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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学前行为与情绪量表（PreBERS）进行中文版修订，并考察其在中国学前儿童中的信效度。 方法：在

北京与上海两地 8 所幼儿园收集 PreBERS 中文版教师评定的有效数据 819 份， 其中 116 名儿童的老师参与一个月

后重评，177 名儿童的家长也参与评定，另有 70 名儿童的老师参与效标 SDQ 教师用表的评定。 结果：探索性因子分

析抽取 4 个特征根>1.33 的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 61.44%；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χ2/df=2.487，IFI=0.917，CFI=0.917，
RMSEA=0.066；各分量表与效标 SDQ 的相关因子显著相关；各分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8-0.932，重测信度为

0.587-0.826；评分者信度 0.309-0.478。 中国学前儿童在 PreBERS 各分量表及优势指数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年龄差异，

但不存在性别差异。 结论：PreBERS 中文版具有良好心理测量学指标，适用于中国学前儿童的情绪行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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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measure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Preschool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Rating Scale
applied in Chinese preschoolers. Methods: 819 preschoolers from 8 distinct kindergartens in China were rated by their
teachers, 116 of them were retested after a month, 177 of them were rated by their parents, 70 of them were also rated
with SDQ by teacher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PreBERS consisted of four factors,
and the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61.44%; In confirmatory analysis, χ2/df =2.487，IFI =0.917，CFI=0.917，RMSEA=0.066;
each subscale ha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 criterions;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s of the four subscales were between
0.868 and 0.932;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of the four subscales were between 0.587 and 0.826; the cross-rater reliability
of the four subscales were between 0.309 and 0.478. Age had a main effect on all the subscale scaled scores and the
strength index, but there was no gender difference on either of them. Conclu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PreBERS had
acceptable psychometric quality and can be applied in Chinese preschoo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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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Mayer 和 Salovey 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特质性

的“情绪智力”（Emotion Intelligence）概念 [1]相类似，
Saarni 从发展性的视角提出了 “情绪能力”（Emotion
Competency）概念[2]，用以指代个体理解与表达情绪、

以及对内在情绪体验和外在情绪行为的管理能力。

二十多年来， 情绪能力始终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3，4]，且大量研究发现，童年期尤其是学前阶段，正是

情绪能力发展最为迅速的关键期 [5]。 学前儿童已经

对 大 量 情 绪 有 了 初 步 体验，开始 学 会 使 用 情绪词

汇[6]，尝试通过面部表情、身体姿态、声音等线索来识

别情绪 [7]，探索情绪的来源 [8]，并意识到情 绪的可调

节性[9]，这些都为情绪能力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 学前儿童的情绪能力发展水平又与这一时期

其他方面的发展水平，如学习能力 [10]、动 作 协 调 能

力 [11]、同伴关系 [12，13]等都有显著的相关，而且对其学

龄期的学业成绩[14]、问题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出现 [4]

都能起到预测作用。因此，对学前儿童情绪能力领域

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现阶段我国关于学前儿童情绪能力的研究已经

大量展开 [15-18]，但研究内容多局限于情绪 理解能力

方面， 对儿童情绪能力的另一主要方面———情绪调

节能力的研究很少。 原因之一是目前国内对情绪调

节能力的研究工作仍存在一个瓶颈， 即缺乏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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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工具。 过去在研究学前儿童情绪调节能力时所

