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检验力分析：原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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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构方程模型是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中重要的统计工具之一。然而, 大

量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在研究设计和结果报告的环节忽视了对该方法的统计检验力进
行必要的分析和报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些研究的结果的证明效力。本文较为系统地梳
理了结构方程模型统计检验力分析的原理和方法，能够帮助研究者了解并掌握结构方程模型
统计检验力分析的具体方法。本文首先介绍了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假设检验及其统计学原理,
然后介绍了对结构方程模型统计检验力进行分析的两种经典方法, 接着用实际案例展示了
结构方程模型统计检验力分析的具体实施步骤, 最后给出了对分析过程中涉及到的一些细
节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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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是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中重要
的统计工具之一, 可以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中介/调节效应分析、交叉
滞后分析等多种场景。有研究者指出, 相较于一般的回归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能够更好地控
制测量误差, 也支持构建复杂的多变量模型(王阳等, 2020)。然而, 在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
分析时, 却较少有研究者报告统计检验力的相关内容。事实上, 统计检验力的大小在零假设
显著性检验(Null Hypothesis Significance Testing, NHST)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统计检验力指的是某假设检验能够正确地拒绝错误零假设的概率。对统计检验力进行分
析, 可以帮助研究者确定合理样本量, 避免造成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吴艳, 温忠麟,
2011; 赵礼, 王晖, 2019)。此外, 对评估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的 χ2 检验而言, 零假设的形式通
常为模型拟合良好或模型间无差异, 而备择假设则通常为模型拟合不良或模型间存在差异。

针对此类假设, Ⅱ类错误意味着研究者可能将拟合不良的模型误认为拟合良好的模型进行结
果报告。王阳等人(2020)则指出, 理论模型为误射模型时, 建立在此模型基础上的参数估计
结果都是不可靠的。在这种情况下, Ⅱ类错误可能带来比Ⅰ类错误更大的危害。
近年来, 有一些研究者开始逐渐意识到使用结构方程模型作为统计工具时统计检验力
分析的重要性, 并开始在研究中报告其先验或后验检验力, 或者至少在讨论部分指出该研究
可能在统计检验力上存有不足(Mullen & Crowe, 2017; Hollerbach et al., 2018; Kornadt et al.,
2019; Zhang & Zaman, 2020; Zhai et al., 2021)。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仍有许多研究者在使用
结构方程模型时并未提及统计检验力的有关内容。本文介绍结构方程模型统计检验力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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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和具体分析流程, 并进行了实例演示, 最后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2. 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假设检验
根据检验目的, 结构方程模型所涉及到的假设检验大致可分为针对模型拟合的检验和
针对模型参数的检验两类。其中, 针对模型拟合的假设检验主要包括评价单个模型拟合的 χ2
检验、
比较嵌套模型的 Δχ2 检验, 以及研究者新近提出的等效性检验(Yuan & Chan, 2016; Yuan
et al., 2016; 王阳等, 2020)。此类检验的零假设主要围绕着样本及其对应总体的协方差矩阵
与假设模型所隐含的协方差矩阵之间的关系展开。为了衡量样本协方差矩阵与假设模型所隐
含的协方差矩阵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定义了拟合函数 F。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函数的具体形式
与研究者选取的估计算法有关, 当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时(极大似然估计是绝大多数结构方程
建模软件的默认估计算法), 其对应的拟合函数 FML 由下述公式给出:
𝐹ML = ln|Σ0 | − ln|S| + tr(SΣ0−1 ) − 𝑝
其中, S 代表样本协方差矩阵, Σ0 代表假设模型所隐含的协方差矩阵, p 代表协方差矩阵的秩
(即样本中显变量的个数)。该公式的含义为对数尺度下, 单位样本量的某样本来自于协方差
矩阵为 Σ0 的正态总体的可能性与来自于协方差矩阵为 S 的正态总体的可能性之比(即对数似
然比)。FML 衡量了样本协方差矩阵 S 与假设模型隐含的协方差矩阵 Σ0 之间的距离, 研究者
也可以将其简单理解为变量间关系在假设模型与实际数据中的差距(吴明隆, 2010; 王阳等,
2020)。当已知样本对应总体的协方差矩阵 Σ 时, 可以将其带入公式中样本协方差矩阵 S 所
对应的位置, 得到 FML 对应的总体真值 FML0。注意到, 对于给定的 Σ 和 Σ0, FML0 是唯一确定
的, 因此可以用 FML0 表达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检验的假设, 并利用 FML 构建相应的统计量。
Muthén(2004)指出, 当样本来自正态分布总体且 FML0 为 0 时, 拟合函数 FML 的 N−1 倍(记作

