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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人格偏常维度稳定性追踪
静袁陈图农袁孙

徐

倩

渊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医学心理科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要院

探讨大学生人格偏常维度跨时间稳定性以及与人格特质的关系。

采用一般

情况量表、人格障碍诊断问卷第 源 版以及中国大五人格问卷对 源 所高校大二学生间隔半年进行两
次调查，共追踪到 员苑怨 名被试。

在反社会人格偏常维度上时间主效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

应具有统计学意义（云 越 苑援园缘缘，
孕 约 园援园员），其余人格偏常维度上时间主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在分

裂型、反社会型、边缘型以及自恋型人格偏常维度上性别主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云 分别为 苑援远愿圆、
员远援远源员、
苑援园远园、
圆员援源圆园，
孕 均 约 园援园员）。回归分析表明神经质人格特质与人格偏常呈极其显著正相关

（贼 越 远援园怨圆，孕 约 园援园员），
而宜人性人格特质与人格偏常呈显著负相关（贼 越 原圆援员远怨，
孕 约 园援园缘）。

大

学生人格偏常维度具有稳定性，
神经质和宜人性与人格偏常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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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研究中袁酝糟郧造葬泽澡葬灶 等 咱员暂和 杂噪燥凿燥造 等 咱圆暂认

人格特质的角度袁 分别来测量大学生群体中人格偏

移人格特质更具稳定性遥 所以 宰蚤凿蚤早藻则 等 认为人格

国际疾病分类第 员园 次修订本渊陨悦阅鄄员园冤尧阅杂酝鄄源

为人格障碍是特质与症状行为的混合物袁随着时间推
咱猿暂

障碍研究趋势是将人格维度研究引入到人格障碍研
究中遥 同时 宰蚤凿蚤早藻则 等

咱源暂

以及 杂蚤皂皂泽 等

咱缘暂

认为人格

障碍可以被理解是 大五人格渊云云酝冤或大 七人 格不
同维度的适应不良遥 所以用 云云酝 描述人格障碍可

以把不同人生阶段中的人格偏常维度和正常人格特
质整合起来袁有利于进一步探讨人格障碍的发展过
程遥

常维度和正常人格特质遥
及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猿 版渊悦悦酝阅鄄猿冤

三种诊断系统对人格障碍的诊断仅限于 员愿 岁以上

的成人袁认为 员愿 岁以后人格才能稳定袁但实际上越
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从青少年期开始袁 青少年就表现

出人格偏常且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 咱苑鄄愿暂遥 而 员愿 岁前
后即大学生正处于个体生理成熟过渡到心理成熟阶
段的成年早期阶段袁其人格并没有完全定型袁本身就

叶 精 神 障 碍 诊 断 与 统 计 手 册 曳 渊阅杂酝冤 第 缘 版

具有不稳定性袁 各种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大学生人格

阅杂酝鄄源鄄栽砸 相同袁 但是增加第三部分要要
要人格量表

于横断研究袁而对大学生人格追踪研究很少遥尤其从

常人格维度对人进行人格偏常评估 遥 五因素模型

究袁 现有文献尚未见到遥 另外回顾前人研究可以发

渊阅杂酝鄄缘冤 人 格 障 碍 诊 断 标 准 虽 维 持 与 阅杂酝鄄源 及

发生变化遥但近些年来袁关于大学生人格大多数集中

渊孕陨阅鄄缘冤袁孕陨阅鄄缘 以五因素作为五个领域袁用 猿园 个偏

人格偏常维度与正常人格特质两个方面的追踪 研

是人格特质及人格障碍研究的方向袁也更符合临床

现袁目前国内对人格障碍研究较少袁且只集中于少数

和治疗的需要遥 因此在本研究中袁用人格障碍诊断

横断研究遥对于人格偏常发展追踪研究很少袁而从人

问卷第 源 版渊孕阅匝鄄源冤和大五人格问卷 渊悦月云鄄孕陨冤袁从

格特质角度的研究更少遥 因此本研究运用 孕阅匝鄄源尧

咱远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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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月云鄄孕陨袁从人格偏常维度与正常人格特质视角袁对大

