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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查智力和人格特质对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 方法：以 392 名高中生为调查对象，采用中国大五人格

问卷和长—鞍团体智力测验考查智力和人格特质。 结果：①智力测验总分及三个分测验得分均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

显著正相关；②大五人格的尽责性、开放性、神经质和宜人性四个维度及部分侧面特质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不同程

度的显著相关；人格特质与智力之间除个别侧面特质外，基本不存在有意义的相关。 ③层次回归分析表明人格特质

比智力对学业成绩更具预测力，而侧面特质又比人格维度对学业成绩更具预测力。 结论：人格特质比智力对学业成

绩更具预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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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ersonality, intelligence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Big-Five model of personality. Methods: A total of 392 high school students ranging
from 16 to 18 years of age completed the 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CBF-PI) and the Chang-An Intelligence
Test (C-AITG). Results: ①All the total score and three components of intelligence test were correlated substantially with
academic performance; ②Four dimensions (C, O, A and N) of Big Five personality and their facets correlected with aca-
demic performance with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levels, the personaltiy traits didn’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intelligence
score; ③Intelligence accounted for 17.4% of the variance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e Big Five dimensions could ac-
counted for an additional 12.1%, whereas, the 22 personality facets could accounted for an additional 18.3%. Conclusion:
Personality and its narrow facets are able to substantially increase the prediction than does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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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普遍认为造成学生学习成绩差异的主

要原因在于个体智力上的差异。 然而智力测验很少

能够解释学业成绩超过 50%的变异 [1，2]，这一结果说

明存在其他因素对学业成绩变异产生影响。 随着研

究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人格特质在造成学

业成绩差异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4]。 认知能力(智
力)和人格特质对学业成绩均产生影响，但两者的影

响路径是不同的，认知能力反映个体“能做什么”，而

人格特质反映个体“愿意做什么”[5]。 换句话说，个体

长期的学业表现可以通过个体典型 性表现准确 预

测，即人格特质而非最佳表现（智力）[6]。

国外探讨大五人格、 智力与学习成绩关系的研

究较多但结果也不尽相同[1-4]， 而国内从大五人格理

论的视角研究上述关系的未见到报道。 本研究将在

大五人格结构框架内探索上述关系， 以揭示大五人

格与智力对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 被试为深圳某中学的 392 名高

中二年级学生，所有学生均未进行文理分科，其中女

生 191 人占 48.7%，年龄在 16-18 岁。 全部同学参加

了智力测验，同时收集七大学习领域的学习成绩，其

中的 190 人还参加了大五人格测验。
1.2 测量工具

1.2.1 长-鞍团体智力测验[7] 该 测 验 适 用 于 12 岁

以上儿童，包括常识、补缺、分类（分词语分类和图案

分类）、接龙（分数字接龙和图案接龙）、校对和编码

等分测验。 智力的测量结果包括注意/记忆成分，言

语理解成分和知觉组织成分三因素的标准分和智力

总标准分。
1.2.2 中国大五人格问卷（Chinese Big Five Person-
ality Inventory，CBF-PI） [8，9] 该问 卷 以 大 五 人 格 模

型为理论框架，同时考虑国人语言习惯编制，具有较

好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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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学业积点 （Grade-Point Average，GPA） 学

业成绩评价内容包括：语言与文学、数学、人文与社

会、科学、技术、艺术、体育与健康、综合实践八个模

块。 每个模块的成绩均有学习过程和考试两项得分

组成。 考试结束后， 由学校统一对模块成绩进行汇

总，划出 A+（占参加学习总人数的 15%），A（占参加

学 习 总 人 数 的 35% ），B （占 参 加 学 习 总 人 数 的

35%），C（占参加学习总人数 的 15%）的成绩等 级。
以上等级的积点分别为 5、4、3、2。 虽然该中学实施

教育改革，但作为学生仍要面对高考，所以在回归分

析时分别以 GPA 和核心科目 GPA（包含数学、语文

和英语）为因变量。

2 结 果

2.1 智力与学业成绩的相关分析

学业成绩与智力间的相关分析结果呈现在表 1
中。结果表明，智力三成分与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在

