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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 Bordin 的工作同盟理论进行修正，编制工作同盟问卷。 方法：在 Bordin 的理论及前期研究的基础

上，假定工作同盟的结构由咨访双方的情感联结、目标任务一致和投入三个维度组成。 经过 3 轮试测，将来自 5 所大

学的心理咨询中心的 469 位当事人分为 2 个样本，使用样本 1 发展测量工具，使用样本 2 对测量工具进行验证。 结

果：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 3 个因素能够解释总变异的 60%；验证性因素分析及测量等同性检验为问卷结构的稳定性

提供了证据；各维度间存在中度相关（r=0.58 至 0.63），内部一致性均在 0.70 以上；与已有的工作同盟测量工具 WAI-
SR 有高相关（r=0.86）；对咨询效果有显著预测。 结论：编制的《工作同盟问卷》（WAQ）的各项测量学指标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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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Working Alliance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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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measure of working allianc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Methods: Based on
Bordin’s theory and the result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ree components were proposed as the dimensions of the measure
to develop, bond, goal-task, and engagement. After 3 pilot studies, 469 clients from 5 university counseling centers were
divided into 2 samples, with one to develop and the other to confirm the instrument. Results: EFA indicated that 60% of
the total variance was explained by the 3 factors. The results of CFA and the test of the measurement invariance confirmed
the structure of the measure. Dimensions were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moderately and the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s for
each dimension were above 0.70. The new measure had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WAI-SR (r=0.86) and predicted the out-
come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The Working Alliance Questionnaire (WAQ) is a reliable and valid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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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工作同盟便成为心

理治疗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 [1]。 目前使用的

工作同盟的测量工具也有数十种之多 [2]。 虽然各个

测量工具的结构和维度不尽相同， 但这些测量工具

或多或少都受到了 Bordin 的工作同盟理论的影响。
Bordin[3]整合不同的观点，认为工作同盟的核心是咨

访双方的合作与协商，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成分：目标

一致（goal agreement），指咨访双方对咨询目标的看

法一致；任务一致（task agreement），指咨访双方对如

何达成咨询目标的方法有一致的看法； 情感联结

（bond），指咨访双方之间个人的情感联系。Bordin 认

为工作同盟存在于所有的治疗关系中， 工作同盟的

强度决定了治疗效果。 Bordin 的工作同盟概念强调

咨访双方的相互性与合作。
以 Bordin 的理论为基础编制的 工作同盟问 卷

（working alliance inventory，WAI）成为使用最多的工

作同盟测量工具 [4]。 不过，已有研究结果表明，虽经

研究者不懈改进， WAI 系 列 工 具 的 结 构仍不理想，

特别是其中的任务一致与目标一致维度无法很好区

分[5]。 实际上，目前的研究者或测量工具已常常将这

两个维度一起看作是合作过程中的认知因素[6，7]。 导

致 目 标 与 任 务 维 度 无 法 区 分 的 一 个 可 能 原 因 是

WAI 将咨访双方对治疗的投入同时包括在这两个

维度中了。 例如，“我和我的咨询师正朝着共同的目

标努力” 这个原本属于目标维度的项目看起来更像

是在测量当事人与咨询师的投入程度。从概念上讲，
咨访双方对目标与任务的认可有较多的认知成分，

而投入则主要是一个动机性的因素，两者可以分开。

从测量上讲， 将这两者分开可以消除项目的双重含

义，有可能会改善测量工具的结构效度，也有助于对

工作同盟的成分做更细致的研究。
对现有各种工作同盟的测量工具的分析发现有

几个核心成分是各个测量工具都包含的， 一个是咨

访双方的个人依恋或情感联结， 一个是对治疗目标

或任务的认可，一个是治疗过程中的合作或投入[8，9]。
Horvath 和 Bedi[10]将工作同盟定义为咨询中当事人

与咨询师之间合作关系的质量与强度， 认为工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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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包括 3 个成分：①积极的情感联结，如相互信任、
喜爱、尊重、关心；②认知成分，如对治疗目标和任务

