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Everything DiSC：
理论与研究

Everything DiSC® 是一种个人发展学习工具，基于
DiSC® 模型测评一个人的偏好和倾向。但是，什么是
DiSC 模型呢？

行动

结

DiSC 模型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十分强大的模型，它描
述了四种基本性格类型D、i、S 和 C，是所有
Everything DiSC 应用程序的基础。

热

果

情

D：掌控型

挑战

S：沉稳型：

协作

i：影响型
C：严谨型：

准

精

每个人都是所有四种 DiSC 类型的混合体，通常会有一
两种甚至三种类型表现得比较突出。与许多性格测试不
同，没有完美的结果或 DiSC 类型。每个人都有一种由不
同的 DiSC 类型和偏好形成的独特行为模式 - 类型没有
好坏之分。我们认为这些类型差异非常重要。对这些差异
进行测量并有效地利用它们，可以改善工作场所的沟通
并创造更健康的组织。

支

持

稳定

好像很轻松，是不是？确实如此。但并不简单。
这是因为：
我们致力研究分析 DiSC 模型 40 余年。DiSC® 经典纸质
测评报告 (DiSC® Classic Paper Profile) 是我们推出的
第一个 DiSC 测评工具！
（我们 DiSC 中的“i”采用标志
性的小写字母。）
随着技术的发展，DiSC 不断改进。我们的在线 DiSC 测
评采用最先进的测评方法（自适应测试）和精密算法，可
快速分析一个人的回答并提供最准确的反馈。该测评报
告将测评结果转化为实用深刻的个性化描述。
我们所有的 Everything DiSC 性格测评都以应用为导
向，会根据您的不同角色——领导者、管理人员、个人贡
献者或销售人员，向您提供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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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Loves a
challenge

DC

Thrives on
collaboration

DiSC 理论
®

人类行为的两个维度
尽管 DiSC 描述了四种类型，但在根本上是一个二维模型。这两个维度反映了基本的人性，可以视为独立结构。

水平维度：多疑-认同

垂直维度：谨慎-大胆

快节奏、直言不讳
活跃、坚定、大胆、有活力

谨慎、善于思考

好问并持怀疑态度

善于接受、友善

注重逻辑性、客观、保
守、喜欢质疑

以人为本、有同理心、
善于接受、和蔼可亲

节奏平缓、冷静、考虑周到、
有条不紊

3

Everything DiSC 垂直维度

Everything DiSC 水平维度

垂直维度最适合用活跃等级来描述，最高为主动活跃、
最低为思虑周密。DiSC 类型位于圆圈顶部的人往往快节
奏，通常坚定、大胆、有活力。传统上认为这类人感觉自己
比环境更强大。因此，他们往往会努力改变周围环境。反
之，DiSC 类型位于圆圈底部的人往往比较稳重，通常冷
静、谨慎、做事有条不紊。传统上认为这类人觉得自己不
如环境强大，因此更倾向于适应目前的环境。

水平维度是从质疑到认同。DiSC 类型位于圆圈左侧的
人天生比较多疑，通常凡事注重逻辑性、客观和喜欢质
疑。传统上认为这类人习惯将环境视为对立面。换言之，
他们会本能地拒绝信任他人和接受他人观点，直到全面
验证过外部因素。而 DiSC 类型位于圆圈右侧的人天生
比较善于接受，通常以人为本、有同理心、和蔼可亲。传
统上认为他们觉得环境与自己的利益一致。从本质上讲，
他们偏向于将周围的人和观点视为对自己有利，因此倾向
于选择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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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 的四个象限

