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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情绪特性测评工具的编制
及其在 ５８３１ 名大中小学生测评中的应用*
卢家楣 **

陈念劬

(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

在气质情绪特性理论框架下，编制《青少年儿童气质情绪特性问卷》，并对小学至大学共 5831 名学生的气质情绪特性进

行调查。结果发现：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各学段女生情绪产生的速度都要快于男生；小、初、高三学段与大学阶段相比，
情绪变化速度更快且更外显；本科生比专科生情绪更外显且更易控；文科生比理科生对情绪更敏感、产生强度更强、产生速度更快、
变化速度更快且更外显。此研究为深入探索个体的情绪特征，拓展了新视野。
关键词 气质 情绪 气质情绪特性 问卷调查

１

引言
气 质（temperament） 是 人 以 同 样 方 式 表 现 在

各种活动中的典型、稳定的心理活动特点（朱智
贤 , 1989）。气质是先天形成的，受神经系统活动
过程的特性所制约，属人格的组成部分（彭聃龄 ,
2001）。个体早期的气质差异，对其之后的性格
形 成（Caspi, 1998）、 行 为 调 节（Bates, 2001）、
认知发展（Hongwanishkul, Happaney, Lee, & Zelazo,
2005）、学业成就（Posner & Rothbart, 2007）以至
亲子关系的处理（Wachs, 2006）等都有重要影响。
气质虽是先天形成的，具稳定性，但现代神经科学
和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环境和经验对气质表现也
有很大作用（Kagan, 2010）。因而，气质的前因与
后效决定，其仍是人格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领域。
在气质这一人格特质中，情绪性占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它仿佛使个人的全部心理活动特别是
典型的情绪反应，染上了独特的色彩”（黄希庭 ,
2007）。然而，在我国现时的气质理论及其应用中，
对气质的心理特性的情绪方面则缺少应有的重视，
以致对气质的重要方面——情绪特性的研究，既无
专门的测评工具，也没相应的群体调查，甚为憾事。
鉴此，我们以“气质的情绪特性”理论框架（卢家楣 ,

1995, 2000）为基础，结合实践编制了《青少年儿童
气质情绪特性问卷》，并对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的
青少年学生的气质情绪特性进行了现状调查，试图
为探索青少年情绪特征，拓展新的视野，进而为青
少年情感素质结构的丰富提供了可能性。

２

气质情绪特性指标测评工具的建立

２.１ 气质的情绪特性指标的构建
气质的情绪特性是指一个人的气质在情绪方面
的特性反映，也就是反映一个人在气质上的情绪性
表现。我国对气质的情绪特性的认识受前苏联心理
学的影响较大，以致在 Pavlov（1928）对高级神经
活动基本特性研究基础上，提出气质的心理特性指
标（感受性、耐受性、反应速度、灵活性、情绪兴
奋性、可塑性和内外倾向性等）时，涉及情绪特性
的指标只有 1 个，那就是“情绪兴奋性”。这对个
体丰富的气质的情绪特性的反映是不够的。如，一
个人的情绪是否易于激动，是否易于控制，是否易
于外显，是否敏感，是否稳定等，无法仅用一个指
标来反映人在各方面表现出的气质的情绪特性。其
实，细析“情绪兴奋性”，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成分，
而是一个具有复合内涵的概念，其出于神经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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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奋性”术语，与心理学中的“唤醒”（arousal）

