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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评估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中文版在抑郁性障碍患者中的信度、效度。 方法：299 例抑郁性障碍患

者完成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和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 结果：CERQ 全量表的 α 系数为 0.858，9 个分量表的 α 系数

在 0.622～0.869 之间； 全量表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为 0.144，9 个分量表的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在 0.291～0.623 之间；

全 量 表 的 分 半 信 度 系 数 为 0.747，9 个 分 量 表 的 分 半 信 度 系 数 为 0.613～0.856。 验 证 性 因 子 分 析 结 果 显 示 TLI 为

0.890，CFI 为 0.904，IFI 为 0.905， RMSEA 为 0.053。 依据 CES-D 得分将被试分为抑郁低分组、抑郁高分组，两组患者

在 CERQ 自我责备、沉思、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和灾难化等因子上的得分差异显著（P<0.05）。 结论：CERQ 的信度

与效度达到了心理测量学要求，可用于测查抑郁性障碍患者的认知情绪调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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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Chinese Version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in depressive patients. Methods： 299 depressive patients were tested with th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
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Results： The alpha coefficient for CERQ-
C was 0.858, the alpha coefficient for nine factors ranged from 0.622 to 0.869; the mean inter-item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CERQ-C was 0.144; the mean inter-item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nine factors ranged from 0.291 to 0.623, the split-
half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for CERQ-C was 0.747; the split-half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for nine factors ranged from 0.613
to 0.856. And the result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the nine-factor structure of the CERQ-C was suit-
able for the depressive patients. The scores of CERQ-C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wo samples on self-blame, rumina-
tion, positive refocus, putting into perspective and catastrophizing. Conclusion：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ERQ-
C are satisfactory when applied to depressiv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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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调节指个体为实现目标而对其情绪反应的

发生、体验与表达进行监控、评估及修正的内在与外

在的过程[1]。 认知情绪调节是情绪调节的核心，是个

体为适应内外环境的要求及有关的情绪困扰而做出

的认知努力 [2]。 根据 Beck 的抑郁的社会认知理论，
认知情绪调节方式是抑郁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 近

年来大量研究也表明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与情绪的

主观体验有关， 并且可以影响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

抑郁 等 情 绪问题[3-5]。 因此，研究认知情绪调节方式

对抑郁症的防治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Garnefski 等以情绪调节情境应对理论为基础，

提出应从认知应对的角度来评估 情绪调节策 略方

式，并 编 制 了 认 知 情 绪 调节问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用于个体自我评估

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所使用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

略或应对方式。 国外研究均证实 CERQ 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能可靠而有效地评估 12 岁以上的个体在经

历应激性生活事件时使用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6-8]。
国内， 朱熊兆等人对大学生的认知情绪调节方式的

研究也证明 CERQ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9]。 本研究以

抑郁性障碍患者为对象检验认知情绪调节问卷的心

理测量学特征。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样本来自 2008 年 6 月～2009 年 12 月在湘雅二

医院心理门诊、湘雅三医院心理门诊、湖南省脑科医

院心理门诊以及怀化第四医院心理 门诊就诊的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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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入组标准：①能进行有效地访谈；②年龄在 18 到

65 岁之间；③汉族；④符合 DSM-IV 抑郁发作中核

心症状的诊断标准；⑤患者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
⑥不存在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不符合双相障

碍、躯体疾病引起的情绪障碍、认知障碍和精神发育

迟滞等诊断。 总入组人数 299 人，其中男性 128 人，
女性 171 人，平均年龄 34.7±11.8 岁。
1.2 工具

1.2.1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
lation Scale，CERQ)[10] 该问卷为自评问卷， 由 9 个

分量表组成，包括自我责备、接受、沉思、积极重新关

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灾难化

和责备他人。
1.2.2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Center for Epidemio-
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11] 该量表为

自评量表，共 20 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总分 0—60
分，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严重。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I5.0 进行内部一致性分析、Pearson 相

关分析及单因素方差分析等，使用 AMOS7.0 进行验

证性因素分析。

2 结 果

2.1 信度分析

CERQ 总量表的 α 系数为 0.858，条目间平均相

关系数为 0.144，分半信度系数为 0.747。 见表 1。

表 1 CERQ 得分的 α 系数，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及分半信度

2.2 效度分析

2.2.1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以最大似然法作验证

性因素分析，采用 TLI、CFI 、IFI 、RMSEA 做拟合指

标来检验九因子模型的拟合情况。 结果显示，χ2/df=
1.829，TLI 为 0.890，CFI 为 0.904，IFI 为 0.905，RM-
SEA 为 0.053。
2.2.2 验证性因素分析各条目在相应因子上的负荷

CERQ 中文版除了条目 7、 条目 26 和条目 27 的负

荷低于 0.4，其他条目的负荷都大于 0.4。
2.2.3 不同抑郁程度的抑郁症患者的 CERQ 中文

版问卷得分比较 根据 CES-D 得分将患者分为两

组，抑郁低分组( CES-D 总分<38 分)150 例, 抑郁高

分组( CES-D 总分≥38 分)149 例[12]。 使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对不同抑郁程度的抑郁症患者的认知情绪调

节问卷的评分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抑郁低分组患者

在消极策略上的得分均低于抑郁高分组， 且在自我

责备、沉思以及灾难化等因子上，两组得分存在显著

差异； 而抑郁低分组患者在积极策略上的得分都要

高于抑郁高分组， 且在积极重新评价和理性分析的

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见表 2。

表 2 不同分组的抑郁症患者的

CERQ 中文版问卷得分比较(x±s)