TML)随着样本量的增大渐近服从中心化 χ2 分布1。当 FML0 不为 0 时, 有学者指出, 此时 TML
不再渐近服从自由度为 df 的中心化 χ2 分布, 而是渐近服从自由度为 df, 参数为 δ 的非中心
χ2 分布(Satorra & Saris, 1985; MacCallum et al., 1996; Yuan & Chan, 2016)。Satorra 和 Saris(1985)
进一步提出, 此时非中心参数 δ 和 FML0 有如下关系:
δ = (𝑁 − 1)𝐹ML0 .
据此, 对于一个给定的零假设和显著性水平 α, 可以计算出零假设成立的情况下对应的非中
心参数 δ, 并以此构建显著性水平为 α 的拒绝域, 通过观察对数似然比统计量 TML 是否落入
拒绝域进行假设检验。图 1 中给出了一个根据已知检验构建拒绝域的例子, 假设某量表有 9
个条目, 分为 3 个维度, 每个维度都包含 3 个条目且不存在多重载荷的情况, 样本量为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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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A 为斜交模型(对应自由度为 24), 模型 B 为正交模型(对应自由度为 27),待检验的零假
设分别为 H0a: FML0A = 0; H0b: FML0B − FML0A = 0; H0c: FML0A ≥ 0.06(分别对应 χ2 检验、Δχ2 检验
以及等效性检验), 此时三者对应的拒绝域分别为 TMLa ≥ 36.415, TMLb ≥ 7.815, TMLc ≤ 29.893。

1

事实上, 根据不同统计软件计算极大似然估计值时采用的假设分布不同, 𝑇𝑀𝐿 可能为𝐹ML 的 N−1 倍或 N

倍, 在常用的结构方程建模软件中, Mplus 采用𝑇𝑀𝐿 = 𝑁𝐹ML, 而 EQS、AMOS 与 LISREL 采用𝑇𝑀𝐿 =
(𝑁 − 1)𝐹ML, R 语言 lavaan 包默认采用𝑇𝑀𝐿 = 𝑁𝐹ML, 当需要指定𝑇𝑀𝐿 = (𝑁 − 1)𝐹ML 时, 需要指定估计使用的
似然函数基于 wishart 分布, 即置 cfa 或 sem 函数的 likelihood 参数为"wishart", 或置其 mimic 参数为"eqs"
(Rossee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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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种零假设情况下对应的统计量分布及其拒绝域

针对模型参数的检验又可细分为针对模型参数本身的检验以及基于模型参数的构建指
标的检验(即参数函数的检验, 例如中介效应), 事实上, 前者可视作后者的特例。根据构建统
计量的方式不同, 此类检验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有三种技术路径, 分别为 Wald 检验、拉格
朗日乘子检验(Lagrange Multiplier test, LM 检验)和似然比检验。Wald 检验以无约束模型(即
备择假设成立时的模型)为基础, 并对参数函数在其真值邻域内进行一阶泰勒展开求得参数
函数的线性近似值, 同时利用 Fisher 信息矩阵估计出参数标准误, 进而计算出待检验指标的
标准误并构建 z 统计量, 采用标准正态分布进行检验(Chou & Bentler, 1990; Gonzalez &
Griffin, 2001)。国内亦有研究者将此类检验称为 Delta 法, 叶宝娟和温忠麟(2012)曾介绍过如
何利用该方法对多维测验合成信度的置信区间进行估计。与 Wald 检验相对, LM 检验以约束
模型(即零假设成立时的模型)为基础, 将假设检验问题视作约束条件下求拟合函数 FML 极大
值的问题, 通过构建拉格朗日函数𝐻 = 𝐹𝑀𝐿 + 𝜆𝑔(θ)(其中𝑔(θ)为零假设成立情况下对应的约

束函数)将原假设检验问题变为当函数 H 取极值时, 检验参数 λ 是否为 0 的问题, 并进一步
通过 Fisher 信息矩阵与约束条件的梯度构建参数 λ 的标准误, 从而进行假设检验(Chou &
Bentler, 1990)。其含义为约束条件𝑔(θ) = 0的加入不改变原拟合函数 FML 的极值点, 换言之,
在无约束条件下求得的模型参数 θ 本身就满足𝑔(θ) = 0。似然比检验则同时利用约束模型和
无约束模型, 其检验思路类似于比较嵌套模型的 Δχ2 检验, 即将约束模型和无约束模型视作
一组嵌套模型, 若约束模型和无约束模型的拟合函数值差异不大, 则说明约束条件成立
(Chou & Bentler, 1990; Gonzalez & Griffin, 2001)。研究者指出, 当零假设成立时, Wald 检验、
LM 检验和似然比检验随着样本量的增加渐近等价, 并且, 在拒绝相同的备择假设时, 三者
具有渐近相同的统计检验力(Satorra, 1989; Chou & Bentler, 1990; Gonzalez & Griffi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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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 Rhemtulla, 2021)。Chou 和 Bentler(1990)的研究则指出,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三者不

零假设

协方差矩阵形式
的零假设

统计量构建

零假设成立时统
计量对应的分布

再渐近等价, 此时, 似然比检验在三者之中有最高的统计检验力。表 1 中总结了结构方程模
型涉及到的常见检验的零假设、统计量构建方式以及零假设成立情况下统计量对应的分布。
表 1: 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假设检验
模型拟合检验

