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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探索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及正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自陈式问卷

调查的方法，以已婚全职员工作为研究对象，最终获得有效数据 239 份。 结果：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与工作家庭

双向冲突负相关、与工作家庭双向促进正相关；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与工作家庭双向冲突正相关、与工作家庭

双向促进负相关；负性情绪在认知重评与工作家庭双向冲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正性情绪在认知重评与工作家庭

双向促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认知重评策略能够通过改善个体的情绪，促进工作家庭间的平衡，而表达抑制

非但无法帮助个体处理好工作家庭关系，反而会破坏工作家庭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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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on work family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ositive/negative affectivity. Methods: A self-reported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data from 239 full-time married employees. Results: Reappraisal strategy of emotion regulation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conflict component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facilitation component of work-family balance;
whereas suppression strategy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conflict component 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facilitation com-
ponent of work-family balance. The results also demonstrated that negative affectivity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conflict component, while positive affectivity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facilitation component of work-fam-
ily balance. More importantly, it was found that reappraisal strategy indirectly affected the conflict component of work-
family balance through its effect on negative affectivity, that is, reappraisal could alleviate negative feelings of emotion,
further reducing conflict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Besides that, reappraisal strategy may also indirectly affected the facili-
tation component of work-family balance through its effect on positive affectivity, that is, reappraisal could increase posi-
tive feelings of emotion and improving facilitation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Conclusion: Reappraisal strategy is beneficial
to work family balance, while suppression strategy does damage to work family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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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家庭关系对员工个人身心健康、 组织整体

绩效和社会和谐发展都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 研究

者认为工作与家庭间只存在消极影响， 即工作家庭

冲突[1]。 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开展，研究

者开始重视工作与家庭间的积极影响， 即工作家庭

促进[1，2]。 根据影响类型和方向的不同，工作家庭关

系被划分为工作-家庭冲突、家庭-工作冲突、工作-
家庭促进、家庭-工作促进四种类型[1]。 但事实上，大

多数研究仍仅关注工作家庭关系的消极面。 尽管近

几年工作家庭促进逐渐被重视，但实证 研 究 数量相

对较少， 同时考察冲突和促进两方面的研究更是刚

刚起步，对于建立完整的工作家庭关系理论来说，还

需要大量实证研究来补充和完善。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情绪对工

作家庭关系的影响 [3]。 负性情绪会增加工作家庭冲

突，正性情绪会增加工作家庭促进，这一点已经被大

量研究证实 [3-5]。 但是，对于负性情绪是否会减少工

作家庭促进， 正性情绪是否会减少工作家庭冲突这

一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却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 [3-6]。

因此， 本研究将就正负性情绪与工作家庭关系的问

题进行深入探讨。

情绪对工作家庭关系有重要影响已经获得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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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公认 [3]，如何让个体通过调整情绪，更好的平衡

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成为临床心理学家亟需关

注的问题。然而，此前对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往往仅

关注工作因素或家庭因素的影响， 对应对方式等个

人因素的研究则明显不足[7]。 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

情绪调节策略，帮助个体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成

为本研究的另一个关注点。目前，研究者所公认的常

用情绪调节策略有两种，分别为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和表达抑制（expressional suppression）[8]。
认知重评是先行关注的情绪 调节策略 （即 改变认

知），也就是在情绪唤起前，通过改变对情绪事件的

认知，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来理解使人产生挫折、
厌恶等负性情绪事件； 而表达抑制是反应关注的情

绪调节策略（即改变行为），也就是情绪已经唤起，但

还未表达或正要表达时，通过调动自我控制能力，抑

制情绪的表达[9]。 已有研究发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可以使个体体验到更多的正性情绪和更少的负性情

绪，减少焦虑和抑郁，提高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而

表达抑制策略也会对情绪体验产生影响[10]。 因此，本

研究试图通过引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情绪

调节策略，从情绪调节这一全新的视角，探讨个体如

何平衡工作家庭关系这一经典问题。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选取已婚有全职工作的员工作为研究对

