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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大学生学业情绪量表（AEQ 英文版）进行中文修订。 方法：以 1114 名大学生为被试，分析中文版的

信、效度。 结果：①修订后的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67～0.90 之间；②AEQ 的积极情绪快乐、希望、自豪和 ABS-10
呈负相关(r=-0.22～-0.41)，消极情绪生气、焦虑、厌烦、失望、羞愧和 ABS-10 呈正相关(r=0.21～0.58)，学业成绩和 AEQ
的积极情绪呈正相关(r=0.15～0.30)，和消极情绪呈负相关(r=-0.16～-0.32)；③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三种情境下的分量

表均包含 8 个因子，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模型 4 对数据的拟合情况最好。 结论：中文版 AEQ 是一个有效的测

量大学生学业情绪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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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chievement Emotion Questionnaire (AEQ). Methods: The
reliability, validity of the AEQ were tested based on a sampl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N=1114). Results: ①The reliabilities
of the AEQ scales range from 0.67 to 0.93. ②The positive emotions of AEQ correlated negatively with ABS-10(r=-0.22～-
0.41);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AEQ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ABS-10 (r=0.21～0.58). The positive achievement emotions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school-work achievement(r=0.15～0.30); the negative achievement emotions correlated negatively
with school-work achievement(r=-0.16～-0.32). ③Factor analysis identified 8 factors for each setting; model 4 had a good
fit to the data. Conclu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EQ can be used to assess college students’ achievement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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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将年会的主题定

为：“情绪在学生学习与成就中的作用。”并开展了热

烈的讨论，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学

业情绪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 [1-3]。 2002
年，Pekrun 等人首次明确了学业情绪的概念， 将学

业情绪定义为和学习活动、 学习结果直接相联系的

各种情绪（如学习过程中的愉快，对学习要求的愤怒

等）[4-6]。 该定义改变了以往以学习结果相关情绪（如

和成功、失败相连的焦虑、自豪、羞愧等情绪）为焦点

的研究范式， 为更深刻地理解学业情绪的结构提供

了新的思路。
Pukrun 等人编制了 测 量 大 学 生 学 业情绪的问

卷，并于 2005 年 出 版 了 AEQ（The Achievement E-
motions Questionnaire）英文版的使用手册。 该问卷由

24 个分量表组成。 这 24 个分量表涉及到在三种学

习情境中出现的 9 种不同的学业情绪， 是世界上第

一个全面测查学业情绪的测量工具， 它可以测量一

般学业情绪（特质学业情绪），也可以测量某个具体

课程的学业情绪， 还可以测定某个特定时间的学业

情绪（状态学业情绪）；AEQ 的三个部分（即三种情

境）可以分开使用，也可以同时使用；AEQ 的分量表

也可以单独使用[7]。
国内也有研究者编制了相关的学业情绪量表，

如董妍和俞国良编制了青少年学业 问卷 [8]，马慧霞

编制了大学生一般学业情绪问卷[9，10]，但是这些量表

都没有 AEQ 这么完整和系统。本研究的目的是对 AEQ
进行中文修订，为国内研究学业情绪提供工具。

1 对象与方法

1.1 量表简介

英文版学业情绪量表（AEQ）由 Pekrun 等人编

制[7]，共有 232 个项目，分为课堂相关情绪量表、学习

相关情绪量表、考试相关情绪量表三个部分。其中课

堂相关情绪量表包含 80 个项目，测量了和课堂相关

的 8 种情绪； 学习相关情绪量表包含 75 个项目，和

课堂相关情绪量表测量的情绪种类一致； 考试相关

情绪量表包含 77 个项目， 测量了和考试相关的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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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希望、自豪、放松、生气、焦虑、羞愧和无望等 8 种

情绪。 每一种情境下又分成三个时间段 （如上课之

前、上课中、课后）。 量表采用 5 点计分，从“非常反

对”到“非常同意”，分别记 1-5 分。
1.2 修订过程

1.2.1 预备测试 使用 AEQ 中文版对 103 名大学

生（其中男生 54 人，女生 49 人）集体施测。根据项目

分析结果和被试的反馈对相关项目进行修改。 为了

尽量保证修订的量表和原量表项目的一致性， 仍保

留了所有项目， 但对个别条目的内容进行了文字上

的修改，使其翻译更符合中国文化特点。
1.2.2 正式施测 选取 7 所大学进行调查， 发放问

卷 1200 份， 回收 1114 份。 其中男生 452 人， 女生

662 人；大一 332 人，大二 303 人，大三 241 人，大四

238 人。 年龄在 17-23 岁之间，平均年龄 20.63 岁。
选取学业成绩和厌烦量表[13]（Academic Boredom

Scale-10）作为效标。 学业成绩的评定使用《学业成

绩自评等级问卷》：让学生先给自己打分（最低 0 分，
最高 100 分），然后根据自己的分数选择相应的学业

成绩等级：较好或很好；中等；较差或很差。 ABS-
10 由 Taylor 等人编制，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采用团体施测法，以班为单位进行施测，当场收

