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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修订、引进防御性悲观问卷（社会版），并检验其信效度。 方法：使用 Defensive Pessimistic Question-
naire，DPQ(social)的中文译本，对 420 名大学生进行测试，随机选取一半大学生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另一半进行验

证性因素分析。 以特质焦虑（TA），大五人格问卷，自尊，中国人整体思维量表为效标，检验效标效度。 结果：修订的

DPQ(social)共 14 个条目，有 3 个因素的特征值>1，可以解释 53.72%的总体方差，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的结构效

度良好。 DPQ(social)总分与 TA、神经质、变化性和矛盾性思维方式成正相关，与宜人性成负相关。 DPQ(social)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分别为：反思性 0.72，焦虑 0.81，悲观期望 0.76，总分 0.75。40 名学生间隔 1 月的总分重测信度为 0.70。结

论：中文版防御性悲观问卷（社会版）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以在国内大学生群体研究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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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se and introduce the Revised Defensive Pessimism Questionnaire[DPQ(Social)], and exam-
ine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China. Methods: Totally 420 college students completed a battery of structured question-
naires, includ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PQ(Social),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TA), Short-edition of NEO-FFI, Self-
Esteem Scale, and Chinese Thinking Style Scale. Result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PQ (Social) consisted of 14 items and
3 subscale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supported a three factor structure, and their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rate was
53.72%.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onfirmed the hypothesized three factor model. DPQ(Social)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
related with TA, NEO-FFI N, and two subscales of Chinese Thinking Style (variability and contradictory), whil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O-FFI A.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for the overall scale was 0.75 and for the subscales (reflectivity, anx-
iety and negative expectation) were 0.72, 0.81 and 0.76.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of the overall scale was 0.70 after 1
month. Conclu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PQ(Social) is reliable and valid for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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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看待世 界的方式可 粗略的分为 乐观和悲

观，大量研究表明乐观是积极因素，对个体的身心健

康具有保护作用；而悲观是消极因素，常常与应对不

良 相 连。 然 而， 从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开 始，Norem 和

Cantor 关于防御性悲观(Defensive Pessimism)的研究

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结果。
防御性悲观是一种认知策略， 指在过去的成就

情境中取得过成功， 但在面临新的相似的成就情境

时仍然设置不现实的低的期望水平并反复思考事情

的各种可能 结 果；由 消 极 期 望 (negative expectation)
和反思性(reflectivity)两部分组成[1-3]。 消极期望是指

为事情设置低的期望水平， 用以缓冲未来可能发生

的失败[4]。 反思 性 则 是人们在头脑中不断地排演事

情进行中可能出现的意外， 并为这些麻烦寻找解决

方法。 一般来讲使用防御性悲观策略的人在遇到事

情时会感到焦虑和失控， 对事情的反思则能让他们

体会到控制感，以至降低焦虑。

自防御性悲观提出以来， 研究者对它与策略性

乐观，悲观、抑郁，自我妨碍之间的关系，及文化对它

的影响作了广泛的研究[2]。
早期，Norem 和 Cantor 编制了乐观-悲观筛选问

卷 (Optimism-Pessimism Prescreening Questionnaire，
OPPQ)用于概念的测量。 问卷仅含 6 个条目且表面

效度较高。 随后 Norem 和 Cantor 将问卷扩充为 9 个

条目的 11 点量表，但扩充后的问卷对消极思维方式

的测量上有所欠缺[2]。 针对此，Norem 再次对问卷进

行了修订，认为不论是积极还是消极期望，都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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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充分思考事件的可能结果以增加控制感， 降低

焦虑。 新修订的问卷 （The Revised Defensive Pes-
simism Questionnaire，DPQ） 为 17 个条目 的 7 点 量

表，除测量条目外，还含有筛选、填充和实验条目。筛

选条目，用以区分防御性悲观和真正的悲观，也能区

分出盲目乐观（如果在该条目上的评分低，而又认为

自己在未来的任务中能做得很好的人， 就符合盲目

乐观）；实验条目，是由于在不同的指导语下该条目

的作用尚有待讨论； 填充条目， 有利于控制表面效

度。 调整问卷指导语可以对测量情境进行限定 （学

习或社会生活）以适应不同的研究目的，两种情景的

问卷仅有低到中等程度相关。
DPQ 给防御性悲观的研究带了新的进展：研究

者发现防御性悲观的两个成分在整体策略中具有不

同的作用，比如：Martin 等发现掌握定向( task orien-
tation)与消极期望成负相关，与反思 性成正相 关 [5]。
但防御性悲观在国内的研究仍处于概念引进阶段，
仅有综述介绍，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十分匮乏[3]。 没有

