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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nse of national belonging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ore factor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 state.Based on the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in social statistic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sense of belonging of Arab-Israelis is conducted in this paper.First of all, the Arab-Israelis can be i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age structure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The new generation of Arab-

Israelis is about 30 years old and has a good education background. The older ones are 50 years old on 

average and with a poor education less than 10 years. Secondly, the state of national belonging of Arab-

Israelis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ate belonging of Arab-Israelis is generally good, b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generations. The sense of national belonging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ab-Israeli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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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归属感是国家认同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成立的核心因素。本文基于国际社会调

查项目国家归属感调查数据，采用K-means聚类分析方法，对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国家归属感进行定

量分析。首先，从年龄结构上对阿拉伯裔进行划分，新一代以色列阿拉伯人年龄在30岁左右，有着良

好的教育背景；而老一代阿拉伯人年龄在平均值在50岁，受教育程度一般，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10

年。其次，分析了以色列裔阿拉伯人国家归属感情况，结果显示：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国家归属感总

体状况良好，但新老两代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国家归属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新一代阿拉伯裔以色列人

的国家归属感明显高于老一代阿拉伯裔以色列人。 

关键字: 国家归属感; K-means聚类分析; 阿拉伯；以色列 

 

1. 引言 

归属感是佛洛姆氏理论中的术语，意指心理上的

安全感与落实感。归属感是与生俱来的，个体作为社

会群体的一员也会有归属感，以其文化和价值归属感

为核心[1]。国家归属感指的是源于对国家的政治、经

济、文化、传统等的认可和接受，而产生的对国家的

归属认知和感情依附。国家归属感是国家认同的重要

表现形式，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成立的核心因素。就

全球范围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否，与其国家

内部各个族群国家认同的强度有着紧密的关联性。以

色列建国以来，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人与以色列的关

系一直是中东地区的核心矛盾之一，阿以关系在中东

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是观察和理解中东国际政治的

一个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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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在国家民族认同研究领域多采用简

单的定量评价方式或描述性分析，不能对民族归属感

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个人的国家归属感是其国家

认同的一项重要表征，是基于社会背景及身份作出的

个人主观认同，但同时也受到相同或相似族群间认同

的影响。由于国家归属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研究中也存在不少使用相关性分析的研究，但该类研

究仍以定性相关性分析为主，以简单统计为辅，缺乏

数据和量化指标支持。 

随着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已

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如医学、金融、电商等。但

该种统计方法在国家归属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聚类分析是一种用于分析多变量的技术。其根据研究

对象的多样性，将其分为相对同质的群组，并依据样

品品质特性的相似程度将其聚合在一起，相似度大的

优先聚合，最终按照类别的综合性质将多个品种聚合，

进而完成聚类分析的过程[1]。 

为揭示以色列阿拉伯人国家归属的关联性，为后

续阿拉伯人国家认同研究提供直观量化的依据，结合

已有研究和数据分析，本文基于聚类分析方法提出了

以色列阿拉伯人国家归属感分析模型，以此阿拉伯人

国家归属感现状进行了定量探讨和研究。 

首先，本文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ISSP)所提供的国家归属调

查结果数据库进行了数据筛选，获得以色列裔阿拉伯

人国家归属调查问卷结果样本174条；然后，对数据集

进行预处理，重点进行了评价数据属性的有效性分析

与过滤；最后，通过K-means 聚类分析算法，基于年

龄结构及教育背景对阿拉伯裔进行层次划分，分析了

不同层面以色列裔阿拉伯人国家归属感的差异性，为

以色列裔阿拉伯人国家认同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

础。. 