回问卷。

2 结 果

2.1 项目分析

对总样本(N=1114 人)进行项目分析。 计算每个

项目分数与维度总分之间的相关， 将相关较低 (r<
0.3)的题目剔除。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条目的相关系

数在 0.312～0.678，保留所有条目。
2.2 探索性因素分析

将所得 1114 人的总样本随机分成 2 个子样本,
每个子样本的样本容量为 557 人。 对第一个子样本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斜交旋

转。并根据以下原则对项目进行筛选：①最大因子载

荷值小于 0.4；②在不同因子上有相近的载荷且难以

解释；③共同度小于 0.3；④在一个因子上的项目少

于 3 个。 结果显示，项目 13、102、207 最大因子载荷

值小于 0.4，分别为“我的自信会促使我做好上课的

准备”、“当我学习的时候，我喜欢通过分散我的注意

力来缓解我的焦虑”和“考试后，我觉得自己好像长

高了 10 英尺，因为我非常自豪”；项目 169（考试前，
我希望考试快点开始）单独构成一个维度。对最后保

留的项目再次进行因子分析， 根据特征根大于 1 的

原则提取因子，课堂相关情绪分量表的 Bartlett 值为

31750.015，P 值小于 0.001，KMO 值是 0.950。因子分

析 提 取 出 了 8 个 因 子 ， 累 计 可 解 释 总 方 差 的

45.71% ； 学 习 相 关 情 绪 分 量 表 的 Bartlett 值 为

33134.915，P 值小于 0.001，KMO 值是 0.959。因子分

析 提 取 出 了 8 个 因 子 ， 累 计 可 解 释 总 方 差 的

47.44% 。 考 试 相 关 情 绪 分 量 表 的 Bartlett 值 为

36910.511，P 值小于 0.001，KMO 值是 0.952。因子分

析 提 取 出 了 8 个 因 子 ， 累 计 可 解 释 总 方 差 的

49.26%。 结果见表 1。

表 1 AEQ 中文修订版各维度的项目数及负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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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了更好地评估学业情绪各成分之间的关系，
对 第 二 个 子 样 本 (n=557)采 用 LISREL8.8 进 行 验 证

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对 pekrun 构建的四个假设模型

进行了验证，AEQ 的 24 个分量表作为每个模型主

要的指标。模型 1 是单因素模型，它假设学业情绪之

间的相互作用可以用一个概括性的因素来解释，积

极的情绪在这个因素上有正负荷， 消极的情绪在这

个因素上有负负荷。模型 2 包含 9 个因素，这 9 个因

素由 AEQ 测量的 9 种具体的情绪构成 （如愉快，希

望，自豪，放松，生气，焦虑，羞愧，无望和厌烦），因素

的指标是各种不同情绪的分量表， 如课堂相关的愉

快， 学习相关的愉快和考试相关的愉快是愉快这个

因素的共同指标，而放松只有一个指标，即考试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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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模型 3 是一个 3 情境模型，包含三种潜在的因

素，这三个因素代表了 AEQ 测量的三种不同情境中

体验的情绪。模型 4 将模型 2 和模型 3 相结合，旨在

能同时包含 AEQ 的两个结构层次，即 9 种不同的情

绪和 3 种不同的情境。 四个模型的拟合结果见表 2，
结果表明模型 4 对数据的拟合情况最好。

表 2 AEQ 中文修订版的拟合指数

2.4 量表的信度分析

总量表及各个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

为：总量表 0.97，课堂相关情绪分量表 0.92，学习相

关情绪分量表 0.93， 考试相关情绪分量表 0.94，24
个分量表中有 16 个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大于

0.8，Cronbach α 系数在 0.67～0.90 之间。 各个维度的

Cronbachα 系数见表 3。

2.5 量表的效度分析

2.5.1 情绪之间的相关 研究结果显示， 不管是情

境内，还是跨情境，除放松外，积极的学业情绪之间

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 0.63～0.74 之间，消极的

学业情绪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 0.58～0.75
之间； 积极的学业情绪和消极的学业情绪呈显著负

相关，相关系数在-0.14～-0.42 之间。 放松不仅和积

极学业情绪呈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在 0.23～0.51
之间，也和焦虑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24，放

松和羞愧、失望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在-0.19～-
0.22 之间。
2.5.2 效标效度 以学业成绩和厌烦量表 ABS-10
作为效标来初步推断 AEQ 中文版的效标关联效度。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AEQ 的积极情绪快乐、希望、自