性则反映一个人情绪兴奋的自我控制的程度，例如，

术语密切相关，
是反映情绪性的最本质的属性。
因此，

有人易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有人则不易；情绪兴奋的

可作为反映气质情绪特性的一级指标，下辖二级指

外显性反映一个人情绪外显的强弱差别，例如，有人

标，如情绪兴奋敏感性、情绪兴奋强度等。

易喜形于色，有人则不易。这种来自现实生活中的现

另 一 方 面， 早 在 18 世 纪 哲 学 家 康 德（Kant,

象学归纳，揭示了青少年情感中源于气质方面的稳

1912）将 Hippocrates-Galen 的四种气质类型分为情

定性，不仅为气质的情绪特性指标的测评及其相应

绪性和活动性两种，现代心理学家 Goldsmith 等人

工具编制提供了客观依据（卢家楣 , 1995, 2000），也

（1987）也将气质特点分为行为和情绪两个维度。

为青少年情感素质结构的丰富提供了可能性（卢家楣 ,

更有人认为将气质所表现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面

2009）。

的稳定的动力特征，归纳为积极性和情绪性两方面：

２.２ 《青少年儿童气质情绪特性问卷》编制

积极性表现在心理过程进行的速度和强度，表现在

２.２.１ 编制问卷题项

运动的灵活性或反应的快慢上；情绪性表现在不同

在文献分析基础上，根据相关量表和开放式问

程度的情绪的兴奋性上，表现在人的情绪的发生的

卷调查的结果，征求在校学生（小学至大学）的意见，

速度、强度和感受性上（克鲁捷茨基 , 1984）因此，

结合青少年的现状，集体讨论，反复推敲，最后得

以往心理学归纳出来的诸如感受性、耐受性、反应

到包含 81 个题项（2 道测谎题）的初始问卷。问卷

速度、灵活性、内外倾向性、可塑性等气质的心理

采用 6 点量表计分法，6 个等级依次为：
“不符合”、
“有

特性，不应只是反映气质的活动性一面，也应反映

点符合”、“较符合”、“较多符合”、“大多符合”

气质的情绪性一面，从而达到两者的有机联系。

和“完全符合”。问卷编制完成后，请从事发展教

因此，我们根据客观存在的气质的情绪特性来

育心理学研究的专家、博士生进行讨论，对问卷的

丰富原来的“情绪兴奋性”内涵，形成情绪兴奋的

内容、恰当性、可理解性与科学性进行评估检验，

敏感性（感受性）、情绪兴奋的强度（耐受性）、

删除意义表达不明确、语词晦涩难懂以及表达抽象

情绪兴奋的速度（反应速度）、情绪兴奋的变化速

的条目，并合并重复条目，最终形成由 69 个题项组

度（灵活性）、情绪兴奋的易控性（可塑性）、情

成的预试问卷。

绪兴奋的外显性（内外倾向性）等二级指标，并与

２.２.２ 研究对象

气质的活动性指标相对应联系，从而构成气质的情

２.２.２.１ 试测对象

绪特性系列指标，其内涵分述如下：

此对象用于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随

情绪兴奋的敏感性反映一个人产生情绪兴奋的

机抽样方法，选取上海的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各

难易差别，例如，有人稍有刺激就会产生情绪，有

2 所，学生 400 名作为预测样本。回收有效问卷 370 份，

人则不会；情绪兴奋的强度反映一个人情绪兴奋的

有效回收率为 92.50％。样本分布情况见表 1。

大小差别，例如，有人受刺激会产生强烈的情绪，

２.２.２.２

有人则不能；情绪兴奋的速度反映一个人情绪产生

正式施测对象

此对象用于问卷信效度检验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所需时间的长短差别，例如，有人情绪发生很快，

选取上海的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各 1 所，学生

有人则不快；情绪兴奋的变化速度反映一个人不同

300 名作为正式施测样本，回收有效问卷 284 份，

情绪之间或同一情绪不同程度间变化的快慢，例如，

有效回收率 94.66％。样本分布情况见表 2。

有人情绪转变很快，有人则很慢；情绪兴奋的易控

２.２.３

问卷的编制过程

表 １ 正式施测样本分布情况（ｎ ＝ 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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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２.３.１

理

科

学

正式施测样本分布情况（ｎ ＝ ２８４）

项目分析

素中，
某一个题项在意义上明显与其他题项有差异）
。

采用 SPSS 19.0 对数据进行处理。对预测问卷

如此反复，逐步删除，直至结果符合统计学要求。

测验数据进行项目分析。按被试各分问卷的总分进

最后形成由 35 道题项组成的正式问卷，6 个因子分

行排列，取其中前 27% 作为高分组，后 27% 作为

别为情绪兴奋的敏感性、强度、速度、变化速度、

低分组，删除高分组和低分组在各个项目上分数差

易控性和外显性，解释率为 8.60%~11.28%。

异不显著的题项，剩余 58 题。

２.２.３.３

２.２.３.２

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 AMOS17.0 对数据进行处理。将理论推导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剩余题项组成的问卷测验数据进行 Bartlett

