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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Empathy)是指对他人情绪的理解与替代

性体验[1]，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

且被认为是促进个体身心健康的积极心理特质 [2]。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共情可能也有其负

面作用。比如，从共情者自身角度来讲，共情可能导

致共情者产生情绪枯竭或与之类似的情绪状态（如

倦怠和共情疲劳），对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3-5]。

以往研究表明，心理健康出现异常(如焦虑、抑郁等

情绪问题)常常与情绪加工中存在的问题有关[6]。考

虑到共情是一种情绪相关现象，考察共情者的情绪

加工特点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会有助于我们全面、深

入理解共情的负面效应，进而为有效控制和减少这

些负面效应提供对策。

情绪加工 (Emotional Processing)是指个体能吸

纳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情绪困扰，以促使其情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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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别探讨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与情绪加工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共情量表、情绪加工量表和同情

量表对307名大学生展开调查，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潜变量建模。结果：（1）情绪共情正向影响情绪失调、情绪

加工不足、体验枯竭及情绪回避；（2）认知共情负向影响情绪失调、情绪加工不足、体验枯竭、情绪回避及情绪压抑；

（3）当合并两种共情成分时，共情对情绪失调和情绪加工不足的影响不显著，对体验枯竭、情绪回避和情绪压抑有负

向影响，情绪共情的作用被掩盖。结论：情绪共情是情绪加工问题的风险因子，而认知共情则是情绪加工的保护因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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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ective empathy and cognitive empathy and emotional pro⁃
cessing. Methods: A total of 307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Measure of Empathy, the Emotional Process⁃
ing Scale and the Measure of Sympath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model the latent variables relationship.
Results: (1)Affective empathy positively affected unregulated emotion, signs of unprocessed emotions, impoverished emo⁃
tional experience and avoidance. (2)Cognitive empathy negatively affected unregulated emotion, signs of unprocessed emo⁃
tions, impoverished emotional experience, avoidance and suppression. (3)When the two components of empathy were com⁃
pounded, empathy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unregulated emotionand signs of unprocessed emotions, but had a negative ef⁃
fect on impoverished emotional experience, avoidance and suppressi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ffective empathy was
masked. Conclusion: Affective empathy is a risk factor for emotional processing deficits, while cognitive empathy is a pro⁃
tective factor for emotional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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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行为得以正常进行的过程[6]。情绪加工最常用

的测量工具是由 Baker等人编制的情绪加工量表

(Emotional Processing Scale, EPS) [7]。该量表通过测

量情绪加工的异常来评价个体的情绪加工功能，包

括 5个维度：情绪失调(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

加工不足(侵入性和持久性的情绪体验)、体验枯竭

(失去觉察和体验情绪的能力)、情绪回避(回避负面

情绪)及情绪压抑(对情绪的过度压制)。本研究拟考

察共情与这5个情绪加工维度的关系。鉴于共情的

两维度结构——即情绪共情(对他人情绪感同身受

的能力)和认知共情(善于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

已是普遍共识，且两种成分的神经基础和作用有所

不同[4，8]，本研究将分别针对不同共情维度提出假设。

由于情绪共情实质上也是一种情绪调控过程，

即调节自己原来的情绪以匹配被共情者情绪 [5]，基

于自我控制理论，对情绪的调节和控制是一种有限

的资源[9]，资源消耗的过程(情绪共情)与资源消耗的

结果(情绪失调)应当存在正相关，所以假设情绪共

情正向影响情绪失调(假设 1a)。同时，情绪调节资

源的消耗也会减弱个体抵御负面情绪侵扰的能力
[10]，所以假设情绪共情会正向影响情绪加工不足(假
设 2a)。此外，已有研究表明，情绪共情较高的个体

对负性情绪更敏感[11]，而反复面对负性情绪可能使

个体的情绪反应变得迟钝[12]，并倾向于回避负性情

绪 [13，14]，所以假设情绪共情正向影响体验枯竭和情

绪回避(假设3a、4a)。最后，因为情绪共情是在主动

产生情绪体验，并不存在对情绪的压制，所以假设情

绪共情与情绪压抑不相关(假设5a)。
对于认知共情，由于它不包含情绪成分，没有情

绪及情绪调节资源的消耗[4]；而且，能及时识别出自

己与他人的负面情绪利于个体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以减少情绪加工中的问题[10]，所以假设认知共情对