学尧南京审计学院尧南京林业大学以及南京晓庄学院

学生人格特质进行一定的探索袁分析人格偏常维度

大一至大四学生进行调查袁 由于大二学生已经适应

与正常人格特质关系袁同时也为人格偏常变化发展

大学生活袁便于追踪袁因此于 圆园员猿 年 缘 月选取这 源

规律提供研究资料袁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遥

一尧对象与方法
渊一冤对象
选取南京地区 源 所高校渊南京林业大学尧南京审

计学院尧南京师范大学以及南京晓庄学院冤的大二年
级学生为被试样本袁先后于 圆园员圆 年 员员 月和 圆园员猿 年
远 月两次进行问卷调查遥 第 员 次回收有效问卷 圆远远

份袁建立追踪同学名单袁第 圆 次以第 员 次有效被试人

所大学中的大二学生再次使用上述问卷袁 前后共进
行两次测试遥
渊三冤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用 耘责蚤阅葬贼藻猿援园圆 输入数据后袁 使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进行统计分析遥 数据以均数依标准差渊曾 依 泽冤表
示袁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以及回归分析遥 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二尧结

果

数为参考发放 猿园园 份袁去除未作答尧乱答尧无法确认

渊一冤大学生人格特质追踪结果

有效被试袁共 员苑怨 名袁追踪率为 远苑援圆豫遥 测试被试年

除了反社会人格偏常维度在跨时间上具有统计

追踪被试等各种无效被试袁获得第 圆 次仍旧作答的
龄范围 员怨耀圆圆 岁袁平均年龄渊圆园援源苑 依 园援愿圆冤岁曰男 圆猿
名袁占 员圆援愿豫袁女 员缘远 名袁占 愿苑援圆豫遥

员援 大学生人格偏常维度追踪结果

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外袁其余人格偏常维度均在跨时间
上无统计学意义遥 在分裂型尧反社会型尧边缘型以及自

渊二冤方法

恋型人格偏常维度上性别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均

员援 一般资料调查表

约 园援园员冤曰其余人格偏常维度上性别主效应无统计学意

由作者自行设计袁包括对象的性别尧出生年月尧
学校尧班级尧学号尧家庭情况及其父母一般情况等遥
圆援 人格偏常自评

孕阅匝鄄源 是 美国 匀赠造藻则 博 士根 据 阅杂酝鄄郁编 制 的

用于筛查轴域人格障碍的自陈式问卷袁本文采用的

义曰在边缘型以及表演型人格偏常维度上时间与性别
的交互作用上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其余人格偏
常维度上时间与性别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渊表 员冤遥
圆援 大学生正常人格特质追踪结果

从正常人格特质角度观察袁 在神经质上时间主

孕阅匝鄄源 中文版为具有 愿缘 个项目的版本袁 包含 员园 个

效应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性别主效应以及性别

表演型尧自恋型尧回避型尧依赖型尧强迫型袁采用 圆 级

效应以及时间与性别交互作用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断标准袁孕阅匝鄄源 量表总分 源圆 分为界值袁 此界值点的

效应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时间主效应以及时间

分量表院偏执型尧分裂样尧分裂型尧反社会型尧边缘型尧
计分标准遥 而以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测试的成人诊
特异度为 怨愿豫袁灵敏度为 圆猿豫袁稳定性系数为 园援怨园员遥

与时间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曰 在严谨性上时间主
园援园缘冤袁性别主效应无统计学差异曰宜人性上性别主
与性别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曰 开放性上时间主效

