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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化：概念及其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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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智化（mentalization），指能够从外部的角度看待自己和从内部的角度理解他人的能力。

自 1989 年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已经在该领域展开了数以千计的研究，但心智化概念及其评估方法仍

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挑战的主题。本文回顾了心智化概念的发展历程，试图通过比较其与“反思功能”、

“心理理论”、“元认知”和“共情能力”等几个重要相关概念的异同进一步明晰心智化概念的内涵，并

介绍了心智化评估工具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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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进行社会交往时，个体的心智化能力能够

用以推断他人的想法和行为活动，心智化的水平成

为了影响个体社会交往活动的重要因素。可见心智

化不仅是对别人或者自己的一种想象性质的心理活

动，也是对个体行为和心理意图的感受与解读。 

一、心智化概念内容简介

1　心智化概念

心智化，又称心理化，由英国精神分析学家

Fonagy 提出，是指在个体有意图的心理状态（如个人

的欲望、需要、情感、信念和推理）的基础上，明确

的或含蓄地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解释为有意义的一

种心理过程 ［1］。心智化的英文可以写做 mentalization

或 mentalizing，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更注重心智化

的结果，后者更偏重心智化的过程。

心智化的过程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理解：第

一个维度与两种意识水平的运作模式有关（隐式和

显式）；第二个维度与对象有关（自我和他人）；第三

个维度与心智化内容和过程有关（认知和情感）。其

中，隐式心智化指的是个体无意识的、自动的、或

程式化的去想象自己的和他人的心理状态的能力；显

式心智化则涉及有意地练习和有意识的使用［2］。

心智化作为维持心理功能正常运行最基本的一

种能力，呈现出个体性和差异性。这种差别主要体

现在超出和低于正常的心智化水平，我们称之为过

度心智化和心智化缺陷。心智化缺陷的情况更容易

出现在人格障碍、自闭症、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中，

尤其是边缘人格障碍患者，情绪调节困难是所有领

域功能失调的核心病理［3］。主要表现为难以理解他

人的意图和情感，或无法完整叙述自身的观念，难

以调节自身情感，从而导致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交

往活动。

2　概念的提出

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末，心智化的概念首次出

现在法国精神分析文学作品中，并作为一种临床实

践的方法。

美国心理学家 James（1890）在其《心理学原理》

一书中深入讨论了自我这一主题，这被视为心理学

上对“心智化”最初探索。19 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家

Hall 首次在心理学领域提出”mentalizing”概念。 1906
年，这个词被登录在牛津英语词典。1969 年，英国

精神分析师 Bowlby 依据在临床上对婴幼儿的观察，

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依恋理论，奠定了心智化

的理论基础。1989 年，英国心理学教授 Frith 等指出

自闭症源于“读心术”（mind reading）能力的缺陷。

自闭症儿童难以主动思考和报告想法等，因此会导

致人际关系、交流与想象方面的一些障碍。

Fonagy 综合了依恋关系、元认知和心理理论等，

开始研究成人对于心理状态的普遍性，尤其是对他

人心理状态的注意。Fonagy 等通过对边缘人格障碍

患者的观察，最终于 1989 年，正式提出心智化理论。

3　心智化能力的发展模型、缺陷模型及意义

3.1　心智化的发展模型

心智化的形成背景基于安全的早期依恋关系。

人类的依恋系统和心智化能力之间存在比较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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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也包括生理上的关联。

