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质情绪智力问卷在医务人员中的试用

丁璐， 孙红， 张辉， 刘琦， 肖远

（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心理教研室，北京 100069）

【摘要】 目的：考察特质情绪智力问卷 TEIQue 的心理测量学品质及医务人员特质情绪智力特点。 方法：使用特质情

绪智力问卷对北京市 765 名医务人员实施测量，并进行信度效度分析。 结果：TEIQue 在中国医务人员群体中呈现出

独特的维度结构，内部一致性信度 0.94，重测信度 0.89，验证性因素分析 GFI、AGFI、NNFI 和 CFI 分别为 0.92、0.88、
0.97、0.98，RMSEA 为 0.072。 不同年龄、不同岗位医务人员的特质情绪智力存在差异。 结论：TEIQue 是一个测量医务

人员特质情绪智力状况的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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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sych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estionnaire（TEIQue）
in medical workers. Methods： The medical workers in Beijing were recruited using a random sampling method. 765
medical workers were measured by the TEIQue. Results： The TEIQue presented a unique dimensional structure in
medical workers.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was 0.94, retest reliability was 0.89. GFI, AGFI, NNFI, and CFI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ere 0.92, 0.88, 0.97, and 0.98. RMSEA was 0.072. There were many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between medical workers with different ages or different positions. Conclusion： The TEIQue is a feasible,
available, effective tool to Beijing medica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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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工作以“高压力，高风险”著称，工作环境中

强烈的负性情绪， 应激状态下的人际关系都时刻影

响着医务人员， 对他们的情绪智力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1]。 了解医务人员的情绪智力现状，对于促进卫生

领域的人力选拔、人才培训、提高医院的医疗服务水

平都是很有意义的。 但目前学术界尚无公认有效的

测量工具 [2]。 Petrides 所开发的特 质 情 绪 智 力 问 卷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estionnaire，TEIQue) [3]

被国外的众多相关研究证实具有良 好的信度和 效

度。 在我国虽然提及情绪智力或情商的文献较多，
但多以论述情绪智力重要性的文献为主， 情绪智力

的实证研究较少，有关测量工具的研究则更为少见。
本研究就以医务人员为被试， 对 TEIQue 进行试用

性研究，考察该问卷的心理测量学品质，为以后该问

卷的正式修订进行前期探索。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0 年 3 月—2010 年 7 月，采用随机抽样的方

式，从北京市某三级医院、北京市某二级医院抽取医

务人员施测特质情绪智力问卷，共发放问卷 8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765 份，回收率为 95.6%。 所有被调查

者中二级医院 442 人， 三级医院 323 人。 医生 185
人，护士 341 人，医技 165 人，行政后勤等其他人员

31 人，未报告者 43 人。男性 167 人，女性 598 人。30
岁以下 317 人，30～40 岁 189 人，40～50 岁 128 人，
50 岁以上 50 人。
1.2 工具

特质情绪智力问卷(TEIQue)由 153 个题目构成，
包括特质性乐观、特质性幸福感、自尊、低冲动性、压

力管理、情绪觉知、自我情绪管理、他人情绪管理、社

会知觉、情绪表达、人际关系、特质性共情、自我激

励、适应性、坚定性[4]15 个剖面，其中 13 个剖面构成

情绪性、社会性、自我控制和幸福体验 4 个维度，自

我激励与适应性不参与构成维度，只计入总分。

2 结 果

2.1 效度

从被试中随机抽取 383 人对 TEIQue 进行探索

性因素分析。 KMO 值=0.914，Bartlett 球形检验 Chi-
Square=2350.333，df=105，P<0.001，说明变量内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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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因素的可能性，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因素分

析共析出四个因子，共解释总变异的 63.31%，见表

1。 但所获的结构与该问卷原始维度划归不同，部分

剖面发生了转移。 见图 1、图 2。
为进一步验证因子结构的拟合程度， 采用本研

究 剩 余 被 试 382 人 进 行 验 证 性 因 素 分 析 。 用

LISREL8. 51 软件对问卷的原始四因素模型及本研

究因子分析得到的四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得到问卷的整体拟合指标。
如表 2 所示。

表 1 特质情绪智力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n=383）

表 2 TEIQue 因子分析四因素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数表

表 3 医务人员特质情绪智力状况及不同年龄段的比较

(x±s，n=765）

注：*P<0.05，**P<0.01；下同。

2.2 医务人员特质情绪智力一般状况分析

如表 3 所示， 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医务人员特质

情绪智力状况进行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自我控制维

度和特质情绪智力总分存在显著差异。 遂进行两两

比较，40 岁以上医务人员在自我控制维度都要显著

高于 40 岁以下者。 40~50 岁的医务人员的情绪智力

总分要显著高于 40 岁以下者，50 岁以上医务人员

的情绪智力总分显著高于 30 岁以下者。
对不同岗位的医务人员特质情绪智力进行因素

分析的结果显示， 如表 4 不同岗位医务人员情绪性

和社会性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后进行两两比较，
在情绪性维度的得分上医生要显著 高于护士与 医

