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冲：我国中学生能力型情绪智力现状调查  

问题提出 

 

情绪智力，又可以称为情商，是指个体监控自己及他人的情绪

和情感，并识别、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它

是促进个体心理健康和社会化发展的动力源和调节器，对个体成功

的预测作用甚至超过了智商。1995 年，情绪智力的主要代表人物

之一戈尔曼（Goleman，D.）出版了一本畅销全球的读物《情绪智

力：为什么它比智商更重要（Emotional Intelligence：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书中尖锐地指出，传统的智力

测验仅预测了行为变量的 20%～25%，对另外 75%～80%的行为

变量却没作出解释。这表明情绪智力可能有很大的解释力。200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球 140 个国家教育部发布了实施社会情

绪学习的十大基本原则，开始在全球范围推广该项目，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和广泛的影响。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情绪智力的社会性，也

在世界范围内极大地推动了基础教育阶段的情绪智力教育和实践活

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到 2005 年，社会情绪学习项目迅速覆盖了全

球数万所学校，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以及拉美、非洲

的一些国家。2012 年以来，教育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在

我国西部 5 个省份 250 所项目学校试点实施了旨在培养学生情绪

智力的项目，形成了具有中国经验与特色的模式与路径。21 世纪

初，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了“三维目标”体系，其中的“情感

态度价值观”目标就极大地蕴含了情绪智力的成分，成为本轮课程改

革的一大亮点。2012 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纲要》，提出要培养学生的“情绪体验和表达、情绪调节和控制”能

力，其实质就是培养情绪智力。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依旧十分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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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情商研究和培养成为教育改革的迫切需求。  

 

鉴于目前国内还没有基于实际行为表现的、有效测量中学生情

绪智力的任务式工具，本研究以中学生情绪智力为切入点，审视和

深化国内外情绪智力理论基础，研制《中学生情绪智力测验》，并

以此为工具，调查我国中学生情绪智力发展现状，具有重要的时代

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学生情绪智力研究综述 

 

（一）情绪智力理论研究进展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情绪智力的研究呈现蓬勃发展态

势，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流派。一派从特质角度（混合模型）

界定并研究情绪智力，代表人物是巴昂（Bar-On，R.）和戈尔曼；

另一派从能力角度（能力模型）出发，代表人物是梅耶（Mayer，J. 

D.）和萨洛维（Salovey，P.）。1988 年，巴昂最先提出了“情商”

（emotional quotient，EQ）这一概念。他认为，情绪智力是人

在应对不同的环境和压力情境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情绪、人格

特征和人际能力的总和。另一位代表人物戈尔曼则将情绪智力分为

五个方面：了解自我、管理自我、自我激励、识别他人的情绪、处

理人际关系。1990 年，能力模型的提出者梅耶和萨洛维首次将情

绪智力看作一种独立的智力成分，认为情绪智力是加工情绪信息的

能力，包括准确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恰当地表达情绪，以及合

理调控情绪。1997 年，他们又对情绪概念做了更为成熟和准确的

界定并沿用至今，其包括四个层次递进的加工过程：精确地知觉、

评估和表达情绪的能力；接近或产生促进思维的情感能力；理解情

绪和情绪知识的能力；调节情绪、促进情绪和智力发展的能力。梅

耶等人于 2000 年把四因素模型简化为一种递进的层次模型（见图



1），处于最底层的是情绪感知和表达能力，在此基础之上，情绪促

进思维能力、情绪理解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不断递进，后一种能力

以前一种能力为基础。 

 

 

由于特质模型对情绪智力的界定把人格和人际方面的能力也纳

入情绪智力范畴，扩大了情绪智力的内涵，模糊了情绪智力与人格

和人际交往能力等变量间的界限，不能体现出情绪智力概念本身的

独立价值，因而受到研究者的普遍质疑。能力模型则相反，把情绪

智力界定为一种特定情境中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列入智力研究的

大家族内，与智力、人格等因素保持适度的相关，并具有相对独立

性。因此，学界大多接受并使用梅耶和萨洛维 1997 年提出的概

念。 

 