0.21 至 0.32 之间，均达到了统计学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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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格维度和智力对学业成绩预测作用的层次回归

注：受版面限制，表将两个独立的层次回归结果合并在一起，

因为两个方程第一层回归的结果一样。 同略去标准化回归系

数较小的侧面特质。

2.2 人格特质与学业成绩和智力的相关分析

人格特质与学业成绩的相关分析结果列于表 1
中。 与学业成绩相关显著的人格特质主要存在于开

放性、神经质和尽责性三个维度及侧面特质上。人格

与智力之间除了知觉组织与想象 （0.16） 和支配性

（0.15）以及艺术审美与言语理解（0.19）和智力总分

（0.15）之间存在统计学显著相关外，其他变量之间

存在相关的均不显著。
2.3 人格特质和智力对学业成绩的回归分析

2．3．1 人格维度和智力对学业成绩的预测 分两步

将人格和智力变量纳入回归方程： 第一步将智力三

成分进入回归方程， 第二步将五个人格特质维度纳

入回归方程。 分别以 GPA 和核心科目 GPA 为因变

量进行层次回归，结果见表 2。 以 GPA 为因变量时，
智力三成分对学业成绩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三变

量共可以解释学业成绩方差变异的 17.4%。 当智力

三成分被控制后， 人格五维度进入方程后可以显著

的增加方程对学业成绩的预测力， 使得整个方程解

释力提高至 29.6%，ΔR2 为 12.2%。以核心 GPA 为因

变量的结果与之类似， 但知觉组织成分对学业成绩

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与对 GPA 的预测相比，智力

的预测作用有所下降，人格的预测力有保持不变，但

神经质的作用却有所下降， 人格对学业成绩的预测

力要大于智力对学业成绩的预测力。

表 1 学业成绩与智力和人格间的相关系数

注：*P<0.05，**P<0.01，下同；CBF-PI=中国大五人格问卷；GPA-1=全部科目成绩；GPA-2=核心科目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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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人格侧面特质及智力对学业成绩的预测 侧

面特质比五个大维度对 GPA 的预测力要稍大，ΔR2

由之前的 0.12 增加至 0.18，共可解释学业成绩方差

变异的 35.8%， 以核心 GPA 为因变量的结果也类

似，但增加的幅度更大从 0.12 增至 0.21，共可解释

学业成绩方差变异的 32.7%。 具体到特定的人格特

质来说， 尽责性维度的勤奋对 GPA 和核心 GPA 的

预测显著。

3 讨 论

智力测验得分与学业成 绩之间存在 显著正相

关，但相关系数不高，这一结果与以往的国内外众多

研究结果一致。
与以往研究一致， 严谨性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

显著正相关而且是所有人格维度中相关系数最大的

一对[2-4]，与 Reeve 等[10]的元分析结果一致。 开放性维

度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低水平的显著正相关， 这一

结果与多数研究一致 [11，12]。 神经质及其侧面特质与

GPA 显著负相关，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3，14]。

与以往多数研究结果不同[14，15]，宜人性维度及其

侧面特质与学业成绩存在显著的低水平相关。 由于

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上述结果还需要在较大的样本

中进一步验证以得到更具概况力的结论。

层次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以 GPA 为因变量时

智力的三个成分可以解释 GPA17.4%的变异，而此时

人格五维度可以解释 12.1%的变异。 由于全部 GPA
中包含一些过程性课程 （不需要长期努力的课程），

在将这些课程剔除后，以部分 GPA 为因变量时的结

果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此时智力的预测作用下降

到 11.7%，人格的预测力达到 12.4%，超过智力的作

用。 总的来说，人格的预测力比智力的预测力要大，

其中尽责性的预测力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

以往的研究发现侧面特质因子对 GPA 的预测

作用要比人格维度更有增值效度[1-3]。 在本研究中也

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以 GPA 为因变量时智力的三个

成分解释 GPA 变异量不变， 而此时 22 个人格侧面

特质对学业成绩方差解释量从 12.1%增加到 18.3%。

当以部分 GPA 为因变量人格侧面特质的增值效度

更加明显由 GPA 时的 18.3%增加到 21%，远大于智

力的解释量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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