适宜的测量工具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
同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辩证性、 整体性等

特点[6-8]。新加坡的 Chang 和 Sivam 发现，中国价值观

的 谨 慎 （prudence）、建 设 性 （industry）和 礼 貌 和 谐

（civic harmony） 能正向预测被 试 的 防 御 性 悲 观 水

平[9]。 Thompson 对亚裔的研究认为东方文化的家庭

教养方式与防御性悲观策略的形成紧密相关 [10]。 而

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说“做最坏的打算，向最好的方

向努力”。所以在中文版防御性悲观问卷（社会版）的

修订中， 我们除了选取那些已经实证了的与防御性

悲观相关联的概念，还将加入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
以探讨中国文化中的矛盾性、 联系性和变化性与防

御性悲观概念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北京市某 高校按方便 取样的原则 发放问卷

4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20 份。其中男 248 人，女 156
人，16 人未报告性别， 年龄平均 20.95±1.74 岁，27
人未报告年龄；被试专业主要为工程、地质和管理专

业。 随机选取一半被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另一

半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样本中，男

126 人，女 78 人，6 人未报告性别，年龄平均 20.93±
1.90 岁，有 10 人未报告年龄；验证性因素分析样本

中，男 122 人，女 78 人，10 人未报告性别，年龄平均

20.97±1.65 岁，有 17 人未报告年龄。 时隔一月，随机

选取 48 人进行重测，回收有效问卷 40 份，重测样本

男 23 人，女 17 人，年龄平均 20.38±1.83 岁。
1.2 程序

1.2.1 返回翻译 由 2 名心理学系的研究生和 3 名

英 文 专 业 人 士 对 Defensive Pessimism Questionnaire
(social)的 17 个条目进行严格的返回翻译[11]。 将汇总

后的中文初稿的英文译稿和英文原始问卷逐句进行

符合程度比较，最后形成测量版本。
1.2.2 正式施测 研究者在自习室派发问卷， 填答

前告知被试问卷是有关“压力应对的研究”，为便于

回访， 建议被试留下电子邮箱或 QQ 号码等联系方

式，其所填的内容仅用于学术研究，并将得到严格保

密。 填答完毕后当场回收，没有时间限制，被试一般

在 15 分钟内完成，完成后会得到一份小礼物。 用作

探索性和验证性分析的 420 份问卷在一个星期内全

部回收，减少被试填答时受到时间段差别的影响。间

隔一月，在问卷有效并留下联系方式的 340 人中，随

机选取 48 人进行重测。
1.3 工具

1.3.1 防御性悲观问卷 （社会版） 问卷包括 17 个

条目，其中测量条目 12 条（悲观期望 4 个条目，反思

性 8 个条目），1 个筛选条目 （3）、2 个实验条目（11
和 13）和 2 个填充条目（5 和 9）。 此次修订主要针对

问卷中测量和实验条目[2]。
1.3.2 特 质 焦 虑 （State -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Form Y） 状态一特质焦虑问卷，由特质焦虑

（TA）和状态焦虑（SA）两部分组成，用于评定人们的

情绪体验。 TA 原版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90[12]。
1.3.3 大五人格问卷（杨国枢版） 杨国枢等根据对

中国文化、 中国人自我和人格特点的研究对 Costa
和 McCrae 编制的大五人格量表进行了修订 [13]，包括

60 个条目，五点量表，有较高的信效度。
1.3.4 自尊(The Self-Esteem Scale(SES)，Rosenberg，
1965） 量表由 10 个条目组成，四级评分，有良好信

度和效度[14]。
1.3.5 中国人整体思维量表 [15] 由侯玉波、朱滢和

彭凯平等人编制的中国人整体思维量表有 26 个条

目或 13 个条目的长、短两个版本，为七点量表，包括

三个维度：联系性、变化性和矛盾性。 本研究使用 26
个条目的长版量表。
1.4 统计方法

用 SPSS18.0 和 LISREL8.72 做统计分析， 采用

的统计方法主要包括探索性因素分析、 验证性因素

分析、信效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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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项目分析