模型参数/参数函数的检验

模型拟合情况

嵌套模型比较

等效性检验

Wald 检验

LM 检验

似然比检验

FML0 = 0

FML0B − FML0A = 0

FML0 > ε

g(θ) = 0

λ=0

g(θ) = 0

Σ = Σ0

Σ0A = Σ0B

Σ0 约束 = Σ0 无约束

Σ0 约束 = Σ0 无约束

Σ0 约束 = Σ0 无约束

(n−1)·(FMLB − FMLA)

(n−1)·FML

𝑔(θ)
SE𝑔(θ)

λ
SEλ

(n−1)·(FML 约束 −

(n−1)·FML

中心化 χ2 分布

中心化 χ2 分布

非中心 χ2 分布

标准正态分布

标准正态分布

中心化 χ2 分布

Σ 与 Σ0 间的差距大
于ε

3. 结构方程模型假设检验统计检验力的分析方法
根据统计检验力的定义, 当备择假设成立且参数 θ 的总体真值为 θ*时, 其统计检验力为
1 − 𝑃(接受𝐻0 |𝜃 = 𝜃 ∗ )(盛骤等, 2008)。因此, 估计统计检验力的重点是分析当备择假设成立
时目标统计量的分布。Satorra(1989)指出, 当前述假设检验的 H0 不成立时, 其对应统计量(对
Wald 检验和 LM 检验而言是统计量的平方)服从非中心 χ2 分布, 且其相应的非中心参数可以
通过总体协方差矩阵真值拟合零假设模型计算出的统计量得到。进而可以通过计算备择假设
成立条件下目标统计量落入拒绝域的概率求得给定检验的统计检验力。根据估计非中心参数
的方法不同, 结构方程模型假设检验的统计检验力分析方法大致可分为利用总体协方差矩
阵 Σ 进行估计的 Satorra–Saris 法和利用样本拟合指标 RMSEA 进行估计的 MacCallum 法。

FML 无约束)

Satorra–Saris 法主要基于 Satorra 和 Saris 先前的研究, 其具体步骤如下(Satorra & Saris,
1985; Satorra et al., 1991):
第一步: 定义备择假设成立情况下的模型, 计算备择假设成立情况下的理论总体协方差
矩阵 Σ。
第二步: 设定样本容量为真实样本容量 N, 利用 Σ 拟合零假设模型。
第三步: 将第二步中计算得到的统计量(针对 χ2 分布的统计量为统计量本身, 针对标准
正态分布的统计量为统计量的平方)作为非中心参数 δ, 并估计统计检验力。
使用 Satorra–Saris 法估计达到某统计检验力所需样本量的过程与估计统计检验力类似,
只是第二步中需要反复设定样本容量 N 进行多次估计, 并计算不同样本容量对应的统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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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力, 最终从中选取满足目标统计检验力所需的最小样本容量。
Satorra–Saris 法通过定义不同于零假设模型的备择模型重构总体协方差矩阵, 并据此计
算统计检验力。但使用 Satorra–Saris 法估计统计检验力时需要指定大量参数值, 对研究者而
言, 这无疑提高了方法的使用门槛。MacCallum、Browne 和 Sugawara(1996)给出了另外一种
估计非中心参数的方法, 该方法同样基于 Satorra 和 Saris(1985)给出的公式, 但在估计 FML0
时, MacCallum 等人给出了一个基于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的估计方法。他们指出, 使用样本拟合函数估计值 FML 作为对总体参数 FML0 的估计
是有偏的, 此时 FML0 与 FML 之间有如下关系(MacCallum et al., 1996):
𝐹ML0 = 𝐹ML −

df
= df ⋅ RMSEA2 .
𝑁−1

据此, MacCallum 等人提出基于 RMSEA 指标的统计检验力分析步骤(MacCallum et al., 1996):
第一步: 根据零假设和备择假设对应的 RMSEA 值、模型自由度以及样本量分别计算出
零假设和备择假设成立时的非中心参数 δ0 和 δ1。
第二步: 根据模型自由度、δ0、δ1 和显著性水平 α 确定零假设情况下的拒绝域, 并计算
出相应的统计检验力。
与 Satorra–Saris 法类似, 当使用 MacCallum 法估计达到某统计检验力所需样本量时, 也
只需要在第一步中反复设定不同的 N 对统计检验力进行多次估计, 最终从中选取满足目标
统计检验力所需的最小样本容量。
相比于 Satorra–Saris 法, MacCallum 法高度依赖 RMSEA 指标, 因此该方法不适合对模
型参数检验的统计检验力进行分析, 但在分析模型拟合检验的统计检验力时, 该方法仅需要
模型自由度、零假设和备择假设对应的 RMSEA 值、样本量与显著性水平即可完成对统计检

验力的估计, 避免了 Satorra–Saris 法中对复杂模型的设定, 大大简化了统计检验力的分析难
度。Kim(2005)对 MacCallum 法进行了进一步简化, 给出了一个快速求取给定统计检验力情
况下所需样本量的公式:
𝑁𝑅𝑀𝑆𝐸𝐴 =