心智化能力最初是从婴儿与母亲的镜映中获得，

婴儿在母亲的怀抱里观察并学习母亲对于他人各种

行为的相应表情，这种镜映学习能够帮助婴儿了解

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其次，依恋关系可以调节儿童

情绪。婴幼儿在处在压力状态下，依恋系统被激活，

然后去寻求母亲的安抚，母亲做出相应的反应，婴

幼儿压力下的情绪下调，持续到下一次面临压力状

态。这种循环能够有效调节儿童情绪，并有，助于

他的心智化良好发展。另外，从生理学角度观察，

有更好依恋历史的母亲在和孩子玩耍的时候，孩子

会产生更多的肾上腺皮质激素，继而分泌皮质醇，

降低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HPA）轴对人类依恋系

统的调节作用，这会帮助孩子发展出倾向于安全的

依恋关系，进而促进心智化能力［4］。

3.2　心智化缺陷的原始模型

临床上认为常见的导致心智化缺陷的原因是发

展缺陷和精神创伤。Fonagy 认为，心智化缺陷的原

始模型是将缺陷理论与防御理论结合起来，但其他

的研究者并不这样认为，这一点还有待细致研究。

Fonagy 提出发展缺陷是源于缺乏早期安全依恋，

导致心智化能力发展不足。在其创伤模型中指出：心

智化的防御抑制可能会出现在任何人身上，即便是

拥有完整的心智化能力的个体身上。如果个体遭受

精神创伤，防御抑制变成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帮

助回避强烈的情感、各种象征性的言语或形象，将

创伤体验逐出精神系统之外，使自己可以避免考虑

来自外来的伤害，个体主动陷入心智化缺陷中。

3.3　心智化存在的意义

当个体心智化能力达到足够完善时，个体能够

形成一个连贯的自我意识，形成可靠的人际关系。

心智化能力使得个体的内在和外在之间建立了一个

完整的连结，并且触动内在觉察能力的发展。它同

样有助于帮助来访者从分裂的自体逐渐进行整合，

锻炼出内省、自我觉察等能力。

二、心智化的“概念近亲”

在心智化概念发展过程中，有人经常把心理理

论、反思功能、元认知、共情能力、心理感受性等

概念与心智化等同，而 Fonagy 认为心智化是融合了

相近概念所形成的嵌合术语，接下来会介绍五个心

智化的“概念近亲”。

1　反思功能

Fonagy 提出的反思功能（Reflective Function，

RF）概念是指在依恋关系的背景下，通过自我与他

人的情绪、思维、幻想、信念和欲望在行为中的表

达，理解和解释自我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5］。在

国内，反思能力又被译为反思功能，反映能力等。

对于反思能力的理解更偏向于是对心理过程的

一种操作化，在精神动力学领域的文献中，反思能

力出现的较为频繁，且和心智化能力经常互相替代。

但反思功能涉及到识别自我和他人的认知领域，对

情感的关注则显得不够。

2　心理理论

1978 年，Premack 和 Woodruff 提出心理理论

（theory of mind，ToM）的概念，认为个体是通过社

会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认知能力，或者是一

种社会推理系统，来理解由心理状态引发的自我和

他人的行为，进而理解其他个体行为背后的心理原

因，并依据这种理解来解释和预测行为。他们把这

种“读心术”的能力称为心智化［6］。直至今日，许多

心理或是精神医学工作者仍用心理理论的概念来替

代心智化。

心理理论可以被视为心智化研究的一个内容或

是一个组成部分，但心理理论更侧重于对他人心理

状态的认识，而心智化能力认为，对自我和他人心

理状态的认识同等重要。

3　元认知

元认知（Metacognition）是美国发展心理学家 

Flavell 于 1976 年提出的。Flavell 认为，元认知是指

主体对自身认知过程的知识和意识［7］。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以后，罗马第三认知心理治疗中心的认知心

理学家在对元认知进行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对于心

智化一个新的见解。他们认为心智化能力包含不同

的次级功能，次级功能之间交互作用，也可能产生

有选择性的受损。

心智化在广度上比元认知更局限，因为其仅涉

及心理状态的思维和情感，而元认知不仅如此，还

提供了一种基于自身与他人心理状态的对关系与个

人行为的持续监管。国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心智化、

心理理论这两个概念，是元认知过程的描述。心智

化主要涉及情感的心理状态的反映。相反，心理理

论研究的认知状态如信念，意图和信念。

4　心理感受性

心理感受性概念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

心理学文献中。它是一个多维的人格概念，描述了

一种对自己和他人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元认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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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机。在心理感受性的定义上心理学家虽未完全

