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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中医情志量表研制与考核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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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大学生中医情志量表，测量不同人群的情志特征，为干预情志疾病提供依据。方

以上海中医药大学在校生为研究对象，在中医情志学说的基础上，结合已有文献资料和量表，进行量表

研制。并选取 15 例合作大学生，使用量表间隔 24 小时分别进行两次测量，对测量结果进行 kappa 值的一致
性检验来检测重测信度；应用 SPSS19.0 中的 analyze scale 的信度分析测量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成立专家小
组对量表内容效度进行考核。结果

经信度和效度考核，量表包含 42 个条目，分为“喜”、
“ 怒”、
“ 忧”、
“ 思”、

“悲”、
“ 恐”、
“ 惊”7 个维度，每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介于 0.664-0.809 之间，量表所有条目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 0.915；重测信度 Kappa 值为 0.888；专家小组认为本量表内容效度较好。结论

本量表能够反映大

学生情志特征，达到情志测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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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预测，到 2020 年，精神疾病会成为导致死亡

了其基因表达谱机制[6]；侯黎莉[7]、章鲁冰[8]等在临床上

症患者，每年因为抑郁症的医药费、丧葬费和经济损

缓解患者抑郁及焦虑情绪；
（3）在中医情志量表研究

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而在中国，有 5400 多万的抑郁

失高达 78 亿美元 。在现代社会忙碌的生活节奏下，
[1]

应用中医情志护理对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进行护理，
方面有冯怡[9,10]、王儒芳[11] 等学者在中医理论基础上，

精神疾病的影响愈加严重。有研究表明在大学生群

结合现代心理学制成七情评定量表，但由于该表存在

体中，大学生自杀趋势高于同龄人，自杀已成为大学

条目数量过多、不宜日常使用、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使

[2]

生死亡的首要原因，且大学生自杀现象呈上升趋势 。

得七情评定量表未能被广泛应用。
本研究主要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在中医情志学

因此，帮助人们正确感知情绪波动从而适当管理自己

说的基础上，结合已有文献资料和量表，研制一份简

情绪，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并且迫在眉睫。
中医在情志疾病诊断和治疗方面已有几千年的
[3]

便易行且效度较高的量表，来帮助大学生实时监测情

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显著的优势 。故有学

绪变化并为其他情志研究提供基础。此次研究过程

者应用中医的情志理论开展情志研究，如（1）中医情

主要从研制与考核两方面进行。

[4]

[5]

志文献整理研究方面有王小平 、王媛媛 等对古籍中
中医情志表现特点和治疗疾病的方法进行整理统计；
（2）在中医情志护理方面，如张先庚团队对大鼠“胎
教”的情志护理基础研究表明，中医情志护理内容之

1
1.1

资料与方法

1.1.1

一的“胎教”可显著改善子代大鼠的生长发育，并揭示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

从 2016.4-2017.2 我们对上海中医药大学在校大

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基金项目（81270050）：基于复杂系统方法的中医临床主症辨证模式研究，负责人：
刘国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基金项目（81873236）：基于复杂生物网络技术的慢性萎缩性胃炎湿热证诊断
收稿日期：2018-05-11
修回日期：2018-06-11

模型构建，
负责人：
刘国萍。
＊＊
通讯作者：
刘国萍，
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医四诊客观化和证候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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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通过纸质量表进行调查，其中包括中医临床专
业、针灸推拿专业、护理专业、留学生、康复专业等专

中医情志量表制定后，从信度和效度两个方面对
量表进行考核。

业的一至五年级学生。量表共收集 476 份，其中有效

（1） 信度考核—内部一致性信度

例，占 68.9%；未标注性别样本 23 例，占 4.8%，男女比

（2） 信度考核—重测信度

量表为 475 份。样本中男性 125 例，占 26.3%；女性 328
例约为 1：2.6。
1.1.2

诊断标准

参考七情评定量表，将情志条目分为喜、怒、忧、
思、悲、恐、惊七类，每类六个条目，被试者对条目进行
1-5 评分，最后将分类统计，求情志的平均分，将平均
分最高的情志作为其当前情绪状态。
1.1.3

纳入标准

后 测 量 两 次 ，应 用 SPSS19.0 进 行 kappa 值 的 一 致 性
检验。

（3） 效度考核—内容效度

组，对量表进行了内容效度评价。
2

结果

包含性别、年龄、年级、专业 4 个项目；第二部分为量表

(1)不愿意填写者。

度，每个维度各 6 个条目。其中“喜”的维度下包含的

排除标准

研究方法

中医情志问诊量表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

量表名称定为《大学生中医情志量表》。属于自评量
表，因此量表采用通俗化的措辞，使大学生能准确理
解条目含义。
（2）量表的研制目的及用途是进行中医
情志的问诊调查与判断。
（3）量表的条目要求症状条
目语言规范且代表性好、敏感度高。
制定步骤