注：*P<0.05，**P<0.01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CERQ 中文版总量表的 α 系

数为 0.858，9 个分量表的 α 系数在 0.622～0.869 之

间， 总量表的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为 0.144，9 个分

量表的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为 0.291～0.623，相关系

数在 Briggs 和 Cheek 推荐的范围之内， 符合测量学

要求[13]，说明 CERQ 中文 版 的 内 部 一 致 性 较 好。
CERQ 中文版全量表的分半信度为 0．747，9 个分量

表的分半信度为 0.613～0.856，本研究结果与朱熊兆

等人对大学生的认知性调节策略的研究结果基本相

同[9]，提示该问卷各分量表条目间的同质性较好，符

合心理学测量要求。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达到统计学标准， 该研究

结果与董光恒等人研究结果一致 [14]，且大多数条目

在其相应因子上的负荷大于 0.4。 本研究结果显示，
CERQ 中文版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九因子模型应

用于抑郁性障碍患者是可行的。
本研究发现抑郁程度高的患者在自我责备、沉

思、接受、责备他人等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上的得分均

高于抑郁程度较低的被试，而在积极重新关注、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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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及积极重新评价等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上的得

分则低于抑郁程度较低的被试。 Ryan 等研究大学生

认知情绪调节方式与抑郁的关系发现，自我责备、沉

思和灾难化与抑郁水平显著正相关， 而积极重新评

价与抑郁水平显著负相关[15]；Jermann 等研究了法国

成年人所使用的认知情绪调节方式与抑郁的关系，

发现自我责备和沉思与抑郁水平显著正相关 [16]。 本

研究结果显示， 不同抑郁水平的抑郁性障碍患者在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上有明显的区别， 高水平

的抑郁性障碍患者更多地采用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

策略，而相对地，低水平抑郁性障碍患者更多地采用

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表明 CERQ 在抑郁性障

碍患者中显示出了较好的区分效度。

参 考 文 献

1 Young KS, Rodgers R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
s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Cyber Psychol Behav, 1998, 1
(1): 64

2 Thompson R. Emotion regulation: A theme in search of de-
finition. In Fox NA.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NY: Doubleday, 1994. 25-52

3 Dasgupta M, Sanyal N.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trollability
awareness and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n selected cli-
nical samples: A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 Project Psychol
Mental Health, 2007, 14: 64-75

4 Garnefski N, Kraaij V.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
tionnaire: Development of a short18 -itemversion (CERQ -
shor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6, 41:
1045-1053

5 Garnefski N, Kraaij V.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gnitive em-
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 co-
mparative study of five specific samples. Pers Individ Differ,
2006, 40: 1659-1669

6 Garnefski N. Baan N, Kraaij V.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mong farmers who
fell victim to the foot And mouth crisis. Personality and In-
dividual Difference, 2005, 38(4): 1317-1327

7 Garnefski N, Kraaij V, Spinhoven Ph. Negative life event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 problems. Per-
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1, 30: 1311-1327

8 Garnefski N, Teerds J, Kraaij V, Legerstee J. Cognitive em-
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Differ-
ence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4, 36: 267-276

9 朱熊兆，罗伏生，等.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 (CERQ-C)
的 信 效 度 研 究 . 中 国 临 床 心 理 学 杂 志 ，2007，15(2)：121-
124

10 Zhu XZ, Auerbach RP, Yao SQ, et a1. Psychometric prop-
erties of th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
Chinese version. Cognit Emotion, 2008, 22(2): 288-307

11 刘平.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 增刊． 中国心理卫生杂

志，1999． 200-202
12 Yang HJ, Soong WT. Using the CES-D in a two-phase sur-

vey for depressive disorders among nonreferred adolescents
in Taipei: A stratum-specific likelihood ratio analysis. Jour-
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04, 82: 419-430

13 Briggs SR, Cheek JM. The role of factor analysis in the de-
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86, 54: 106-148

14 董光恒，朱艳新.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的应用 . 中国

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16（4）：456-458
15 Ryan CM, Eric RD.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prediction of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and anger. Person-
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5, 39(7): 31-36

16 Jermann E, VanderLinden M, d’Acremont MZ.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French transla-
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06,
22(2): 126-13l

(收稿日期:2010-09-10)

（上接第 188 页）

20 Cuddy AJC, Frantz CM. Legitimating status inequalities:
The effect of race on motherhood discrimination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In Cuddy AJC, Fiske ST, Glick P.
Warmth and competence as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social
perception: The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and the BIAS
Map.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8,
40: 61-147

21 Esses VM, Dovidio JF.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determining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intergroup contac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2, 28: 1202-1214

22 Russell AM, Fiske ST, Moore G. Applying the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to perceptions of mental illnesses. Manuscript

Under Review, 2007

23 Volpato C, Durante F, Fiske ST. Using the stereotype con-

tent model to examine the evils of fascism: An archival ap-

proach.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a di Padova,

2007

24 陈志霞，陈剑峰. 矛盾态度的概念、测量及其相关因素. 心

理科学进展，2007，15（6）：962-967

25 佐斌，刘峰. 激活性别刻板印象对源检测判断的影响 . 中

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18(3)：284-285

(收稿日期:2010-10-28)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年 第 19 卷 第 2期 ·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