孕阅匝鄄源 的效度和信度指标均达到了统计学要求袁对人

应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时间与性别交互作用也

筛查问卷使用 遥

义曰外向性上时间尧性别以及时间与性别交互作用均

格障碍的诊断有较高灵敏度和较低特异度袁适合作为
咱怨暂

猿援 正常人格自评

采用大五人格问卷简版袁此量表由王孟成尧戴晓
阳在 悦月云鄄孕陨 的基础上编制袁共包含 源园 个条目袁每个

具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性别主效应无统计学意
无统计学意义渊表 圆冤遥

渊二冤正常人格特质对人格偏常维度的预测作用
为进一步研究正常人格特质对人格偏常维度的

维度分别由 愿 个条目测量袁采用 远 级计分标准遥 该

影响袁分别以第二次人格偏常总得分为因变量袁以第

测系数渊间隔 员园 周冤在 园援远苑圆耀园援愿员员袁平均 园援苑源圆遥 心

析遥结果显示袁神经质与人格偏常维度有显著的正相

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园援苑远源耀园援愿员源袁平均 园援苑怨猿曰重

一次大五人格测量中 缘 个特质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

理测量学特性较好袁适用于本研究 咱员园暂遥

关渊贼越远援园愿圆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而宜人性与人格偏常维度也

源援 施测过程

将一般资料调查表尧孕阅匝 鄄源 及大五人格问卷简

版印制在同一份问卷上袁采用团体方式取样袁由参与

有 显著负相关渊贼越原圆援员远怨袁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其 余正 常人 格
特质与人格偏常维度未显现相关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猿冤遥

三尧讨

论

过培训的调查人员用统一指导语介绍研究目的与问
卷填写方法袁于 圆园员圆 年 员员 月第一次对南京师范大

本研究结果表明袁 除了反社会型人格偏常在跨

表1
第１次
2.26 ± 1.51
偏执型
1.96 ± 1.46
分裂样
3.04 ± 1.94
分裂型
1.18 ± 1.50
反社会型
2.55 ± 1.95
边缘型
2.48 ± 1.75
表演型
自恋型
2.96 ± 1.76
回避型
2.30 ± 1.52
依赖型
1.87 ± 1.69
强迫型
3.73 ± 1.73
*
**
P ＜ 0.05，
P ＜ 0.01。

第１次
1.87 ± 1.46
1.46 ± 1.07
2.20 ± 1.59
0.51 ± 0.92
2.10 ± 1.68
2.81 ± 1.48
1.76 ± 1.46
2.49 ± 1.95
1.51 ± 1.75
3.13 ± 1.49

第１次

神经质
24.26 ± 5.67
严谨性
33.23 ± 6.02
宜人性
32.09 ± 7.17
开放性
32.78 ± 5.31
25.26 ± 6.87
外向性
*
**
P ＜ 0.05，
P ＜ 0.01。

女
第２次
22.56 ± 7.40
29.73 ± 9.41
30.43 ± 6.60
29.71 ± 10.66
26.04 ± 7.43

第１次
24.46 ± 6.57
33.32 ± 5.78
34.80 ± 5.12
33.52 ± 6.19
27.85 ± 6.26

正常人格特质对人格偏常维度的回归分析
B
0.768
0.024
-0.342
0.192
0.157

SE
0.126
0.149
0.158
0.144
0.137

第２次
1.69 ± 1.42
1.47 ± 1.16
2.25 ± 1.66
0.58 ± 1.11
1.94 ± 1.55
2.75 ± 1.66
1.72 ± 1.57
2.34 ± 1.80
1.33 ± 1.48
3.07 ± 1.60

茁
0.464
0.012
-0.179
0.113
0.096

F 时间

F 性别

F 交互

0.152
0.264
0.321
7.055**
2.707
3.468
0.948
0.983
0.873
1.115

03.392
3.812
7.682**
16.641**
7.060**
0.078
21.420**
0.185
1.422
2.617

0.421
0.418
0.019
3.829
4.630*
4.622*
1.421
2.76园
0.028
0.560
渊分袁曾 依 泽冤

人格五因素随时间变化特点的性别差异

男

项目

自变量
神经质
严谨性
宜人性
开放性
外向性

女
第２次
2.30 ± 1.06
1.78 ± 1.24
3.17 ± 1.61
1.72 ± 1.57
3.23 ± 1.85
3.21 ± 1.83
3.35 ± 1.90
2.82 ± 1.90
1.74 ± 1.68
3.39 ± 1.53
表2