𝛿
+1
𝑑𝑓 ⋅ 𝑅𝑀𝑆𝐸𝐴2

其中 df 为模型自由度, RMSEA 为备择假设对应的 RMSEA 值, δ 为显著性水平为 α、统计检
验力为 1−β 情况下对应的非中心参数。非中心参数可以通过查表或者使用统计软件计算得
到, Kim(2005)在他们的文章最后同时给出了 H0: FML0 = 0 时利用计算机快速求取 δ 的 SPSS
与 SAS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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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研究者对统计检验力进行分析, 多名研究者提供了在线或离线的相关程序。
Preacher 和 Coffman(2006)提供了一个基于 MacCallum 法的统计检验力在线计算程序, 可以
计算给定样本量情况下, 单个模型拟合或嵌套模型拟合差异的统计效力或达到某统计效力
所需的样本量。Moshagen 提供了一个 R 程序包 semPower, 该程序包基于 Moshagen 和
Erdfelder(2016)的研究, 可以计算基于 FML0、RMSEA、McDonald 拟合指数、GFI 与 AGFI 的
统计检验力, 当指定零假设和备择假设情况下对应的协方差矩阵时, 该程序包也可使用
Satorra–Saris 法分析统计检验力。Jak 等人(2021)给出了一个基于 Shiny 开发的在线程序
power4SEM(网址为 https://sjak.shinyapps.io/power4SEM/), 该程序同时支持 Satorra–Saris 法
和 MacCallum 法, Jak 等人在他们的论文中详细介绍了该程序的使用方式。

4. 应用实例
下面用一个例子演示如何使用 Satorra–Saris 法与 MacCallum 法对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
检验力进行分析, 分析的内容包括对模型拟合指数和路径系数所对应检验的统计检验力分
析。另外, 统计检验力的分析包括先验分析和后验分析, 二者对应研究过程中的不同时期,
且不能相互替代(吴艳, 温忠麟, 2011; 赵礼, 王晖, 2019)。但二者从检验流程上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 考虑到篇幅所限, 本文在演示中仅给出模型拟合检验的先验检验力分析、路径系数的
后验检验力分析所对应的流程。演示的样本来自 Zhai 等人(2021)的研究, 该研究调查了新冠
疫情期间个体的心理健康与创伤后成长的基本情况, 并讨论了在控制疫情相关压力和年龄
的情况下, 情绪创造力对个体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以及对个体创伤后成长的促进作用和可
能的作用机制。该研究样本量为 439 人, 其中男 157 人, 女 282 人，各变量的协方差矩阵参
见表 2。考虑到演示样例要尽可能地在一个模型中模拟出各种复杂情况, 故演示样例中的分
析模型与原始研究的模型不同, 具体模型设置参见图 2, 该研究的样本协方差矩阵见附录。

统计软件采用 R 3.6.3 的 lavaan 包和 semPower 包。
表 2. 样本协方差矩阵
1

3

4

5

6

7

1. 焦虑

42.581

2. 抑郁

35.484

39.027

3. 躯体化

33.742

33.048

37.579

4.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

−8.105

−8.958

−6.589

31.922

5. 领悟社会支持

−23.365

−23.103

−18.843

29.468

100.388

6. 疫情相关压力

48.609

47.070

47.589

2.198

0.305

215.412

2.802

1.279

3.093

−1.217

−3.390

−0.643

36.818

−10.837

−14.118

−10.915

42.998

60.613

9.321

−9.107

7. 年龄
8. 情绪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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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 2: 演示样例的结构方程模型示意图(虚线表示该变量为控制变量)

4.1 模型拟合检验的先验检验力分析
4.1.1 使用 Satorra–Saris 法分析模型拟合检验的先验检验力
在使用 Satorra–Saris 法分析模型拟合检验的先验检验力时, 首先要设定研究对象总体的
理论协方差矩阵, 即备择假设成立时对应的协方差矩阵。与 t 检验、方差分析的先验检验力
分析类似, 在结构方程模型相关检验的先验检验力分析中, 待研究总体理论协方差矩阵也可
以通过参考前期理论、已发表的类似成果或研究者提出的标准所确定(吴艳, 温忠麟, 2011)。
根据 Jak 等人(2021)的建议, 研究者在设定待研究总体的理论协方差矩阵时, 最好以标准化
的形式指定参数值, 并且参考相关研究领域中“小、中、大”所对应的经验值带入待定参数。
同时, 由于通常情况下确定协方差矩阵所需要的参数数量较为庞大, Jak 等人(2021)还建议研
究者在设定待研究总体的理论协方差矩阵时需要考虑那些在理论上能够影响拒绝或接受 H0
的重要参数。关于这点, 一个通用的建议是, 针对结构模型的部分, 研究者主要需要考虑变
量之间是否还可能存在一些超出零假设模型的新的关系, 而针对测量模型的部分, 研究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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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需要考虑因子模型的阶数、测量题项之间是否存在误差相关以及正交模型和斜交模型的
选择。
在本文给出的例子中, 测量模型部分可能存在题项之间的误差相关。因此, 在设定待研
究总体的理论协方差矩阵时, 主要考虑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两个路径: 焦虑和抑郁的误差
相关以及焦虑和躯体化的误差相关, 模型参数的设定参见图 3。进而, 可以利用这些参数生
成待研究总体的理论协方差矩阵, 具体计算时可以借助 lavaan 包作为计算手段, 或者利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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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代数的知识由参数矩阵直接计算理论协方差矩阵, 最终计算得到的结果参见表 3。

