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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验证疼痛恐惧问卷-Ⅲ（The Fear of Pain Questionnaire-III，FPQ-III）在中国大学生中的信效度及其适

用性。方法：1061 名大学生完成了翻译后的三因素疼痛恐惧问卷，其中 71 人在四周后重测。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显

示疼痛恐惧问卷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包括严重疼痛（Severe Pain）、轻微疼痛（Minor Pain）和医疗疼痛（Medical Pain）
三个维度。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疼痛恐惧问卷-Ⅲ的三因素修正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指标 （NFI=0.857，CFI=0.901，
NNFI=0.888，SRMR=0.057，RMSEA=0.060）。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4 周后的重测信度系数为 0.82，该量表具

有良好的效标效度。 结论：疼痛恐惧问卷-Ⅲ在中国大学生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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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research aimed to examin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Fear of Pain Questionnaire-III
(FPQ-III) in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Methods: 1061 students completed the FPQ-III and 71 of them were retested
after four weeks. Results: The exploratory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3 factors including severe pain, minor pain
and medical pain in FPQ-III. The confirmatory analysis indicated the 3-factor model fitted well (NFI=0.857, CFI=0.901,
NNFI=0.888, SRMR=0.057, RMSEA=0.060).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coefficient of the FPQ-III was α=0.93, and four
weeks later, the retest consistency coefficient was α=0.82. The FPQ-III had good criterion validity. Conclusion: FPQ-III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Chinese undergraduates and can be used to test individual’s pain-related fea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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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恐惧(Fear of Pain)是指个体对组织损伤或

潜在组织损伤出现的恐惧、紧张情绪反应，源于个体

把疼痛等同于伤害的灾难化信念以及对疼痛的负性

解释，继而产生与疼痛恐惧相关的活动和行为[1]。 恐

惧-回避模型解释了疼痛恐惧在慢性疼痛的起因、
持续和伴随的功能障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 [2]。
遇到生理损伤或急性疼痛时， 高疼痛恐惧个体表现

出对内在和环境中的疼痛过度警惕， 或者身体复原

后仍将疼痛感觉为持续的组织损伤 或潜在生 理伤

害。 以这两种信息处理偏向为起点的恶性循环表现

为，个体为避免疼痛而拒绝活动，从而减少了进一步

的身体运动，导致疼痛水平上升、长期的身体机能受

损和情感障碍[2，3]。 慢性疼痛患者的高疼痛恐惧会提

高疼痛由急性转为慢性的风险，并且与身体功能（即

高疼痛强度，情感障碍和身体机能受损）相关[4，5]。 对

疼痛恐惧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目前

国内缺乏测量疼痛恐惧的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检

验 McNeil 于 1998 年发表的疼痛恐惧问卷-Ⅲ[6]在中

国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水平。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国内某大学学生，发放问卷 1100 份，剔除

无效问卷后收回有效问卷为 1061 份，回收率 96.5%；
女生 797 名，占 75.1%，男生 264 名，占 24.9%；汉族

885 名，占 83.4%，少数名族 176 名，占 16.6%（少数

名族 17 个，其中排前三位的为回族占 3.3%，土家族

占 3.2%，布依族占 1.4%），年龄 17 至 30 岁，平均年

龄 20.25 岁，标准差 1.37 岁。 其中 71 名大学生 4 周

后进行重测，其中男生 15 名，女生 56 名，年龄 18 至

23 岁，平均年龄 20.46 岁，标准差 0.91 岁。
1.2 测量工具

1.2.1 疼痛恐惧问卷-III 共 30 个条目，包括三个

因子：严重疼痛(项目 1，3，5，6，9，10，13，18，25，27)、
轻微疼痛(项目 2，4，7，12，19，22，23，24，28，30)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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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疼痛(8，11，14，15，16，17，20，21，26，29)。
1.2.2 疼痛焦虑症状量表(Pain Anxiety Symptoms
Scale，PASS)[7] 共 20 个条目，0-5（0=从不，5=经常）
的 6 分自评问卷，测量个体对疼痛产生的焦虑症状。
1.2.3 疼痛警惕和意识问卷(Pain Vigilance and Aware-
ness Questionnaire，PVAQ)[8] 共 16 个条目，0-5（0=
从不，5=经常）评分，测量疼痛警觉。
1.2.4 疼痛灾难化问卷（Pain Catastrophizing Scale，
PCS）[9] 通过自我报告测量疼痛灾难化，共 13 个条

目，1-4（1=从不，4=总是）的 4 分评定量表。
1.3 数据分析

首先采用均值替代法处理数据缺失值， 然后将

数据随机分成两个样本，用样本一（n=533）进 行探

索性因素分析，样本二（n=528）进行验 证性因素分

析和信度、效度分析。 采用 SPSS15.0 和 AMOS 20 进

行数据分析。

2 结 果

2.1 项目分析

使用样本一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 FPQ-III
的总分与各项目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 相关系数在

0.443-0.707 之间，具有中等程度相关性。 根据 FPQ
总分划分高低得分组，决断值法检验结果显示，两组

被试在 FPQ 每个项目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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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疼痛恐惧问卷的标准化因素荷载（N=533）