由此可见，情绪智力的能力倾向在西方越来越占主导地位，情

绪智力观正由多元化向能力型演进。我们赞同这种趋势，因为它既

符合情绪智力本土化，又符合情绪智力本体论。从本土化来看，中

国自古就有“七情说”，更可贵的是，《中庸》提出了“中和位育”的

思想，“中和”是目的，不偏不倚，谐调适度；“位育”是手段，各守

其分，适应处境。“中和位育”显示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对于情绪管

理和调控的最高哲学智慧。从本体论来看，情绪智力说到底就是一

组处理情绪和情感信息的心智技能，包含智力和能力双重成分。智

力偏重认知范畴，与先天因素关系更密切；能力偏重实践活动，与



后天实践活动关系更密切。智力是能力发展的基本条件，能力发展

是智力体现出的结果。人生早期表现出的情绪成分比较多，相应地

情绪智力成分也较多；随着人生成长和活动扩大，情感成分丰富发

展起来，情绪能力成分自然多了起来。  

 

（二）中学生情绪智力的特点和作用  

 

有关中学生情绪智力发展特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年龄、性别等

因素上。迄今为止，尽管情绪智力的年龄发展特点并未取得一致性

支持证据，但能力型情绪智力整体上随年龄增长而提升已被认为是

基本趋势，只不过在不同年龄表现出的特点不尽相同。康斯坦丁诺

斯（Konstantinos，K.）等人的研究发现，情绪智力的发展存在年

级差异，高年级个体在运用情绪、理解情绪和管理情绪上都得到了

较高的分数。还有研究发现，高三学生的自我情绪管理和情绪运用

能力显著优于高一和高二学生。但是，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

论。基于自我报告的情绪智力的研究发现，初中生的情绪智力随着

年级的升高不增反降；初中生的情绪智力要显著高于高中生。还有

研究发现，就总体情绪智力而言，初二学生显著高于高二学生，并

且在自我情绪调控维度和调控他人维度上得分都显著高于高二学

生。 

 

有关情绪智力性别特点的研究尚存在明显分歧。大多数研究认

为性别对情绪智力的影响显著，一般认为女生由于情感体验细腻、

表达谨慎而情绪智力高于男生。西罗奇河（Ciarrochi，J.）等人研

究发现，女中学生情绪智力分数明显高于男中学生。有研究进一步

指出，女生在感知情绪和调控他人情绪上高于男生。但是，这个一

般性特点也受到了已有研究的挑战。有研究发现，初一、初二、初

三女生的情绪智力显著高于男生，而高一、高二、高三男女生情绪

智力差异却并不显著。更有研究提出，情绪智力总体上不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 



 

情绪智力对中学生健康发展与学业进步的研究则取得了比较一

致的结果。中学生情绪智力对提高学业成绩、改进应对方式、促进

心理健康均有积极作用。有研究使用元分析的方法对 2002—2015 

年 104 项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关系进行分析，包括心理健康症状指

标、感知到的压力、应对方式、社会适应及主观幸福感，发现个体

情绪智力与积极应对、社会适应以及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相关，

与心理健康症状指标、感知到的压力以及消极应对呈现显著负相

关。能力型情绪智力对学业成绩的预测效应更为稳定和强大，在控

制了认知能力的影响之后，情绪调节仍然是学习成绩很有力的预测

指标。进一步的研究是麦卡恩（MacCann，C.）等人对 2016 年

以前考察情绪智力与学业成绩间关系的 158 项研究（共涉及 42 

529 名被试）进行的元分析，结果发现，情绪智力与学习成绩之间

存在稳健的相关关系；与自我评估的情绪智力和混合型情绪智力相

比，能力型情绪智力与学习成绩的相关值最大；在控制了智力和大

五人格的影响后，能力型情绪智力仍然可以解释学习成绩 1.7%的

变异。这说明情绪智力不仅与学习成绩存在正相关，而且还可以预

测或影响学习成绩。 

 

情绪智力与学生健康发展、学业成绩之间存在正相关或预测作

用，因此，开展情绪智力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几乎所有

的州都制定了情绪智力课程标准，为情绪智力教育提供理论指导和

基本遵循，不论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式情绪智力教育，还是面向

少数问题学生的干预式情绪智力教育，都取得了理想效果。发展式

情绪智力教育重在一般教育情境中对全体学生教授管理情绪的认知

行为策略，如班克斯（Banks，T.）基于“合理情绪行为疗法”提出的

教育策略，阿吉拉尔（Aguilar，J.）等探索了通过社区艺术活动培

养情绪智力的途径。干预式情绪智力教育重在特定情境中对有情绪

问题或高风险的学生进行干预，鲍曼—珀罗特（Bowman-

Perrott，L.）研究发现，课堂环境中的同伴引导是对情绪和行为障



碍学生实施干预的有效策略。国外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性

研究，但遗憾的是，关于中学生情绪智力培养与干预的高质量、专

门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杜尔拉克（Durlak，J. A.）和他的同事对 

213 项校本普适性社会情绪学习课程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社

会情绪学习课程的良好实施，不仅提高了学生成绩，还提升了有意

义的社会行为，降低了负面情感；而且，该课程对不同种族或社会

经济群体的学生都适用。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少之又少，有学者以

初中生为对象，对实验组进行十周的情绪教育辅导，发现接受情绪

教育干预的学生的情绪稳定性显著增强。  

 