图 3: 先验检验力分析中设定的备择假设理论模型

表 3: 根据图 3 中的模型再现的理论相关矩阵
1

2

3

4

5

6

7

1. 焦虑

1.000

2. 抑郁

0.845

1.000

3. 躯体化

0.845

0.742

1.000

4.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

−0.216

−0.216

−0.216

1.000

5. 领悟社会支持

−0.313

−0.313

−0.313

0.507

1.000

6. 疫情相关压力

0.499

0.499

0.499

−0.125

−0.114

1.000

7. 年龄

0.049

0.049

0.049

0.125

0.114

0.000

1.000

−0.123

−0.123

−0.123

0.629

0.570

0.000

0.000

8. 情绪创造力

Satorra–Saris 法的第二步需要研究者使用前一步中生成的理论协方差矩阵作为样本协方
差矩阵, 任意设定一个虚拟的样本量对零假设模型进行拟合, 拟合过程与已知样本量和样本
协方差矩阵的情况下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建模的过程一致, 在此不做过多赘述。通常情况下,
为了后续分析更简单, 建议研究者将样本量设定为整百(当使用 Mplus 或使用 lavaan 的默认
参数时)或整百加 1(当使用 LISREL、EQS、AMOS 或使用 lavaan 并且 likelihood 参数设定为
wishart 时)。本例中, 设定的样本量为 10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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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使用软件计算出前一步拟合得出的 χ2 统计量, 并以此为依据计算给定显著性水
平 α 和统计检验力 1−β 时所对应的样本量。
具体计算时首先利用公式𝐹𝑀𝐿0 =

χ2
𝑁

(当使用 Mplus

χ2

或使用 lavaan 的默认参数时)或𝐹𝑀𝐿0 = 𝑁−1(当使用 LISREL、EQS、AMOS 或使用 lavaan 并
且 likelihood 参数设定为 wishart 时)将 χ2 统计量折合成 H1 成立情况下总体的拟合函数真值,
而后研究者可以使用 semPower 包完成对所需求样本量的计算。本例中, 设定样本量为 101
时, 对应的 χ2 统计量为 3.846, 此时根据公式可以计算得出拟合函数真值为 0.038, 使用
semPower 包提供的 semPower.aPriori 函数完成计划样本量的分析, 最后得到此种情况下若要
达到 α = 0.05, 1−β = 0.8 时所需样本量为 4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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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熟悉 R 的研究者, 在使用其他软件完成拟合并求出 FML0 后, 也可以使用 G*Power
结合线性插值法进行分析。以上文提到的内容为例, 由于δ = (𝑁 − 1)𝐹ML0, 据此可以计算出
设定样本量在 201、301、401、501 时的非中心参数分别为 7.692、11.538、15.384 和 19.230。
打开 G*Power (版本 3.1.9.4, 下同), 选择检验族(Test Family)为 χ2 tests, 检验方式(Statistical
test)为 Generic χ2 test, 检验力分析类型(Type of power analysis)为 Post hoc, 设定 α 为 0.05, df
为 10, 分别代入样本量在 201、301、401、501 时对应的非中心参数, 求得该样本量下对应
的统计检验力(本例中为 0.418、0.618、0.773 和 0.875)。最后, 根据线性插值法求取统计检
验力为 0.8 时对应的样本量为 501 −

0.875−0.8
0.875−0.773

⋅ (501 − 401) ≈ 428。

4.1.2 使用 MacCallum 法分析模型拟合检验的先验检验力
相比 Satorra–Saris 法, 使用 MacCallum 法分析模型拟合检验先验检验力的过程要简单
许多, 只需要确定零假设和备择假设下对应的拟合指数、模型自由度 df、显著性水平 α 和统
计检验力 1–β 五个指标即可完成分析。在设定备择假设对应的拟合指数时, 研究者可参考既
往研究中提出的关于该指数“大小”的标准。例如对 RMSEA 而言, 有研究者指出, RMSEA
小于 0.05 为良好拟合, 0.05 至 0.08 为合理拟合, 0.08 至 0.1 为可接受的拟合, 大于 0.1 为拟合
较差(MacCallum et al., 1996; Yuan & Chan, 2016; Jak et al., 2021)。另外, 注意到, 当模型自由
度与显著性水平不变时, 𝑃(χ2𝛿,𝑑𝑓 ≥ χ2𝑐𝑟𝑖𝑡 )(χ2𝑐𝑟𝑖𝑡 代表零假设成立情况下给定模型自由度与显
著性水平时所对应的临界值)随着非中心参数 δ 的增加而单调递增, 根据公式δ = (𝑁 − 1) ⋅
df ⋅ RMSEA2可推知, 对形如RMSEA ≥ ε的备择假设, 若要保证备择假设为真时对其的统计检
验力不小于 1−β, 只要保证备择假设为RMSEA = ε时, 对其统计检验力不小于 1–β 即可。对
于本文中给出的例子, 研究者若希望在 RMSEA 的真值不小于 0.08 时, 正确拒绝该模型的几
率不小于 80%, 则只需要考虑 RMSEA 为 0.08 时的情况即可, 此时使用 semPower 包提供的