所得到的六因素模型作为初步统计模型，对正式施

球形检验和 KMO 检验，Bartlett 球形检验统计量为

测的 284 份问卷分维度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最终

5138.10，KMO=.85，ps < .001。然后采用主成分分

形成了 35 个项目的青少年儿童气质情绪特性评定问

析和方差最大化的正交旋转进行因素抽取。按特征

卷。各项统计指标见表 3。

根大于 1 的标准进行提取，剔除不适合的题项（在

２.２.３.４ 信度检验

两个及两个以上因素上有载荷且载荷之间的差值小

本问卷中情绪兴奋的敏感性、强度、速度、变

于 .20 的题项；因素负载小于 .30 的题项；在一个因

化速度、易控性和外显性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

表３

青少年儿童情绪气质特性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

为 .92、.89、.91、.91、.94 和 .85； 分 半 信 度 分 别

性——情绪兴奋的敏感性；耐受性——情绪兴奋的强

为 .91、.88、.91、.92、.94 和 .86；两周后再测，重

度；反应速度——情绪兴奋的速度；灵活性——情

测信度分别为 .82、.87、.86、.79、.88 和 .84。

绪兴奋的变化速度；可塑性——情绪兴奋的易控性；

２.２.３.５ 效度检验

内外向性——情绪兴奋的外显性。气质量表的四种

探索性因素分析与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

气质类型与六种气质情绪特性的对应关系如表 4。结

本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问卷的编制结合了开

果显示，气质情绪特性各因子与相应气质类型间具

放式访谈与专家评定，兼顾了青少年和儿童的实际

有中等程度的相关，相关系数为 .38~.62，ps < .001。

情况，从而保证其良好的内容效度。
以陈会昌气质量表为效标进行分析，陈会昌气
质特点与气质情绪特性的对应关系总结如下：感受
表４

３

气质情绪特性的现状调查

３.１ 调查实施

陈会昌气质量表四种气质类型与六种气质情绪特性的对应关系

注：“+”表示敏感、强度大、速度快、变化速度快、易控、外显；“-”与之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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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最终形成的《青少年儿童气质情绪特性问

此调查样本较大，微小数据差别也会造成显著

卷》对上海地区小学至大学共 9 所学校 5831 名学生

差异而致误判，故采用“效应量”指标（该指标不

（有效数据）进行调查。其中，男生 2862 人，女生

依赖样本大小而能反映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联强度）

2969 人；小学 823 人（四年级 449 人、五年级 374

来检验数据差异的实际意义（Cohen, 1988）。对独

人）；初中 1386 人（六年级 395 人、七年级 362 人、

立样本 t 检验的效应量的估计通常用 d 值，Cohen

八年级 296 人、九年级 333 人）；高中 920 人（高

（1988）给出的估计 .20、.50 和 .80 在行为科学中

一 309 人、高二 317 人、高三 294 人）；大学 2702

分别对应于小、中和大的效应量。方差分析的效应

人（大一 405 人、大二 374 人、大三 386 人、大四

量通常用 η 2 度量，Cohen（1988）约定小、中和大

389 人，专一 390 人、专二 378 人、专三 380 人）。

的效应量的 η 2 分别对应着 .01、.05 和 .12。本研究

其中，大学生中文科 1094 人，理科 540 人（因专科

仅对 d >.20 或 η 2>.01 的情况进行显著性分析。

学校仅文科和工科，故理科人数较少），工科 1068 人。

分别以气质情绪特性的六个因子的平均得分为

年龄跨度为 9~24 岁。

因变量，性别和学段（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３.２ 调查结果

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情绪兴奋

３.２.１ 气质情绪特性的性别、学段差异

的敏感性、强度和易控性三个因子上，均不存在

表５

气质情绪特性各因子的性别差异（分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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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性别和学段差异，也无性别和学段的交互作用，
2
s

Fs <25.01，η <.01。
在情绪兴奋的速度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F =157.88，p <.001，η 2=.03；但学段差异不显著，
F =10.90，p <.001，η 2<.01；性别和学段的交互作用
也不显著，
F =8.91，p <.001，η 2<.01。进一步分析发现，
表６

科

学

女 生 的 情 绪 兴 奋 速 度 显 著 快 于 男 生，t =-13.88，

p <.001，
d =.37（表 5）。在情绪兴奋的变化速度因子上，
存在显著的学段差异，F =68.67，p <.001，η 2=.03；
但 性 别 差 异 不 显 著，F =2.58，p =.11，η 2<.01； 性
别和学段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 =17.21，p <.001，
η 2<.01。进一步分析发现，大学阶段学生的情绪兴

气质情绪特性各因子的学段差异

奋的变化速度显著小于其它三个学段，ps <.001（表

结果表明，本科生在情绪兴奋的易控性、外显性上

6）。在情绪兴奋的外显性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学段

的得分显著高于专科生（表 7）。

2

差异，
F =174.00，p <.001，η =.08；但性别差异不显著，

３.２.３ 不同专业大学生气质情绪特性的差异

2

F =3.54，p =.060，η <.01；性别和学段的交互作用
也不显著，F =22.00，p <.001，η 2=.01。进一步分析
发现，大学阶段学生的情绪兴奋的外显性显著小于
其它三个学段，ps <.001（表 6）。
３.２.２ 本科、专科大学生气质情绪特性的差异
分别以气质情绪特性的六个因子的平均得分为
因变量，
本科、
专科生为自变量，
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
表７