采用的测量工具存在着两点不足： 一是部分研究使

用未经标准化的自编量表 [15，18]，或将 国外相关评 估

工具简单地翻译后即投入使用 [19]，不能保证这些量

表在国内学前儿童中满足心理测量学的各项指标要

求； 二是已经修订的能够用于评估学前儿童情绪调

节能力的问卷均采用问题诊断 视角 [20，21]，即主要 关

注儿童在这一方面是否具有缺陷， 旨在从正常儿童

中筛选出问题儿童， 却忽略了对于正常儿童正面的

情绪调节能力发展优势与潜力的评估， 未免失之狭

隘。 1996 年儿童发展评估工作组提出十条儿童评估

指导原则，其中之一就是“测量过程应确定儿童现阶

段的能力与优势”[22]，可见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际

应用（如政策制定、儿童情绪能力培养等）层面，从能

力与优势的视角出发来评估正常儿童的情绪能力发

展水平，无疑是对问题诊断取向评估的重要补充。
为了弥补国内学前儿童情绪调节能力评估工具

的这一缺陷，本研究将 Epstein 和 Synhorst 编制的学

前 行 为 与 情 绪 评 定 量 表 （Preschool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Rating Scale，PreBERS）[23]引入中国。 Pre-
BERS 量表的适用对象为 3 至 5 岁学前儿童， 由儿

童的老师或主要照料者对儿童进行评分， 并以优势

挖掘的视角取代了较为普遍的问题诊断的视角来进

行项目编写， 目的在于评估儿童在以情绪调节能力

为主的社会情绪能力上所拥有的优势与资源。 本研

究对 PreBERS 量表进行了翻译和修订， 并在国内 3
至 6 岁学前儿童中对中文版 PreBERS 量表的信效

度进行了检验。

1 方 法

1.1 工具

1.1.1 PreBERS PreBERS 原 版 由 42 个 正 面 陈 述

的项目组成，包含情绪调节、入学准备、社交自信、家

庭融入 4 个分量表。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
ER）分量表由 13 个项目组成，测试儿童在社交情境

中控制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入学准备（School Readi-
ness，SR）分量表由 13 个项目组成，测试儿童注意、
理解、执行任务等入学需掌握的认知方面的能力；社

交自信（Social Confidence，SC）分量表由 9 个项目组

成， 测试儿童积极发展和维持与同伴及周围成人良

好关系的能力；家庭融入（Family Involvement）分量

表由 7 个项目组成， 测试儿童融入家庭程度及与家

人的关系。 该量表采用 0-3 的 4 点 Likert 量表计分

（0 代表完全不符合儿童，1 代表比较不符合儿童，2

代表比较符合儿童，3 代表非常符合儿童）， 由近两

个月内与儿童有频繁日常接触的成人来评分， 评分

时可以根据儿童出现该行为的频率， 也可根据评分

者的推测。 完成全部 42 个项目 的 评 分 后 可 获 得 4
个分量表标准化的得分与 1 个加总后标准化的优势

指数。
1.1.2 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th and Difficulties Ques-
tionnaqire，SDQ） 该问卷共由 25 个负面陈述的项

目组成，包含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多动注意不能、同

伴交往问题和亲社会行为 5 个因子， 最终获得 5 个

因子的分数和前 4 个因子加总后的困难总分， 前 4
个因子分数越高表明儿童的情绪与 行为问题越 严

重，亲社会行为因子分数越高表明社会适应性越强。
杜亚松等人于 2006 年修订了 SDQ 的教师用表，本

研究选取该问卷作为 PreBERS 的效标[20]。
1.1.3 翻译与修订 工作 在从编 制 者 处 获 得 Pre-
BERS 原版量表、 使用手册以及中文版修订的授权

