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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能力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认知技能，在发展

与维系人际关系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关

于共情的定义，学界至今仍未统一，其中共情是多维

人格特质，是指理解和体验他人情绪情感的能力，包

含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的观点被较为广泛认可[1]。认

知共情是指个体判断和理解他人的情绪情感的能

力；情绪共情是指个体感受与体会他人情绪状态的

能力，个体因共情所体验到的情绪往往与他人情绪

相似，且能觉察到自身情绪体验来源于他人[2，3]。依

据共情多维观点所修订的中文版共情量表主要有人

际反应指针量表（IRI）、共情商数问卷（EQ）和基本

共情量表（BES）等 [1]。这些中文版共情量表侧重于

评估整体的认知共情能力和情绪共情能力，所测的

也多是对消极情绪的共情反应，缺乏对积极或具体

情绪的评估。而人际互动中的情绪情感体验是多样

的，有研究显示积极情绪的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

联更为密切，因此区分不同类别情绪的共情反应是

必要的 [4]。此外，个体对不同情绪的识别和感受能

力可能存在差异，而很多共情量表对这些差异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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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eliminarily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Emotion Specific Empathy Questionnaire (ES⁃
EQ)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369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with convenient sampling.
Chinese version of ESEQ, 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Scale (IRI)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ssessment Scale (IRAS)
were completed, and ESEQ was re-tested four weeks later. Results: Multitrait-Multimetho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MTMM CFA) showed that the model of Chinese version of ESEQ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model fitting of the original scale,
suggesting that ESEQ c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two traits independently including cognitive empathy and emotional empa⁃
thy, and each trait contained six basic emotions (anger, disgust, fear, happiness, sadness and surprise), CFA=0.99, TLI=
0.98, χ2/df=2.28, RMSEA=0.059, SRMR=0.066. Cronbach’s α of the total scale of ESEQ was 0.95, Cronbach’s α of the
subscales was 0.65-0.84. The retest reliability of the total scale of ESEQ was 0.79, and the retest reliability of the subscales
was 0.47-0.73. Criteria validity test of ESEQ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cognitive empathy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perspec⁃
tive taking (r=0.50), the scores of emotional empathy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empathic concern (r=0.45); the scores of emo⁃
tional empathy for happiness and cognitive empathy for six emotions respectively had a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the scores
of interpersonal distress (r=-0.33～-0.11). Conclusion: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Chinese Version of Emotion Specific
Empathy Questionnaire meets the psychometric requirements, and can be applied to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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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不足，例如基本共情量表（BES）包含了对高兴、悲

伤、生气、恐惧四种基本情绪的共情性反应的评估，

但无法精确区分各种情绪所对应的认知共情和情绪

共情[5，6]。

基于既往量表的限制，Olderbak等[7]编制了英文

版情绪特异性共情问卷（Emotion Specific Empathy
Questionnaire, ESEQ），用来评估生气、厌恶、恐惧、高

兴、悲伤、惊奇六种基本情绪的认知共情和情绪共

情。该量表是基于过程性共情理论编制。根据“知

觉行动模型（Perception Action Model, PAM）”[8]，个体

要对他人产生共情反应，需要首先能关注他人的情

绪状态，此时个体的大脑会自发表现出与他人情绪

状态相似的神经表征，并影响到对他人情绪状态的

识别、自身的情绪状态以及后续的共情性行为反

应。基于不同基本情绪共情过程的描述，Olderbak
等发展的ESEQ在评价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在职人员