semPower.aPriori 函数可以计算得出需要的样本量为 254 人。注意到, 本例中 MacCallum 法
与 Satorra–Saris 法得到的结果不一致, 这主要是因为二者备择假设所对应的欠拟合水平不同。
事实上, 若将 Satorra–Saris 法中计算得到的 FML0 折合成 RMSEA 并带入计算, 两种方法会得
到同样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 当 H0 为 RMSEA=0 时, 此时也可以使用 G*Power 结合前文提到的由
Kim 给出的简便公式进行样本量的估算。以 H0: RMSEA=0; H1: RMSEA > 0.08 为例, 此时具
体的操作过程为: 打开 G*Power, 选择检验族为 χ2 tests, 检验方式为 Generic χ2 test, 检验力
分析类型为 Sensitivity, 然后键入对应的 α 和 1−β 的水平并给出模型自由度, 进行计算后将
软件给出的非中心参数(Noncentrality parameter λ)带入 Kim 给出的公式进行计算(非中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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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公式中的 δ)。对于本文给出的例子, 当 α = 0.05, 1−β = 0.8, df = 10 时, 带入 G*Power 计
算得出非中心参数为 16.241, 进一步带入 Kim 给出的公式进行计算, 最终得到需要样本量
16.241

𝑁=

10×(0.08)2

+ 1 = 254.766, 向上取整得 255 人, 与 MacCallum 法得出的结果差异不大。

4.2 模型参数检验的后验检验力分析
模型参数检验的统计检验力分析仅能使用 Satorra–Saris 法进行, 使用 Satorra–Saris 法进
行后验检验力分析的核心是使用模型隐含协方差矩阵(implied covariances matrix)拟合指定模
型。不同的检验所需拟合的模型不同, 进而有不同的构建非中心参数的方法, 考虑到 LM 检
验使用者较少, 因此本文仅给出 Wald 检验和似然比检验这两种情况下的统计检验力分析样
例。
4.2.1 Wald 检验的后验检验力分析
使用 Satorra–Saris 法分析 Wald 检验的后验检验力, 首先需要得到模型隐含协方差矩阵,
常见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在其结果报告部分通常都会给出该矩阵(部分软件需要使用者
在结果报告时设定一些参数才会输出该矩阵, 具体方法可参阅对应软件的使用手册)。本例
中模型对应的隐含协方差矩阵参见表 4。

表 4: 示例模型的隐含协方差矩阵
1

2

3

4

5

6

7

1. 焦虑

42.581

2. 抑郁

35.500

39.027

3. 躯体化

33.749

33.027

37.579

4.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

−8.280

−8.103

−7.703

31.922

5. 领悟社会支持

−22.635

−22.150

−21.058

29.468

100.388

6. 疫情相关压力

49.073

48.023

45.654

2.198

0.305

215.412

2.302

2.253

2.142

−1.217

−3.390

−0.643

36.818

−12.613

−12.344

−11.735

42.998

60.613

9.321

−9.107

7. 年龄
8. 情绪创造力

第二步, 研究者需要设定样本量为实际样本量, 设定模型为备择假设对应的模型对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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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方差矩阵进行拟合, 并完成相应的参数估计。
第三步, 根据软件给出的结果计算出待检验参数的 Wald 统计量(即估计值与标准误之比)
的平方, 以此为非中心参数分析统计检验力。设待检验参数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心理问题
的路径系数, 本例中该系数对应的 Wald 统计量为−2.124, 借助 R 的 pchisq 函数, 可以计算
出在 α=0.05 水平下, 该路径系数的统计检验力为 0.565。
4.2.2 似然比检验的后验检验力分析
使用 Satorra–Saris 法分析似然比检验后验检验力的第一步与分析 Wald 检验的后验检验
力时相同。第二步中, 似然比检验对应的统计检验力分析需要研究者设定模型为零假设成立
情况下的模型(若有多个独立零假设则需对每个零假设分别设定一个模型), 其余过程与分析
Wald 检验后验检验力的情况相同。同样以待检验参数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心理问题的路
径系数为例, 本例中, 需要设定该路径系数为 0 进行拟合。
第三步, 利用软件求出零假设模型对应的 χ2 统计量, 该统计量即为非中心参数的估计。
本例中, 得到的 χ2 统计量为 4.518, 借助 R 的 pchisq 函数, 可以计算出在 α=0.05 水平下, 该
路径系数的统计检验力为 0.566。
注意到, 本例中似然比检验的统计检验力要略高于 Wald 检验的统计检验力。
事实上, 在
结构方程模型的参数检验中, 似然比检验的统计检验力总是不低于 Wald 检验的统计检验力,
这是因为根据统计学中的 Neyman–Person 引理, 一致最优势检验(Uniformly Most Powerful
Test, UMP Test)总由似然比检验给出, 也就是说, 似然比检验在这些检验中拥有最高的统计
检验力(Rice, 2007)。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本例中, 在求得非中心参数的估计后, 可以借助
G*Power 完成后续分析, 具体过程与 4.1.1 部分提到的类似, 唯一区别在于此时作为后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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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力分析, 只需要带入实际的非中心参数估计值即可。