综上所述，能力型情绪智力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情绪智力研究的

主流，因此，亟须基于能力型情绪智力理论的中学生情绪智力测评

工具的本土化研发。 

 

（三）中学生情绪智力测量工具发展  

 

当前情绪智力测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测量理论比较、测量工具

研制、信效度分析和文化适用性检验等方面。1997 年，巴昂发表

了世 界 上 第 一 个 标 准 化 的《 情 商 量 表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EQ-i），并在 2000 年编制了《青少年情

商量表》（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Youth Version，

EQ-i：YV）。该量表为自陈量表，可以反映个体的情绪、特质和行

为倾向，但并不能评估情绪智力的实际表现。1998 年，梅耶等人

编制了《多重情绪智力量表》（Multifacto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MEIS），这是第一个能力型情绪智力测量工

具，目的在于通过任务评估个体真实的情绪智力水平。但被研究者

关注更多、探讨更广的则是 2002 年出版的《梅耶—萨洛维—库索

情绪智力测验》（Mayer-Salovey-Caruso Emotion 

Intelligence Test，以下简称 MSCEIT），主要用于测量 17 岁以

上成人的解决情绪问题和完成任务的能力。2014 年，在 MSCEIT



的基础上，《梅耶—萨洛维—库索情绪智力测验青少年版》

（Mayer-Salovey-Caruso Emotion Intelligence Test：Youth 

Research Version，MSCEIT-YRV）研制出版，主要用于测量 10

～18 岁青少年。MSCEIT 系列测试可以形成一个情绪智力总分，

两个领域分（经验领域 EI 分和策略领域 EI 分），四个维度分（情

绪感知维度分、情绪运用维度分、情绪理解维度分和情绪管理维度

分）。MSCEIT 系列测试的编制基于严谨的理论框架和概念界定，

具有较好的心理学测量学指标，因而备受研究者关注。因此，本研

究基于其理论假设和测量工具进行本土化研究，修订适用于我国中

学生的情绪智力测验工具。 

 

除了任务测试外，能力型情绪智力的测量工具还包括自陈量

表。1998 年 ，舒 特（Schutte，N. S.）等人根据梅耶和萨洛维的

情绪智力理论模型编制了《情绪智力量表》（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EIS）。这份自陈问卷共有 33 个项目，采用

李克特五点计分方法。量表包括感知情绪、调控自我情绪、调控他

人情绪、运用情绪四个维度。研究表明，《情绪智力量表》具有较

高的信度和效度，其中文版可用于研究中学生情绪智力。尽管自陈

量表具有施测简便易行的特点，但问题在于基于能力理论模型的自

陈问卷测量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情绪智力水平。研究发现，用自陈

问卷测量的能力型情绪智力与用任务测验测量的情绪智力相关很低

（0.12），与混合型情绪智力之间相关却较高（0.59）。这一结果

意味着用不同测量方法测量出的情绪智力可能并不是同一个心理结

构。因此，能力型情绪智力的测量需要使用任务测验或者行为测

验，而不是自陈量表。 

 

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有研究表明，情绪智力总体水平不存在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

为了解普通中学生的情绪智力发展现状，本研究选取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的城市，随机选取两所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采取整群取样的

方法抽取样本。共收回问卷 1 380 份，有效样本共计 1311 份，有

效回收率为 95%。其中，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分别为 270 

人、256 人、413 人和 372 人，男生 610 人、女生 688 人（性

别缺失 13 人）。学生的年龄在 11～18 岁之间，平均年龄与标准

差为 15.33±1.77。 

 

（二）研究工具 

 