（1） 量表的初步形成

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文

献检索，并对其中关于七情量表制作的文献进行梳理
研究，包括《七情评定量表的条目筛选与统计分析》、
《七情评定量表的编制》、
《当代情绪心理学视角下的
中医七情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医七情量表的初步编
[12]

制及信度效度检验》 、
《症状自评量表在七情流行病
[13]

正式量表
中医情志量表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

条目共 42 个条目，包含喜、怒、忧、思、悲、恐、惊 7 个维

条目有 x1 开心、x8 快乐、x15 有信心、x24 轻松满足、x32
满意、x34 舒适，
“ 怒”的维度下包含的条目有 x6 易激
惹、x9 不愉快、x17 易冲动、x21 怒、x39 易激动、x30 生
气，
“忧”的维度下包含的条目有 x4 忧虑、x11 愁、x16 郁

闷、x23 多愁善感、x31 自责、x38 忧心忡忡，
“思”的维度
下包含的条目有 x7 失眠、x10 担心、x18 多疑、x25 心神

不宁、x27 顾虑、x42 多思，
“悲”的维度下包含的条目有
x2 悲伤、x13 悲观失望、x20 丧失乐趣、x29 沮丧、x35 自

卑、x40 失去希望，
“恐”的维度下包含的条目有 x5 心跳

加速、x12 害怕、x19 害怕外界、x26 紧张、x36 半夜易惊

醒，x41 不自在，
“ 惊”的维度下包含的条目有 x3 惊呆、
x14 多虑、x22 易惊、x28 心惊胆战、x33 多噩梦、x37 无所
适从。具体的维度和条目信息如表 1。
2.2

量表考核

本量表从信度和效度两大方面对量表进行考核，

检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稳定性和内容效度是否符合

学调查中的应用探讨》 等。参考中医诊断学和内科

目的要求，对量表进行评价。

学教材，并在上述量表的基础上，对其中某些不符合

2.2.1

实际情况的条目进行了替换和修改，形成初始量表。
（2） 预调查

预调查 50 份，筛选量表的条目，最终量

表确定每个七情维度各包含六个条目，共计 42 个条目

的量表。每个条目给予 1-5 分的打分，其中 1=从来没
有；2=很少有；3=有；4=多数有；5=总是有。
1.2.2
2

研究成立专家指导小

(3)知情同意，能配合完成量表。

(3)有重大疾病者。

1.2.1

小时内无剧烈情绪波动的对象，应用量表隔 24 小时先

2.1

(2)量表填写不完整者。
1.2

选择 15 例较合作且 24

(1)在读大学生。

(2)不患有重大疾病，且身体健全。
1.1.4

的 analyze scale 的信度分析。

应用 SPSS19.0 中

量表考核方法

信度考核—内部一致性信度
应用 SPSS19.0 中的 analyze scale 的信度分析对量

表结果进行分析。分别计算量表的“喜”、
“ 怒”、
“ 忧”、

“思”、
“ 悲”、
“ 恐”、
“ 惊”情志 7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Cronbach's Alpha）和量表所有条目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其中每种情志的条目项数为 6，总条目项数为

42。结果分别为维度“喜”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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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情志

量表维度和条目信息

条目信息

情志

条目信息

x1 听到好消息或看喜剧您会开心地大笑

x2 您感到内心很悲伤、很压抑

x8 常有让您感到快乐的事情发生

x13 您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没有希望和信心

x15 您有信心和能力应对困境与问题

喜

x20 您感到生活没有乐趣，度日艰难

悲

x24 您通常是轻松而满足的

x29 您常闷闷不乐和沮丧

x32 对自己的相貌感到满意

x35 您觉得自己各方面都比不上别人而难过

x34 您的内心是宁静和舒适的

x40 感到不断地失去健康、希望或生命

x6 您常发脾气

x5 您无缘无故感到害怕，心跳加快

x9 友人批评你，感到非常不愉快

x12 害怕空旷的场所和街道

x17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您容易冲动行事

怒

x19 一回家就立刻把房门关上

恐

x21 您常因别人违反常理而发怒

x26 您感到紧张或容易紧张

x30 您生气时想骂人、打人或摔东西

x36 半夜醒来，经常觉得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事要发生

x39 您的情绪比较容易激动，难以控制

x41 某些特殊的场合使您感觉不自在

x4 您深感忧虑并无法解脱

x3 听到坏消息时您脸色煞白、呆住不动

x11 您常为一些琐事而发愁

x14 经常觉得有人在注意自己的言行

x16 早晨醒来时，您常感到心情郁闷

忧

x22 您容易受惊吓

惊

x23 您容易多愁善感

x28 您会莫名其妙的胆战心惊、惶恐不安

x31 您常为不能达成目标而责备自己

x33 您常被噩梦惊醒，甚至吓出冷汗

x38 您总有无法摆脱的困境而忧心忡忡

x37 环境和健康状况的改变，使您无所适从

x7 入睡困难，或容易早醒

x10 您常担心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x18 您不能肯定是否可以信任朋友或同事

