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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认知的概念、测量及临床应用

杨姝同 、 刘　果 、 王晶瑶 、 王旭梅

【摘要】元认知作为一种反映心智化能力的指标，涵盖了对认知和情感进行理解、思考、调节的

所有相关的知识、体验和监控。元认知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发展心理学家 Flavel 于 1976 年正式提出。

此后，各界学者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近年已成为心理学的热点之一。元认知在国外已经被广泛

应用于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研究中，国内的相关资料比较有限。研究者们常用的测量方法有问卷

法和访谈法，两种方法在不同的研究中显示出了不同的优势。本文对元认知的概念发展、临床应用、

测量方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元认知临床研究的现存问题及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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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认知（Metacognition）是美国发展心理学家

Flavell 于 1976 年在《认知发展》一书中正式提出的。

之后，元认知的概念在各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引用。

元认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作为一种衡量心智化

的指标。心智化（Mentalization）是一个从心理理论

衍生出来的概念，指的是一种理解自身或他人心理

状态、进而对情绪和行为进行调控的能力或过程。

反映心智化水平的指标有很多，诸如反思功能、元

认知等，其中元认知作为一个涵盖性概念，越来越

受到关注。由于元认知无论对于理论研究还是临床

应用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国

内外元认知研究进行一下梳理。

一　元认知的概念

对元认知的研究起源于认知心理学，认知发展

心理学，以及社会发展心理学。Piaget 在认知发展和

人格信息理论的早期首先提出“对认知进行认知，对

思维进行思考”。由此可以看出，元认知这个概念最

初就是在一个高于认知的维度中产生的。

而美国发展心理学家 Flavell 则进一步对元认知

的概念进行了明确。他被认为是第一个使用元认知

概念的学者。1976 年，Flavel 将元认知定义为个人

关于自己的认知过程、结果或其他相关事情的知识，

也可以表述为在完成某一目标或任务时对认知过程

进行主动的、连续的监控［1］。随后，他将元认知进

一步定义为对认知现象的知识和认知，并将其概念

化为学习者对自己的认识［2］。

在此之后，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元认知

进行了定义。Brown 将元认知看作检验、调整和评价

个体思维的能力，他认为元认知是个人对认知领域

的知识和掌控；是任何以认知过程和结果为对象的知

识，是任何调节认知过程的认知活动［3］。Wellman 将

元认知定义为对思考进行思考，对认知进行认知［4］。

Stemberg 将元认知定义为关于认知的认知，认知包

含对世界的知识以及运用这种知识去解决问题的策

略，而元认知则涉及对个人的知识和策略的监测、

控制和理解［5］。Wilson 将元认知视为思维过程和策

略的知识和意识［6］。Carcione 团队将元认知定义为使

人们能识别心理状态、对此进行思考并将其归因于

自己或他人的一系列认知和情感技能［7］。Salvador 将

元认知定义为关于个体反思、理解和控制自己学习

行为的能力［8］。

由此可以看出，关于元认知的概念，学术界存

在不同的理解，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研究者们给出

的元认知概念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表现出的不一致，

可能是由于对其结构的划分方法不同。这也提示我

们，在给出元认知的定义的时候，应该明确对元认

知的划分方法。

尽管元认知是一个模糊的体系，但相关文献中

关于元认知不外乎这样几个成分：元认知知识，元认

知体验，元认知监控。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元

认知是一种涵盖性的对心智化进行衡量的指标，它

包括了对认知和情感进行理解、思考、调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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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有相关的知识、体验和监控。

二　元认知的测量方法

1　测量方法的分类

在对元认知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

要对元认知进行测量，然而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因为元认知并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行为，而且个体

通常对这些过程没有意识。根据 Sandí-Ureña 对元

认知测量方法的定义，按照元认知与测量方法之间

的时间关系来划分，在任务之前被执行就是可能性

方法，在任务中被执行就是同步性方法，在任务后

被执行就是回顾性方法［14］。按照这种划分方法，目

前国内外用于测量元认知的工具可以大致上分为两

类，即同步性方法，包括出声思考法和系统观察法；

以及可能性和回顾性方法，包括问卷法和访谈法。

其中，元认知的同步性测量方法由于是在任务

执行时进行测量，所以最大的优点就是能明确“在线

（on line）”的元认知想法。但是这类方法通常都相当

耗时，需要对参与者进行个别评价，而且在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被研究者元认知活动的进行。故在此不