的六种基本情绪的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方面显示出

良好的信效度。但该量表在中国群体中的适用性如

何尚不明确，故本研究将引入英文版ESEQ，翻译并

初步检验该量表运用于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的样本量估计是考虑验证性因素分析要

求样本量与项目数的比例至少5:1，得出最低样本量

300；基于以往英文版ESEQ与人际反应指针量表的

相关性结果[7]，用G*Power 3.1.9.2计算获取最小样本

量 343（α=0.05(双尾)，1-β=0.80，r=0.15），以及考虑

10%的无效样本比例，综合得出最低的初测样本量

为377。
采用方便取样，在2019年8月至11月在北京某

高校课堂整班发放问卷和朋友圈转发问卷星链接线

上调查。北京市在校大学生 388名参与初测，达到

最低样本量要求，有效回收 369 份，有效回收率

95.10%。对于有效样本，年龄在17~29岁之间，平均

年龄 20.4±1.75岁；男生 195名（52.8%），女生 172名
（46.6%, 缺失 n=2）；本科生 333名（90.2%），研究生

及以上36名（9.8%）；医学生313名（84.8%），理工科

33 名（8.9%），文科生 22 名（6.0%），艺体生 1 名

（0.3%）。间隔4周后，再次进行整班抽样，邀请参加

初测的学生进行重测，共 71人参加，根据联系方式

进行初测和重测数据匹配，获取有效问卷 64份（男

生 25 名, 女 生 38 名, 缺 失 n=1），有 效 回 收 率

90.14%。本研究已获取所在学校伦理委员会审查

批准（伦理审查批件号：IRB00001052-19091）。
1.2 研究工具

1.2.1 情绪特异性共情问卷（Emotion Specific Em⁃
pathy Questionnaire, ESEQ）[7] ESEQ由Olderbak等

编制，用于评估个体对特定情绪的认知共情能力和

情绪共情能力，每种共情能力均包含了 6种基本情

绪，即生气、厌恶、恐惧、高兴、悲伤、惊奇。以生气情

绪为例，评估认知共情能力的条目有“如果有人告诉

我一件令他/她生气的事，我能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那

件事情会让他/她生气”，评估情绪共情能力的条目

有“我不容易被别人的愤怒所感染”。量表共 12个
维度，每个维度由5道题组成，共60道题。采用七点

评分，正向计分中，选择“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稍微不同意”、“中立”、“有点同意”、“同意”、“非常

同意”，分别记为-3、-2、-1、0、1、2、3。得分越高，共

情能力越高。

1.2.2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9] 该量表评价的是多维共情能力，即观

点采择、想象、共情关注和个人痛苦四个方面。有学

者指出最能反映共情能力的因子是观点采择与共情

关注[10]。其中观点采择能力越高，意味着个体更倾

向于理解和采纳他人的想法；共情关注程度越高，意

味着个体在他人遭遇到不幸时，更倾向于表现出同

情与关怀[11]。故本研究重点关注观点采择与共情关

注和 ESEQ的关联性用以考察 ESEQ的效标效度。

本研究用的是由戎幸和孙炳海等修订的版本，共28
个条目，为五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共情能力越高。

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78，分量表的Cron⁃
bach’s α系数为0.63~0.73。
1.2.3 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Interpersonal Rela⁃
tionship Assessment Scale, IRAS）[12] 该量表评价的

是人际困扰程度，是本研究的效标工具之一。IRAS
由郑日昌编制，含 28个条目，两点计分（“是”=1，

“否”=0），得分越高表示人际交往困扰程度越高。

IRAS评估人际交谈、社交交友、待人接物和异性交

往四个方面的困扰。IRAS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

为0.86；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58~0.70。
1.3 研究程序

首先，进行量表翻译。翻译前，征得了英文版作

者Olderbak关于ESEQ在中国大学生中适用性检验

的知情同意。先由两名应用心理学专业方向的研究

生前译，即独立完成英译中形成初稿A和B，并经讨

论统一表述。之后，由一名具有中英双语背景的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心理语言学方向研究生对初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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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译。若回译中存在与英文原条目含义不一致的条

目，则调整相应的中文译本，再次回译，直到回译符

合原英文条目的原意。后邀请一名共情研究领域的

专家阅读对应的中文版本，评估量表条目是否能测

得该量表所要考察的共情能力，条目的描述和可理

解性如何，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使条目表述更符合

中文表达习惯，获得最后的施测版本。

施测包含两轮，第一轮采用问卷星和课堂现场

发放与回收。线下问卷由一名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统

一发放，当场回收，赠予小礼物作为报酬；线上调查

设置注意控制题，经审查为有效问卷后发放一定的

报酬。第二轮，在间隔4周后，选取初测样本所在班

级发放问卷，当场回收。

1.4 数据分析

参照以往研究[13]，本研究采取均值插补缺失值，

以实现更大的统计效能。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0.0
和Amos 21.0，包括项目分析、多质多法（Multitrait-
Multimethod framework , MTMM）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效标关联效度分析、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