在梅耶等人的情绪智力理论提出之后，国内外很多研究者纷纷

根据该理论建构自己的情绪智力量表，或者在自己国家文化背景下

对该理论进行验证。本研究对梅耶等人于 2002 年编制的 MSCEIT 

进行本土化修订。其中，情绪识别测验主要从罗跃嘉 2005 年编制

的中国情绪图片系统（Chinese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CAPS）中选取。根据拟定的情绪研究的基本类型，从罗跃嘉编制的

中国面孔情绪图片系统中按照效价、强度、认同度等指标，选取愤

怒、厌恶、恐惧、悲伤、惊讶和高兴六种情绪图片各一张，再加上

一张平静的中性图片，共七张，平衡面孔的性别比例。情绪推理测

验主要来源于 MSCEIT，并经过专家评定和中学生样本测试其文化

适应性。情境判断测验主要来源于自编。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涉及中

学生生活中的典型情绪情境，本研究从不同生活情境和不同情绪类

别两方面编制开放式问卷。根据中学生人际交往的范围，将其生活

情境分为家庭情境和学校情境。其中，家庭情境指与父母的相处情

境，学校情境指与教师和同伴交往的情境。在情绪类型方面，主要

包括基本情绪和复合情绪两大类。埃克曼（Ekman，P.）等人的研

究表明，愤怒、厌恶、恐惧、悲伤、惊讶、高兴这六种基本情绪有

跨文化的相似性，因此本研究以此六种情绪作为基本情绪的代表。



麦克丹尼尔（McDaniel，M. A.）等人总结了编制情境判断测验的

三个步骤。第一，生成题项：对有关被试进行访谈，从而收集不同

情境用于形成项目的题干；第二，生成反应选项：将第一步生成的

题干呈现给另一批被试，让其回答如何反应，由此形成反应选项；

第三，专家评分：请专家组对前两步形成的各情境下的不同选项进

行评分，确定选项的分值。本研究基本按照上述过程编制适合于中

国中学生的情境判断测验题目。修订后的《中学生情绪智力测验》

包括情绪感知、情绪运用、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四个维度，每个维

度包括两组任务，一共包括 A、B、C、D、E、F、G、H 八组任

务，共 192 个题目。 

 

《中学生情绪智力测验》所包括的四个维度的概念界定如下。

情绪感知指感知自己、他人和其他事物所传达的情绪信息的能力，

如从物体、艺术品、故事、音乐等刺激中感受情绪的能力。情绪感

知分为面孔情绪感知和图片情绪感知两个任务，共 60 题。情绪运

用指产生、使用和体验情绪的能力，并以情绪促进认知行为和任务

表现，如使问题解决、推理、决策和创造性行为更为有效。情绪运

用分为情绪促进和情绪共感两个任务，共 45 题。情绪理解指掌握

情绪体验与语言表达之间关系的能力，理解情绪信息所传达的意义

和内涵；能够理解复杂情绪，认识情绪转换的可能性及原因。情绪

理解分为情绪变化和情绪组合两个任务，共 35 题。情绪管理指调

节和改变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能力，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判断并恰当

地进入或脱离某种情绪的能力，以及有效地维持与他人良好人际关

系的能力。情绪管理分为情绪调控和人际情绪两个任务，共  52 

题。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本土化修订的《中学生情绪智力测验》对中学生进

行测评，获得一手测评数据后首先对数据进行清理，包括清除作答



不认真、按规律填答的被试，删除数据缺失达 30%的数据，检查异

常值并根据原问卷进行处理、问卷基本维度的合成等。数据统计方

法以描述性统计为主，同时采取 t 检验、多元方差分析和聚类分

析。采用 SPSS 和 AMOS 软件处理数据。 

 

结果与讨论 

 

（一）《中学生情绪智力测验》信度效度分析  

 

对各题目分数与任务总分作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各题目与其

所属任务总分的相关系数都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相关值为 0.45～

0.82。整个问卷题目的项目区分度分析都达到了测量学的要求。各

维度下的题目都具有较好的同质性，各个题目也都具有较高的区分

度。 

 

1. 构念效度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梅耶的理论结构及结构的层级递进关

系。结合有关情绪智力结构的各种理论假设，设置一系列竞争模

型，以考察八个维度内部可能的关系。全部数据使用 SPSS、

LISREL 和 AMOS 完成。 

 

（1）一阶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 M1 为基准模型，建立若干个竞争模型。 

 

一阶竞争模型共有四个，模型 1 为八个因子彼此之间两两相

关，模型 2 为同一层级内部四个因子间两两相关，且不同层级属于



同一维度的两个因子间相关，模型 3 为两个层级内部四个因子间两

两相关，模型 4 为属于同一维度的两个因子间两两相关。 

 