除 2 个填充条目与总分仅有 0.12（9）和 0.22（5）
的相关，其余条目与问卷总分的相关都达到 0.01 的

显著水平。 项目分析结果说明填充条目与问卷总分

相关较低， 所以在对问卷结构效度的研究中填充条

目将不予以考虑。
2.2 效度检验

2.2.1 结构效度 对随机选取的 210 份问卷做探索

性因素分析。 除外筛选和填充条目，对余下的 14 个

条目做探索性因素分析。选用主成分分析法，有 4 个

因子的特征值>1，可解释 54.37%的总方差。 对碎石

图和成分矩阵进行考察时， 发现前三个因子能解释

47.83%的总方差，而第 4 个因子虽然旋转后的特征

值为 1.25，但仅 有 1 个条目（2）在 其上有最大 的 负

荷，且碎石图显示第三个因子是拐点，所以抽取三个

因子并按方差最大法做正交旋转的主轴因子分解，
删去低负载（载荷<0.30）的 条目 2，删去双 负载（载

荷之差<0.20）条目（14，10），剩余 11 个条目，共解释

53.72%的 总 方 差 ， 旋 转 后 因 子 的 特 征 值 分 别 是

1.46，1.42，1.16；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 1）。
因原问卷为二因素结构而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为三

因素结构，故通过 LISREL 建模对两者进行比较，M1
（二因素）和 M2（三因素）的 Δχ2=127.63，Δv=2，卡方

的上升已经超过了自由度上升可以允许的范围，故

应选择模型 M2[16]。 因素 1 命名为 反 思 性(reflectivi-
ty)，高分表明被试倾向于用联系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在事前对事情可能的积极或消极结果都进行周密考

虑。 因素 2 命名为焦虑(anxiety)，高分代表习惯于对

事件过度的焦虑。 因素 3 命名为悲观期望(negative
expectation)，高分代表对事件结果的消极预期。 为了

进一步验证中文版问卷的结构效度， 用随机选取的

另一半被试（n=210 人）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

果显示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要求， 模型拟合指数为

χ2 =78.69，v =41，P <0.01，χ2/v =1.92，RMSEA =0.057，
CFI=0.92。

表 1 中文版防御性悲观问卷（社会版）各条目因素负载

(n=210)

2.2.2 汇聚和区分效度 问卷总分同大五人格各分

量表得分的相关系数与原问卷同大五人格各分量的

相关系数相近； 反思性与大五人格中的开放性(O)、
责任心(C)、自尊和联系性思维方式成正相关；焦虑

与特质焦虑、神经质(N)、矛盾性思维方式成正相关，

与自尊成负相关；悲观期望与特质焦虑、神经质(N)、
矛盾性思维方式成正相关，与外向性(E)、宜人性(A)、
责任心(C)、自尊、联系性思维方式成负相关；总分与

特质焦虑、神经质(N)、变化性和矛盾性思维方式成

正相关，宜人性成负相关（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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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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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P<0.05，**P<0.01，原问卷（社会版）(DPQ Social version)的样本量 n=189[2]

2.3 信度检验 通过结构效度验证的问卷共有 11 个条目，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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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与其分量表的相关系数为反思性（0.67～0.74），
焦虑（0.74～0.86），悲观期望（0.74～0.80）。 问卷三个

因素和总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Alpha）
分别为：反思性 0.72，焦虑 0.81，悲观期望 0.76，总分

0.75。 随机选取的 40 名被试，时隔一月进行重测，问

卷总分和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为总分 0.70， 反思性

0.62，焦虑 0.71，悲观期望 0.65。

3 讨 论

中文版防御性悲观问卷（社会版）在大学生群体

中的修订版由 14 个条目（1 个筛选条目，2 个填充条

目，11 个测量条目）组成，包括反思性、焦虑及悲观

期望三个分量表， 无反向计分条目。 中文版问卷三

个因素和总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分 别为反思性

0.72，焦虑 0.81，悲观期望 0.76，总分 0.75，与原问卷

的整体内部一致性系数 0.78 及分量表的平均内部

一致性系数 0.74 相近，说明问卷因子结构虽有改变

但仍有较好的信度。 且问卷的重测信度及效度均达

到测量学标准。
中文版问卷的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都显示

出三因子结构，在同二因子结构的比较中，三因子结

构也显著优于二因子结构。 我们认为造成问卷结构

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东西方文化对防御性悲观这一概

念的理解存在差异。 正如 Araki 在日本按照防御性

悲观的二因子概念编撰本土化量表， 但量表最终显

示的是四因子结构[17]。 跨文化心理学早就对东西方

人们的认知差异进行了探讨，相对于自我表扬来说，
亚洲人更多的采用自我批评； 而西方人比东方人在

看待问题时更乐观。 文化影响更直接的证据源自我

们的生活，如我们会讲“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

备”，古语也有说“三思而行”。中国人讲究辨证、联系

的看待问题，而非孤立的看待问题，这种整体思维方

式的影响在我们的研究中也能体现出来： 反思性与

联系性思维方式成正相关； 焦虑与矛盾性思维方式

成正相关；悲观期望与矛盾性思维方式成正相关，与

联系性思维方式成负相关， 这些都间接的解释了问

卷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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