的认可；③投入，如双方都投入治疗过程，并且承担

各自的责任。 为了进一步考察源于西方的工作同盟

概念是否在不同文化中具有相同的含义， 即概念的

对等性（construct equivalence）[11]，前期研究采用协商

一致的质的研究方法（CQR）对中国当事人眼里的工

作同盟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中国当事人同样认为

情感联结、任务和投入是工作同盟的三个成分[5]。
因此，根据已有的理论和前期研究的结果，本研

究对工作同盟的结构提出如下构想：保留 Bordin 工

作同盟理论中的情感联结维度， 将目标一致与任务

一致合成一个维度， 将原来含在目标一致与任务一

致中的咨访双方的投入分离出 来单独作 为一个维

度。最终工作同盟测量工具的结构由三个维度组成，
咨访双方的情感联结、目标任务一致和投入。情感联

结是工作同盟中的情感基础，包括信任、喜欢、关心

等，决定着双方是否愿意合作。任务与目标一致是工

作同盟中的认知因素，指对治疗目标和任务的认可，
对应的是合作的内容，即如何合作。投入是工作同盟

中的动机/行动因素，体现为合作双方的努力与付出

程度，即花多大力气合作。
工作同盟是心理治疗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但国

内少有文献涉及。 为推动本土的工作同盟研究，本

研究将根据以上假设的理论结构， 编制相应的工作

同盟的测量工具。

1 对象与方法

1.1 项目编制

参考国外几种广泛使用的工作同盟测量工具，
如 修 订 版 的 《 帮 助 同 盟 问 卷 》 （Helping Alliance
Questionnaire，HAq-II）[12，13]、《工作同盟问卷》（Work-
ing Alliance Inventory，WAI） [14]、 《加 州 治 疗 同 盟 量

表 》 （California Psychotherapy Alliance Scales，CAL-
PAS）[7，15]，以及前期质的研究中所得的材料，根据本

研究对工作同盟结构的假设编写项目。 注意排除含

有效果含义的项目，如当事人的满意度等，以免污染

同盟与效果之间的关系[7]。 同时，根据以往的研究结

果，反向陈述的项目往往会单独聚在一起，而且会降

低维度的内部一致性[7，16]，所以问卷没有包含反向陈

述的项目， 而是通过选项的顺序来平衡当事人的反

应定式。 根据以往研究者的建议[16]，采用 Likert 五级

记分（1=很少，3=经常，5=总是）。
在 7 所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收集数据， 对问卷

进行了 3 轮试测（n=124~165）。 当事人基本为在校

大学生或研究生，在咨询会谈后填写问卷，并邀请其

对问卷进行反馈。 根据每轮试测的结果对问卷进行

项目分析，排除鉴别力低、平均分过高的项目，并借

助探索性因素分析， 排除在多个维度上都有较高负

荷的项目。最后，根据当事人的反馈，对项目的形式、
内容和表述进行了修改。 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重新

编制的 《工作 同 盟 问 卷》（Working Alliance Ques-
tionnaire，WAQ），共 21 个项目，每个维度 7 个项目。
1.2 对象

正式施测时在 5 所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收集数

据，开展纵向研究，共有 61 位咨询师的 469 位当事

人对 1429 次咨询会谈进行了有效评估。按照当事人

的来源，分为 2 个样本。
1.2.1 样本 1 有 253 名当事人来自一所高校的心

理咨询中心。 由于该中心也对社会开放，其中有 37
人（15%）来自社会，包括 10 名中学生，其余为在校

本科生与研究生。 男性 74 人 （29%）， 女性 176 人

（70%）， 另有 3 人性别信息缺失。 当事人的年龄为

14 至 50 岁，平均数为 22.1，标准差为 3.4。 由于当事

人进行了重复测量，为减少数据之间的相关 [6]，每位

当事人随机选取 1 次会谈的数据进入分析。 会谈次

数从第 1 次至第 21 次不等，平均数为 3.75，标准差

为 3.55，中数为 2。
1.2.2 样本 2 有 216 名当事人来自另外 4 所高校

的心理咨询中心，这些咨询中心只对本校学生开放，
所以当事人均为在校学生。 其中，男性 91 人（42%），
女性 121 人（56%），其余 4 人性别信息缺失。 当事人

的年龄为 17 至 27 岁，平均数为 20.2，标准差为 1.8。
同样， 每位当事人随机选取 1 次会谈的数据进入分

析。 会谈次数从第 1 次至第 23 次不等， 平均数为

2.21，标准差为 2.51，中数为 1。
1.2.3 咨询师 由于两个样本中有一些咨询师是共

同的，所以将咨询师的信息合在一起介绍。 共有 61
位咨询师参与了本研究，男性 14 人（23%），女性 47
人（77%）。 年龄 23 至 58 岁，平均数为 34.8，标准差