分别以气质情绪特性的六个因子的平均得分为
因变量，专业（文科、理科）为自变量（工科人数较少，
划入理科范畴），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文科生在情绪兴奋的敏感性、强度、产生速度、变
化速度和外显性上均高于理科生（表 8）。

４

讨论

本科、专科大学生气质情绪特性的差异

表８

大学生气质情绪特性的专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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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脑活动层面则表现为女性信息加工速度更快

我 们 对 气 质 情 绪 特 性 的 因 子 划 分 与 Strelau

（Collignon et al., 2009; Montagne et al., 2005），注意

（2008）的气质调节理论（RTT, regulative theory of

资源卷入更多（Bourne & Maxwell, 2010），神经网

temperament） 最 为 相 似。 该 理 论 脱 胎 于 对 Pavlov

络的激活更强（Hofer et al., 2006）等。总之，情绪

（1928）对高级神经活动基本特性的解释，将气质

产生速度上的性别差异，可能与男女大脑在功能及

划分为坚持性（persistence）、活泼性（briskness）、

结构上的差异（Gur, Dixon, Bilker, & Gur, 2002; Paus

感 觉 敏 感 性（sensory sensitivity）、 情 绪 反 应 性

et al., 2010; Perrin et al., 2009），以及荷尔蒙水平变

（emotional reactivity）、 活 动 性（activity）、 持 久

化的差异有关（Altemus, 2006; Derntl et al., 2009）。

性（endurance）六个方面，其内容恰与我们的气质

在情绪兴奋的变化速度和外显性上，在进入大

情绪特性六个因子呼应（Strelau, 2008）。但气质调

学阶段后会发生质的变化。在大学阶段，学生情绪

节理论更多强调的是行为特点，对情绪特点的描述

兴奋的变化速度和外显性显著低于其它三个学段。

只是零星的掺和在行为特点之中。我们所做的就是

气质同时具有稳定性和发展性，传统气质研究更重

将气质的情绪特点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完成的体系，

视气质的稳定性，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个体成长

以扭转以往气质研究中对情绪方面的忽视。

中气质具有跨时间、跨情境上的变化可能性（刘文 ,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对气质情绪特性结构的系

张珊珊 , 陈亮 , 杨丽珠 , 2014）。刘文（2010）发

统性研究，但以气质的某些情绪特性为对象的研究

现，气质的情绪性、社会抑制性、反应性、专注性

却也不少。以情绪的敏感性为例，研究都发现那些

均具有年龄差异，但各因子发展变化的速度不同。

经历过更多拒绝、感到更加孤独的成年人的情绪敏

Ekman 和 Friesen（1969）提出情绪表达规则的概念，

感性会有所提高（Chango, McElhaney, Allen, Schad,

用于解释真实情绪体验与外在情绪表达不一致的现

& Marston, 2012; McLachlan, Zimmer-Gembeck, &

象，并认为情绪表达规则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获得

McGregor, 2010; Zimmer-Gembeck, Trevaskis, Nesdale,

的。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文化的规则要求人们谦让

& Downey, 2014）； 同 龄 的 年 轻 人 中， 权 利、 地

和克制、隐藏强烈的情绪、保持冷静（Soto, Lee, &

位更高的人情绪敏感性越低（Frick & Morris, 2004;

Roberts, 2016）；过度表达积极情绪可能会伤害人

Hawley, Little, & Card, 2007）；具有关系攻击性且情

际关系（桑标 , 邓欣媚 , 2015; Deng, Sang, & Luan,

绪敏感的女生更容易在将来成为关系攻击中的受害

2013; Sang, Deng, & Luan, 2014），消极情绪的自由

者（Zimmer-Gembeck & Duffy, 2014）。

表达也可能造成人际和谐的短暂破坏（Soto et al.,

本研究将气质情绪特性变化分变化为 6 个因

2016）。因此，随着社会化的进程，个体越来越倾

子——情绪兴奋的敏感性、强度、速度、速度、易

向于抑制情绪的表达（周婷 , 王登峰 , 2012; Chiang,

控性和外显性，获得测量检验上的支持，进而编制

2012; Wei, Su, Carrera, Lin, & Yi, 2013），这在气质的

的
《青少年儿童气质情绪特性问卷》
具有较高信效度，

情绪特性上则表现为外显性的下降。相应的，高频

能成为这方面的测量工具。

率和高程度的情绪压抑使个体需要花费更多的经历

４.２ 气质情绪特性的性别、学段差异

和时间进行情绪调节，从而使情绪兴奋的变化速度

本研究就小学四年级至大学四年级共 5831 名学
生的气质情绪特性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初步分析了