D 类型（掌控型）的特点是
活跃、多疑。此类型的人言语
直接有力，会直言不讳地表
达个人看法。

i 类型（影响型）的特点是主
动活跃、善于接受。此类人
善于交际、热情活泼。

虽然 DiSC 的两个维度构成了四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但以
连续的方式看待 DiSC 圆圈可能更有意义。试想每一种
类型与相邻的类型交织，就像色环上颜色的混合一样。红
色和黄色是两种不同的颜色，但它们混合后，就会形成一
种新的颜色“橙色”。同样，D 和 i 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但
在圆圈上，它们之间的空间代表一种与二者都不同的特
征。举例来说，相比 D 类型的人，Di 类型的人更加大胆、
更令人信服。相比 i 类型的人，iD 类型的人更有魅力、更
加充满活力。上述两种情况下，Di 类型和 iD 类型与 D 类
型和 i 类型有着一些共同点，但也有着自己不同的特征。
您可能还会发现，在谈论 DiSC 时，我们一般都会尽量
说“有 C 类型特点的人”，而不是简单地将某人称为“C”
类型的人。语言上的这种细微区分是为尽量避免想当然
地将某人归入某一类的情况。虽然有 C 类型特点的人主
要表现出 C 类型的特征，但也会有其他四种类型的特点。
例如，她很可能完全可以耐心地倾听同事诉说自己的伤心
事，而这更多的是 S 类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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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类型（沉稳型）的特点是考
虑周到、善于接受。此类人
温和友善、乐于倾听他人意
见并能容忍他人的错误。

C 类型（严谨型）的特点是
考虑周到、多疑。此类人善
于分析、行为保守、一丝不
苟。

延展的概念
DiSC 圆圈的连续性还有助于您理解“延展”的概念。可
以将您的类型视为自己的“大本营”或舒适区。具有 C 类
型特点的人可能非常适合独自完成要求准确性的分析项
目。但是，有时候此类人可能需要与某专业职能部门中的
陌生人合作。这时，此类人就需要向 i 类型延展。现在，
具有 C 类型特点、靠近圆圈中心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合
作不愉快，但是可以应付。而具有 C 类型特点、位于圆圈
边缘的人更有可能觉得这种合作压力巨大。第二种情况
下，此类人必须远离舒适区，并需要更多能量来支持自
己。因此，一般而言，靠近中心的人通常更容易接受其他
DiSC 类型。对于位于圆圈边缘的人，如果要接受其他类
型，可能需要更多地延展（并且承受更大的压力）。另一方
面，由于这类人的 DiSC 类型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往往
会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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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 研究
®

心理工具用于测量我们无法触及或看到的抽象品质。例
如智力、外向性或诚实等特征。那么研究人员如何评估这
些工具呢？我们如何知道这种工具是真正能提供有关这
些特征的准确信息，还是只会生成听上去可信的偶然性
反馈？

量表
通过用一系列形容词描述一个人，询问对他们的这些描述
的同意程度，来测评一个人属于哪种 DiSC 类型。然后，
根据他给出的答案，使用八个量表计算他的分数。八个量
表如下：

简而言之，如果一种工具确实准确实用，应该符合科学界
目前确定的各种不同标准。检验是指研究人员按照现有
标准，测试评估工具质量的过程。本页旨在帮助您了解这
些不同的标准，以及 Everything DiSC 测评工具的检验
结果。更多信息，请参阅完整的 Everything DiSC 研究报
告。

• D 使用坚定自信、言辞有力等形容词测量直率、掌
控型的性格。

会检验两个基本问题：

• iS 使用信任他人、乐观开朗和关心他人等形容词
测量和蔼可亲、友善型的性格。

工具的信度如何？也就是说，研究人员会检验工具的测
评方式是否稳定可信。如果结果包含大量不规则的差异，
则工具视为不可信。
工具的效度如何？也就是说，研究人员会检验工具测评
的准确性。一个工具能测评的东西越多，就越有效。
请注意，任何一款心理测评工具都不是完全可靠或完全
有效的。所有心理工具都会受到各种错误的影响。可靠性
和效度是一种连续性的指标，有不同的程度，不能单纯地
说可信/不可信，有效/无效。因此，更合适的说法应该
是“该工具的可信性有多大？”，而不是“该工具是不是可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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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使用有活力、敢于冒险和大胆等形容词测量活
跃、快节奏型的性格。
• i 使用善于社交、活泼、健谈等形容词测量互动、影
响型的性格。

