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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述情障碍者心理理论和共情能力ꎬ为帮助述情障碍者社会功能的恢复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

法　 从安徽医科大学学生中纳入 ３６ 名述情障碍者和 ３６ 名正常对照被试ꎬ采用 Ｙｏｎｉ 测验中文版比较两组心理理论能力ꎬ
采用人际反应指针量表中文版(ＩＲＩ－Ｃ)比较两组共情能力ꎮ 结果　 述情障碍组大学生认知心理理论的总得分低于对照组

(２０.２８±３.６１ꎬ２１.７８±１.８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２.２１ꎬＰ<０.０５)ꎻ其中二级认知心理理论的得分低于对照组(８.８１±２.５４ꎬ
１０.１９±１.２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 ２.９３ꎬＰ< ０.０１)ꎮ 述情障碍组情感心理理论得分低于对照组( ４３.７２± ６.９１ꎬ４６.９２±
４.１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２.３８ꎬＰ<０.０５)ꎻ其中二级情感心理理论的得分低于对照组(３２.８９±５.７０ꎬ３５.５３±３.３３)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ｔ＝ －２.４０ꎬＰ<０.０５)ꎮ 述情障碍组在 ＩＲＩ－Ｃ 观点采择因子分低于对照组(１０.６１±３.６６ꎬ１２.６１±４.０９)ꎬ个人痛苦因

子得分高于对照组(８.８３±３.６４ꎬ５.７２±３.９７)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２.１９ꎬ３.４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述情障碍

者心理理论能力和共情能力均存在缺陷ꎮ
【关键词】 　 精神卫生ꎻ病例对照研究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Ｒ １９５　 Ｒ ３９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５￣０６９３￣０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ｍｐａｔｈｙ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ＷＡＮＧ Ｘｕｅ ＬＩ Ｈｏｎｇｃｈ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ｈｕ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３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ｍｐａｔ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ｄ  ＴｏＭ ｉｎ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ｉｒ￣
ｔｙ￣ｓｉｘ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３２ ａｇｅ￣ 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ＩＲＩ－Ｃ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ｅｍｐａｔｈ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Ｙｏｎｉ ｔａｓｋ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ｏＭ.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ｔｅｍ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   ２０.２８± ３.６１ ｖｓ.  ２１.７８±
１.８８   Ｐ<０.０５ . 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ｔｅｍ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   ８.８１±２.５４ ｖｓ.  １０.１９±１.２８   Ｐ<０.０１ .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ｔｅｍ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   ４３.７２±６.９１ ｖｓ.  ４６.９２±４.１２   Ｐ<０.０５ . 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ｔｅｍ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   ３２.８９±５.７０ ｖｓ.  ３５.５３±３.３３   Ｐ<０.０５ .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 ｓｈｏｗｅｄ ｌｏｗｅｒ ｓｃｏｒｅｓ 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ａｋｉｎｇ   １０.６１±３.６６ ｖｓ.  １２.６１±４.０９   Ｐ<０.０５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ｃｏｒｅｓ 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８.８３±３.６４ ｖｓ.
 ５.７２±３.９７   Ｐ<０.０１ ｉｎ ＩＲＩ－Ｃ.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ｍｐａｔ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８１３０１１７６)ꎻ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

才支 持 计 划 ( ｇｘｙｑＺＤ２０１６０４２ )ꎻ 博 士 科 研 基 金

( ＸＪ２０１３１４ )ꎻ 安 徽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ＡＨＳＫＹ２０１５Ｄ６１)ꎮ
【作者简介】 　 王雪(１９９２－　 )ꎬ女ꎬ安徽定远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方

向为社会心理学ꎮ
【通讯作者】 　 张蕾ꎬ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１７２３６＠ 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６