情绪失调、情绪加工不足、体验枯竭、情绪回避、情绪

压抑均有负向影响(假设1b~5b)。
1 方 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在甘肃、江西和广东的若干高

校抽取大学生作为样本。问卷数据是委托各校研究

人员采用机房集中施测和在班级QQ、微信群发放问

卷链接作答两种形式线上收集的。问卷发放前告知

被试研究目的。共回收有效问卷 307份。其中男

102人，女205人；平均19.19±1.69岁。

1.2 工具

1.2.1 中文版共情量表(Measure of Empathy, ME) [15]

分为情绪共情、认知共情两个维度，每个维度 4题。

采用 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5点计分。本研究

中各维度的组合信度分别为0.71和0.70。
1.2.2 中文版情绪加工量表(EPS)[16] 共25题，分为

情绪失调、情绪加工不足、体验枯竭、情绪回避、情绪

压抑五个维度，每个维度5题，采用1(完全不同意)~7
(完全同意)7点计分。本研究中各维度的组合信度

分别为0.74、0.71、0.70、0.65和0.82。
1.2.3 中文版同情量表(Measure of Sympathy, MS) [15]

共 4 题。采用 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5 点计

分。本研究中MS的组合信度为 0.72。以往研究指

出：同情是最容易与共情混淆的概念[17，18]，共情研究

中出现的不一致研究结果很多是因为不能区分同情

与共情[5，19]。鉴于此，本研究将同情作为控制变量。

1.3 统计方法

使用 JASP 10.2进行组合信度分析、描述统计和

相关分析；使用Mplus 8.3进行结构方程建模，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并分析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对情绪加

工各维度的影响。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控制未测单一方法因子法检验共同方法偏

差。首先，以本研究涉及的 8个变量(情绪共情、认

知共情、同情、情绪失调、情绪加工不足、体验枯竭、

情绪回避和情绪压抑)为因子建构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再在原模型基础上，增加一个方法因子，使所

有问卷题目除在所属构念因子上有载荷外，也在方

法因子上有载荷。结果显示，两个模型相比，△RM⁃
SEA=0.001，△CFI=0.002，△TLI=0.003，△SRMR=
0.009，各拟合指数变化均在可接受范围以内[20]。可

见，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并未使模型得到明显改善，可

认为本研究受共同方法偏差影响不严重。

2.2 描述统计及各变量间的相关

如表1所示，情绪共情与情绪失调、情绪加工不

足、体验枯竭及情绪回避显著正相关。认知共情与

情绪失调、体验枯竭、情绪回避及情绪压抑显著负相

关。

2.3 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对情绪加工各维度的影响

为减少测量误差对分析结果的影响，通过建立

结构方程模型来同时考察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对情

绪加工各维度的影响。同时将同情作为控制变量纳

入模型。考虑到本研究问卷题目相对较多，直接采

用原始题目建模容易产生参数估计偏倚并降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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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因此我们根据方法学文献的建议[21]，采用平衡

法对含题目相对较多的EPS的每个维度做打包处

理，每个维度产生2个题目包。

结构方程建模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各项拟

合指数分别为 χ2=347.37，df=181，χ2/df=1.92，RM⁃
SEA=0.06，CFI=0.93，TLI=0.90，SRMR=0.05，均在可

接受范围之内。情绪共情到情绪失调、情绪加工不

足、体验枯竭及情绪回避的路径均为正向，有统计学

意义(Ps<0.05),；情绪共情到情绪压抑的路径系数无

统计学意义。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1a~5a。认知共

情到情绪失调、情绪加工不足、体验枯竭、情绪回避

及情绪压抑的路径均为负向，有统计学意义 (Ps<
0.05),，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1b~5b（见图1）。