模型 1（M1）：8 个潜变量均彼此相关，共 28 对相关，为基

准模型。（见图 2） 

 

模型 2（M2）：在 M1 基础上，只允许同一层级或同一维度之

间彼此相关，全部项目残差均不相关，共 16 对相关。（见图 3） 

 

模型 3（M3）：在 M1 基础上，只允许同一层级内部彼此相

关，全部项目残差不相关，共 12 对相关。（见图 4） 

 

模型 4（M4）：在 M1 基础上，只允许同一维度内部彼此相

关，全部项目残差不相关，共 4 对相关。（见图 5） 

 

拟合度是检验假设模型与原始数据吻合的重要指标。χ2/df 小

于 2，即可认为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在样本较多的情况下，

χ2/df 在 5 左右即可接受，其他拟合指数在 0～1，越接近 1，表

示理论假设的拟合程度越好。对前述研究得到的模型（M1）进行验

证性分析表明 ，χ 2/df＝2.13，RMSEA＝0.027，NIF、AGFI、

CFI、GFI 均在 0.97 以上，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符合测量学要

求，比较理想。全部题项在相应的因子上的载荷均达到 0.4 以上。

本研究中 χ2/df ＞2，可能与样本容量较大有关。从表 1 可以看

出，与模型 1（M1）相比，模型 2（M2）、模型 3（M3）、模型 



4（M4）的 χ2/df 明显变大，NFI、AGFI、CFI、GFI 等拟合指数

明显变小，由此可以认为，问卷的一阶八因子结构是比较理想的。  

 

 

（2）二阶竞争模型的结构分析 

 

根据本研究的基本理论假设，分别建立以下二阶竞争模型。二

阶竞争模型共有三个，模型 5 为从八个因子中抽取一个二阶因子，

代表情绪智力总分；模型 6 为从一阶八个因子中直接抽取经验层和

策略层两个二阶因子，即情绪感知和情绪运用维度合成经验层因

子，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维度合成策略层因子；模型 7 为从一阶八

个因子中抽取四个二阶因子，分别为情绪感知、情绪运用、情绪理

解和情绪管理。 

 

模型 5（二阶单因素模型 M5）：八个一阶因子存在一个共同

的二阶因子，反映情绪智力的整体水平。（见图 6） 

 

模型 6（二阶两因素模型 M6）：八个一阶因子可以概括为两

个二阶因子，分别为经验层和策略层，二者彼此相关。（见图  7） 

 

模型 7（二阶四因素模型 M7）：八个一阶因子可以概括为四

个二阶因子，分别为情绪感知、情绪运用、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

四因子之间两两相关。（见图 8） 



 

表 2 显示，从竞争模型的比较看，M7 的拟合指标均优于 M5

和 M6。也就是说，从八个一阶因子中抽取四个二阶因子比抽取一

个二阶因子和两个二阶因子更具有合理性。至于模型 1（M1）和模

型 7（M7）孰优孰劣呢？从 χ2/df、RMSEA、NFI、AGFI、CFI 

和 GFI 等指标来看，两个模型相差不大。△χ 2/△df＝3.58＜21，p

＞0.05，这说明尽管模型 1（M1）的拟合指数稍优于模型 7

（M7），但是差异并不显著，而从已有理论和模型上来看，二阶四

因素模型更符合理论预期，因此最终确定选择二阶四因素模型。  

 

2. 结构效度 

 

结构效度是指测验能测量到的心理结构或者特质的程度。同一

任务内部各维度之间，以及不同任务维度的相关可以作为考察量表

结构效度的指标。相关分析表明，所有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达到  

0.01 显著水平，各个维度间的相关在 0.27～0.55，呈中等以下相

关；各个维度与维度总分之间的相关在 0.69～0.80，呈较高的相关

水平。这表明不同维度所测的内容既有共同之处，又相对独立地测

查了情绪智力的不同方面，说明各任务的效度较好。（见表  3） 



 

 

3. 预测效度 

 

本研究中使用较为客观的他人评价方法——同伴评定把中学生

分成高接纳组、一般组和低接纳组，比较不同同伴接纳水平学生的

情绪智力均分上的差异。多元方差分析（MANOVA）结果表明，

组别主效应非常显著，F（8，2610）＝2.21，p＜0.05；进一步单

变量方差分析表明，在情绪感知维度上，同伴接纳水平不存在显著

差异；在情绪运用和情绪理解维度上，高接纳组和一般组得分显著

高于低接纳组；在情绪管理维度上，高接纳组得分显著高于低接纳

组。这表明情绪智力能够把不同接纳水平的群体区分开。（见表  

4） 

 