为 9.9。 咨询经验从 1 年至 22 年，平均数为 5.67，标

准差为 5.29，中数为 4.5。其中有 17 位咨询方向的硕

士实习生，咨询经验不到 1 年。咨询师对自己的理论

取向进行 5 级评定， 平均分由高到低分别为以人为

中 心 （3.93）、认 知 行 为 （3.46）及 心 理 动 力 （2.88）取

向。 每位咨询师接待 1 至 18 位当事人不等。
1.3 测量工具

除了前期初步形成的《工作同盟问卷》（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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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ce Questionnaire，WAQ）外，本研究还使用了以

下测量工具。
1.3.1 工作同盟问卷简版修订版(WAI-SR) Hatcher
和 Gillaspy[16]采用两个当事人样本重新对 WAI 的结

构进行分析， 并抽取每个维度负荷最高 的4 个题目

形成了新的 12 题的工作同盟问卷简版修订版(WAI-
SR)。 因此，WAI-SR 和 WAI 的结构相同，包括情感

联结、任务一致和目标一致 3 个维度，不过项目的归

属有变化 。另外，WAI-SR 去掉了所有反向记分的题

目，采用 Likert 五 级 记分。Hatcher 和 Gillaspy [16]报告

WAI-SR 在当事人的两 个 样 本 中 各维度的内 部一

致性为 0.85 至 0.90，总分为 0.91 和 0.92，三维度之

间的相关为 0.54 至 0.79。
1.3.2 咨询效果问卷简版（Outcome Questionnaire-
5，OQ-5） OQ 是由 Lambert 等 [17]开发的国外广泛

使用的咨询效果评估工具，测量当事人的症状困扰、
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三方面的内容，共 45 题，故也

称 OQ-45。 OQ-45 采用 Likert 五级记分，得分越高，
心理问题越严重。考虑到 OQ-45 中许多项目中国的

当事人少有发生，且重复测量当事人负担较重，于是

根据以往的研究，在 OQ-45 中选取了 5 道与总分相

关最高的项目，组成 OQ-5。 这 5 题是原问卷中的第

9、10、15、23、42 题，均为症状困扰维度的项目，且主

要测量的是抑郁症状。
1.4 程序

数据由各个咨询中心的接待员负责收集。 首先

对各个咨询中心的接待人员进行了培训， 培训内容

包括样本的入组标准、数据收集程序等。在各咨询中

心由接待员邀请当事人参与研究， 同意参与研究的

当事人每次咨询会谈结束后填写工作同盟及咨询效

果的测量问卷，直到结案。当事人被保证所填问卷不

会影响到咨询， 当事人会收到一些小礼物作为对参

与研究的感谢。 整个数据收集过程历时 7 个月。
1.5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7.0 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探

索性因素分析（EFA），采用 LISREL8.80 进行验证性

因素分析（CFA）。

2 结 果

2.1 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样本 1 对初步形成的工作同盟问卷(WAQ)
的 21 个 项 目 进 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 KMO 值 为

0.897，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P<0.001），表明项目可

以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法提取因子，因为对问

卷结构有明确假设，所以指定提取因子数为 3，采用

promax 法（κ=4）进行斜交旋转。 除考察各个项目在

各因子上的负荷外，也同时考虑项目的含义。经过多

次探索，最终保留了 12 个项目，每个维度 4 个项目。
3 个因素共解释了 60%的方差。 在最终形成的 WAQ
中， 任务目标和情感联结 维度各有一 个项目来自

WAI。 各项目的因素负荷见表 1。
2.2 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样本 2 对样本 1 所得的 WAQ 的结构进行