技。 在社会性维度上的得分医生、 行政后勤人员都

要显著高于护士与医技。

图 1 TEIQue 原始因子分析结构

图 2 TEIQue 中国医务人员试用新结构

表 4 不同岗位医务人员情绪智力各维度得分比较(x±s)

2.3 信度

TEIQue 全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4，分半信

度为 0.89；幸福体验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3，分半

信度为 0.82；自我控制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0，分

半信度为 0.81；情绪性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5，分

半信度为 0.75；社会性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9，分

半信度为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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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问卷结构效度分析的结果表明， 在我国医务人

员群体中试用 TEIQue，其特质情绪智力结构的部分

剖面的归属发生了转移， 与 Petrides 原始探索性因

素分析结果并不一致。 从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的对

比也能够看出， 新维度划归比原始维度划归更符合

中国医务人员的特质情绪智力结构。
剖面归属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可以考虑以下三

点：首先，测量对象的人口学特征（种族、家庭单位、
年龄等）会对模型结构、信效度等测量学特征产生的

影响。 Petrides 在编制 TEIQue 的过程中虽然纳入了

少量中国被试 （以在英国出生或留学的港澳学生为

主），却不能很好地代表中国人的普遍性。其次，测量

对象的文化背景会对测验产生影响。 文化的影响交

织在群体生活当中，如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形成独

有的表达方式，语言的内涵和禁忌等等，因此对同一

题目表述的理解中西方也会存在些微的差异， 这也

会对问卷的模型结构等测量学特征产生影响。第三，
这可能是由于医务人员职业的独特性造成的， 医疗

行业作为一种服务业， 医护人员的情绪情感及其表

达方式是其职业心理素质的重要组成 [1]，因此从业

人员的情绪智力结构也呈现出其职业的独特性。
本研究中人际关系剖面从情绪性维度移动到幸

福体验维度。 人际关系剖面主要涉及个体的亲密关

系，包括家人、伴侣和亲密的朋友，测量个体建立和

维持此类亲密关系能力的自我评价以及对亲密关系

的满意程度 [3]。 情绪性维度反映的是个体对自己或

他人情绪感受的觉察和共情。 而幸福体验维度则主

要反映快乐、自我满足的幸福感受。 与西方相比，中

国人更强调家庭观念、 更加重视跟亲朋挚友之间的

关系。 人际关系的满意度与中国人的幸福体验密切

相关[5，6]。 积极的人际关系会 使 个 体 产生幸福体验，
消极的人际关系则会降低个体的幸福体验。 因而在

本研究中人际关系剖面移动到了幸福体验维度中。
同时情绪表达剖面由情绪性维度移动到社会性

维度上，社会性维度不同于情绪性维度，更加强调社

会层面的一般人际交往和社会影响而非亲密关系。
而情绪表达剖面测量的是个体对自身能否顺畅地表

达并与他人交流自身情绪情感的主观感受 [3]。 对于

一般社会交往而言， 表达方式对于良好人际关系的

建立、维持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医务人员的表达

方式就会对医患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7，8]。 对自身情

绪的恰当表达能使对方更容易地了解自己的立场与

感受，也更利于社交情境下互动的开展。这也部分解

释了情绪表达剖面移动的原因。
通常而言，40 岁之后的成年中晚期， 与其他阶

段相比，他们的人格结构要更稳定，自我调节功能更

趋于整合， 能够使用更加熟练的人际技巧来协调人

际关系， 用更恰当的情绪调节手段来调节自身或他

人情绪； 与年轻人相比， 他们的社会化过程更加完

善，对自身和外界的压力也有了更好的控制与协调。
因此 40 岁以上的医务人员自我控制水平和情绪智

力总分上要高于 40 岁以下医务人员，这与个体的心

理发展阶段特征是一致的[9]。
患者来到医疗机构时往往伴随焦虑、抑郁、甚至

愤怒等消极情绪， 在此情境下医生必须快速精确的

诊断并提出恰当的治疗方案， 但这些消极情绪极有

可能掩盖或者夸大病情，导致误诊、漏诊等医疗事故

的出现。 医生的诊断所需的信息必须来自于医患沟

通， 这对医生的情绪觉知力和管理他人情绪的能力

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相比较而言护士与医技主要提

供比较固定的服务。从工作经验中医生的情绪管理、
情绪觉察等技能获得了提升， 因此医生在情绪性与

社会性维度上得分都要高于同样从事医疗服务的护

士与医技。作为卫生管理人员，他们除了日常的事务

性工作之外，大多是交际类的工作，要与患者沟通处

理投诉，与医护人员沟通开展医疗工作，与员工沟通

了解他们的需要、提出对他们的要求。工作内容和性

质使得管理人员的社交技巧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和

工作任务相对单纯的护士与医技相比， 管理人员的

社交性维度得分也要相对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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