4.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表明，除了 G 量表的克伦巴赫 α 系数较低（0.53）之

外，其余七个任务的克伦巴赫 α 系数为 0.61～0.85。分别由两个

任务组成情绪感知、情绪运用、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四个维度 α 系

数为 0.66～0.89，整个量表的克伦巴赫 α 系数为 0.91，这说明四

个维度和量表总分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见表 5） 

 

 

（二）中学生情绪智力发展特点 

 

1. 中学生情绪智力的年级差异与分析 

 

以年级和性别为自变量，以情绪智力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多元

方差分析（MANOVA）。结果发现，年级主效应非常显著，

Pillai's Trace F（12，3405）＝8.90，p＜0.001，性别主效应非

常显著，Pillai's Trace F（4，1287）＝12.42，p＜0.001，年级

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illai's Trace F（12，3405）＝

1.10，p＞0.05。 

 

就年级差异而言，总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单变量方差分析发

现，除情绪感知外，情绪运用、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存在显著的年

级 差 异（p＜0.001）。事 后 平 均 数 检 验（Turkey）发现，在

情绪运用维度，初二学生得分显著低于其他三个年级学生，高二学

生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学生；在情绪理解维度，初二学生得

分显著低于其他三个年级学生，高一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初一学生；

在情绪管理维度，初一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学生，其他



各年级间差异不显著。也就是说，情绪感知能力的发展在各个年级

间差异不显著；对情绪运用能力和情绪理解能力而言，除初二学生

显著低于其他各年级外，随着年级的升高而提高；对情绪管理能力

而言，随着年级的升高而下降。（见图 9） 

 

 

中学生情绪智力的发展存在着非同步性，即四个维度随着年龄

的发展表现出的趋势并不相同。初二学生情绪运用和情绪理解处于

低谷，说明初二是情绪运用和情绪理解的艰难期。众所周知，初二

一般是学生在 14 岁左右，正处于进入青少年期的门槛，又是学生

心理和生理发生巨变的重要时期，情绪体验丰富多彩但又不深刻系

统；在某些方面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但又缺乏社会经验；总觉得

自己是大人了，经常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叛逆，但有时又表现得天真

幼稚，缺乏远见和自制力。因此，他们面对丰富多彩的情绪，经常

表现出困惑、彷徨，甚至产生莫名其妙的烦恼，而对如何理解和应

用情绪，尤其是如何从情绪波动中获得正确的认识，得到正能量，

从而促进自我发展和提升等方面显得难以得心应手。而随着年龄的

增长，青春期逐渐成熟，情绪发展也逐渐步入正轨，学生也越来越

能正确看待和运用情绪，发挥其积极促进作用。尽管情绪理解在高

二表现出下降，但并未达到显著性差异水平。  

 



在情绪管理维度，初一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学生，

其他各年级间差异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初一是初中起始年级，学

生身体生长发育显著、体力增强、精力旺盛。新的学校生活、学习

环境、人际关系、学习任务、学习方式等，使学生产生了全新的感

受，充满了新的希望，也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年，他们

也的确具有了一定的知识经验以及独立学习和生活的能力，因而，

自尊心和独立自主性格外强烈，表现在情绪管理上，其成熟度也格

外鲜明。但是，随着青春期平稳发展和中学生活的有序展开，新鲜

刺激越来越趋于平淡，生活学习逐渐步入常规，尽管之后年级不断

升高，但他们对情绪管理能力的要求达不到初一的峰值，甚至随着

年级增高而下降。 

 

情绪感知能力的发展在各个年级间差异不显著。这一结果得到

了里弗斯（Rivers，S.E.）研究的支持。情绪感知能力在整个情绪

智力结构中处于基础水平，更多包含基本的感知认知成分。作为一

般的感知认知能力，早在小学阶段就得到了较大发展，情绪感知能

力也不例外，到了初一基本发展到了“高原期”。因此，在随后的初

二、高一、高二年级情绪感知能力未见显著差异。  

 

2. 中学生情绪智力的性别差异与分析 

 

就性别差异而言，情绪智力四个维度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见表 6），首次从能力型情绪智力维度为