渊分袁曾 依 泽冤

人格偏常维度随时间变化特点的性别差异

男

项目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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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6.092
0.159
-2.169
1.328
1.146

P
0.000
0.874
0.032
0.186
0.254

第２次
23.70 ± 6.53
33.33 ± 5.52
34.65 ± 5.02
33.82 ± 6.17
28.10 ± 6.25

F 时间

F 性别

F 交互

4.408*
5.922*
1.238
5.263*
0.615

0.225
1.123
9.218*
3.205
3.171

0.735
6.131*
0.696
7.776**
0.219

对男性的要求比较高袁需要形成独立尧自我欣赏等特
点袁可能与别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较差袁而女性则
是具有容易情绪化尧易受暗示尧需要关注等特点曰另
由于男女性荷尔蒙的不同袁 男性较女性可能更具有
攻击性袁女性更可能会有退缩遥本研究在边缘型人格
偏常上与其他研究有差异袁 一般研究发现边缘型人
格障碍以女性居多袁本研究男性边缘型得分较高遥原

时间上具有统计学意义袁其余人格偏常均在跨时间

因可能是样本问题袁本研究男性样本较少袁偶然因素

上无统计学意义袁说明大多数人格偏常维度在时间

易导致得分误差曰 也可能在成年早期男性大学生比

变 化 上 是 稳 定 的 遥 从 对 人 格 发 展 过 程 研 究 袁阅藻

女性更不稳定袁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遥

发现成人人格障碍的基本特质维度具有

在追踪人格偏常维度同时袁 本研究也评估了正

稳定成分遥而这一研究结果也和以往研究结果一致遥

常人格特质稳定性袁结果表明袁神经质人格特质上跨

蕴藻灶扎藻灶憎藻早藻则

通过对 圆缘园 名大学生 在 源 年内 基于

时间具有显著差异袁 表明在该群体中的神经质特质

悦造藻则糟择 等

咱员员暂

咱员圆暂

临床观察以及人格障碍自评量表两种方式 猿 次测量袁

是变化的袁不稳定遥这可能是因为在随着大学生活不

认为人格障碍维度在个体差异和组内平均方面是相

断深入袁来自学习尧人际关系尧社团活动等各个方面

对稳定的袁而反社会人格偏常在跨时间不稳定袁且得

压力袁使得其情绪易不稳定袁因此在神经质上表现较

分上有微弱升高袁可能因为大二学生在大学的这个小

为明显遥但男女生神经质的值都具有变小趋势袁既说

社会中袁较之前变得更为独立袁对规则秩序的认识更

明无论男女生在保持情绪稳定性上都需要进一步加

为灵活袁对不公更具有反抗精神等造成的遥

强袁也说明可能随着大学生活不断适应袁他们对自己

本研究显示袁在分裂型尧反社会型尧边缘型以及

各个方面问题处理都有所发展袁 也因此其情绪稳定

自恋型人格偏常维度上性别差异显著袁男性得分高

性有所提高遥 这一结果与 灾藻糟糟澡蚤燥灶藻 等 咱员源暂研究相似袁

于女性袁在分裂型尧反社会型及自恋型上结果与其他
研究结果较为一致遥 有研究表明袁反社会人格障碍
以男性较多曰凌辉等 咱员猿暂也发现男性分裂型尧自恋型人
格障碍的阳性率显著高于女性遥 可能的原因是社会