象，所属组织类型、工作类型不限。 共发放并回收问

卷 308 份，删除其中不符合条件（未婚、无工作或已

退休者） 及有大部分漏答或有明显反应倾向的问卷

后，剩余有效问卷 239 份，有效回收率 77.6%。 其中，
女性 56%， 男性 44%； 被试平均年龄 37.15±7.428

岁；教育程度以大学本科居多（占 55.6%），其次为硕

士（占 19.2%）和大专（占 17.1%）；主要来自于教育、
金融、建筑和 IT 行业，以国企和事业单位的普通员

工（占 68.2%）为主。
1.2 研究工具

工 作 家 庭 关 系 采 用 Grzywacz 和 Marks 开 发 的

问卷[11]，包括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促进、家庭-
工作冲突、家庭-工作促进四个维度，每个维度各 4
题。本研究中，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693、
0.702、0.735、0.689。

情绪调节策略采用 Gross 和 John 编制的情绪调

节问 卷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ERQ） [8]，
分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维度，共 10 题（认知

重评 6 题，表达抑制 4 题）。 该问卷已被证明在国内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2]。 本研究中，两个维度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分别为 0.728 和 0.704。
情绪的测量采用正负性情感量表（PANAS），分

为正性 情 绪 和 负性 情 绪 两个维度，各 10 题，共 20
题。该问卷已被证明在国内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3]。本

研究中 PA 和 NA 的 内部一致性 信度 分 别 为 0.837
和 0.870。

2 结 果

2.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主要变量的平均数、 标准差及相关分析结果

见表 1。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认知重评与工作家庭双

向冲突显著负相关、 与工作家庭双向促进显著正相

关；表达抑制与工作-家庭冲突显著正相关；正性情

绪与工作-家庭冲突显著负相关， 与工作家庭双向

促进显著正相关； 负性情绪与工作家庭双向冲突显

著负相关、与工作家庭双向促进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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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n=239）

2.2 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

采用分层回归的统计方法， 在控制人口统计学

变量后， 考察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

（见表 2），结果显示，认知重评对工作家庭双向冲突

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对工作家庭双向促进有显

著正向预测作用； 表达抑制对工作家庭双向冲突有

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对工作家庭双向促进有显著

负向预测作用。

注：*P<0.05，**P<0.01，***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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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情绪调节策略对正负性情绪的影响

采用分层回归的统计方法， 在控制人口统计学

变量后，考察情绪调节策略对正负性情绪的影响（见

表 2），结果显示，情绪调节策略对正负性情绪均有

显著的预测作用， 解释率分别为 9.4%和 3.4%；其

中，认知重评对正性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

负性情绪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表达抑制对正负

性情绪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
2.4 正负性情绪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

采用分层回归的统计方法， 在控制人口统计学

变量后，考察正负性情绪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见

表 2），结果显示，情绪状态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四个

维度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负性情绪对工作家

庭双向冲突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正性情绪对工作

家庭双向促进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2.5 正负性情绪在情绪调节策略与工作家庭关系

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 对中介作用进行检

验。 根据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14]，两种

情绪调节策略中，只有认知重评（自变量）对正负性

情绪（中介变量）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且正性情绪（中

介变量）只对工作家庭双向促进（因变量）有显著预

测作用，负性情绪（中介变量）只对工作家庭双向冲

突（因变量）有显著预测作用，因此，本研究中待验证

的理论模型为： 负性情绪在认知重评与工作家庭双

向冲突间起中介作用， 正性情绪在认知重评与工作

家庭双向促进间起中介作用。
首先对饱和模型（模型一）进行检验，结果显示

模型拟合良好（见表 3），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了三

个修正模型： 通过减少认知重评和工作家庭双向促

进间的路径，构成了模型二；通过减少认知重评和工

作家庭双向冲突间的路径，构成了模型三；通过减少

认知重评与工作家庭双向冲突和促 进间的两条 路

径， 构成了模型四。 对四个模型的拟合程度进行比

较，结果发现，模型一和模型三的拟合指标较好，进

一步对这两个模型进行比较， 发现两个模型存在显

著差异（△χ2=6.37，△df=1，P<0.05），模 型 一 的 拟 合

指标优于模型三。最终保留模型一（见附图），即负性

情绪在认知重评与工作家庭双向冲突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 正性情绪在认知重评与工作家庭双向促进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 2 各变量的分层回归分析（n=239）

