, 获得年龄 跨度在

更好的效度, 但缺乏更多的理论研究, 对 ALD 的

11~21 岁间的加速追踪数据, 深入探讨青少年药

适用条件探索少。

物使用和问题行为发展的影响因素及与心理健康

其次, ALD 方法的相关研究存在问题。已有

关系(Chaiklin, 1992)。美国中学及中学后学校教育

关于 ALD 方法的研究多是自大型调查研究中抽

(High School and Beyond, HSB)研究运用 ALD 方

取 部 分 数 据 进 行 验 证 ( 如 Duncan et al., 1996;

法, 研究学生成绩、学习态度、学习互动和家庭

Raudenbush & Chan, 1992, 1993), 条件假设常难

背景的关系(引自 Miyazaki & Raudenbush, 2000)。

以满足, 对变量控制和条件操纵单一, 无法对

芝加哥社区人类发展项目研究运用 ALD 对 6000

ALD 作系统的理论探索, 研究结果的推广性受到

名儿童和青少年进行追踪调查, 研究环境、生活

限制。已有研究主要对通过 ALD 获得 TLD 结果

变 化 和 个 性 特 征对 反 社 会行 为的 影 响(Sampson,

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对 ALD 方法应用于大型发

Raudenbush, & Earls, 1997)。

展心理研究和毕生心理发展研究相应的方法研究

需注意的是, ALD 方法较适合用于较小变迁
环境下被试的研究, 这样可避免把环境变异看成
是群组效应(Willett, Singer, & Martin, 1998)。

5
5.1

问题与展望
存在的问题

较少。
第三, 加速追踪数据分析方法研究存在问
题。已有文献证实 HLM 和 LGM 分析加速追踪数
据的适宜性(Duncan et al., 1996; Raudenbush &
Chan, 1992, 1993), 并有广泛的应用。但研究对模
型多进行线性假设, 关于曲线或复杂模型的研究

ALD 方法结合 TLD 和 CSD 的特征, 在同一

较少, 模型中纳入的影响变量相对简单, 不够贴

研究中可分析心理与行为在被试间和被试内的发

近心理发展的实际。在 HLM 研究方面, 缺乏对

展过程和特征, 克服 CSD 和 TLD 方法在发展研究

3HLM 分析加速追踪数据的研究(Moerbeek, 2011),

中的效应混淆问题, 减缓 TLD 研究中被试缺失和

大部分研究没有纳入时间变化变量, 对于其他影

重测效应, 有重要的推广价值。关于 ALD 方法的

响变量与群组变量的交互作用对数据收敛的影响

研究证实了 ALD 应用于发展心理研究的有效性,

探讨少。在 LGM 研究方面, 缺乏对纳入影响变量

在加速追踪数据分析方法和 ALD 的设计特征研

的模型的研究, 对不定义 LGM 在加速追踪研究

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但 ALD 方法本身和相关

的应用也有待进一步探讨。已有关于数据分析方

的研究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法的研究是在验证群组数据收敛的前提下对数据

首先, ALD 方法本身存在局限。ALD 中每个

进行分析。但也有研究显示群组效应显著或某些

群组只进行短期的追踪研究, 对探测发展过程的

群组数据不收敛的情况, 或者群组变量与其他影

重要事件的概率降低, 可能难以反映个体发展过

响变量交互效应显著(Anderson, 1993), 对于数据

程中重要事件和干扰变量的影响, 多个群组的短

不收敛或部分收敛情况下的数据分析过程未作更

期追踪信息能否有效覆盖要描述的发展阶段信息

多探索和研究。对于大型发展心理研究和毕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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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展研究下的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也缺乏进一