后，笔者首先将原版量表翻译成中文，再由英语专业

研究生回译成英语， 对翻译差别较大的项目进行修

改。 其次邀请两位心理学教授对比原始量表与翻译

量表提出修改意见， 讨论后认为由于在国内幼儿园

中饭前洗手等卫生技能要求全体儿童掌握并每日执

行、且国内学前儿童有一大部分为独生子女，第 17
项“与同龄儿童卫生技能相当”与第 24 项“与家中兄

弟姐妹有良好的互动”不适用于中国学前儿童，因此

删除该 2 项，剩余 40 项作为量表初稿在北京一所幼

儿园中试发， 听取家长意见并进一步调整项目内容

的表达后形成量表的修订版。

1.2 样本

来自北京与上海两地 8 个区的 8 所幼儿园参与

了修订版量表的评定工作， 在评定之前对各班级负

责老师进行了量表填写指导， 说明了该量表的目的

与意义、填写方法及每个项目的含义，然后向这些老

师发放量表并要求仅对班内近 2 个月内有频繁接触

的儿童进行评定，最终回收有效量表 819 份。接受评

定的儿童中有男孩 424 名， 女孩 395 名， 年龄均在

3-6 岁 之 间， 其 中 3 岁 儿 童 191 名，4 岁 儿 童 258
名，5 岁儿童 200 名，6 岁儿童 170 名。有 177 名接受

评定儿童的家长也参与了量表的评定， 另有 116 名

儿童的老师参与了一个月后的重评。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6.0 及 Amos17.0 进行有关数据统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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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结构效度

2.1.1 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 Promax 旋转法对 40
个项目进行主成分分析， 共抽取 4 个特征根≥1.00
的因子。 以仅在 1 个因子上因素载荷＞0.50 为指标

筛选项目， 第 9、16、20、21、34、36 项被列入筛选范

围， 与专家讨论后认为该 6 项的内容无法很好地反

映儿童在 4 个因子中某单一因子上的表现， 因此删

除该 6 项。 剩余 34 项共生成 4 个特征根＞1.33 的因

子，每个项目所归属的因子与原量表一致，4 个因子

累计解释总变异的 61.440%， 所有项目的因素载荷

在 0.540-0.936 之间。
2.1.2 验证性因素分析 另收集 346 名儿童 （包括

174 名男孩，172 名女孩，平均年龄为 4.552 岁，标准

差为 1.136）的评定结果，采用最大似然法对四因子

模型 进行验证 性因子分析， 拟合 结 果 显 示，χ2/df=
2.487，IFI=0.917，CFI=0.917，RMSEA=0.066，所 有 项

目的因素载荷在 0.63-0.86 之间。
2.1.3 分量表间关 系 所有分量 表 间 均 显 著 相 关

（P<0.001），相关系数在 0.518-0.768 之间，所有分量

表与优势指数间均显著相关（P<0.001），相关系数在

0.774-0.884 之间。 见表 1。

表 1 PreBERS 中文版分量表

标准分数及优势指数间相关系数

注: *P<0.05，**P<0.01，***P<0.001，下同。

2.2 效标关联效度

70 名儿童（包括 38 名男孩，32 名女孩，平均年

龄为 4.257 岁，标准差为 1.017）的老师同时完成了

PreBERS 与 SDQ 的评定。 结果显示，PreBERS 中情

绪调节、入学准备、社交自信、家庭融入分量表及优

势指数得分与 SDQ 中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多动注

意不能、 同伴交往问题及困难总分均呈显著负相关

（P<0.05），相关系数在-0.646~-0.243 之间，与亲 社

会行为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P<0.01）， 相关系数在

0.611-0.693 之间。 见表 2。
2.3 内部一致性信度

四 个 分 量 表 及 总 量 表 的 α 系 数 均 在 0.868-
0.962 之间。 见表 3。
2.4 重测信度

116 位儿童（包括 59 名男孩，57 名女孩，平均年

龄为 4.784 岁，标准差为 1.002）的教师完成了对所

教儿童的两次 PreBERS 评分，两次数据收集的平均

间隔时间为一个月。结果显示，两次各分量表原始评

分间存在显著相关（P<0.01）。 见表 4。

表 2 PreBERS 中文版与 SDQ
各分量表分数及总分间相关系数

表 3 PreBERS 四个分量表的 α 系数

表 4 PreBERS 中文版的重测信度(x±s)

2.5 评分者间信度

共有 177 名儿童 （包括 92 名男孩，85 名女孩，

平均年龄为 4.514 岁，标准差为 1.077）的老师与父

母中的主要照料者同时对这一批儿童进行了评分。

结果显示， 不同评分者对每个分量表评分都显著相

关（P<0.01），相关系数在 0.309-0.478 之间。 老师与

父母在各分量表上的原始评分均值、标准差，以及不

同评分者间的相关系数见表 5。

表 5 PreBERS 中文版的跨评分者信度(x±s)