注：各预测变量的 Tolerance 均大于 0.1，VIF 均小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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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性情绪

-0.18 -0.49 0.42

正性情绪

0.31 0.27 0.82 工作-家庭冲突

认知重评 -0.21 冲 突 0.65 家庭-工作冲突

0.31 0.24 0.49 0.84 工作-家庭促进

表达抑制 -0.13 促 进 0.78 家庭-工作促进

附图 以情绪为中介变量的变量关系模型

表 3 模型拟合结果

注：模型一，PA、NA 部分中介；模型二，PA 完全中介、NA 部分中介；
模型三，PA 部分中介、NA 完全中介；模型四，PA、NA 完全中介

3 讨 论

3.1 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

本研究从情绪调节这一全新的视角， 探讨了个

体如何平衡工作家庭关系这一经典问题。 研究结果

发现：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能够减少工作家庭双向冲

突，同时能够增加工作家庭双向促进；采用表达抑制

策略则会增加工作家庭双向冲突， 同时减少工作家

庭双向促进。也就是说，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有

助于平衡工作家庭关系， 而表达抑制非但无法帮助

个体处理好工作家庭关系， 反而会破坏工作家庭之

间的平衡。
前人的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与表达抑制相比，认

知重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 认知重评

能够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减弱情绪的生理唤醒水平

和大脑激活水平； 而表达抑制却会增加情绪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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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水平，干扰认知活动的完成，甚至会导致情绪障

碍[10]。 另外，Gross 等还探讨了情绪调节策略与生活

满意度、幸福感、抑郁之间的关系，发现认知重评与

积极的结果相联系， 表达抑制与消极的结果相联系
[9，15，16]。 本研究的研究结论与前人研究基本一致，即

认知重评的效果优于表达抑制。
3.2 情绪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

情绪对工作家庭关系有重要影响已经获得学术

界的公认 [3]，但是其影响效果如何，却一直未能取得

一致结论[3-6]。
本研究发现， 负性情绪对工作家庭双向冲突均

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正性情绪对工作家庭双向

促进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负性情绪与促进、
正性情绪与冲突之间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这一结果

与 Yanchus 等的研究结果一致[5]。之前有研究者得出

了与本研究不一致的结论，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对

情绪的测量方式不同。 本研究与 Yanchus 等的研究

都采用了 PANAS 来测量正负性情绪 [5]，而其他研究

则采用了非通用的情绪量表 [4]，测量方 式的不同 可

能导致对构念操作化的不同，使结果不具有可比性。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正、负性情绪二者间具有

负相关关系，在考察正（负）性情绪与因变量的关系

时，需要将负（正）性情绪作为控制变量，否则将导致

变量关系间的混淆， 而前人研究没有考虑这一因素
[3，6]，因此得出了与本研究不一致的结论。
3.3 情绪在情绪调节策略与工作家庭关系间的中

介作用

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会对工作家庭关系产生不

同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 其作用机制如

何，成为本研究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研究结果发现，
负性情绪在认知重评与工作家庭双向冲突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 正性情绪在认知重评与工作家庭双向促

进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采用认知重评的情

绪调节策略能够减少负性情绪， 进而减少工作家庭

间的冲突；同时，认知重评能够增加正性情绪，从而

增加工作家庭间的促进。但是，本研究中没有发现情

绪在表达抑制与工作家庭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虽然

Gross 认为表达抑制能够减少正性情绪、增加负性情

绪[10]，但是有研究发现，表达抑制的消极作用不具有

跨文化的一致性，在中国这个推崇“喜怒不形于色”
“处变不惊”的社会环境中，采用表达抑制的策略并

不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17]。 本研究没有发现

表达抑制对情绪的消极影响， 可能是由中国传统文

化所致，这一现象也在前人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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