　 　 述情障碍(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ꎬ又称情感难言症或者情
绪调节障碍ꎬ主要特征为不能适当地表达情绪、缺少
幻想实用性思维ꎬ难以确切的表达自己内心感受和描
述他人情绪情感状态[１] ꎮ 早期研究表明ꎬ述情障碍症
状主要存在于精神疾病或心身疾病中ꎬ在正常人群中
也发现 １０％左右的人存在述情障碍ꎬ例如不能表达自
己的情绪体验ꎬ难以用语言来描述自己内心情绪感
受[２] ꎬ导致其社会认知功能可能存在受损ꎮ 心理理论
和共情是社会认知的重要成分ꎬ与个体的社会功能有

着密切的关系ꎮ 心理理论是指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
态 ( 如信念、需要、意图等)的认识ꎬ 并由此对相应行
为做出因果性的预测和解释[３] ꎮ 一些研究表明ꎬ述情
障碍者可能存在心理理论的缺陷[４－５] ꎮ 共情是指个体
对他人情感的感知或想象ꎬ 并部分体验到他人感受的
心理过程[６] ꎬ是理解人们心理和情感状态的基石ꎮ 本
研究采用 Ｙｏｎｉ 测验中文版[７] 和人际反应指针量表中
文版(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
ＩＲＩ－Ｃ) [８] ꎬ对述情障碍者的心理理论和共情能力进行
研究ꎬ探究述情障碍者的社会认知功能状况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整群随机抽选
安徽医科大学学生 ４００ 名ꎮ 纳入标准:用多伦多述情
障碍量表(ＴＡＳ－２０) [９]进行筛选ꎬＴＡＳ－２０ 总分≥６０ 分
者为高分组(述情障碍组)ꎬ总分≤４０ 分者为低分组
(对照组)ꎮ 排除标准:(１)精神疾病(包括一级亲属中
有精神疾病者)ꎻ(２) 脑器质性疾病ꎻ(３) 严重躯体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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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ꎻ(４)药物滥用ꎻ(５)视力、听力障碍者ꎮ 共收集 ３６
例述情障碍者ꎬ其中男生 １８ 例ꎬ女生 １８ 例ꎬ年龄 １８ ~
２０ 岁ꎬ平均(１９.７５ ± １.０３) 岁ꎮ 对照组 ３６ 例ꎬ男生 １８
例ꎬ女生 １８ 例ꎬ年龄 １８ ~ ２０ 岁ꎬ平均(１９.７５±１.０３)岁ꎮ
述情障碍组与对照组年龄( ｔ ＝ ０.４５ꎬＰ ＝ ０.６６)、性别(χ２

＝ ０.２２ꎬＰ ＝ ０.６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试验材料 　 Ｙｏｎｉ 测验中文版[７] 由 １０３ 张图片
组成ꎬ其中 ５ 张指导语ꎬ９８ 张测验内容ꎬ并用 Ｅ－ｐｒｉｍｅ
程序运行ꎮ 首先ꎬ在计算机屏幕中央呈现 １ 张卡通的
人脸ꎬ命名为小明(英文版为 Ｙｏｎｉ)ꎬ图片的 ４ 个角呈
现某一类型的面孔(包括真人的面孔或者卡通的人
脸)或者物体(例如玩具、水果等)ꎬ图片的上方呈现问
题ꎮ 被试阅读问题后根据线索(包括面部表情、眼睛
注视方向和问题提及的信息)进行回答ꎮ 该测验包括
３ 种类型的判断情境:认知情境(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ｔｅｍｓꎬＣｏｇ)、
情感情境(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ｔｅｍｓꎬＡｆｆ)、物理情境(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
ｔｅｍｓꎬＰｈｙ)ꎮ 情感情境考察的是情感心理理论ꎻ认知情
境考察的是认知心理理论ꎻ物理情景是控制条件ꎬ考
察被试是否根据问题认真回答而不是简单的通过眼
睛注视方向来进行回答ꎮ 每种判断情境都涉及一级
推理和二级推理ꎮ 记录被试正确答题数(答对 １ 题计
１ 分)和反应时ꎮ 最终统计出各项目的得分和反应时ꎮ
１.２.２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中文版( ＩＲＩ－Ｃ) [８] 　 人际反
应指针量表中文版(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Ｃꎬ
ＩＲＩ－Ｃ)ꎬ由台湾学者詹氏引入并修订ꎬ测量青少年和
成人共情水平ꎮ 该量表包括 ２２ 个条目ꎬ采用 ０ ~ ４ 级
评分ꎬ包括 ４ 个维度:观点采择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ａｋｉｎｇꎬ
ＰＴ)ꎬ考察个体理解并同时具有另一个人在真实生活
中的心理或观点的倾向ꎻ想象力( ｆａｎｔａｓｙꎬＦＳ)ꎬ考察个
体对虚构作品中人物情感及行为的卷入程度ꎻ共情性
关心(ｅｍｐａｔｈ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ꎬＥＣ)ꎬ反应个体对他人情感关
心、同情的程度ꎻ个人痛苦(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ꎬＰＤ)ꎬ评估