的分析, 以贴近心理发展的实际。(1)研究 3HLM

步的探讨。

模型在加速追踪数据的应用。(2)研究纳入时间变

缺失数据处理是加速追踪数据分析中要考虑

化变量后 HLM 对 ALD 数据的分析。(3)研究非线

的一个重要问题。ALD 研究中不但有基于研究设

性条件下 LGM 和 HLM 方法对加速追踪数据的分

计的缺失(群组被试未被测量的部分), 也有其他

析。(4)比较研究 LGM 与 HLM 在加速追踪数据的

原因导致的缺失, 不管是基于设计的缺失, 还是

应用, 有利于根据研究设计和数据特征选择统

其他原因导致的缺失, 在分析中常被看作随机缺

计方法。(5)当数据不收敛或者部分收敛时, 如何

失。对于有随机缺失的追踪数据, TLD 中可通过多

分析加速追踪数据, 估计年龄、群组、历史时间

种方法进行处理, 如在 HLM 中可直接对随机缺

效应及其他因素对发展的影响, 需要进一步的

失数据进行处理, 在 LGM 中, 可采用基于模型的

研究。(6)对 ALD 应用于大型发展心理研究和毕

方法进行处理。这些缺失处理方法在 ALD 研究中

生心理发展研究的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策略进

也 有 提 到, 并 作 了 理 论 论述 (Duncan & Duncan,

行探索。

2012; 刘红云, 张雷, 2005), 但没有进一步的理

缺失处理方面, 研究常用的缺失数据处理方

论研究, 鲜有 ALD 的应用研究提到关于缺失处理

法在 ALD 研究应用的适宜性; 结合测量重叠度、

的问题。适用于 TLD 研究数据的缺失处理方法是

群组数研究缺失比例对 ALD 研究结果的影响。

否可用于加速追踪数据, 与设计特征有关的数据

最后, 加强 ALD 方法在实际研究的应用。目

缺失率如何影响统计功效, 是加速追踪数据处理

前, 国外有不少采用 ALD 方法的应用研究, 国内

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的应用研究较少。根据方法研究的建议, 把 ALD

研究展望

方法应用于获得近似 TLD 研究结果的发展心理研

5.2

针对 ALD 方法及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 提出
以下研究方向。

究、大型发展心理研究和毕生心理发展心理学研
究, 有利于验证方法的有效性。另外, 结合 ALD

加强 ALD 的设计特征和应用条件的研究, 优

与 TLD 的方法特点, 运用 ALD 实施大样本的短

化 ALD 研究设计。首先, 加强对 ALD 方法的研

期追踪研究, 同时运用 TLD 实施小样本长时追踪

究, 研究群组数、群组样本量、测量次数、测量

研究, 可使两种方法的优势互补, 有利于探明心

重叠度及研究的总时间跨度等设计特征对研究统

理与行为的发展过程, 验证 ALD 方法的有效性。

计功效及参数估计精度的影响, 探索特征之间的
关系, 优化 ALD 在研究应用的设计特征, 降低由
于多个群组数据连接导致的误差。针对已有相关
研究的局限, 进一步的研究应在更广泛的条件下,
系统操纵 ALD 的设计特征变量, 研究多种条件下
ALD 特征变化对统计功效和误差的影响, 获得
ALD 在一般和特定条件下的优化设计。运用模拟
和实证研究的方法, 比较 ALD 和 TLD 的研究结
果, 有利于进一步验证 ALD 方法的有效性。其次,
对 Bell (1953) 和 Farrington (1991) 提 出 的 关 于
ALD 的适用条件进行理论和应用探索, 研究 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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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es of Accelerated Longitudi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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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elerated longitudinal design (ALD) is a method used to conducts several short-term
longitudinal studies of adjacent age cohorts simultaneously, producing temporally overlapping
measurements of the adjacent age groups, and then linking the segments of limited longitudinal data from
different age cohorts and creating a common long-term developmental trend or growth curve. The method
manages to combine true longitudinal and cross-sectional design, which can maintain most of the
advantages for true longitudinal design, reducing problems of retest effects and attrition, but may also be
able to separate aging effects from period and cohort effects, and thus has been commonly applied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researches. Existing researches focus on data analysis methods, effectiveness and
design features of AL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tudy the flexibility when extending design features, and
explore data analysis methods under nonlinear hypothesis or when cohort effects exist, and methods for
missing data.
Key words: longitudinal study; accelerated longitudinal design; data analysis method; design fea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