表 6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儿童的分量表得分及优势指数(x±s)

2.6 性别差异与年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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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各分量表得分与优势指数

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但均存在显著的年龄差

异， 年龄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在各分量表得分与优势

指数上均不显著。 不同年龄儿童四个分量表上及优

势指数上的平均分数、年龄效应的 F 值见表 6。 对本

研究重点关注的情绪调节分量表及优势指数进行事

后检验发现，在情绪调节分量表上，从 3 岁至 4 岁、
从 4 岁至 5 岁儿童得分均显著提高 （P 均<0.001），
但 5 岁与 6 岁儿童得分差异并不显著（P=0.346）；在

总量表所得优势指数上，从 3 岁至 4 岁、从 4 岁至 5
岁儿童得分均显著提高 （P 均≤0.001），5 岁儿童与

6 岁儿童得分差异不显著（P=0.058）。

3 讨 论

本研究首先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

分析对原量表的四维度模型进行了检验， 探索性因

素分析结果与原量表结构一致， 验证性因素分析中

各项目在对应因子上的因素载荷均在 0.6 以上，且

各拟合指数均达到测量学标准； 同时， 各分量表之

间、 分量表与优势指数之间都存在适当程度的显著

相关，证实该量表具有较理想的建构效度。在信度方

面，PreBERS 四个分量 表与总量表 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在 0.8 以上，展现出非常高的内部一致性；而

相隔一个月的两次重复施测所获得的各分量表重测

信度也均在 0.5 以上， 表明该量表结果在一个月内

具有稳定性；此外，父母与老师对各分量表评分之间

存在适当程度的显著相关， 表明该量表测量效力并

不存在情境特异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PreBERS 中的 “情绪调节”

分量表、“入学准备” 分量表、SDQ 中品行问题和多

动注意不能因子之间两两显著相关， 这与过去一些

研究发现相吻合， 例如有问卷调查研究表明学前儿

童调控情绪等社会适应性技能与认知方面的发展水

平呈高相关 [24]，神经生物学层面的研究也发现大脑

前额扣带回存在两个彼此独立但又紧密相连、 相互

作用的区域，分别控制认知过程与情绪过程 [25]，个体

对思维与行为调控的成功与否受到认知与情绪能力

的共同作用 [26]。 而“情绪调节”分量表又与“社交自

信”分量表、“家庭融入”分量表、SDQ 中同伴交往问

题因子之间两两显著相关， 也支持过去一些研究中

所发现的学前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及焦虑水平和儿童

与同伴间的友谊关系、 与家长间的依恋关系都存在

单向或双向的影响[12，13，27，28]。 以上发现也从反面解释

了 PreBERS 除了包含其侧重的“情绪调节”分量表

以外，还纳入“入学准备”、“社交自信”、“家庭融入”
三个分量表来共同预测儿童情绪能力发展优势与潜

在资源的原因。
本研究还发现， 尽管学前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

各分量表得分及优势指数都呈上升趋势，但“情绪调

节”分量表得分及优势指数都仅在 3 岁至 4 岁、4 岁

至 5 岁之间出现显著提高。 这可能与 3-4 岁正是与

情绪能力密切相关的心理功能（如心理理论、执行功

能等）开始形成发展的阶段有关[29]，同时也提示未来

对儿童情绪能力的干预、 培训务必要关注这一年龄

阶段。最后，本研究中所有分量表得分及优势指数都

未发现性别差异， 这与过去国内的一些研究结论一

致 [15，17]，但与国外的一些研究结论不一致 [23]，因此不

同性别学前儿童的情绪能力是否存在差异， 而这种

差异是否与儿童成长的文化环境存在交互作用，尚

有待进一步探索。（致谢：感谢北京中芯幼儿园、上海

杨浦幼儿园、上海南西幼儿园、上海海贝幼儿园、上

海冰厂田幼儿园等幼儿园的园长与教师对本研究的

帮助与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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