共情的自我倾向的成分ꎬ是关于对他人所处困境或压
力情境时产生的自我中心的反应ꎮ 观点采择和想象
力属于认知共情ꎬ共情性关心与个人痛苦属于情感共
情ꎮ 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０.５３ ~ ０.７８ꎮ
１.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述情障碍组与对照组 Ｙｏｎｉ 测试得分和反应时以及 ＩＲＩ
－Ｃ 各因子得分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述情障碍组和对照组 Ｙｏｎｉ 测验得分比较

２.１.１　 认知心理理论能力比较 　 述情障碍组认知心
理理论总分低于对照组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
－２ ２１ꎬＰ<０ ０５)ꎮ 其中ꎬ一级推理得分两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ｔ ＝ －０ ３６ꎬＰ ＝ ０ ７２)ꎻ二级推理得分述情障
碍组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 ２ ９３ꎬＰ <
０ ０１)ꎮ 认知心理理论总反应时、一级推理反应时与
二级推理反应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 ０５)ꎮ 见表 １ ~ ２ꎮ
２.１.２　 情感心理理论能力比较 　 述情障碍组情感心
理理论总分低于对照组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
－２ ３８ꎬＰ<０ ０５)ꎮ 其中ꎬ一级推理得分两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ｔ ＝ －１ ４２ꎬＰ ＝ ０ １６)ꎮ 二级推理得分述情障
碍组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 ２ ４０ꎬＰ <
０ ０５)ꎮ 情感心理理论总反应时、一级推理反应时、二
级推理反应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见表 １ ~ ２ꎮ
２.１.３　 控制条件的比较 　 述情障碍组和对照组在物
理情景总分、一级推理、二级推理得分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ꎮ 两组物理情景总反应时、一级推理反应时、
二级推理反应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见表 １ ~ ２ꎮ

表 １　 述情障碍组与对照组大学生心理理论能力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一级认知

心理理论

二级认知

心理理论

一级情感

心理理论

二级情感

心理理论

一级物理

推理

二级物理

推理

认知

心理理论

情感

心理理论

物理

推理
述情障碍组 ３６ １１.４７±１.５９ ８.８１±２.５４ １０.８３±２.０４ ３２.８９±５.７０ ７.４７±１.３４ １０.００±１.４７ ２０.２８±３.６１ ４３.７２±６.９１ １７.４７±１.８６
对照组 ３６ １１.５８±１.００ １０.１９±１.２８ １１.３９±１.１８ ３５.５３±３.３３ ６.６７±２.５０ １０.３３±１.３７ ２１.７８±１.８８ ４６.９２±４.１２ １７.００±３.３８
ｔ 值 －０.３６ －２.９３ －１.４２ －２.４０ １.７１ －０.９９ －２.２１ －２.３８ ０.７３
Ｐ 值 ０.７２ ０.００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３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４７