达成一致，但都强调是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认知、

情感及行为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兴趣并去洞察和感悟

的能力［8］。

心理感受性更为注重心理状态的显式部分，即

有意识的关注心理状态的内容。与心智化相比，心

理感受性更多地关注自我和自己的心理状态，并且

强调对情感和认知的关注同等重要［2］。

5　共情能力

共情能力自 1909 年被提出后，得到心理学界广

泛关注和讨论。Morse 等（1992）［9］认为，共情的主

要内涵是情绪共情。共情能力一般又被称之为“同理

心”、“同情心”等，是一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理

解他人的情感和观点的能力。

多数学者认为，共情能力虽然也涉及到对认知

成分的关注，但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对他人情感的理

解。心智化与共情的不同在于，共情主要涉及到他

人的感受，而心智化不仅对象更广泛，内涵也更多

样，包括感受、动机、想法等。

下表将总结心智化能力与其他概念在不同维度

间的差别。

表1　心智化与反思功能、元认知、心理理论、心理感受性及共情的概念重叠

近亲概念
心智化组成

反思功能 元认知 心理理论 心理感受性 共情

隐性模式 是 是 是 否 是

显性模式 否 否 是 是 是

自我定向 是 是 小部分 是 小部分

他人定向 是 小部分 是 小部分 是

认知 vs 情感 认知＞情感 认知=情感 认知＞情感 认知=情感 认知＜情感

三、心智化能力的评估方法

对于精神科医师或治疗师而言，只有准确地评

估来访者目前的心智化能力，才能够帮助患者展开

治疗，并对患者心智化能力实时的监控，这就要求

能有工具可以对心智化能力进行测量。心理学家和

精神科医师从“近亲概念”入手，作为测量心智化的

替代方法。除了 Fonagy 团队从反思功能的角度进行

以外，我们还会简单介绍其他几种测量方法和工具。

1　对反思功能的测量

Fonagy 认为对反思功能的测量可以作为评估心

智化能力的指标。测量方法主要分为他评法和自评

法。他评法主要是依据已编制的结构化或是半结构

化的访谈工具对来访者进行访谈，将其访谈内容进

行转录整理之后，作为对量表进行评分的指标。

1.1　使用成人依恋访谈对反思功能量表评分

Fonagy 团队提出良好的心智化能力离不开安全

的早期依恋关系，在依恋背景下对心智化进行评估

可以说是评估一个人的心智化能最好的指标。Fonagy

认为心智化能力不能够被直接的进行测量，而需要

通过对反思功能的评估作为对心智化能力测量的重

要工具，尽管迄今为止，该团队对反思功能不断修

订最新版本，但仍未发表。1998 年，Fonagy 等发

展出最早版本的反思功能量表（Reflective Function 

Scale，RF）［11］，研究者使用由 George，Kaplan 和 

Main 于 1985 年共同编制的半结构式的访谈——成人

依恋访谈［10］（Adult Attaehlnent Interview，AAI）的内

容作为评估反思功能量表的指标。

反思功能量表由 Fonagy 及同事编制，由六个条

目分别代表不同的反思功能水平，访谈结束后将录

音内容进行转录整理工作，然后根据反思功能量表

的评分手册参照标准进行评分。使用成人依恋访谈

对反思功能量表进行评分的方法，是首次以比较完

整的方式对心智化能力进行测量。并且整个评估过

程严谨，结果精确，但仍存在诸多弊端。例如：使用

AAI 进行访谈耗时较长，转录和编码过程冗杂，对

使用者要求比较高，需要接受专业的访谈培训之后

才能够使用等。

1.2　使用简版反思功能访谈对多维度反思功能

评分量表进行评分

多维度反思功能评分量表（Reflective Function 

with a Multidimensional Rating Scale，R FRS）［12］是由

Levy，Meehan 等（2006，2009）制定出一个 50 个

条目的量表，多维度反思功能评分量表是通过使用

简版反思功能（Brief Reflective Function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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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FI）访谈对其进行评分，采用 1-5 级评分，是对

