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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情绪智力与职业倦怠及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方法：采用情绪智力问卷、工作倦怠问卷和工作满意

度问卷，对 424 为被试进行调查。 结果：情绪智力、工作倦怠和工作满意度之间显著相关；情绪智力部分通过工作倦

怠进而影响工作满意度。 结论：工作倦怠在情绪智力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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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job burnout and job satisfaction.
Methods: 424 participants finished 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MBI-GS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 General
Survey)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Results: Bo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job satisfaction is negtively related to
job burnou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ffected job satisfaction indirectly by job burnout. Conclusion: Job burnout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job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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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智力是 指个体察觉 自己和他人 情绪和体

验，并以此来调节自己思维和行动的能力[1]。 以往大

量研究显示情绪智力对有关工作场所结果变量有非

常重要的影响[2-4]。按照 Mayer 和 Salovey 的情绪智力

能力模型， 高情绪智力的员工在工作过程中能够迅

速监控和管理其他因素对工作本身造成的不良情绪

体验， 并且能够调整情绪从而促进工作中的思维过

程，获得更多的积极情感体验，进而能够提升工作满

意度。 Thomas 等的研究显示企业员工与管理者的情

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有显著影响[5]。
职业倦怠的发生是影响工作满 意度的重要 因素之

一。 刘小禹等的研究发现情绪智力对职业倦怠有显

著影响 [6]。 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情绪智

力影响工作满意度的过程中工作倦怠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共取样 424 人。其中企业员工 224 人，男

性 151 人，女性 73 人，平均年龄 27.48 岁；国家公务

人员 200 人，其中男性 116 人，女性 84 人，平均年龄

42.56 岁。
1.2 工具

1.2.1 情绪智力量表中文版 （WLEIS-C） 情绪智

力量表由 Wong 和 Law 编制[7]。该量表主要测量情绪

智力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①自我情绪评估；②他人

情绪评估；③情绪的控制；④情绪运用。 得分越高表

明情绪智力越高。

1.2.2 工作满意度量表 使用国内外常用的明尼苏

达工作满意度问卷（MSQ）的短式量表 [8]，一共由 20
个项目组成，主要测量内部满意度和外部满意度。

1.2.3 工作倦怠量表 采用李超平、时勘修订的通用

版 MBI-GS[9]。 整个量表测量三个维度：情绪衰竭、玩

世不恭和成就感降低。

2 结 果

2.1 情绪智力、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倦怠的相关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情绪智力四个维度与工作满

意度之间显著正相关， 工作倦怠各维度与工作满意

度显著负相关， 情绪智力四个维度与工作倦怠各维

度也呈显著负相关，具体见附表。

2.2 工作倦怠的中介作用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工作倦怠的中介作用，

结果显示该模型拟合较好，字2 (24)=125.96，RMSEA=
0.10，NFI=0.912，IFI=0.928，CFI=0.927， 情绪智力到

工作倦怠 的路径系数 为-0.33（P<0.001），工作倦怠

到工作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0.41(P<0.001)，而情绪

智 力 到 工 作 满 意 度 的 直 接 路 径 系 数 为 0.26 （P<
0.05）。 因此工作倦怠在情绪智力影响工作满意度的

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具体如附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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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e6 e7
0.01 0.38 0.83
成就感 情绪衰竭 玩世不恭

0.11 0.62 0.11
0.47

e4 自我情绪 0.68 职业倦怠 0.91 e11

0.63 -0.33 -0.41
e3 他人情绪 0.79 0.89 内部满意 0.80 e8

情绪智力 0.26 工作满意

0.63 0.79 0.31
e2 情绪控制 e10 0.82 外部满意 0.68 e9

0.57
e1 情绪运用 0.76

附图 工作倦怠的中介作用模型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情绪智力各维度与工作满意度

以及工作倦怠存在显著相关。 工作倦怠指在职业领

域中，个体的一种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降

低的症状， 高情绪智力员工能够调节工作中情绪刺

激的影响， 通过强化 、减少、延长、或是忽略一些情

绪，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情绪调节机制，创造积极情

绪，有效地应对消极情绪，从而降低工作倦怠发生的

几率。 同时 Kafetsios 等的研究显示情绪智力对工作

满 意 度 具 有 显 著 影 响[3]，这也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同时显示工作倦怠在情绪智力影响工作

满意度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Kafetsios 等发现在

情绪智力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中个体对工作的情感

体验具有中介作用， 消极的工作情感体验会诱发情

感衰竭的发生， 进而引起工作倦怠， 降低工作满意

度。 所以高情绪智力员工能够正确看待和处理工作

当中负性情绪带来的影响， 进而减小工作倦怠发生

的 可 能 。 从 而 在 工 作 当 中 体 验 到 更 高 的 工 作 满

意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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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情绪智力、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倦怠的相关

注：*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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