再进行详细介绍。

 在对元认知进行可能性和回顾性评价时最常使

用的工具是问卷和访谈。目前国内外关于元认知的

研究仍以这两种方法居多，下文将分别介绍。

2　问卷法

问卷法具有统一、简洁、方便等诸多优点，因

而受到许多研究者的青睐。目前有以下一些问卷常

被研究者使用：

元认知问卷（Metacognition Questionnaire，

MCQ-65）及其简版 MCQ-30。MCQ-65 由 Wells 等人

编制，包括对担心的积极信念、对失控和危险感的

消极信念、认知自信、对失控思维造成后果的消极

信念、认知的自我意识五个分量表 。而 MCQ-30 是

Wells 在 MCQ-65 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共有 30 条，

包括 5 个分量表：认知自信；积极信念；认知的自我

意识；失控和危险感；对思维的控制需要。采用 4 点

计分，总分范围 30～120 分。

MCQ-30 由国内的程素萍，李敏，张皖等人翻

译为中文，该元认知问卷共 30 题，包括认知自信、

积极信念、认知的自我意识、失控和危险感、控制

思维的倾向五个维度，对该问卷的 5 因素结构模型

进行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模型的拟合度良好：x2／

df=2.90，RMSEA=0.06，NNFI=0.83，CFI=0.84。该

问卷总体和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60～0.85

之间［15］。该问卷目前在国内已被应用于强迫症患者、

抑郁症患者、围绝经期女性的元认知测量。

元认知意识清单（Metacognitive Assessment 

Inventory，MAI），该问卷由 Schraw 等以 Brown 的元

认知概念作为理论基础编制，包括元认知知识和元

认知调节两个分量表，其中元认知知识涉及陈述性

知识、条件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三个维度，元认知

调节涉及计划、监控、信息管理、评估和调节五个

方面。该量表主要用于测量成人关于认知的知识和

调节，也是国外使用比较广泛的一种元认知测量工

具，在国内尚未应用。

状态元认知清单（State Metacognitive Inventory），

由 O’Neil 等于 1996 年编制。该问卷由 20 个题目构

成，测量个体在特定智力情景下的元认知特点，包

括计划、监控、认知策略、自我意识等四个分维度。

国外资料显示良好的信效度。国内暂未见相关应用。

3　访谈法

 除问卷法外，常用的测量元认知的工具还有访

谈法。研究者通常采用访谈法收集资料，再使用他

评量表对元认知进行评估。

目前在国外应用较多的一种访谈法测量工具

是元认知评估量表（Metacognition Assessment Scale，

MAS）。该量表由 Carcione. A 团队编制，包含理解

自己的想法（understanding one's own mind）、理解

他人的想法（understanding of others'mind）、掌控力

（mastery）三个分量表，共计 20 个条目，采用 6 点

Likert 量表计分（0-5）［7］。该量表在国外被应用于精

神分裂症、人格障碍、双相情感障碍、抑郁障碍、

物质相关障碍等精神疾病患者。

国 内 学 者 吴 伟 明 、 董 毅 等 人 使 用 了 修 订 版

元认知评估量表（Metacognition Assessment Scale- 

Abbreviated，MAS-A）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元认知能力

进行了研究，他们使用的 MAS-A 包含四个分量表：

自我反省（self-reflectivity），即理解自我心理状态的

能力；理解他人（understanding the others'mind），即理

解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去中心化（decentration），即

意识到他人有自己独立动机的能力；控制（mastery），

即利用对自己及他人的心理状态的理解来应对心理

与社会困境的能力。四个分量表分别包含 9、7、3
和 9 个能力等级，能力等级与评分对应，评分越高

表明相应的元认知能力越高［10］。

4　测量方法的比较 

无论问卷法还是访谈法都各有利弊。在某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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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研究中，问卷积极的一面大过其消极的一面。首

