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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内外向人格特质与关联性负变电位的关系，探索人格形成的脑机制。 方法：在 651 名在校大学生

中选取内外向典型被试各 30 名。 此 60 名典型被试中各 30 名参与标准的和改进的 CNV 范式实验。 结果：内、外向组

在标准和改进范式下 CNV 面积、PINV 面积均差异显著，而在改进范式下的差异大于标准范式；内向组的反应时大于

外向组的反应时，差异显著。 结论：CNV 与内外向人格特质存在密切关系，CNV 具有区分内外向人格特质的可能性。

改进的 CNV 范式能选择性地放大内外向在 CNV 上的表现，更适合评测内外向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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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of 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 (CNV) and introversive and extrover-
sive tendency (IET) personality trait, explore the brain mechanism of generation of personality. Methods: 30 typically in-
troversive and 30 typically extroversive subjects were selected from 651 undergraduates. Half of the selected subjects par-
ticipated in experiments of normal CNV paradigm and another half in improved CNV paradigm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area of CNV and PINV of the subjects in the two groups had clear difference, and the difference in improved paradigm
was larger than in normal paradigm. The reaction time of introversive group was longer than that of extroversive group.
Conclusion: There is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eady CNV and the IET personality trait. CNV possesses possibility of
distinguishing the IET personality trait. Furthermore, Improved CNV paradigm can select magnifying CNV of IET, compati-
bly for testing of the IET personality 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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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格特质的 ERP 研究发现 ERP 成分与人

格特质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这些 ERP 成分，既有

外源性的成分如失匹配负波 （Mismatch Negativity，
MMN）， 也有内源性的成分如 P300、 偏侧准备电位

（Lateralized Readiness Potentials，LRP）等；既有对有

意识心理加工的反映， 也有对无意识心理过程的反

映。有些 ERP 成分与人格特质的 关 系 较 为 稳 定，如

Brocke[1]用 EPQ 测量的外向性与 Gurrera 等 [2]用“大

五”测量的外向性都表现出与 P300 波幅呈正相关。
关联性负变(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CNV)

是一种重要的 ERP 成分， 与完成任务时的期待、意

动、唤醒、注意、动机等多种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其与

人格关系的研究少见。 在探讨人格内外向特质的形

成机制时，艾森克等提出唤醒假说，认为内外向性的

生理基础是上行网状激活系统， 它调节着皮质唤醒

和抑制，内向者皮质唤醒水平高于外向者。有研究表

明[3，4]， 成年受试者的 CNV 相对稳定，而通常的人格

理论也认为人格特征在个体成年以后趋于稳定。 内

外向人格特质是历史上公认的最具稳定性的特质，
其是否与期待、意动、唤醒、注意、动机等心理因素有

关呢？ 本研究用 CNV 来研究内外向人格特质，旨在

考察内外向人格特质与 CNV 的潜伏期、面积、幅度

等指标上的对应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651 名在校大学生参与被试筛选， 目的在于筛

选出心理健康、内外向典型的被试。 以 SCL-90 任何

一项因子分<2，EPQ 的 E 维标准分在 38.5 分以下为

内向型，61.5 分以上为外向型作为选择标准。选取心

理健康、内外向典型被试共 60 名，其年龄范围 18~
23 岁，平均年龄 20.12±1.35 岁，其中男被试 30 名，
其中典型内向为 15 名， 典型外向型 15 名； 女被试

30 名，典型内外向被试各半。 以上被试均为左利手、
听觉功能正常、 没有精神病及使用作用于中枢神经

系统药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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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实验材料 声音刺激分为 2 种，高音和低音，
高音 1500Hz，低音 800Hz。 闪光刺激为显示器白屏，
亮度约 400cd/m2。
1.2.2 实验过程 采用标准的 CNV 范式和改进的

CNV 范式。 标准的 CNV 范式的 S1 为高音，S2 为闪

光。 S1 持续时间为 50ms，S2 持续 200ms 后自动消

失。先给出 S1，经过 1500 ms 的间隔后呈现 S2，要求

被试在听到 S1 时做好按键准备， 看到 S2 后尽快按

键，即完成一个单元。 每个单元的间隔为 2~5s（随

机），以消除习惯化对注意力的影响。改进的 CNV 范

式的 S1 为低音，S2 的出现只有 50％的概率， 有 S2
出现则按键，没有则不按键，余同标准范式。 标准的

CNV 范式刺激与改进的 CNV 范式刺激混合随机呈

现。被试各练习 10 个单元，待熟练掌握如何按键，正

式开始实验 记录 60 个单元。 刺激由 Neuroscan 的

STIM2.0 系统呈现。
1.2.3 脑电记录 仪器为 NeuroScan 32 导 ERP 工

作站，记录和分析软件为 SCAN4.3。被试双侧耳机输

入声音信号，采用国际标准 10-20 系统电极放置法

安装电极，参考电极置于双侧乳突连线，前额发际下

1cm 接地，同时记录水平眼电和垂直眼电。滤波带通

为 0-100Hz， 采样频率为 500Hz/导， 头皮电阻小于

5kΩ。 分析时程为 S1 呈现后的 2800ms，基线为刺激

前 300ms，自动矫正眨眼等伪迹，波幅大于±100μV
者视为伪迹在叠加中被自动剔除。
1.2.4 数据处理 根据测验结果对 EEG 分类叠加，
得到 4 类 ERP，分别为：内向标准范式 ERP、外向标