2.2 探索性因素分析

根据项目分析结果可知 FPQ-III 的总分与各项

目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依据主成分提取原则，对样

本一采用最大方差法和正交旋转进行因素分析。 因

素提取标准为：特征根值大于 1；各项目在因素上的

负荷在 0.45 以上；各项目只能在一个因素上存在有

效负荷（>0.45）；每个因素包括项目数 3 个以上且与

问卷理论构想符合。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首

先 KMO=0.94，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其次，
因素分析共提取了 3 个因素，共解释了方差总变异

的 50.6%，根据量表的理论构想，分别将第一个因素

命 名 为 医 疗 疼 痛（项目 8，11，14，15，16，17，20，21，
26，29），第二个因素命名为轻微疼痛(项目 2，7，12，19，
23，24，28，30)， 第三个因素命名为严重疼痛 （项目

1，3，5，6，10，13，25），见表 2。 严重疼痛维度中的项

目 9，18 荷载值不足 0.45， 而项目 27 则负荷到医疗

疼痛维度上。 轻微疼痛维度中的项目 4 同时负荷在

轻微疼痛维度和严重疼痛维度上，而项目 22 则负荷

到医疗疼痛维度上。 因此，删除项目 4，9，18，22，27。
2.3 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了验证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模型的有效性，
本研究采用样本二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首先构建

单因素和三因素模型，然后构建三因素修正模型，模

型拟合指数见表 3。 根据修正指数的 MI 值，修正模

型中，医疗疼痛维度中的项目 8 与 11，11 与 14，8 与

14，15 与 16，16 与 17，20 与 21，26 与 29 的 误 差 项

相连。严重疼痛维度中的项目 3 与 6 的误差项相连。
以上误差项的连结项目均属于同类疼痛， 误差项相

连合理。 根据良好模型需满足的标准 RMSEA，χ2/df，
CFI，NNFI，SRMR 和 NFI， 对模型进行综合分析，结

果显示三因素修正模型较理想， 支持了探索性因素

分析的结果。

表 1 疼痛恐惧问卷总分与各项目的相关（N=533）

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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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信度检验

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结果显示， 疼痛恐惧问卷

总分和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 0.80 以

上，重测信度的系数 0.60 以上。 各因子的平均分、内

部一致性信度与重测信度见表 4。

表 3 疼痛恐惧问卷-III 的验证性因素分析（N=528）

注：M1 单因素模型，M2 三因素模型，M3 三因素修正模型

表 4 疼痛恐惧问卷的测查结果和信度系数

表 5 疼痛恐惧问卷的各维度及总分与效标的相关

注：PASS 疼痛焦虑症状量表的得分，PVAQ 疼痛警惕和意识

问 卷 的 得 分 ，PCS 疼 痛 灾 难 化 问 卷 的 得 分 。 *P<0.05，**P<
0.01，***P<0.001

2.5 效标关联效度

研究主要选取疼痛领域中与疼痛恐惧相关的三

个中文版量表：疼痛焦虑症状量表 PASS，疼痛警惕

和意识问卷 PVAQ 以及疼痛灾难化问卷 PCS。 各效

标与疼痛恐惧问卷的总分以及分量表得分具有显著

正相关。 见表 5。

3 讨 论

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 FPQ-III 存在医疗疼痛、
轻微疼痛以及严重疼痛的三个因子， 与国外版本的

量表一致。但是项目 4，9，18，22，27 因不符合理论构

想或荷载量不够被删除。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删除

不良项目之后的三维度结构模型拟合度良好。 各因

子 的 α 系 数 与 重 测 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 0.86~0.93 与

0.60~0.82，表明 FPQ-III 具有较好的信度。 效标关联

效度显示疼痛恐惧与疼痛焦虑症状、 疼痛警惕和意

识以及疼痛灾难化均存在显著相关， 说明疼痛恐惧

可能伴随着焦虑、 警惕和灾难化等在恐惧-回避模

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未来对疼痛恐惧的研究中，

应考虑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

国外研究表 明 FPQ-III 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 [10]。

使用该量表筛选高低疼痛恐惧水平个体的研究也表

明，FPQ-III 能较好区分出不同疼痛恐惧水平个体 [11]。

焦虑、 抑郁等情绪状态影响慢性疼痛患者的生活质

量 [12]，并且心理应激显著影响 术后疼痛 程度 [13]。 因

此，疼痛恐惧问卷用于测量个体的疼痛恐惧水平，有

助于临床疼痛治疗者及时了解患者情况， 做好预防

和干预措施，帮助患者减轻痛苦，更好地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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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项目分析的结果显示各条目与总分相关

均达到 0.01 的显著水平，所有条目 CR 值均达到显

著水平。 总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7，各分量

表的 α 系数在 0.716～0.866 之间，表明该量表具有良

好的内部一致性。 量表分半信度在 0.751～0.895 之

间，一周后重测信度在 0.636～0.877 之间，表明问卷

信度较好，具有良好的稳定性[14]。

其次，本研究采用 GRCS-C 和 DASS-21 作为效

标考察 GABS-C 的效标关联效度，结果发现 GABS-
C 总分及其分量表与 GRCS-C 总分，DASS-21 总分

以及分量表均正相关， 所有相关系数均达到统计学

显著性水平，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三个共同因素， 再进行验

证性结构分析，各项拟合度指数良好，反映 GABS-C
的内在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拟合良好。

不同性别在赌博态度和信念量表总分及分量表

积极态度上差异显著， 男性在赌博态度和信念量表

总分和积极态度分量表上得分显著高于女性， 说明

男性可能比女性有更多的赌博观念和行为 [15]。 从某

一侧面证明了量表的实证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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