思

x25 您感到心神不宁、坐立不安

x27 您在作决定前，总要思前想后顾虑重重

x42 您常有反复出现的想法或念头，挥之不去

维度“怒”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84，维度“忧”的内部

量表进行一次情绪判断，应用 SPSS19.0 对两次量表打

0.709，维度“悲”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05，维度“恐”

值为 0.888。

一致性系数为 0.809，维度“思”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664，维度“惊”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 为 0.715。 量 表 所 有 条 目 的 内 部 一 致 性 系 数 为
0.915。

所有条目
维度喜
维度怒
维度忧
维度思
维度悲
维度恐
维度惊

2.2.2

2.2.3

效度考核—内容效度

本研究成立了中医专家指导小组，包括中医资深
临床专家和上海中医药大学资深教授共同组成，通过

表 2
不同项目

分结果进行 kappa 值的一致性检验，检验结果 Kappa

专家咨询，对本量表条目内容进行内容效度评价。

内部一致性系数值
Cronbach's Alpha

项数

0.731

6

0.915

42

0.784

6

0.809
0.709
0.805
0.664
0.715

3

讨论
情志是中国古代医家对情绪情感的独特称谓[14]。

6

早在《黄帝内经》时就可见“七情”之称，张仲景对其进

6

的表现及治疗方药，例如百合地黄汤、奔豚汤、甘麦大

6

行了继承和发扬，
《金匱要略》中就曾记载多种情志病

6

枣汤等。到了金元，情志治疗疾病越来越得到临床检

6

信度考核—重测信度

选择 15 位较合作且 24 小时内无剧烈情绪波动的

的大学生，应用量表进行情绪判断，24 小时后再应用

验与认可。明清时期，情志治疗方法已越来越成熟。
经过漫长岁月与古今医家的努力，情志治疗已成为中
医一大特色，对现今很多疾病如抑郁症的治疗都很有
指导意义。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3

★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科学和医学的发展，传统
的立足于生物科学基础上的“生物医学模式”越来越
显示出它的缺陷，必须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
[15]

式”才能使未来医学得到更好的发展 。并且人们发
现中医学的模式在本质上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16]

十分一致 ，而本研究正是在中医情志学说基础上，结

于 0.7 时表明量表信度良好[18]；量表整体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0.915，说明本量表整体内部一致性较好。综上

所述，本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是符合研究目的和测量
要求的。
3.2

信度考核—重测信度

本次检验选择 15 名受测试者，经过 24 小时先后

合已有研究成果，研制成大学生中医情志量表，并对

重测，用以反映该量表测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相关

大学生开展情志调查研究，进而信度和效度两大方面

程度越高，表示前后量表稳定性越高。反映检验水平

进行考核，其中信度从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两
方面进行考核，效度主要从内容效度方面进行考核。
通过信度效度检验，其中整体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达到
0.915 说 明 本 量 表 整 体 一 致 性 信 度 较 好 ；重 测 信 度
Kappa 值为 0.888，提示量表具有高度一致性；内容效

的指标为 Kappa 值，本次量表结果 Kappa 值为 0.888，
一般认为 Kappa 值大于 0.75 认为两者一致性较高，这
表明本量表具有高度一致性。
3.3

效度考核—内容效度
本研究成立了由中医资深临床专家和上海中医

度的经过专家评价检验，表示能达到测量目的且涵盖

药大学资深教授共同组成的中医专家指导小组，对本

面广，综合表明本量表具有一定临床应用价值。

量表条目内容进行内容效度评价，专家认为本量表涵

3.1

信度考核—内部一致性信度

盖了常见的情志状况，且每一维度反映明确合理，符

内部一致性信度是用来测量同一个概念的多个

合实际。

计量指标的一致性程度，主要反映测验内部题目之间
的信度关系，考察测验的各个题目是否测量了相同的
[17]

内容或特质 。本量表维度“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664，在探索性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可以小于 0.7
但必须大于 0.6，此时表明量表是有效的；其余维度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介于 0.71-0.81，当内部一致性系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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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Exam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motional Scales for College Students
Yang Na，Yuan Yifan，Wang Yiqin，Huang Pinxian，Liu Guopi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201203, China)
Abstract: The college students' TCM emotional scale was developed to measure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intervention and treatment in emotional diseases. Combining the existing
references on basis of the theory of TCM emotions, the student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selected to develop the scale. A total of 15 cooperative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and the measurement was

performed twice every 24 hours. The Kappa consistency of the detection results was examined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The
reliability of the analyze scale was test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SPSS19.0. In addition, an expert group was set to assess

the content validity of the scale. After the assessment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scale contains 42 items, which are

divided into seven dimensions: "joy", "anger", "worry", "thinking", "sorrow", "fear" and "surprise".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coefficient of each dimension is between 0.664-0.809,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coefficient of all items on the

scale is 0.915, and the Kappa value of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is 0.888. The expert group believes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scale is good. In conclusion, the scale can reflect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motional measurement.

Keywords: Scales, seven emot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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