准范式 ERP、 内 向改进范式 ERP、 外向改进范 式

ERP。 根据前人工作与本实验目的，选取 2 个电极点

进 行 数 据 分 析 ：Cz 和 Fz。 波 的 面 积 测 量 采 用

SCAN4.3 自带的 面 积 测 量 软 件。 鉴 于 各 国 学 者 在

CNV 研究中采取的实验设计、实验条件和测量方法

不同，因此各测量结果很不一致，目前尚无统一的正

常参考值。 根据 ERP 总平均图和前人经验，分析指

标采用以下 3 种：①A 到 B 的负波面积（CNV 早期

和中期），②B 到 S2 的 负波面积（CNV 晚 期），③S2
到 C 的负波面积（指令信号后负变化偏转到零电位

的时程，PINV）。用 SPSS 对上述各时间段面积进行 3
因素的方差分析，因素为内外向（2 个水平：内向和

外向）、范式（2 个水平：标准和改进）和记录部位（2
个水平：Fz 和 Cz）， 其中内外向属于非重复测量因

素，范式和记录部位属于重复测量因素。反应时行为

数据统计方法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以 P<0.05 为

统计学差异显著水平。

2 结 果

2.1 行为数据结果

内 向 被 试 在 标 准 的 CNV 范 式 下 的 反 应 时 间

（278ms±105ms） 比外向被 试的反应时 （217ms±52
ms）明显延长（t=2.174，P<0.05)，在改进的 CNV 范式

下的反应时间（352ms±113ms）比外向被试的反应时

（289ms±68ms）显著延长（t=2.878，P<0.01)。

附表 内外向两组被试在标准和改进 CNV 范式下

Cz 电极处 3 个分析时程内的波面积（μV2; x±s）

2.2 ERP 数据结果

如附表所示，在 A-B 时间段，均为外向组的值

负于内向组的值， 其中改进范式 下二者的差 值为

1899μV2，远大于标准范式下的二者差值 604μV2。在

B-S2 时间段， 亦为外向组的值负于内向组的值，其

中改进范式下二者的差值为 414μV2，大于标准范式

下的二者差值 292μV2。在 S2-C 时间段，仅表现为外

向组的值负于内向组的值， 改进范式与标准范式差

异不明显。
根据方差分析结果，3 个时间段内外向差异非

常显著（F=18.55，P<0.01；F=16.78，P<0.01；F=15.45，
P<0.01），为外向 CNV 负于内向 CNV。此外，上述 A-
B、B-S2 时 间 段 均 还 存 在 CNV 范 式 主 效 应 （F=
15.91，P<0.01；F=15.23，P<0.01） 和电极主效应 （F=
9.85，P<0.01）。

3 讨 论

CNV 是在特定刺激的条件下产生的诱发脑电

活动， 能提供较多的定量分析指标。 本研究结果显

示， 内向组的反应时间较外向组明显延长；CNV 的

波 面 积 下 降 ，CNV 晚 成 分 面 积 也 较 外 向 组 降 低 ；
PINV 的波面积降低。 多数学者认为，CNV 波幅与被

试者作出反应的反应时间有一定关系， 即反应时间

短，CNV 的波幅就大[5]。 Gillyard[6]认为这种期待反应

的反应时间的测定与通常的反应时间不同， 它取决

于被试者的学习和特定警告对其的暗示性， 并与被

试的集中程度有关。 内向者反应时间的延长说明他

们的注意力不如外向者那样容易集中抑或其神经灵

活性次于外向者。 本研究也观察到内向组的 A 点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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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期较外向组的延迟，表明内向者的 CNV 持续时间

缩短， 提示内向者对于认知任务进行加工时注意保

持的能力较差。 以往研究表明，当注意保持增强时，

CNV 波幅升高；分心干扰、焦虑状态以及某些精神

疾病均可使 CNV 波幅降低 [7-9]。 CNV 波幅的降低除

了提示被试注意保持能力较差， 而且对与任务无关

的刺激过度耗费心理资源， 导致其对认知任务可利

用的心理资源不足。 CNV 晚成分与任务期待及运动

准备过程有关。 内向者 CNV 晚成分面积较外向组

低，反映了内向者中常见的较弱的期待行为，精神运

动缓慢导致反应迟缓。

本研究采取了标准的 CNV 范式和改进的 CNV
范式对照研究了内外向人格。改进的 CNV 范式与标

准的 CNV 范式的 不同之处是 S2 的 出 现 概 率 只 有

50%。 这意味着改进范式影响了被试的注意、期待甚

至情绪。 已有研究表明：受试者唤醒状态的总水平、

对任务反应的准备和介入程度，对 CNV 均有影响[10]；

CNV 分别与注意和唤醒呈两种函数关系， 前者指

CNV 与注意呈正相关， 后者指 CNV 与唤醒水平呈

倒 U 形函数关系[11]。 本研究得出：改进范式下，内外

向人格的 CNV 差异比标准范式下更为明显，进一步

证明了 CNV 与上述心理因素的关系。 不可否认，改

进范式与标准范式下被试投入的注意资源上是有所

不同的， 而内向被试与外向被试投入的注意资源是

有区别的，所以就造成了两种范式下 CNV 指标出现

明显差异。改进范式调整了被试的注意与唤醒水平，

因而导致两种范式的 CNV 出现明显差异。这种差异

表明， 改进范式也许更加适合于内外向人格的测评

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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