反思功能的精细评估。

该量表的各个条目与个体表现出高或低反思功

能的各种途径有关。通过 AAI 获得的反思功能分数

相比较，验证其信度和效度。多维度反思功能评分

量表更容易梳理出患者对于改变心理状态所作出的

努力和对心理状态特点的认识。但该量表在患者对

自己心理状态发展的认知上，则与 AAI 所得的评分

相关性很弱。

1.3　使用儿童依恋访谈儿童反思功能量表

Fonagy 等（1998）编制出成人反思功能量表

（Adult reflective function scale，ARFS），但因其耗

时长、费用昂贵等特点，经 Target （2011）改编，形

成儿童反思功能量表（Children Reflective Function 

Scale，CRFS），该量表依据儿童依恋访谈（Children 

Attaehlnent Interview，CAI）的访谈记录来评估。

1.4　反思功能问卷

Fonagy 和 Ghinal 等人（2008）发展出适合自评的

量表反思功能问卷（reflective function questionnaire，

RFQ），用于评估成人心智化能力，该量表有较高的

信效度，但目前未形成正式版本。美国 Sharp 等人

（2009）将成人版的反思功能问卷改编为可用于青少

年的反思功能问卷青少年版（RFQY）并验证其结构

效度和区分效度。

2　对心理理论的测量

研究者们从实验任务的难度、多样性等角度出

发，编制出适合测量成人心理理论的实验任务。主

要分为对社会知觉方面和社会认知成分的测量，包

括故事法、图片法和视频法等。

2.1　对社会知觉方面的测量

社会知觉方面的测量主要包括采用图片法或是

视频法。图片法的代表性测验是“从眼神中读心任

务”（简称眼测验），通过对眼神的识别反映个体的心

理理论水平，眼测验不仅可以测量成人，而且灵敏

度高。视频法是测试被试识别动态的视频中人物的

心理状态的能力。评分者依据测试者的反映进行评

分。

2.2　社会认知成分的测量

社会认知成分的测量主要是故事法，故事法有

多重嵌套错误信念测验、反语觉察、失言任务、白

谎、双重欺骗等。多重嵌套错误信念多采用图片、

言语等方式，是对他人关于另外一个人的信念的推

断或认知。反语的特点是根据句子的字面意识和说

话人的意思相反，为了探测讽刺和反语，需要了解

说话人知道什么，然后推断出说话人的意图［13］。同

样根据测试者的反映进行评分。

对心理理论的测量更注重的观察测试者理解

“言外之意”的能力。目前使用心理理论作为测量心

智化能力的方法较为常见。

3　对元认知的测量

罗 马 第 三 认 知 治 疗 中 心 的 认 知 心 理 学 家

Semerari 认为，元认知的各个维度如模块般可以独立

存在，那就说明对心理状态的认识是基于各个独立

维度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以此作为评定心智化

能力的结果更为准确。

Semerari 团队编制的元认知评估量表（Metacog-

nition Assessment Scale，MAS）［15］用于评估心智化能

力，并形成简版元认知评估量表（2003 版）和的正

式版的元认知评估量表（2009 版）。该量表分为三个

维度：对自我的理解、对他人的理解及掌控力，是一

个具有 20 个条目的他评量表，分为 0-6 级评分。《元

认知评估量表》通过对认知和情感的识别、关联能

力、整合、区分、去自我中心化等方面对前两个维

度进行评估，然后对掌控力的三级策略进行评估。

在评估方法上，该量表的评估方法较为复杂，

需要整理病人的访谈或咨询内容，进行誊写转录，

将内容分为若干的对话并进行编码判断出它所对应

的条目。在排除假性元认知和无关信息后，对每一

次独立对话进行评分后汇总求取平均分。最后，可

以获得三个维度的独立分数以及一个总的分数。近

年来，Semerari 团队正在编制适合该量表的访谈稿，

目前仍在修订中。该量表需由精神科医师或心理咨

询师经简单培训后使用。对于使用对象无论是病人

或正常人群都不做要求。

虽然在评分上较为困难，但该量表能够得出不

同维度的分数和总分，全面、准确地评定心智化能

力，较好的反映了个体心智化突出和薄弱的地方。

并且评分者在评分过程中，可以清晰地了解访谈对

象的各个能力的情况，有助于在日后的治疗中不断

提升来访者的心智化能力。

四、小结

心智化概念已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但与此同时，对心智化的内涵也存在广泛的争议。

本文对心智化内容做了简短的介绍，并比较了心智

化概念和其他几个相关概念的异同。文章还对心智

化的评估方法，尤其是近年来应用比较广泛的反思

功能、元认知等评估方法进行了描述。心智化概念

集合了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的元素，不仅对心理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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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社会中逐渐形成

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提升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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