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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体将注意力集中在自我身上，激活自我陈

述，并将情绪诱发事件与这些自我陈述联系起来时，

就会引发自我意识情绪（包括自豪、羞耻、内疚和尴

尬）[1]。自豪则是个体把成就或积极事件归因于个

人能力或努力的结果时产生的一种积极的主观情绪

体验[2]。它具有鼓励个体遵循个体和社会行为标准

的作用，不仅可以增强个体的自我价值，同时维持甚

至提高个体的社会地位[3]。

在过去的十年中，关于自豪研究的结果表明，自

豪是一种具有心理重要性和进化适应性的情绪 [4-

7]。一方面，自豪体验会加强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利

他主义）和适应行为（成就）：个体自豪的表达可以将

个体的成功事件传达给他人，从而提高个体的社会

地位；而个体自豪的主观体验，能够增强个体产生自

豪情绪、提高自尊和向他人传达自己值得更高地位

等行为，即伴随具有社会价值的成功事件，个体的自

豪体验有助于维护和促进个体的社会地位和团体接

纳[8]。另一方面研究发现，自大自豪与自恋相关，可

能与个体的攻击性、敌意、人际问题、关系冲突以及

一系列的适应不良行为相联系[9-12]，如个体在面对自

我威胁刺激时，自豪体验的缺失是激发个体侵略性

和其他反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之一[9]。同一情感为

什么会存在拮抗作用呢？有学者提出可能存在两种

或两种以上自豪情绪的观点 [3]。基于此，Tracy和
Robins提出了由不同的认知过程引起的真实自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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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编制一个适用于测量中国青少年自豪水平的工具。方法：①采用开放式问卷收集学生的自豪事件；

再用内容分析法对收集到的事件进行评估、编码、量化，探讨引起青少年自豪的事件类型及特点；②以自豪两因素模

型作为理论基础，以收集到的自豪事件作为项目编写基础，采用场景反应量表的形式编制题目并进行初测；③根据

开放式问卷的结果，初测的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对项目进行删减，形成正式量表；④对792名中学生正

式施测，进行信度、结构效度检验，并以自尊量表作为预测变量探讨其校标效度。结果：①量表包含两个维度3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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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析表明量表结构效度良好；④以自尊量表作为效标，系数为0.406，表明效标关联效度良好。结论：该量表是测

量我国青少年自豪水平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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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Develop a useful tool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pride of Chinese adolescents. Methods: ①Collect⁃
ed the self-reported pride induced events of students by the open questionnaire and used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evaluate, code and quantify the collected events and discussed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at. ②Took the two-factor
model of pride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the pride events collected as the foundation for subject development, the items
were developed in the form of Scenario-based scales and the preliminary test was conducted. ③After further abridgement
and modification basing on the results of preliminary test, item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formal questionnaire
were formed. ④The formal test was conducted on 792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calculate the reliability and structure validi⁃
ty, furthermore, the Self-Esteem Scale was chosen for criterion validity. Results: ①The scale had 2 dimensions and 34
items. ②The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s of the scale and all sub⁃scales were ranged from 0.876 to 0.912, and the test-re⁃
test reliabilities were between 0.780 to 0.845. ③The scale was confirmed b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it had good
construct validity. ④Took The self-esteem scale as the criterion, the calibration coefficient was 0.406, and the criterion va⁃
lidity was satisfactory. Conclusion: This scale is an effective tool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pride of Chinese adolescents.
【Key words】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Pride Scale; Reliability;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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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自豪的理论模型，并且认为个体的归因方式是

区分两类自豪的关键[13]。具体来说，当个体做内部

的、不稳定的、可控的归因时，会引发个体的真实自

豪，是个体对自己具体成就的积极评价（我“做”的很

好）[3]，而关于整体自我的自大自豪，则是个体做内

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归因的结果，是个体将成就

归功于其完美自我（“我”做的很好）[14]。由此看来，

自豪这种情感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关于自豪的测验工具，目前国内仅有杨玲等人

在 Tracy和 Robins所编制的《The Authentic and Hu⁃
bristic Pride Proneness Scales》基础之上修订的中文