也有所下降。
４.３

本科、专科生气质情绪特性的差异

不同性别和学段对学生的气质情绪特性各因子的影

研究结果显示，本科生情绪兴奋的外显性和易

响。结果发现，在情绪兴奋的速度上，普遍存在女

控性都显著高于专科生，但在其余各维度上均无差

生快于男生的现象。跨文化研究表明，人们普遍认

异。本科教育与专科教育的生源存在一定的差异。

为女性比男性更情绪化。Grossman、Wood（1993）

相对来说本科学生学习基础较好，学习态度较积极

曾以 5 种不同的情绪（恐惧、悲伤、愉悦、喜爱和

乐观，自我控制能力也更强。而就专科学生而言，

愤怒）为材料进行对比实验。发现女性在除愤怒外

他们的学习能力相对不足，容易懈怠，自我控制能

的其余 4 种情绪上比男性更频繁地体验到情绪且体

力也相对较弱。此外，本科教育往往偏重学术教育，

验更强烈。此外，女性具有情绪识别优势。这在行

而专科教育则偏重实用技能（李俊义 , 2010）。大

为上表现为女性对情绪内容能更快速、准确的识别；

学入学前的生源差异和大学入学后的学校教育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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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用使本、专科学生呈现出情绪兴奋的外显性和

情绪的变化速度更快且情绪更为外显；本科生比专

易控性的差异。外显性上的差异，可能与本科生的

科生情绪更外显且更易控；文科生比理科生对情绪

自信尤其是学业自信高于专科生有关（郝丽珍 , 刘

更敏感、产生情绪强度更强、情绪产生速度更快、

国梁 , 2012; 杨勇 , 2009）。而易控性上的差异，如

情绪变化速度更快且情绪更外显。

前文所述，
部分源于入学前自我控制能力上的差异，

本研究为气质情绪特性理论提供实证支撑，为

部分则源于入学后的教育。本科教育可能使其更加

深入探索青少年的情绪特征，进而丰富情感素质机

理性、自律，表现在气质的情绪特性上就是易控性

构，拓展了新的视野。

的提高。
４.４ 不同专业大学生气质情绪特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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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asuring Tool for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5831
Students from Primary Schools to Colleges
Lu Jiamei, Chen Nianqu
(Educational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emperament is a controversial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and widely used in many fields such as childhood, adult, clinics, health and

education. The current theories and its applications of temperament in our country seem to ignore the emotional aspects of temperament’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re was neither measurement tool nor relevant research to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ment. As a result, we developed the
questionnaire on children’s and adolescents’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ment and administered it to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Shanghai.
We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original “emotional excitability” of temperament, formed the six secondary indexes and named them as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ment. The six secondary indexes were as follows: (1) Sensitivity of emotional excitability, (2) Strength of emotional
excitability, (3) Generation speed of emotional excitability, (4) Changing speed of emotional excitability, (5) Controllability of emotional excitability
and (6) Explicitness of emotional excitability. These indexes were corresponding to the a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ment. The connotations
of these indexes were mentioned below: (1) Sensitivity of emotional excitability reflected people’s difficulty difference of emotion generation; (2)
Strength of emotional excitability reflected people’s strength difference of generated emotions; (3) Generation speed of emotional excitability reflected
people’s speed difference of emotion generation; (4) Changing speed of emotional excitability reflected people’s changing speed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emotions or different emotion degrees; (5) Controllability of emotional excitability reflected people’s controllability difference of emotions; (6)
Explicitness of emotional excitability reflected people’s explicitness difference of emotions.
The questionnaire was administered to 5831 students from Shanghai, includi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fourth-grade and fifth-grade), junior
school students,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undergraduates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questionnaire meets the criteria of an effective measurement tool and serves as an original investigative tool for
affective diathesis of college students. (2) In every schooling stage (primary school, junior school, senior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emotion generation
of females was faster than males. (3) Emotion changing speed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junior school students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as faster than that of undergraduates; and emotion was more explicit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junior school students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an for undergraduates. (4) Emotion was more controllable and more explicit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han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5)
Emotional excitability of art students was more sensitive, stronger, faster, changing faster and more explicit than those of science students.
All in all, temperament is neither good nor bad, which also applies to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ment. But knowing one’s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ment conveniently and accurately can lead us to give more targeted help and build more effective com
munication with him/her. From this study, we know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ment hav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In addition, knowing students'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ment may also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heir career choice and future
plan.
Key words temperament, emotion,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ment, questionnai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