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拟合指标见表 2。

表 1 因素分析结果：各项目的因素负荷及共同度

��� ����� ��	
� ��� ���
��������������������� ������  ���!�  ����� ��"!�
#��$%��&’(�)�*+,-.�/0�12�� ���34�  ���4� ������ ��!��
4����’56�7��89:;�<=�� ���"�� ������ ����"� ��>4�
���?@�$0ABCD���� ���>>� ����!� ����"� �����
E ��FG�����HID�’(�)�JKLMN�O5P���  ���!� ������  ���#� ��!#�
E #������QRST�UV�WX�/���Y��  ��#4� ���3�� ����3� ��""�
E 4��Z[������� ���#>� ���"��  ����� ��">�
E ��������%�\J�]^_‘�� ���4�� ���"��  ���>� ��"4�
a ��%bcde�fgJ�bhi��&cj�kl��  ��#�� ������ � ����� ��"!�
a #��mno���pq�����/���Y�� ���##�  ���"� � ��"3� ��>#�
a 4��rst��&�uvwx,yz&�� ����#� ������ � ��"�� ��>>�
a ��bc&J������\n{|J/}��� ���4�� ����"� � ��4!� ���!�

 
表 2 WAQ 各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年 第 19 卷 第 4期 ·451·



2.3 测量等同性检验

从样本 1 所得 的项目结构 在样本 2 中得 到验

证， 这说明问卷的整体测量结构可以适用于这 2 个

样本。 而测量等同（measurement invariance）检验则

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结构模型的各参数是否在

两个样本中也可以设定为相同，当越多的参数可以

被设定为相等也就反映了测量 等同特性越 强 [18，19]。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建立一系列逐步设限的嵌套模

型检验各种恒定假设下模型拟合度的变化。 当测量

项目在两样本中有相同的形态，且因素负荷、误差方

差、因素方差与协方差均被设定为相等时，即两个样

本 的 Λx 矩 阵、Θδ 矩 阵 和 Φ 矩 阵 都 被 假 设 为 相 等

时，则这两个模型的所有参数均相同，可以被视作完

全等同模型。
结果显示， 当 WAQ 结构模型的所有参数在两

个样本中均被设定为相等时，与两样本各自自由估

计相比，卡方值的增加并不显著（P=0.81），并且各项

拟合指标达到要求， 意味着在两个样本中 WAQ 的

结构完全相同， 进一步为 WAQ 结构的稳定性提供

了证据。
2.4 WAQ 的测量学指标

将样本 1 与样本 2 合在一起计算 WAQ 的各项

测量学指标。 表 3 显示，WAQ 各维度之间有中度的

相关，r=0.58 至 0.63， 而各维度与总分相关均较高，
r=0.85 至 0.87。WAQ 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也达到要

求，α=0.70 至 0.80。
2.5 WAQ 与 WAI-SR 的相关

在样本 1 中有 44 位当事人在 192 次会谈后同

时填写了 WAQ 和 WAI-SR。 为减少数据之间的相

关，每位当事人随机选取 1 次会谈，会谈次数从第 2
次至第 12 次不等，平均数为 4.32，标准差为 2.43，中

数为 4。 表 4 显示，WAQ 和 WAI-SR 总分的相关达

到 0.86。两个测量工具相对应的维度均有较高相关。
详见表 4。
2.6 WAQ 对咨询效果的预测

在样本 1 与样本 2 中， 共有 114 个个案有完整

的咨询效果测量，即初始会谈和结案会谈均有完整

OQ-5 的测量。1 次结案的个案由于无法控制症状水

平，不包括在内。 这些个案结案时的会谈次数从第 2
次至第 11 次不等，平均数为 4.13，标准差为 2.57，中

数为 3。 Stiles 等[20]认为咨询过程的研究数据可以在

对 子 水 平（dyad level）和 会 谈 水 平（session level）两

个水平上进行分析，而前者更适合研究工作同盟与

咨询效果的关系。 将每个个案多次 WAQ 的测量平

均，就得到了对子水平的工作同盟。表 5 是在控制了

咨询前 OQ-5 的水平和疗程后， 对子水平的工作同

盟各维度及总分与结案时 OQ-5 的偏相关。 结果表

明， 在控制了初始症状和疗程后，WAQ 各维度及总

分与咨询效果的相关均显著。 采用 Z 检验[21]对三个

维度与咨询效果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 发现差异不

显著（P>0.10）。

表 3 WAQ 各维度的相关及内部一致性

注：对角线为内部一致系数 α；由于数据缺失，n=461~468；所有相关

系数均显著，P<0.01，下同。

表 4 WAQ 与 WAI-SR 的相关（n=44）

表 5 WAQ 与咨询效果的偏相关（n=114)