表 ２　 述情障碍组与对照组大学生心理理论能力反应时比较(ｘ±ｓꎬｍｓ)

组别　 　 　
一级认知

心理理论

二级认知

心理理论

一级情感

心理理论

二级情感

心理理论

一级物理

推理

二级物理

推理

认知

心理理论

情感

心理理论

物理

推理
述情障碍组 ２ ３０５.７８±７２５.３８ ５ ４１０.９４±１ ６６４.５０ ２ ４６６.０８±７２７.２１ ４ ６４２.６７±１ ０５９.９２ ２ ０１０.２５±７５０.３６ ３ ６５４.８３±６４３.５７ ３ ７００.５３±８６０.０９ ４ ０８５.５３±８１２.６５ ２ ９４９.６１±６２２.９６
对照组　 　 ２ ２６６.２５±６９８.７３ ６ ０２８.４２±１ ８２０.２８ ２ ４０３.８３±８１０.３９ ４ ７３３.８９±９３０.５０ ２ ３４９.８１±１ ３０７.８８ ３ ７１６.６７±１ ０４９.１１ ４ ０３６.６１±１ ０４６.５８ ４ １７７.０８±８５８.１０ ３ １９０.０６±１ ０６６.８４
ｔ 值 ０.２４ －１.５０ ０.３４ －０.３０ －１.３５ －０.３０ －１.４９ －０.４７ －１.１７
Ｐ 值 ０.８２ ０.１４ ０.７３ ０.７０ ０.１８ ０.７６ ０.６４ ０.１４ ０.２５

２.２　 述情障碍组和对照组 ＩＲＩ－Ｃ 得分比较　 述情障
碍组 ＰＴ 因子得分低于对照组ꎬ述情障碍组 ＰＤ 因子得

分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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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述情障碍组和对照组大学生 ＩＲＩ－Ｃ 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观点采择 想象力 共情性关心 个人痛苦
述情障碍组 ３６ １０.６１±３.６６ １５.５６±４.０３ １７.４７±３.１４ ８.８３±３.６４
对照组 ３６ １２.６１±４.０９ １６.８９±３.８４ １７.５３±４.１４ ５.７２±３.９７
ｔ 值 －２.１９ －１.４４ －０.０６ ３.４７
Ｐ 值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９５ ０.００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述情障碍者心理理论和共情能

力可能存在损伤ꎮ 在 Ｙｏｎｉ 测验结果中显示ꎬ述情障碍
者认知和情感心理理论可能存在损伤ꎬ并且这种损伤
主要在高级心理理论能力(二级推理)ꎮ 表明述情障
碍者的心理理论能力处于较低的水平ꎬ难以对他人的
想法和情感进行推测ꎬ导致述情障碍者情绪调节能力
缺乏ꎮ Ｓｗａｒｔ 等[１０]以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冲突信念和情
绪故事任务研究述情障碍者的心理理论ꎬ结果发现ꎬ
述情障碍者和对照组相比ꎬ在一级情绪任务上的得分
较差ꎬ 表现出从任务中推理出情绪状态能力的缺陷ꎬ
其心理理论可能存在不足ꎮ 同时ꎬＷａｓｔｅｌｌ 等[１１] 研究
发现ꎬ述情障碍者由于存在心理理论上的缺陷ꎬ不能
恰当的描述他人的内心世界ꎬ 他们的高外向性思维只
能构建一般性社会知识ꎬ不能理解他人也不知如何与
他人交往等ꎬ因此他们在社会交往上表现出困难ꎮ 值
得一提的是ꎬ顾晨龙等[１２] 用 Ｙｏｎｉ 测试中文版研究了
述情障碍青少年心理理论能力ꎬ结果发现ꎬ述情障碍
青少年情感心理理论有损伤ꎬ这种损伤主要在高级心
理理论能力(二级推理)ꎬ而认知心理理论并没有损
伤ꎮ 因此ꎬ推测述情障碍者心理理论能力缺陷可能具
有渐进性特点ꎬ但本研究仅限于行为学ꎬ缺乏脑电和
影像学的支持ꎬ今后需做进一步的研究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述情障碍者观点采择因子得分
低于对照组ꎬ提示述情障碍者不能理解他人的观点ꎬ
不能根据有关信息对他人观点进行推断以及作出反
应ꎬ推测述情障碍者认知共情可能受损ꎮ 述情障碍者
个人痛苦因子得分高于对照组ꎬ因此ꎬ述情障碍者很
难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情感状态ꎬ说明述情障碍者情感
共情能力可能受损ꎮ 张凤凤等[１３]研究发现ꎬ精神分裂
症患者存在广泛的述情能力和共情能力缺陷ꎬ患者述
情障碍越明显ꎬ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能力越差ꎮ 本研
究发现无论是在正常人群中还是精神疾病人群中的
述情障碍者ꎬ其共情能力都有损伤ꎬ因此推测共情能
力的损伤可能是述情障碍者的一种特质ꎮ