变量

1.情绪共情

2.认知共情

3.同情

4.情绪失调

5.情绪加工不足

6.体验枯竭

7.情绪回避

8.情绪压抑

M±SD
3.20±0.72
3.67±0.58
4.07±0.55
3.41±1.17
3.73±1.08
3.66±1.02
4.00±1.04
3.79±1.22

1

0.10
0.32***
0.17**
0.15**
0.15*
0.16**

-0.05

2

0.35***
-0.18**
-0.10
-0.16**
-0.12*
-0.14*

3

-0.11
0.03
0.04
0.10

-0.02

4

0.64***
0.61***
0.50***
0.36***

5

0.66***
0.55***
0.52***

6

0.57***
0.51***

7

0.38***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变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注: *P<0.05，**P<0.01，***P<0.001。

此外，我们也尝试将共情的两个成分合并成一

个共情潜变量，分析它对情绪加工各维度的影响，结

果发现共情对情绪失调和情绪加工不足的影响不再

显著。而对体验枯竭(β=-0.28，P<0.05)、情绪回避

(β=-0.27，P<0.05)和情绪压抑(β=-0.27，P<0.05)有负

向影响，此时情绪共情的作用完全被掩盖。

3 讨 论

过去对共情负面效应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考察共

情与情绪枯竭或共情疲劳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则通

过结构方程模型首次考察了共情的不同成分与情绪

加工之间的关系，更细致、全面地描述了不同共情成

分所涉及的情绪加工特点与问题，拓宽了共情负面

效应的外延，推进了前人的研究。

我们发现情绪共情正向预测情绪失调、情绪加

工不足、体验枯竭及情绪回避，这表明情绪共情较高

的个体，更容易失去对情绪的控制，形成侵入性和持

久性的情绪体验，同时也容易失去觉察和体验情绪

注：*P<0.05，***P<0.001；情绪加工五个维度的R2分别为0.14、0.08、0.10、0.11、0.04。
图1 共情与情绪加工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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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并回避负面情绪。过去情绪共情常常被认为

是完全自动、无意识的 [8]，而本研究的以上结果说

明，情绪共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需要付出

努力的、消耗情绪资源的过程，这与近期一些研究者

的观点一致[5，22]。与情绪共情的情况大体相反，认知

共情对情绪加工的所有 5个维度均有负向影响，即

通过运用认知共情可以有效缓解由情绪共情产生的

情绪加工问题。

本研究结果充分说明并揭示了共情是一种复杂

的情绪特质，对共情者兼有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过

去大部分研究仅仅是关注共情的积极意义，相对忽

视甚至未能发现共情可能存在的负面作用。本研究

一方面进一步证实了负面作用的存在，另一方面也

为解释共情负面效应这种“反常识”现象为何存在提

供了依据。很多研究没有发现共情存在负面效应首

先是因为未能区分共情的不同成分。本研究通过分

别考察共情不同成分的作用发现，共情的负面作用

主要来自于情绪共情，认知共情则可以缓冲这些负

面作用，当两种成分不加区分合并使用时，情绪共情

与情绪加工问题之间的正向关系完全被遮掩而不能

被研究者所发觉。

第二，尽管也有不少研究者意识到共情不同成

分的作用，分成分考察共情的作用，然而却混淆了共

情和一些其它的相似概念，这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研

究结果。比如同情常常被混入情绪共情概念之中
[17]，甚至直接被等同于情绪共情(如共情关注就是将

同情直接当做情绪共情)[23]。从本研究结果部分可

知，情绪共情与同情和情绪加工各维度的相关系数

明显不同，若将二者混合，甚至完全以同情代替情绪

共情，有可能也会掩盖情绪共情的负面作用。

其次，以往研究所说的共情积极作用往往是针

对共情对共情者行为的作用，如利他行为和人际关

系[24]，相对少关注共情对共情者自身情绪的影响，而

共情负面效应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影响共情者的情绪。

本研究中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的效应几乎完全

相反，启示共情研究者应重视共情不同成分之间的

区别，尽可能多地单独考察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与

效标变量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矛盾的、难以解释的

研究结果。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控制

一些常见的易混淆变量(如同情)，这样有助于进一

步提升研究结果的精确性。（致谢：感谢黄山学院汪

海彬老师提供EPS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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