情绪稳定男性略有增加遥而在宜人性上袁则表现出性
别上显著差异袁也与 灾藻糟糟澡蚤燥灶藻 等 咱员源暂研究一致袁女性
的宜人性显著较高遥

而严谨性尧 开放性在跨时间以及性别上具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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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的显著差异袁说明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不同

阅藻增藻造燥责皂藻灶贼 葬灶凿 孕泽赠糟澡燥责葬贼澡燥造燥早赠袁圆园园怨袁圆员 渊猿冤院苑苑员 原

时间上严谨性以及开放性是不同的遥 进一步观察发
现袁男生在前后两次测试中严谨性以及开放性上均
具有变小趋势袁而在女生没有发现变化遥 而从整体
上看袁严谨性以及开放性在跨时间存在显著差异袁表

咱缘暂

明它们是不稳定的袁说明这两个特质在时间上存在
的差异性是由男生在不同时间上变化所造成的遥 这
可能是由于在成年早期袁男女生无论生理以及心理

咱远暂

都存在发展不平衡性袁比方说女生较男生可能成熟
较快袁对大学生活更能较快适应袁男生可能需要较多
时间来适应成年早期这一过渡期袁这可能需要进一

咱苑暂

步研究才可能得到证实遥
本研究表明神经质与人格偏常维度具有极其显
著的正相关袁而宜人性则是显著负相关遥 与既往研究

咱愿暂

袁也

咱员缘暂

因此可以认为人格偏常维度是正常人格的极端表
现遥 同样 宰葬贼泽燥灶 等

咱员远暂

在利用人格量表渊孕陨阅鄄缘冤评估

诊断关于 阅杂酝鄄缘 中人 格障碍的特征时发现袁孕陨阅鄄缘
负情感性与神经质密切相关袁孕陨阅鄄缘 的阻抗和解除

抑制分别与宜人性和严谨性呈负相关遥 这可能是因
为在人格结构中袁神经质本身反映了个体情绪稳定
性上的差异袁得分越高袁越不稳定袁而大多数人格偏
常均是具有情绪上的不稳定特点袁因此神经质可能
是检查人格偏常较为敏感的指标曰宜人性反映的是
乐于助人尧可信赖和富有同情心或是抱有敌意袁为人
多疑袁反映人际关系的和谐程度袁在一些人格偏常上
人际关系问题比较突出袁因此宜人性可能是反映人
格偏常较合适的指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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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曳于 圆园园园 年 员圆 月创刊袁致力于医学教育融入人文尧医

学人才提升人文素养袁是我校人文学科发展的窗口和园地袁以发表高质量医学人文类论文尧
构建全国性的学术交流平台为目标袁 服务于我国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遥 近期公布的 悦晕运陨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渊人文社会科学 圆园员猿 版冤显示袁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

版冤计量评价指标与 圆园员圆 年版比较有喜人表现袁数据和排名进一步提升院期刊综合影响因

子为 园援源苑怨渊去年 园援猿苑园冤袁增幅达 圆怨援缘豫袁首次进入全国综合性人文尧社会科学学科期刊前五

十袁跃居第 源远 位渊源远 辕 远猿怨冤袁这是继去年首次进入前百位渊苑圆 辕 远远圆冤后的又一突破遥 复合影响

因子 园援远员缘袁增幅达 圆园豫遥 引用我刊文献前十位的期刊中不乏中文核心刊物袁充分说明我刊
发表的论文袁在社会和学界得到了良好评价袁在国内医学人文领域已有一席之地遥

叶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曳坚持探索性尧争鸣性尧学术性的办刊原则袁主要栏目有院

专论尧卫生政策研究尧医学法学尧医学伦理尧社会医学尧医院管理尧健康教育尧医学教育等遥 医学与
人文融合是本刊特色和约稿重点袁希望借助这样的学术交流平台袁多出精品袁促进医学与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遥 欢迎医学界各方面专家尧学者袁卫生行政部门领导袁医疗机构工作人
员尧医学院校教师尧学生积极为本刊撰稿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