心理理论和共情均属于人际互动过程中对他人
的知觉和理解ꎮ 共情与心理理论是两个交叉概念ꎬ认
知共情等同于情感心理理论[１４] ꎮ 有影像学研究表明ꎬ
腹内侧前额叶( ｖｅｒｔｒｏｍｅｄｉａｌ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ｃｏｒｔｅｘꎬＶＭＰＦＣ)
损伤患者在 Ｙｏｎｉ 测试中ꎬ情感心理理论错误增多[１５] ꎮ
同时ꎬＨｏｒｎａｋ 等[１６] 发现ꎬＶＭＰＦＣ 损伤的患者表现出
情绪体验减少和对情绪面孔的识别和情绪声音识别
能力的下降ꎮ 因此ꎬＶＭＰＦＣ 可能是共情与心理理论的

共同神经基础之一ꎮ 在先前研究中发现ꎬ述情障碍存
在额叶执行功能障碍[１７] ꎬ而 ＶＭＰＦＣ 是参与认知共情
和心理理论的重要脑区ꎬ从而推测述情障碍者 ＶＭＰＦＣ
功能存在损伤ꎮ

述情障碍是精神疾病的易感因素ꎬ对非精神疾病
的述情障碍者心理理论和共情的研究ꎬ为今后在临床
上对精神疾病的预防和帮助其社会功能的恢复提供
了理论依据ꎮ 然而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ꎬ且没有影像
学的依据ꎬ在今后的研究中可通过行为加影像学方法
对述情障碍的神经机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ＦＲＡＷＬＥＹ Ｗꎬ ＳＭＩＴＨ Ｒ Ｎ.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Ｊ] . Ｊ

Ｃｏｇｎ Ｓｙｓｔ Ｒｅｓꎬ ２００１ꎬ ２(３): １８９－２０６.
[ ２] 　 ＪＯＵＫＡＭＡＡ Ｍꎬ ＴＡＡＮＩＬＡＢ Ａꎬ ＭＩＥＴＴＵＮＥＮＣ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

ｇｙ ｏｆ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 .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 Ｒｅｓꎬ ２００７ꎬ ６３
(４): ３７３－３７６.

[３] 　 ＰＲＥＭＡＣＫ Ｄꎬ ＷＯＯＤＲＵＦ Ｇ. Ｃｈｉｍｐａｎｚｅ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ａ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１９７８ꎬ ２０２(４３６７): ５３２－５３５.

[４] 　 ＭＯＲＩＧＵＣＨＩ Ｙꎬ ＯＨＮＩＳＨＩ Ｔꎬ ＬＡＮＥ Ｒ Ｄꎬ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ｓｅｌｆ￣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ｄ: ａｎ ｆＭＲ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ｉｎ ａｌｅｘｉ￣
ｔｈｙｍｉａ[Ｊ] . 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ｅꎬ ２００６ꎬ ３２(３): １４７２－１４８２.