版《真实自豪与自大自豪倾向量表》[2]。该量表，1）
属于形容词评定量表，要求被试具备较好的语言能

力，且会引发被试对整体自我进行评估以及防御性

反应偏差；2）修订的量表中有关文化对于情绪表达

的影响考虑较少。如有研究表明，集体主义文化下

的个体与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个体在情绪表达上存在

显著差异：个人主义文化中（如澳大利亚、荷兰、美国

等），自豪是一种被高度评价和追求的情感；相反，在

集体主义文化中（如中国、西班牙和日本等），自豪却

往往被视为负面的、不良的情感。此外，该修订量表

探讨的是大学生的自豪特点，相对而言，中学生的心

理和生理与之差异较大，因此需编制有针对性的测

评工具来研究中国中学生的自豪。基于此，本研究

以Tracy和Robins提出的自豪两因素模型理论为基

础[15]，先用质性研究方法收集引发青少年自豪的前

因事件，再在此基础上编制与验证青少年自豪量表。

1 青少年自豪的前因事件

1.1 目的

收集被试自我报告的自豪事件，为《青少年自豪

量表》的编制提供自豪产生的前因事件及其主体和

类型。

1.2 方法

1.2.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取样的方式在天津、江

苏和云南 3所中学中发放 150份纸质开放性问卷，

请被试回忆曾经体验过的自豪事件。共收集127份
有效自豪事件描述，有效回收率为84.67%。其中初

中生 74人（58.3%），高中生 53（41.7%）；男生 41人

（32.3%），女生86人（67.7%）。

1.2.2 编码方法 参考Tangney自等我意识情感测

验的编制方法[16]，对收集到的青少年自豪事件进行

评估、编码、量化和归类。

首先，采用内容分析法，编制自豪事件类型编码

手册，对自豪事件进行整理归类。编码手册包含指

导语、模块一和模块二。模块一是对事件的主体进

行评估分类，分为个体、他人及团体；模块二是对事

件类型进行评估分类，事件类型参考Tracy和Robins
的研究[1]，同时考虑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更

倾向报告集体自豪，因此将事件类型划分为成就（包

括学业、能力，例如学校/等级考试等学术相关事件/
行为以及目标、期望的达成）、运动（包括体育方面的

奖项、成就、目标的达成）、道德（包括涉及道德行为、

道德规则、道德品质、遵守道德/社会规则的事件）、

家庭（包括涉及父母亲、兄弟姐妹、亲戚的事件）、人

际（包括涉及男女朋友、伙伴、同学、老师，除了家庭

成员以外的任何人的事件）和其他共六大类。

其次，由两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编码员。

在正式编码前，仔细阅读编码手册，并接受编码培

训，对编码内容的认同度达 85%以上。正式编码过

程中，采用Likert 5点评分方式对每个事件描述从上

述事件类型中得出一个分数评定，1=完全不是，5=
完全是。完成对每项的事件类型分数评定后，编码

员需从总体上对事件进行评价，将其归入某一事件

类型。

1.3 结果

1.3.1 编码员信度检验 参考 Stephen等人提出的

简单一致性[17]，即两名编码员一致判断占总的判断

的百分比进行信度检验。结果表明，主体类型的简

单一致性为 95.3%，事件类型为 93.7%，各具体事件

类型(成就、运动、道德、家庭、人际及其他）一致性分

别为 74.0%、97.6%、91.3%、89.0%、74.0%和 96.9%，

平均为88.975%。Cronbach α系数结果表明，主体类

别的α系数为0.942；事件类型的α系数为0.943；各具

体事件类型的α系数在 0.799-0.975之间，平均为

0.914。
1.3.2 青少年自豪事件类型 对事件主体进行分

析的结果显示，相对于其他事件主体来说个人事件

更多地引发自豪，频次比率达到了80%以上；事件类

型的结果为，青少年自豪更多来自成就事件，其次为

家庭事件、人际事件、道德事件，运动和其他方面较

少，结果见表1。
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不同性别、年级青少年

的自豪情绪事件类型特点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均无

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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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引发青少年自豪事件的主

体及事件类型频次及百分比率

2 青少年自豪量表的编制

2.1 项目编制

以自豪两因素模型作为理论基础，在前因事件

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参考Tangney[16]编制的TOSCA量

表，采用场景反应量表的形式进行量表编制。初拟

预试场景40个，预试项目80个，其中真实自豪项目

40个和自大自豪项目 40个，交由 10名心理学专业

工作者对初始量表从内容适当性、题目的思想性以

及表达的清晰性等方面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初始量

表的编制符合项目编制原则。

量表采用Likert5点计分方式。作答时，要求被

试根据场景描述，回想相似的经历或想象此刻正处

于该情境中，根据每个场景下体现真实自豪和自大

自豪的两个项目与自己的符合程度，对每个项目进

行符合程度评估。采用 1-5级计分，“完全不可能”

记1分、“完全可能”记5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试从

该场景体验到的该类型自豪程度越强。

2.2 量表的初测

2.2.1 被试 在河北、重庆和广东发放 400 份问

卷，获得有效问卷 335 份，有效率为83.75%。其中，

初三学生 78人（23.3%），高一学生 46（13.7%），高二

学生 140人（41.8%），高三学生 71人（14.1%）；男生

170人（50.7%），女生165人（49.3%）。

2.2.2 项目分析 按项目总分高低排序，选择总分

两端各 27%的被试，对高低两组被试在每一题得分

均数上的差异进行检验，各项目均达到显著水平。

采用题总相关检验，并经反复斟酌题项含义后，剔除

19个总相关系数低于 0.4 的题项。

2.2.3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对数据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示，KMO 值为 0.925；
Bartlett球形值为 9422.734，P<0.001，适合进行因素