澄清以前中学阶段情绪智力性别差异的混乱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

这也得到了里弗斯的研究证实，她发现，在情绪智力的总分和四个

维度分上，女生的得分都显著高于男生。这应当归因于男女的进化

心理不同，俗话说，男人是理性动物，女人是感性动物。女性心理

特征最突出的表现是比男性富于感情。这是因为女性的神经系统具

有较大的兴奋性，对任何刺激反应都比较敏感。在情绪方面女生比

男生更细致入微、多愁善感，更善解人意、自觉自制，这些既得力



于女生对情绪的感知、促进、理解、管理，反过来也进一步强化了

女生对情绪的感知、促进、理解、管理。  

 

 

3. 中学生情绪智力的类型 

 

为进一步了解中学生情绪智力的分布特点和规律，先将情绪智

力四个维度转化为标准 Z 分数后，以 Z 分数大于+3 或者小于-3 

为标准，筛选出奇异值（Outlier）后进行聚类分析。采用 K-S 快

速聚类法（K-Means）对全部样本进行聚类分析。根据以往研究，

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确定聚类结果。第一，每个类别都有

比较突出的得分特点；第二，各个类别的得分特点不相重合；第

三，每个维度的人数不少于总人数的 5％。最后发现五个类别的聚

类结果最为合理。（见图 10） 

 



 

五个类别的 F 检验结果和各类别的人数见表 7。 

 

对以上五种类型进行比较，并概括出各自的特点。类型 1：情

绪感知能力差，情绪管理能力较强，情绪运用和情绪理解能力高于

平均水平，因此命名为理智型；类型 2：情绪感知能力较强，高于

平均水平，但是情绪运用、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能力都较差，低于

平均水平，因此命名为敏感型；类型 3：在情绪智力四种能力上得

分都很差，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因此命名为失衡型；类型 4：情绪

感知、情绪理解能力较强，高于平均水平，但是情绪运用和情绪管

理能力较差，低于平均水平，因此命名为情感型。类型 5：情绪智



力四种能力得分都很高，因此命名为良好型。五种类型 各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16.2% 、20.2% 、7.9% 、20.4%、35.3%。 

 

对情绪智力各类型的百分比进行不同年级的 χ2 检验，结果表

明，不同年级的情绪类型所占比例存在显著差异。由表 8 可知，对

于初一学生而言，良好型所占比例最多，明显多于其他类型，其次

是敏感型；对于初二学生而言，敏感型和良好型所占比例大体相

当，并明显多于其他类型；对于高一学生而言，良好型所占比例最

多，明显多于其他类型，其次是情感型；对于高二学生而言，良好

型所占比例远远多于其他类型所占比例，其次是情感型。这说明，

随着年级的升高，中学生的情绪智力发展得越来越成熟，良好型所

占比例逐渐增加，高二学生所占比例最多，其次是初一学生。在所

有的年级中，失衡型比例都是最少的。这说明中学生的情绪智力发

展状况总体上是非常健康的。 

 

 

对情绪智力各类型的百分比进行性别的 χ2 检验，结果表明，男

女中学生的情绪类型所占比例存在显著差异。由表 9 可知，对于男



生而言，良好型和敏感型所占比例最多，对于女生而言，良好型和

情感型所占比例最多。女生的良好型所占比例高于男生比例，敏感

型所占比例小于男生比例，说明女生的情绪智力发展总体状况好于

男生。 

 

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本土化修订的《中学生情绪智力测验》，对我国中

学生情绪智力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基于梅耶等人的理论和任务式的情绪智力测验修订的

《中学生情绪智力测验》的信效度良好，可以作为评价我国中学生

情绪智力发展状况的有效工具。该测验包括情绪感知、情绪运用、

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四个维度，每个维度含两组任务，共八组任

务，192 个题目。八组任务的克伦巴赫 α 系数为 0.60～0.80。根

据原有的理论基础和结构，建立了一阶和二阶因子竞争模型。验证



性因素分析表明，在一阶八因子基础上抽取的二阶四因子模型具有

良好的拟合指标，χ 2/df＝2.23， GFI＝0.97， CFI＝0.98， 

AGFI＝0.97，NFI＝0.96，RMSEA＝0.028。工 具 的 构 念 效

度、结构效度和预测效度均符合心理测量学指标。  

 