[５] 　 ＤＥＭＥＲＳ Ｌ Ａꎬ ＫＯＶＥＮ Ｎ 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 ｔｏ ａ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ｄ[Ｊ] .Ａｍ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２８(１): ３１－４２.

[６]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 Ｂ Ｃꎬ ＳＩＮＧＥＲ Ｔ.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ｅｍｐａｔｈｙ[ Ｊ] .
Ａｎｎｕ Ｒｅｖ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５: １－２３.

[７] 　 杨利芹ꎬ 汪凯ꎬ 朱春燕ꎬ 等. 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父母的心理

理论能力比较[Ｊ] .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０(９):
８１２－８１４.

[８] 　 詹志禹. 年级、性别角色、人情取向与同理心的关系[ Ｍ]. 台北:
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ꎬ１９８７:１５５－１５６.

[９] 　 ＴＡＹＬＯＲ Ｇ Ｊꎬ ＢＡＧＢＹ Ｒ Ｍꎬ ＰＡＲＫＥＲ Ｊ Ｄ. Ｔｈｅ ２０￣Ｉｔｅｍ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 Ｓｃａｌｅ Ⅳ.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ｉ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Ｊ] .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 Ｒｅｓꎬ ２００３ꎬ ５５(３): ２７７－２８３.

[１０] ＳＷＡＲＴ Ｍꎬ ＫＯＲＴＥＫＡＡＳ Ｒꎬ ＡＬＥＭＡＮ Ａ.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ｉｔ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 ｏ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０９ꎬ ４ ( ６):
ｅ５７５１.

[１１] ＷＡＳＴＥＬＬ Ｃ Ａꎬ ＴＡＹＬＯＲ Ｊ. 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ｃ 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Ｊ] . Ｓｏｃ Ｂｅｈａｖ Ｐｅｒｓꎬ ２００２ꎬ ３０(２): １４１－１４８.

[１２] 顾晨龙ꎬ朱春燕ꎬ章鸣明ꎬ 等. 述情障碍青少年心理理论能力的研

究[Ｊ] .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１(７): ６０５－６０７.
[１３] 张凤凤ꎬ 汪凯ꎬ 董毅ꎬ 等. 精神分裂症的共情缺陷及其影响因素

[Ｊ] .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ꎬ ２０１０ꎬ３６(５): ２６８－２７１.
[ １４] ＷＡＬＴＥＲ 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ｍｐａｔｈ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ꎬ ｃｉｒ￣

ｃｕｉｔｓꎬ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ｓ[Ｊ] . Ｅｍｏｔ Ｒｅｖꎬ２００７ꎬ４(１): ９－１７.
[ １５] ＳＨＡＭＡＹ￣ＴＳＯＯＲＹ ＳＧꎬ ＡＨＡＲＯＮ￣ＰＥＲＥＴＺ Ｊ. 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ｂｌｅ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ｄ: ａ ｌｅｓ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Ｊ] .
Ｎｅｕｒｏ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ａꎬ ２００７ꎬ ４５(１３): ３０５４－３０６７.

[ １６] ＨＯＲＮＡＫ Ｊꎬ ＲＯＬＬＳ Ｅ Ｔꎬ ＷＡＤＥ Ｄ.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ｖｏｉｃ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ｄｅｎ￣
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ｖｅｎｔｒａｌ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ｌｏｂ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Ｊ] . Ｎｅｕｒｏ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ａꎬ １９９６ꎬ ３４( ４):
２４７.

[１７] 张蕾ꎬ 汪凯ꎬ 曹召伦ꎬ 等. 述情障碍的执行功能研究[ Ｊ] . 中国神

经精神疾病杂志ꎬ ２００８ꎬ ３４(２): １０３－１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１９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０２

５９６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第 ３８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