2 结 果

2.1 项目分析

本研究的项目分析旨在评价条目区分度，采用

鉴别指数法，即按ESEQ总分前后 27%为高分组和

低分组，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所有条目的得

分显示，各条目的组间差异显著（t=-16.38 ~ -2.35,
P<0.05），说明条目具有区分度。

2.2 效度

2.2.1 结构效度 采用多质多法（MTMM）的验证性

因子分析评估中文版ESEQ的结构效度。通过建立

测量模型来检验中文版ESEQ的结构是否与原量表

的一致。测量模型中的指标为12个维度的得分（即

分别为生气、厌恶、恐惧、高兴、悲伤、惊奇的情绪共

情和认知共情），设定情绪共情、认知共情两个潜变

量作为方法因子，6个情绪因子潜变量（生气、厌恶、

恐惧、高兴、悲伤、惊奇）作为特质因子，反映的是 6

种情绪的共情能力。验证性因子分析中所建构的模

型中，对仅有两个指标的6个情绪因子潜变量，固定

其路径载荷为1。按照基本情绪分类，依次构建M1
模型（仅有一个因子的整体模型）、M2模型（6个情

绪因子间无相关）、M3模型（情绪因子间互为相关）、

M4模型（情绪因子间无相关，且认知共情和情绪共

情因子无相关）、M5模型（情绪因子间彼此无相关，

且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因子相关）和M6模型（情绪

因子间相关，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因子无相关）（见

图 1）。最终，模型M6拟合结果最好。在M6模型

中，不同的情绪因子（特质因子）间为高相关（r=
0.65~0.98, P<0.05），提示当其中一种情绪的共情能

力较好时，其他情绪的共情能力也较好，同时中文版

ESEQ测量的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是相互独立的。

见表1。
2.2.2 效标关联效度 ESEQ各维度与 IRI分量表

的得分相关性显示，不论情绪效价如何，认知共情得

分与观点采择显著正相关；情绪共情得分与共情关

注显著正相关。以人际困扰作为效标发现，认知共

情得分与人际困扰总分及交谈、社交交友、待人接物

和异性交往四类人际困扰得分显著负相关，情绪共

情得分与交谈困扰得分显著负相关。六种情绪的认

知共情得分均与四类人际困扰得分、人际困扰总分

显著负相关；具体情绪的情绪共情与人际困扰的相

关性中，高兴情绪共情和四类人际困扰得分、人际困

扰总分显著负相关，悲伤情绪共情和交谈困扰的得

分显著负相关，厌恶情绪共情与社交交友的得分显

著正相关。见表2。
2.3 信度

内部一致性信度结果显示，中文版ESEQ总量

表Cronbach’s α系数0.95，各分量表Cronbach’s α系
数 0.65~0.84。总量表重测信度 r=0.79，P<0.001；认
知共情和情绪共情分量表的重测信度 r=0.79、0.73,
P<0.001；各类情绪的共情分量表的重测信度 0.47~
0.73，P<0.001。分半信度（Spearman- Brown equal
length）检验显示，r=0.92。见表3。

模型1（M1）
模型2（M2）
模型3（M3）
模型4（M4）
模型5（M5）
模型6（M6）

整体共情因子

正交情绪因子

斜交情绪因子

正交情绪因子和正交方法因子

正交情绪因子和斜交方法因子

斜交情绪因子和正交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因子（图1）

CFI
0.65
0.08
0.61
0.94
0.96
0.99

TLI
0.57

-0.02
0.43
0.93
0.94
0.98

χ2/df
24.03
55.15
31.32
4.79
4.27
2.28

RMSEA
0.25
0.38
0.29
0.10
0.094
0.059

SRMR
0.216
0.445
0.199
0.171
0.093
0.066

表1 中文版情绪特异性共情问卷(ESEQ)的因子结构模型的拟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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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文版情绪特异性共情问卷因子结构模型（M6）

认知共情

情绪共情

生气认知共情

生气情绪共情

厌恶认知共情

厌恶情绪共情

恐惧认知共情

恐惧情绪共情

高兴认知共情

高兴情绪共情

悲伤认知共情

悲伤情绪共情

惊奇认知共情

惊奇情绪共情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
观点采择

0.50***
0.17**
0.43***
0.09
0.44***
0.05
0.45***
0.11*
0.47***
0.29***
0.46***
0.26***
0.43***
0.08

共情关注

0.37***
0.45***
0.31***
0.35***
0.29***
0.28***
0.33***
0.35***
0.36***
0.41***
0.39***
0.52***
0.29***
0.29***

人际困扰(IRAS)
交谈困扰

-0.31***
-0.13**
-0.25***
-0.07
-0.29***
-0.03
-0.25***
-0.05
-0.32***
-0.33***
-0.30***
-0.11*
-0.23***
-0.10