注：表中数值为控制了咨询前 OQ-5 水平和疗程后的偏相关；

由于 OQ-5 得分越高症状越严重， 所以相关为 负；*P<0.05，
**P<0.01。

3 讨 论

在已有文献和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假定

工作同盟的结构包括情感联结、 目标任务和投入三

个维度。这三者分别是工作同盟中的情感因素、认知

因素与动机/行动因素，与之相应的合作成分是愿不

愿意合作，如何合作，花多大力气合作。在此假设下，
参考已有的测量工具和质性研究材料， 编制相应测

量项目。经过多轮试测，在样本 1 中采用探索性因素

分析，得到了 12 个项目的工作同盟问卷（WAQ），每

个维度 4 个项目。 每个维度的项目又分别从两个方

面对该维度进行了测量，多方面的测量保证了 WAQ
的内容效度。 样本 2 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很好地支持

了 WAQ 的结构。 测量等同性的检验表明在两个样

本 中 WAQ 的 测 量 结 构 完 全 一 致， 进 一 步 提 供 了

WAQ 结构效度的证据。
WAQ 各维度之间有中度相关（0.58 至 0.63），相

对于其他工作同盟测量工具中经常出现的 0.70 甚

至是 0.80 以上的相关已经是有所改进[14，16，22]。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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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与总 分的相关 （0.85 以 上） 及内部一 致 性

（0.70 以上）均较高，表明 WAQ 的各项测量学指标

良好。
WAQ 与 WAI-SR 的总分相关高达 0.86， 说明

两者整体上对工作同盟有着相似的测量， 从两个测

量工具所依据的相似的理论假 设也可推断 出此结

果。 另外，WAQ 与 WAI-SR 中相对应的维度也有较

高相关，而且大都高于非对应的维度。 例如，情感联

结维度的相关为 0.72， 任务目标维度的相关为 0.81
与 0.82。 由于 WAI-SR 的目标与任务维度中也含有

为实现目标而努力的意味，如“咨询师和我正朝着我

们一致认可的目标而努力”，所以 WAQ 的投入维度

与这两个维度均有中度以上的相关 （0.59 与 0.61），
而且高于投入与情感联结维度的相关（0.44）。 因此，
这为 WAQ 各维度提供了区分效度与汇聚效度的证

据。 不过，WAQ 中的情感联结维度与 WAI-SR 中的

目标维度相关也较高 （0.75）。 这可能是因为 WAI-
SR 的目标维度中包含如“咨询师和我共同为我的咨

询制定目标”等带有一定情感联结含义的项目。这与

前期研究中发现 WAI-SR 目标维 度上的许多 项目

在情感联结维度上也有较高负荷的结果一致[5]。
WAQ 的各维度与总分对咨询效果均有显著预

测，为 WAQ 提供了效标关联效度。 虽然对效果方差

的解释量并不算大（4%至 7%），但也与元分析的效

果量相当 [4，10，23]。 另外，以完整个案的症状作为咨询

效果指标，且对初始症状进行控制，工作同盟与咨询

效果之间的相关往往会低于以当事人对现阶段咨询

的满意度作为效果指标[6]。
以往的研究往往由于样本有限， 所以将重复测

量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这样显然会降低数据

之间的独立性， 从而违背许多统 计 分 析 的 前 提 假

设[6]。 因此，本研究随机选取每个当事人的 1 次会谈

进行分析，以降低数据之间的相关。 虽然 WAQ 的结

构在本研究中得到了支持， 不过本研究的当事人绝

大多数为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使得样本较为同质，

还需要在更为异质的当事人样本中对 WAQ 的结构

进行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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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化与更多积极的特质相联结。 而被试有无情侣

也会对正视面孔的吸引力评价产生显著的影响，即

相对于有情侣的被试， 没有情侣的被试对正视面孔

的吸引力评价更高。 这一结果与 Conway 等的结果

一致 [16]，表明有无情侣的被试对面孔吸引力的评价

具有不同的接近—回避动机， 同时也符合进化中的

择偶观点，因为正视意味着对目标具有社会兴趣，正

视对面孔偏好的作用反映出对择偶努力有效配置的

适应 （如个体对显示出愿意与他们互惠的有吸引力

的潜在配偶会配置更多择偶努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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