豪和 ABS-10 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在-0.22～-0.41 之

间，消极情绪生气、焦虑、厌烦、失望、羞愧和 ABS-
10 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在 0.21～0.58 之间。 学业成绩

和 AEQ 的积极情 绪呈正相关， 相关系 数 在 0.15～
0.30 之 间， 和 消 极 情 绪 呈 负 相 关， 相 关 系 数 在-
0.16～-0.32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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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研究结果表明 AEQ 中文版总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 信 度 为 0.97，24 个 分 量 表 中 有 16 个 分 量 表 的

Cronbach α 系数大于 0.8，Cronbach α 系数在 0.67～
0.90 之间，AEQ 英文版的 Cronbach α 系数在 0.75～
0.93 之 间，24 个 分 量 表 中 有 20 个 分 量 表 的 Cron-
bach α 系数大于 0.8， 中文修订版的信度与英文版

接近，符合心理测量学的标准。

结合因素分析的结果，考虑到中外文化的差异，

修订后的 AEQ 中文版量表删除了 3 个条目 （项目

102、169、207）， 项目 102、207 不太符合中国人的情

绪表达方式，项目 169 隐含两种情绪（愉快和焦虑），
容易产生歧义。为了尽量保持和原量表结构一致，通

过分析项目 13 的合理性， 结合相关专家的意见，最

终对该项目予以保留。研究结果显示 AEQ 中文版具

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量表内容很好的反映了学业情

绪的内在结构。 情绪之间的相关分析表明，愉快、希

望、自豪等积极情绪之间呈正相关，生气、焦虑、羞

愧、失望、厌烦等消极情绪之间呈正相关，积极情绪

和消极情绪之间呈负相关。 但放松和其他种类情绪

的关系似乎更复杂，放松和三种积极情绪（愉快、希

望、自豪）、一种消极情绪（焦虑）呈正相关，和三种消

极的情绪（羞愧、生气、厌烦）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在

考试之后体验到更多放松感的学生也体验到了更强

烈的考试焦虑。虽然具有相同效价的情绪（如愉快和

希望，生气和焦虑）相关较高，但总体来说，各种情绪

的结构是不同的， 这和 Pekrun 等 人 的 研 究 结 果 一

致[1]，相同效价情绪相关较高可能是由于本研究测查

的是特质情绪， 相关研究表明特质情绪之间相关较

高，而状态情绪之间相关较低。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

果表明模型 4 对数据的拟合情况最好， 研究结果支

持了 Pekrun 等人提出的情绪的两维结构理论，证实

了学生情绪体验的情境性和区分具体学业情绪的合

理性。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AEQ 的积极情绪和 ABS-

10 呈负相关，消极情绪和 ABS-10 呈正 相关，这和

Taylor 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1]。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学

业成绩和积极情绪呈正相关，和消极情绪呈负相关。
（下转第 447 页）

表 3 各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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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与各分 量表得分的 相关系数表 明 PSYRAT 中

文版各分量表的区分度较好。 而该量表良好的效标

效度也支持了这一结果。 PANSS 量表是目前临床使

用最为广泛的精神症状评定工具 [7，8]，且与 PSYRAT
评估内容较为接近[6]， 本研究以 PANSS 量表中的幻

觉、妄想条目以及阳性症状量表和总分为效标，结果

显示中文版 PSYRAT 总量表及幻 听与妄想分 量表

具有较好的效标效度。 在 Drake 等 [6]的研究中也发

现：PSYRAT 的妄想分量表与 PANSS 妄想条目的相

关系数为 0.43，幻听分量表与 PANSS 幻觉条目的相

关系数为 0.81。
本研究结果表明 PSYRAT 中文版的信、效度均

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该量表不仅关注幻觉、妄想

症状的有无， 而且从更多维度收集症状的现象学信

息[3]，不仅评估幻听与妄想症状的频率，而且关注患

者对症状起源的信念、 控制能力及症状对患者的影

响等诸方面。 对精神病性障碍的药物及社会心理干

预可提供有效的测评工具。 （致谢：感谢英国曼彻斯

特大学Gillian Haddock 教授提供并同意修订PSYRAT
量表，以及在量表修订过程中给予的帮助与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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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研究表明 AEQ 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一定的

预测作用。 例如，Titz 等人研究发现大学生学习中体

验到的愉快、希望、自豪（课堂相关和学习相关两种

情境） 和他们期中考试成绩的相关系数是 r=0.27～
0.45，而焦虑、羞愧、失望等情绪和中考成绩的相关

系数是-0.24～-0.46。 Pekrun 等人的研究发现学生的

学业情绪和他们的控制感和价值评价、动机、学习策

略的使用，自我调节学习，和学习成绩都相关[1，12]。 这

说明学业情绪量表具有一定的效标关联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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