分析。基于研究理论假设，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

2个共同因素，特征根分别为 16.700、4.909，分别解

释总体方差 27.377%、8.048%，2个共同因素累计贡

献率为 35.425%。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

转轴后2个共同因素的特征值分别为12.180、9.430，
分别解释总体方差19.967%、15.459%，2个共同因素

累计贡献率为35.425%。

经探索性因素分析，初步确定青少年自豪量表

结构为一个包含两个分量表，17个场景描述、34个
项目的量表。17个场景描述中包括成就场景11个、

人际场景3个、道德场景2个、家庭场景1个；每个场

景下均包含真实自豪和自大自豪的选项，即真实自

豪选项17个、自大自豪选项17个。

2.3 量表的正式施测

2.3.1 对象与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抽取河

北、北京、武汉、广东、福建五个省市的 900 名中学

生，发放自编青少年自豪量表及由 Rosenberg 于

1965年编制、孙钦玲于 2007年修订的自尊量表 [18]，

收回有效问卷792份，有效回收率为88%。其中，初

二学生439人(55.4%)，高二学生353人(44.6%)；男生

358人(45.2%)，女生434人(54.8%)。正式施测1周后

在其中一所学校对71名学生进行重测，收回有效问

卷66份。其中男生32人，女生34人。

2.3.2 结果 信度检验：通过Cronbach α系数考察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求得总量表的α系数为

0.908，真实自豪为0.877，自大自豪为0.884。重测信

度总量表为 0.805，真实自豪为 0.845，自大自豪为

0.780。
效度检验：首先，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来考察量

表的结构效度，建立模型，见图1 和表2。

图1 青少年自豪量表的双因素模型

表2 青少年自豪量表模型的拟合度指标

其次，维度与总分的相关结果见表 3。青少年

自豪量表中，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36，与

χ2（P）
1880.35(0.000)

df
526

χ2/df
3.57

RMR
0.053

RMSEA
0.060

NFI
0.920

NNFI
0.940

CFI
0.940

IFI
0.940

事件主体

事件类型

个人

他人

团体

成就

人际

家庭

道德

运动

其他

编码员1（%）
82.7
6.3

11.0
48.8
18.1
15.0
12.6
3.1
2.4

编码员2（%）
85.0
3.1

11.8
44.9
18.9
15.0
15.0
3.1
3.1

统一N（%）
109(86.0)

4(3.3)
14(10.7)
61(47.9)
24(18.5)
18(14.3)
17(13.4)
4(3.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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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的相关分别为 0.828、0.865。表明结果良好。

再次，以自尊量表作为效标进行效标关联效度分析

结果见表3。
表3 青少年自豪量表及与自尊量表的相关

由表 3可知，自豪与自尊显著相关，这与 Tracy
和Robins在探讨自豪和人格之间的关联时的结论

一致；并且自尊与自大自豪二者相关系数较大。

4 讨 论

4.1 青少年自豪量表编制方法的特点

自豪的确是一种具有心理重要性和进化适应性

的自我意识情绪。先在中学生中收集自豪的前因事

件，再参照 Tracy和Robins的场景反应法编制量表
[6]，所编制的量表符合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的

实际情况。同时，与参照同一理论，但采用形容词评

定量表法编制的《真实自豪与自大自豪倾向量表》相

比，场景反应量表在测量自我意识情绪中，存在多方

面的优点。Tangney等人认为[17]，采用形容词评估量

表的形式测量内疚和羞耻自我意识情绪时，容易出

现被试混淆或无法正确理解“内疚”和“羞耻”这两个

抽象概念的情况。而场景反应量表的选项，是通过

能体现不同自我意识情绪的情感、认知和行为特点

描述，让被试正确地评估其情绪体验，有效地避免形

容词评估量表的局限。

其次，相比形容词评估量表，场景反应量表较少

引发被试防御性反应偏差。例如Harder和 Lewis[19]

采用由Harder[20]编制的基于形容词评估的个人情感

问卷测量被试的羞耻，要求被试报告其体验羞耻情

绪的频率或强度，部分被试出现否认体验羞耻情绪

的防御性行为。场景反应量表则能有效地降低引发

被试的防御性反应的程度，因为相对于让被试直接

报告“我感觉很内疚”而言，被试更愿意报告“我会反

复思考我做错的地方，想着如果再细心点，也许能避

免犯这个错误了。”

4.2 青少年自豪量表的心理测量学指标分析

该量表在编制成之后先后进行两次采用多种方

法考察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就信度而言，无论是内

部一致性信度、维度之间和维度与总分之间的关系，

以及时间稳定性方面的考察，该量表均具有较高的

信度。就效度而言，两次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自豪的两因素结构模型稳定，而校标关联效度的结

果与Tracy和Robins的研究结论一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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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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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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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6**
0.828**
0.271**

自大自豪

1
0.865**
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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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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