先，问卷法比较适合在较大的群体中进行，而且方

便、快捷。其次，通过问卷测量不会干扰他们的元

认知过程。而且，问卷在整个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对

所有人都是公平的，这与访谈法这种受研究者主观

因素影响较大的方法相比，具有更多的优势。然而，

另一方面，问卷法作为一种基于自我报告的测量方

法，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问卷是由研究者设

计的，里面的问题可能无法被所有人充分理解。即

使被研究者理解了题项，但可能由于不愿意表达他

们真实的想法和经历，而故意做出一些不符合实际

的回答。另外，某些题项还可能触及一些敏感问题。

而访谈法在深入地探究个体想法时很有用，访

谈能启发他们阐述，并对给出的回答进行扩展。不

过，显然将访谈法应用于元认知测量的问题是耗时，

因为这种方法需要双方进行大量的沟通。访谈法还

有一个缺点就是可能受到研究者主观印象的影响，

容易造成测量结果的偏差。

通过对两种测量方法进行比较，我们发现，问卷

法更适合在大样本、人力精力有限、研究对象解力较

高时采用，而访谈法在样本量较小、需要深入探究一

些个体化的东西的时候更适合。此外在对一些重性精

神疾病的患者进行研究时，问卷法显然不太合适，这

就需要研究者以访谈的形式进行探究和解释。

三　元认知研究的临床应用

1　元认知与精神障碍

Lysaker 等人通过对非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元认知进行了评估，并研究了他们的应对偏好、 洞察

力、 自尊和焦虑与元认知的关系，发现患者的社会功

能受影响程度与他们的元认知受损程度存在一定的

关系［9］。国内学者吴伟明、董毅等人对精神分裂症

患者元认知能力与共情能力、精神症状的关系进行

了研究，得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元认知能力受损的

结论，并证明这种损害与共情能力缺陷、精神症状

之间存在一定关系［10］。

精神障碍人群的元认知缺陷在神经影像学上也

得到了证实。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自我反思系统

的定位在内侧额叶和后内侧皮质。Anthony 等人对不

同神经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AD、脑损伤的

患者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基于自我反思的认知模式

及其可能的社会、神经基础，包括结构和功能磁共

振成像得到的数据。发现内侧额叶皮质在元认知和

精神病理学之间的关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认知损

伤和自知力缺乏之间的联系可能指向了元认知及自

我反思受损后常见的信息处理问题［11］。

近年的临床研究表明，在精神分裂症、人格障

碍、情感障碍、物质相关障碍、孤独症等患者中，

元认知功能常常存在缺损，并且这种不足会对患者

的社会生活、职业生活及症状产生相应的影响。即

使是在一些并不是很严重的精神疾病中，元认知功

能的受损也或多或少地妨碍了患者的生活，并与他

们持续存在的心理痛苦有关。

2　元认知与心理治疗

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师常常会不断地鼓励患者

去探究自己的内心状态、和治疗师探讨一些与自己

观点不同的解释方式和解决方法。在这个过程中，

元认知是一种必需的能力，如果这种能力受损，患

者可能无法对自己的内心状态进行思考，甚至进而

影响其与治疗师建立起合作关系。所以元认知是治

疗的一个先决条件。而治疗恰恰是为了帮助患者反

思和理解，并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

说，元认知也是治疗的目标。而相关研究表明经过

治疗，元认知能力可以得到提高。

国 内 的 申 丽 娟 、 张 亚 林 对 元 认 知 训 练 计 划

（Metacognitive Trainingprogram，MCT）进行了介绍，

经过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得到了改善［12］。国

外的学者 Lysaker 对一名接受综合性心理治疗的伴有

严重妄想的成年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了为期 32 个

月的元认知能力、妄想、自知力等方面的跟踪研究，

在治疗之初，该患者的元认知能力严重受损并存在

大量妄想，经过一段时期的治疗，其元认知能力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症状得到了缓解［13］。

因此，对临床患者的元认知研究是非常有必要

的。我们不仅需要对患者的元认知能力进行评估，

来判断患者的社会功能、预测治疗的效果、确定治

疗的目标，还可以通过提高患者的元认知能力来改

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四　元认知研究现存的问题和展望

首先是要进一步明确元认知的概念。关于元认知

研究很多，但由于不同研究者定义的角度不同，所以

关于元认知的概念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作为一种

涵盖性术语，元认知的概念还不够清晰。因此今后的

研究，可能需要更加关注元认知的子结构，从认知、

情感、调节等多层面对元认知的概念划分，这样既能

解释现有研究成果中存在分歧的部分，有利于概念的

补充完善，又能为测量方法的研究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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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现阶段用于元认知测量的工具较少，国

内应用的测量工具较国外相比更单一，未来需要引

进更多的测量方法。而且，无论何种方法都存在一

些弊端，我们需要从不同的子结构出发，按照研究

角度的不同选择更合适的测量方法。相信未来会逐

步形成一套大家公认的体系，对元认知的评估也将

趋于合理化、客观化。

 目前国内的元认知研究中，针对精神障碍患者

等元认知受损严重人群的资料比较有限，仍以教育

学、语言学等学科居多。而国外这方面的资料较多，

我们未来应该更加关注此类人群，将元认知研究扩

展到临床上来，为疾病的特点、预后、治疗等提供

进一步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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