• S 使用考虑周到、温和及善良等形容词测量乐于倾
听他人意见、沉稳型的性格。
• SC 使用小心谨慎、言语温和及镇静等形容词测量
节奏平缓、谨慎型的性格。
• C 使用善于分析、行为保守和不易动感情等形容词
测量内向、尽责型的性格。
• CD 使用愤世嫉俗、固执和挑剔等形容词测量多
疑、固执型的性格。虽然这些量表没有在测评报告中，
但要使用它们来确定测试者的类型。

信度

效度

为确定工具是否可靠，研究人员需要检验工具的稳定性
及内部一致性。稳定性很容易确定。研究人员只需要让一
组人进行两次相同的测评并将结果相关联。这称为重测
信度。内部一致性比较难以确定。我们假设给定量表上的
所有问题（或项目）都用于测评相同的特征。那么，理论
上所有这些项目都应该相互关联。内部一致性用 α 指标
表示。

检验测评方法效度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在这里仅提供
两个示例，更多示例请参见完整的 Everything DiSC 研究
报告。

表 1.量表信度
重测

α

根据DiSC 模型，相邻量度（如 Di 和 i）间会具有适度的
相关性。也就是说，这种相关性应该远小于各个量度的
α信度。举例来说，Di 和 i 量表间的相关性 (0.50) 应该
明显小于 Di 或 i 量表的 α 信度（均为 0.90 ）。而理论
上相对的量表（如 i 和 C）间应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表
2 所示为从已完成 Everything DiSC 测评的 752 名受
访者样本中获取的数据。所有八个量表之间的相关性为
DiSC 模型提供了有力支持。也就是说，相邻量表间呈现
适度的正相关性，相对量度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

（2 周）
Di

.86

.90

i

.87

.90

iS

.85

.86

S

.86

.87

SC

.88

.84

C

.85

.79

CD

.85

.87

D

.86

.88

N

599

752

我们可以使用类似的标准来评估重测信度和 α 指标。最
大值为 1.0，值越高表示信度越高。虽然不是硬性规定，
但大多数研究人员均按照以下准则解释数值：高于 0.9
视为优秀，高于 0.8 视为良好，高于 0.7 视为可接受，低
于 0.7视为不可接受。表 1 所示为八个 DiSC® 量表的信
度估算值。
如表 1 所示，所有数值都远高于 0.70 临界值，除了一个
数值以外，所有数值都高于 0.80。这表明 DiSC 测评方法
既内部一致又稳定。关于 DiSC 参阅详细的 Everything
DiSC量表信度的更多信息，请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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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量表间关系
Di

i

iS

S

SC

CD

Di

.90

i

.50

.90

iS

.04

.47

.86

S

-.31

.03

.57

.87

SC

-.73

-.56

-.13

.34

.84

C

-.43

-.70

-.49

-.18

.45

.79

CD

-.14

-.37

-.68

-.66

-.08

.26

.87

D

.46

.14

-.37

-.69

-.62

-.19

.42

沿对角线的粗体为克朗巴哈信度系数，表格内为量表之
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介于 -1 和 +1 之间。相关系数
是 +1 表示两个变量完美正相关，当一个变量增加时，另
一个变量也会按比例增加。相关系数是 -1 表示两个变
量完全负相关，当一个变量增加时，另一个变量会按比例
减小。相关系数是 0 表示两个变量完全不相关；N =
752，如 Everything DiSC 研究报告附录 1 所示。

D

.88

图1

一种名为多维标度的统计方法为 DiSC 模型的圆形形状
提供了支持。该方法有两个优点。第一，可以目视检查八
个量表之间的关系。第二，研究人员可以同时查看所有量
表。图 1 中，离得越近的量度，正相关性越强。离得越远
的量表，差异越大。圆形DiSC 模型预测，八个量表将以
相同的间隔，呈环形排列。如图 1 所示，量表的排列方式
正如 DiSC 模型的预测。
（请注意，下面所示的 MDS 旋
转是随意的。）虽然八个量表形成的并不是等距圆（如模
型所预测的那样），但使用现实数据达到这种理论上的理
想形状几乎是不可能的。量表之间的实际距离大致相等，
这为模型及其测量效果提供了有力支持。
如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verythingDiS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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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量表

iS 量表

SC 量表
i 量表

Di 量表
C 量表

CD 量表

D 量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