2. 样本数据集 

2.1. ISSP简介 

国际社会调查项目[3]是一个跨国合作调查项目，

ISSP成立于1984年，是自发的非政府非盈利学术组织，

旨在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准化和国际化，协调跨国

跨地区的联合项目，建立共享的社科数据库。目前会

员国已经扩大到4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自2007年成为

会员国。该项目影响广泛，对跨国比较研究具有重要

价值。其中ISSP在1995、2003、2013年先后三次开展

了关于国家认同的相关调查，以色列分别在2003年和

2013年参加ISSP关于国家认同的调查研究，由于以色

列社会构成的复杂性，阿拉伯裔和犹太裔分别作为不

同的调查对象展开调查。本文采用了ISSP的2013年国

家认同模块收集的数据，该数据集来自2013年冬季在

以色列收集的数据。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从以

色列人口(居住在以色列至少一年)中选择18岁以上的受

访者。面对面的采访在他们的家中进行，采访用希伯

来语、阿拉伯语和俄语进行，时长30-45分钟。调查表

主要包括关于身份、民族自豪感和对文化多样性、移

民等的态度等项目。 

2.2. 国家归属感调查问题 

2013年ISSP以色列国家认同数据集共有368个变量，

共为174名阿拉伯裔受访者，受访者年龄分布如下图所

示。 

表 1 受访者年龄分布 

 个案数 范围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阿拉伯受 

访者年龄 
174 67 18 85 37.67 16.154 

 

 
图 1   阿拉伯受访者年龄分布直方图 

本文提取了其有以色列阿拉伯人涉及的国家归属

的调查的相关问题，得出对应聚类属性：受访者的年

龄、受教育情况以及有关国家归属的六个问题，问题

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 聚类分析国家归属感涉及问题 

问题编号 问题内容 

a How important: born in [Country]? 

b How important: have [Country Nationality] citizenship? 

c How important: living most of life in [Country]? 

d How important: able to speak [Country Language]? 

e How important: to feel [Country Nationality] 

f How important: to have [Country Nationality] ancestry 

每个问题对应选项分别为：1）非常重要；2）一

般重要；3）不是非常重要；4）一点也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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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与编码 

本文以ISSP数据作为研究基础，包含受访者的年

龄、受教育情况、国内出生重要性、国籍重要性、国

内居住重要性、能过说本国语言重要性、感觉到国籍

的重要性、拥有本国先祖的重要性。为便于后续分析，

将调查的数据结果进行预处理，，可得样本集为： 

},...,{ 11 ikiii uuuU =
  (1) 

其中， ],1[ Ni ， N 为描述集合大小，即受访

者人数， 174=N ； iku 为描述集合中第 i 个样本 iu

的第 k 个属性值。 1=k 表示受访者年龄； 2=k 表示

受访者受教育年限； 8~3=k 分别表示受访者国内

出生重要性、国籍重要性、国内居住重要性、能过说

本国语言重要性、感觉到国籍的重要性、拥有本国先

祖的重要性。 

2.3. 数据预处理 

原始数据中，国内出生重要性、国籍重要性、国

内居住重要性、能过说本国语言重要性、感觉到国籍

的重要性、拥有本国先祖的重要性均为属于文本类型，

不能被多因子分析方法[4]直接使用。因此，本文选用

One hot编码[5]将文本数据转换成数值型，如表3所示 

表 3 代码属性转换表（以 k=3 为例） 

文本类型 表格属性 数值 

国内出生 

重要性 

非常重要 0 

一般重要 1 

不是非常重要 2 

一点也不重要 3 

本文采用人工标定方法对样本集进行标定，形成

标定的数据集，来更好地评价分析模型。 

3. 基于K-means聚类分析算法的国家归属感

分析 

3.1.K-means聚类分析算法 

在上述数据预处理的基础上，将原始数据集数据

采用K-means算法进行聚类分析，其算法流程如下： 

1）将收集好的以色列阿拉伯裔国家归属特征数据

值转化为向量预先保存到文本中。 

2）构建随机质心O（中心点），并设置k=2，即

将数据集分为“老一代以色列阿拉伯人”、“新一代以色

列阿拉伯人”2个簇。随机质心O在整个数据集的边界之

内，这可以通过找到数据集每一维的最小和最大值来

完成，然后生成 0~1.0之间的随机数并通过取值范围和

最小值，以便确保随机点在数据的边界之内。 

3）基于上述初始化过程，构建K-means算法。创

建K个质心，然后将每个点分配到最近的质心，再重

新计算质心。这个过程重复数次，直到数据点的簇分

配结果不再改变位置。返回类质心与点分配结果。停

止条件为没有需要分配的任务到不同的簇，质心不再

发生变化，或者均方误差E的值下降幅度最小。E的计

算公式为： 


= 

=
K

k cx

k

k

mxddE
1

2)),((   (2) 