5. 讨论
5.1 检验方法的选择
本文介绍了结构方程模型统计检验力分析的两个主要的技术路线: Satorra–Saris 法和
MacCallum 法, 二者各有自己适应的分析场景。相比于目前已被广大研究者所熟知的平均数
差异检验的统计检验力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检验力分析对研究者的统计水平有更高
的要求, 并且检验过程较为复杂。综合考虑易掌握和易使用两方面的要求, 本文建议研究者
在研究设计的过程中根据自己需要进行的检验类型选择恰当的统计检验力分析方式, 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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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下述原则: (1)当研究者的目的在于分析变量间关系是否满足某种特定结构, 或数据是否遵
循某个特定模型时(例如 CFA), 在先验检验力分析中, 推荐研究者使用 MacCallum 法或由
Kim 简化后的 MacCallum 法, 并且设定统计检验力不低于 0.95, 在后验检验力分析中, 研究
者可以根据自己是否有更明确的备择模型自由选择 Satorra–Saris 法(有明确备择模型)或
MacCallum 法(无明确备择模型); (2)当研究者的目的在于比较嵌套模型之间的差异时, 无论
是先验检验力分析还是后验检验力分析, 均选用 Satorra–Saris 法; (3)当研究者的目的在于探
究某特定路径系数或特定路径系数的乘积时(例如中介、调节效应检验), 在先验检验力分析
中, 推荐研究者使用基于 Wald 检验的 Satorra–Saris 法, 在后验检验力分析中, 研究者应当根
据自己使用的实际的检验方法选择对应的方法; (4)特别地, 当研究者同时有多个检验目的时,
在先验检验力分析中, 推荐研究者针对每个检验目的都进行分析, 然后在得到的计划样本量
中选择最大值。
5.2 结构方程模型统计检验力分析的基本假设
Satorra–Saris 法与 MacCallum 法这两种分析方法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利用非中心 χ2 分布
作为当 H1 成立时样本广义似然比统计量 TML 分布的近似。Steiger, Shapiro 和 Browne(1985)
指出, 这种近似当且仅当样本满足似然函数关于分布的基本假设、样本量不太小、拟合函数
值不是太大的情况下成立。诚然, Satorra, Saris 和 de Pijper(1991)的研究进一步指出, 当样本
服从正态分布且模型误设程度不是十分严重时, 即使对小样本而言, 这种利用非中心 χ2 分布
进行近似的精度也是基本令人满意的。但对于分布假设不满足的情形, 目前仍缺乏相关研究
的分析。这意味着研究者在对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检验力进行分析时, 应当充分了解样本分
布情况与所选结构方程模型参数估计方法之间的适配性, 在进行统计检验力分析和实际进
行数据处理时使用同样的估计方法。目前主流软件提供的参数估计方法中, 极大似然法