社交交友

-0.16**
-0.001
-0.14**
0.05

-0.15**
0.10*

-0.11*
0.07

-0.18***
-0.19***
-0.16**
-0.002
-0.17***
-0.05

待人接物

-0.18***
-0.03
-0.16**
0.03

-0.17**
0.04

-0.13*
0.001

-0.18***
-0.16**
-0.18***
-0.04
-0.13*
-0.003

异性交往

-0.25***
-0.04
-0.23***
-0.03
-0.24***
0.02

-0.18***
0.02

-0.25***
-0.17***
-0.24***
-0.04
-0.20***
-0.05

总分

-0.30***
-0.07
-0.26***
-0.02
-0.29***
0.04

-0.22***
0.02

-0.31***
-0.28***
-0.29***
-0.06
-0.24***
-0.07

表2 中文版情绪特异性共情问卷得分与多维特质共情、人际困扰的关系(n=369)

注：*P<0.05，**P<0.01，***P<0.001。
表3 中文版情绪特异性共情问卷

的Cronbach’s α系数和重测信度

注：***P<0.001。
3 讨 论

情绪特异性共情问卷(ESEQ) 存在英文版和德

语版两种语言[7，14]，最初是由Olderbak等于2014年所

编制的英文版，共60条目。该量表在评估共情能力

上，考虑了情绪体验的特异性，且关注的情绪是在人

类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受文化背景影响较小的基本

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ESEQ的应用更具有普

遍意义。德语版ESEQ为平衡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的种类，增加了骄傲、放松和满足三个维度，共90条
目。英文版ESEQ的条目内容易于理解，不涉及文

化背景相关的事件描述，使得英文版ESEQ在不同

语言背景的使用性和推广性较高。因此本研究采用

最初的英文版本进行修订。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文版ESEQ的各个条目具

备良好的区分度。验证性因子分析所得到的拟合最

佳的测量模型与Olderbak[7]原英文量表的测量模型

相一致，即六种情绪因子间相互关联，认知共情和情

绪共情因子相互独立，证实了中文版ESEQ可测得

认知
共情

情绪
共情

α
r
α
r

生气

0.72
0.72***
0.70
0.71***

厌恶

0.65
0.71***
0.84
0.53***

恐惧

0.71
0.69***
0.82
0.68***

高兴

0.78
0.71***
0.83
0.73***

悲伤

0.73
0.62***
0.81
0.62***

惊奇

0.73
0.53***
0.84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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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种基本情绪的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能力。且不同

情绪的共情能力相互正相关，说明当其中一种情绪

的共情能力越好，其他情绪的共情能力也会较好。

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不同基本情绪间存在共同

的特征属性，这些属性是情绪情感所具有的动机功

能，可发挥调节和激发认知与行为的作用[15]。

效标效度检验发现，认知共情能力与观点采择

正相关，情绪共情能力与共情关注正相关，这与以往

的研究结果[7]一致，说明中文版ESEQ可较好地评估

共情能力。大学生的整体认知共情能力与人际困扰

负相关，整体情绪共情能力和与他人交谈方面的困

扰显著负相关，由此可见中文版ESEQ的效标效度

良好。本研究在不同情绪的共情能力与人际困扰的

关系考察中，发现相比于感同身受他人的情绪能力，

理解和采择他人情绪的能力与人际困扰的联系更为

重要，具体表现为六种基本情绪的认知共情能力与

交谈、交友、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的关系质量都存在

正向关联，与以往研究发现一致[9]。值得关注的是，

在感同身受他人的情绪能力上，大学生越能与他人

共享快乐，其在交谈、交友、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方

面的质量就越好。可能的解释在于能对他人高兴情

绪给予热情的回应，能有助于促进彼此的信任和亲

社会倾向[16]，从而促进彼此间的关系质量。越能与

他人共享悲伤，其与他人交谈的过程就进展得越顺

利。但大学生在交友过程中，对他人的厌恶情感越

能感同身受却可能越不利于与他人建立关系，如容

易感到困窘。

综上，本研究显示，在中文版ESEQ中，六种情

绪的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和重测信度良好，分半信度较好，反映中文版ESEQ
测评结果的稳定性。ESEQ结构效度检验得到的因

子结构与英文版ESEQ一致，即中文版ESEQ共情能

力包含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两个独立成分，每种共

情可细分六种基本情绪。ESEQ共情能力分别与观

点采择和共情关注的正相关关系以及与人际困扰的

负相关关系证实了中文版ESEQ的效标效度良好。

由此可知，情绪特异性共情问卷初步运用在中国大

学生中的信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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