其中， kc 为第 k个簇； km 为簇 kc 的质心；

),( kmxd 为x和质心 km 之间的距离。欧氏距离是每

个目标点到簇中心的距离： 

22

2

2

1 )(....)()(              

,),(

knkk

kk

mxmxmx

mxmxd

−++−+−=

=
 

  (3) 

3.2.K-means聚类分析结果 

采用K-means聚类算法基于年龄大小，受教育年限

对受访者进行年龄结构划分，其结果如下： 

 

图 2 新老两代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分布对比图 

以受访者的年龄和受教育年限作为分类的质心，

第一类属于新一代的阿拉伯裔，年龄在平均值在29.67

岁，标准差为8.979岁，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其平均

受教育年限为13.65年；第二类属于老一代的阿拉伯裔，

其年龄在平均值在49.15岁，标准差为15.740岁，受教

育程度一般，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10年。 

关于新老阿拉伯人对于以色列国家归属感聚类分

析据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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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老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对社会认同的对比 

可以看出，新老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在关于国家归

属感的问题的具有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观念理解略有

不同。例如，调查项a：在以色列出生的重要性时，无

论是老一代阿拉伯裔以色列人还是新一代的阿拉伯都

认为在以色列出生是很重要的。但是，具体上还有很

大的差异性，在老一代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中只有14%

的人认为该项非常重要，但是在新一代阿拉伯裔以色

列人中，这比例高达62%。这是由于早期以色列对老

一代阿拉伯裔以色列人采取的政策缺乏公平性，导致

其遭受了一定的不平等待遇。随着以色列对阿拉伯裔

以色列人的政策缓和，新一代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国

家归属感也随之增加。对于问题c：在以色列居住时间

的重要性是，新老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对于此反馈的

差异性显著。在老一代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中，36%的

受访者认为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以色列是重要

的，45%的受访者认为其不是那么重要，此比例占老

一代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绝大部分。而在新一代阿拉

伯裔以色列人中，79%的新一代阿拉伯受访者认为在

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以色列是重要的，认为不那

么重要的比例只有可怜的14%。这一组数字的对比充

分表现出以色列阿拉人更加倾向于在以色列生活居住，

也说明了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国家归属感的显著提升。

调查问题e：感觉到以色列国籍的重要性时，在老一代

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有75%的老一代受访者认为该项目

是比较重要的，而在新一代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中这一

比例降到了52%，另外有31%的新一代阿拉伯裔以色列

人认为感受到以色列国籍不是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问题f：拥有以色列祖先的重要性时，无论是老一

代还是新一代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

为拥有以色列祖先是不重要的，这也说明阿拉伯裔以

色列人即使生活在以色列境内，仍然保持着对自己的

阿拉伯祖先的强烈的认同感。 

4. 结论 

本文基于聚类分析对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国家归

属感进行了定量分析，首先，从年龄结构上对阿拉伯

裔进行划分，新一代以色列阿拉伯人年龄在30岁左右，

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而老一代阿拉伯人年龄在平均

值在49.15岁受教育程度一般，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

10年。其次分析了以色列裔阿拉伯人国家归属感情况，

结果显示：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国家归属感总体状况

良好，但新老两代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国家认同程度

存在明显差异。新一代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国家认同

明显高于老一代阿拉伯裔以色列人，这表明以色列国

家认同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鉴于阿拉伯裔以色列

人身份的特殊性，这种国家认同将来还会随着以色列

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从而影响以色列

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乃至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和

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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