(maximum likelihood, ML)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GLS)要求数据为正态
分布, 加权最小二乘法(weighted least squares, WLS)、非加权最小二乘法(unweighted least
squares, ULS)和对角线加权最小二乘法(diagonally weighted least squares, DWLS)对数据分布
要求不高, 但 ULS 属于尺度依赖方法(scale-dependent method), 使用时最好保证各个变量的
测量单位统一, 而 WLS 和 DWLS 通常则需要 1000 以上的样本量(吴明隆, 2010)。
5.3 参数设定对 Satorra–Saris 法的影响
不难发现, 在使用 Satorra–Saris 法进行先验检验力分析时, 除目标参数外, 研究者还需
要设定大量与模型有关的非目标参数, 这些非目标参数的大小也会对分析结果产生一定影
响。例如, 有研究要对一个两维度, 每个维度包含 4 个题目的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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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H0 为两维度间不存在相关, H1 成立的情况下两维度之间存在相关系数为 0.3 的正相关, 进
行先验检验力分析时, 当研究者设定载荷为 0.7、0.75、0.8 时, 设定显著性水平为 0.05, 统计
检验力为 0.95, 使用 Satorra–Saris 法计算得到的计划样本量分别为 527 人、
472 人和 429 人。
此外, 当分析对象是中介效应或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这类由参数函数(通常是乘积)构建的指标
时, 即使是同样大小的指标, 具体参数的不同也会导致分析结果的不同。例如, 对简单中介
效应模型而言, 设定自变量到因变量的路径系数为 0.2, 中介效应量为 0.16, 显著性水平为
0.05, 统计检验力为 0.90, 中介前半路径系数(自变量到中介变量的路径系数)和中介后半路
径系数(中介变量到因变量的路径系数)分别取 0.2 和 0.8, 0.4 和 0.4, 0.8 和 0.2(所有系数均为
标准化系数)的情况下, 使用 Satorra–Saris 法计算得到的计划样本量分别为 258 人、63 人和
630 人。上述两个例子充分说明参数设定对结构方程模型统计检验力分析结果的影响。这意
味着, 研究者在使用 Satorra–Saris 法进行先验检验力分析时, 应当审慎确定参数的大小, 必
要时, 在缺乏既往研究或理论的支持下, 研究者可以反复设定参数的值, 并从结果中选取一
个较保守的样本量。
5.4 不同拟合指数的选择对 MacCallum 法的影响
本文主要介绍了用 MacCallum 法对 RMSEA 相关的零假设进行统计检验力分析的理论
与实践。事实上, MacCallum 法可以用于多种拟合指数的情形。MacCallum 和 Hong(1997)将
该方法进一步扩展到了针对 GFI 和 AGFI 相关零假设的情形。Kim(2005)则提出了当零假设
是关于 RMSEA、CFI、Mc 和 Steiger γ 这四种参数其一时估算样本量的简便公式。值得注意
的是, 上述参数间的换算关系还会受到模型本身的影响。因此, 目前学界主流建议的拟合指
数界值在不同的模型中并不等价, 这就导致了针对同一个计划模型, 采用不同拟合指数进行
先验检验力分析时, 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例如, 根据温忠麟等人(2004)的建议, 评估模型拟

合时, Mc 的建议界值为 0.85, RMSEA 的建议界值为 0.08。注意到, Mc 与 RMSEA 这两个指
数之间存在下述关系:
𝑀𝑐 = exp (−

𝑅𝑀𝑆𝐸𝐴2 ⋅ 𝑑𝑓
) .
2

此时, 对于不同自由度的模型而言, 依据这两个指标的建议界值计算出的计划样本量也有所
不同。以计划显著性水平为 0.05, 统计检验力为 0.95 的情况为例, 当模型自由度为 10 时, 根
据 Mc 和 RMSEA 计算出的计划样本分别有 77 人和 383 人; 当模型自由度为 50 时, 根据 Mc
和 RMSEA 计算出的计划样本分别有 134 人和 136 人; 而当模型自由度为 100 时, 根据 Mc
和 RMSEA 计算出的计划样本则分别有 176 人和 90 人。因此, 本文建议研究者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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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Callum 法进行先验检验力分析时, 使用多种拟合指数构建假设进行检验, 并在所有计划
样本量中选取最大值。至于拟合指数的具体选择, 可以参考温忠麟等人(2004)的研究。
5.5 评价模型拟合时的统计检验力分析与等效性检验
如前所述, 既往研究中对传统 χ2 检验的一个批评就是该检验将想要验证的假设作为零
假设, 在结果报告中又缺乏对其Ⅱ类错误发生概率的分析, 使其无法真正起到验证模型的作
用(王阳等, 2020)。而等效性检验实质上就是通过构建一个“可接受的差异”标准的方式重写
零假设, 从而将想要验证的假设重新放回了备择假设的位置, 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将等效
性检验视作一种“颠倒了 H0 与 H1 的传统 χ2 检验”
。而在零假设和备择假设均为简单假设(即
形如 θ = θ0 的假设)的假设检验中, 颠倒 H0 与 H1 后, 犯Ⅰ类错误的概率 α 和犯Ⅱ类错误的概率
β 也会随之颠倒。这意味着, 对传统 χ2 检验而言, 在进行先验检验力分析时, 若研究者参考
等效性检验中的 H0 设定 FML0 的真值(即 FML0 ≥ ε0), 并设定显著性水平为 α, 统计检验力为
1−β 计算出计划样本量 N。那么 N 同样可以保证在控制显著性水平为 β 的水平下, 对实际拟
合良好的模型(即 FML0 = 0), 采用零假设为 H0: FML0 ≥ ε0 的等效性检验进行检验时, 正确拒绝
零假设的概率为 1−α。因此, 本文建议研究者在对评估模型拟合相关的假设检验进行统计检
验力分析时, 设定不小于 0.95 的统计检验力。这样可以保障在模型拟合较差的情况下, 研究
者错误地认为模型拟合良好的可能性不高于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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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analysi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rinciples and
methods

Abstrac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atistical tools in
psychology, management and sociology. However,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ers which have used
SEM method in their studies have neglected the necessary analysis and reporting of the statistical
power of this method, which reduces the probative power of the results. In this paper,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power analysis in SEM ar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which can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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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rs to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methods of power analysis in SEM. At firs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heories of hypothesis testing in the SEM, then introduced two kinds of methods for
conducting a power analysis for SEM, after that, an actual example was demonstrated to show
how to do a power analysis in SEM, finally we have given some details about the power analysis
in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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