第二，中学生的情绪智力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和性别差异。具

体而言，在情绪感知维度，各年级差异并不显著；在情绪运用维

度，初二学生得分显著低于其他三个年级学生，高二学生得分显著

高于其他三个年级学生；在情绪理解维度，初二学生得分显著低于

其他三个年级学生，高一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初一学生；在情绪管理

维度，初一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学生，其他各年级间差

异不显著。女生在各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 

 

第三，中学生情绪智力可以划分为理智型、敏感型、情感型、

失衡型和良好型五种类型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16.2% 、

20.2% 、7.9% 、20.4%、35.3%。中学生的情绪智力类型存在年

级和性别差异。 

 

（二）教育建议 

 

针对上述中学生情绪智力的发展特点和规律，应科学高效地开

展情绪智力教育，重在促进个体去探索、确认、理解、学习并应用

情绪智力，以获得积极自我形象、自信交流的技能、良好的人际关

系、适应能力、压力管理能力和积极情绪，进而提升学生学习参与

程度、学业成绩和个体幸福感。 

 

第一，面向全体，通过开设通识性校本课程整体提升中学生情

绪智力水平。针对中学生情绪智力随年级总体上升趋势，面向全体

开设情绪智力通识性校本课程，整体提升全体学生情绪智力水平，

重点辅导学生如下内容并具备相应能力：识别并管理情绪和行为，



识别个人品质和外部支持，表现出实现个人和学业目标相关的能

力，使用社交技巧与他人有效沟通，能够表现出以建设性的方式预

防、管理和解决人际冲突的能力，在决策时考虑道德、安全和社会

因素，使用决策技能负责任地处理日常的学业和社交问题，能够为

学校和社区福利做贡献。 

 

第二，分层推进，通过细化目标和内容层次循序优化中学生情

绪智力教育过程。针对群体情绪智力发展和个体情绪智力发展层层

递进的特点和规律，将情绪智力发展内容和目标细分为三个层级：

初级、中级和高级。初级重点发展自我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来实现

学业和生活成功。了解自身情绪、学会管理情绪和合理表达情绪是

达成学业和生活成功的坚实基础。这让中学生能够处理压力、控制

冲动，并让其在自身面临阻碍时保持达成目标的动力。相关技能包

括精准评估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发扬长处，合理有效地运用家庭、

学校和社区资源，在达成学业和个人目标期间能自觉监控自身进

展。中级重点运用社会意识和人际交往技巧建立并保持积极的人际

关系。与他人建立并保持积极的人际关系是保障学生在学校和生活

中成功的关键。中学生必须具备辨认他人与自己相同和不同想法、

感受和观点的能力。此外，建立积极的同伴、家庭和工作关系需要

中学生具有合作、尊重对方的态度，掌握沟通和建设性地解决冲突

的技巧。高级重点在自身、学校和社区三种情境下表现出决策能力

和负责任的行为。对课堂、学校、社区和环境做出贡献是公民的基

本职责。这需要中学生具有决策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

的基础是准确定义要做的决策，促进自身健康，规避冒险行为，诚

实公平待人，生成替代解决方案，预测每个决策的后果，以及评估

并学习他人的决策。 

 

第三，分类指导，通过重点关注中学生的不同类型提高情绪智

力教育的实效性。针对中学女生情绪智力四个维度均存在显著高于

男生的情况，加强对男生情绪智力四个维度全方位辅导。针对全体



中学生呈现出的五种情绪智力类型，细化培养方案，开展精准干预

辅导活动。具体来说，重点培养理智型学生的情绪感知能力；重点

培养敏感型学生的情绪运用、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能力；重点培养

情感型学生的情绪运用和情绪管理能力；重点做好失衡型学生的情

绪感知、促进、理解和管理四种基本能力的补救性培养；重点做好

良好型学生的情绪感知、促进、理解和管理四种基本能力的进一步

提高性培养。 

 

第四，教师先行，通过增设教师情商专题培训提升教师情绪智

力及其专业素养。教师情绪智力教育专业素养是先手棋，对学生情

绪智力发展与培养至关重要。情绪智力的学习，部分发生在儿童与

教师的非正式的关系中，教师常常担任一名重要而且具有潜在智慧

的成人榜样的角色。戈尔曼认为，教师传授情绪技能的方式可能像

课程本身一样重要。因为一名教师善于掌控其班级的方式本身就是

个榜样，是一堂事实上的增进情绪智力的课程。因此，所有教育者

都需要提升情绪智力素养和情绪智力教育智慧和技能，以全面促进

学生情绪智力的培养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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