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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大学生的心理弹性与人格特征、情绪调节方式及中性情绪面孔知觉的关系。 方法：采用心理弹性

量表、情绪调节方式问卷和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对 154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并对心理弹性高分组和低分组被试进行

中性情绪面孔知觉的实验。结果：①心理弹性高分组大学生宣泄调节(t=5.966，P=0.000)、内外向(t=3.903，P=0.000)得分

显著高于低分组，神经质(t=-3.036，P=0.000)得分显著低于低分组；②大学生心理弹性与情绪宣泄调节、内外向有显

著的正相关，与神经质有显著的负相关；③在悲伤和高兴(S-H)任务中，心理弹性高分组比低分组更多的将中性面孔

判断为高兴(t=2.601，P=0.012)；在高兴和恐惧(H-F)任务中，心理弹性高分组比低分组更多的将中性面孔判断为高兴

(t=2.003，P=0.05)；在恐惧和悲伤(F-S)任务中，心理弹性高分组和低分组在对中性面孔判断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大学生的心理弹性与情绪宣泄调节、内外向及神经质有显著的相关；心理弹性高的大学生在面对更多复杂情境时比

心理弹性较低的人更能积极认知和有效应对。

【关键词】 心理弹性； 情绪面孔知觉； 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1)03-0347-03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lience and Personality，Emotion Regulation
and Affective Perception of Neutral Faces in College Students

ZHANG Jia-jia， LI Min， PENG Li， HAN Ai-hua， LIAO Wen-ju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Nursing College，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was to research the resilience and personality,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ffective
perception of neutral faces in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Resilience Scale for Adults (RSA),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and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 were applied in this sur鄄
vey to 154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high resilience group and low resilience group were tested for affective perception of
neutral faces task． Results: ①Compared with the lower resilience group, the high resilience group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vent regulator (t=5.966, P=0.000) and extraversion (t=3.903, P=0.000), while lower in neuroticism (t=-3.036,%P=
0.000); ②Resilience have obviou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vent regulator and extraversion,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neuroticism; ③Compared with the lower resilience group, the high resilience group more often judged neutral
faces to be happy in S-H task(t=2.601,P=0.012) and H-F task(t=2.003, P=0.05),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S task
(t=-1.259, P=0.217)． Conclusion: College students’ resilience have obvious correlation with vent regulator, extraversion
and neuroticism; the high resilience individuals may better cognitive and cope with certain difficult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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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on[1]将心理弹性定义为：①在压力和逆

境中能良好应对的能力， ②能够从压力和逆境中得

到积极的成长。 心理弹性已经越来越被国内外的研

究者所关注， 国内已有的研究重点调查了影响大学

生心理弹性的因素， 中学生的心理弹性与学业压力

的关系[2]等，较少涉及到人格特征和情绪。 国外研究

认为，心理弹性与内外向人格特征有显著的正相关，

与神经质有显著的负相关 [3，4]。 因此，人格特征是影

响心理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情绪也是心理弹性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正负

情绪、情绪调节方式如何对心理弹性产生影响，也越

来越被国内外的研究者关注。国内许多研究显示，心

理弹性与积极情绪有显著的正相关 [5]。 Cohn[6]等通过

对大学生的调查发现， 积极情绪对心理弹性和生活

满意度有预测作用。Tugade[7]等认为心理弹性较强的

个体能够从压力事件或逆境中获得积极的情绪。 同

时，国外的研究也关注情绪调节对心理弹性的影响。
研究表明，在面对消极刺激时，个体可以主动地进行

情绪调节， 从而减少心理和生理上的情绪反应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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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变化[8，9]。 因此，心理弹性较高的人能在复杂的压

力和逆境中善于识别各种情境， 调节情绪并能做出

良好的应对。 而情境状态与人的面部表情有着密切

的关系，辨认面部表情是识别情绪状态，并作出相应

的判断的第一步。 但是心理弹性较高的人与心理弹

性较低的人在情绪面孔识别、 情绪调节方式上是否

有差异，目前国内还未有实验研究。 因此，研究心理

弹性不同的个体在中性情绪面孔识别、 情绪调节方

式以及人格特征上的差异对认识心理弹性的作用机

制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对重庆某高 校大一新生 进行随机抽 样， 发放

154 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144 份。 所有被试智力正

常，视力或矫正视力良好，没有色盲，均为右利手，排

除精神病和精神病家族史。
根据成人心理弹性量表(RSA)和心理弹性量表

(CD-RISC) 共同筛选出心理弹性高分组和低分组各

27 人，进行中性情绪面孔反应偏向实验。 其中男生

16 人，年龄 19.25（s=1.65）岁，女生 38 人，年龄 19.28
（s=1.29）岁。 具体筛选过程如下：全部被试 RSA 量

表得分范围为 71-132，CD 量表得分范围为 45-93。
以 27%为划界标准，分别对 RSA 量表和 CD 量表进

行排序，分别选取 RSA 量表和 CD 量表中的高分组

和低分组各 38 人，在两个量表中同时处于高分组和

低分组的被试即分别归为心理弹性高分组和低分组

被试。
1.2 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心理测量问卷包括： ①成人心理

弹 性 量 表（Resilience Scale for Adults，RSA） [3]，包 括

33 个项目，从 0“完全不是这 样”到 4“几 乎 总 是 这

样”进行 5 点计分。该量表在国内大学生中有良好的

的 信 效 度 [10，11]。 ②心 理 弹 性 量 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由 Connor 和 Davidson
编制的心理弹性问卷， 包括 3 个因子共 25 个项目，
从 0“完全不是这样”到 4“几乎总是这样”进行 5 点

计分。 该量表能够有效地测量美国普通人群及临床

患者的心理弹性状况 [12]，在中国人群中信效度也较

好[13]。 ③情绪调节方式量表，采用黄敏儿、郭德俊编

制的情绪调节方式问卷， 包括两个因子宣泄调节和

抑制调节共 24 个项目，按照 1“偶尔或无”到 4“几乎

总是”进行 4 级评分。 ④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由

龚耀先修订，选用内外向和神经质两个维度。
1.3 方法

1.3.1 研究材料 采用罗跃嘉 [14]编制的中国情绪刺

激图片分类系统中的情绪面孔图片共 120 张，其中，

中性面孔 30 张，高兴面孔 30 张，悲伤面孔 30 张，恐

惧面孔 30 张。 把所有的面孔都制成同样大小 （约

26×300 像素，接近 9×10 厘米）。 所有实验材料采用

E-Prime 软件编程呈现。
1.3.2 研究范式 采用 Arce 在测量中性面孔知觉

实验中的实验范式：面孔识别任务（Explicit Morphed
Faces Task），研究被试在不同情绪面孔（高兴、悲伤、
恐惧）影响下对中性面孔的认知识别偏向。总共包括

3 个实验：悲伤—高兴（S-H）任务、高兴—恐惧（H-
F）任务、恐惧—悲伤（F-S）任 务，每 个 任 务 呈 现 90
张图片 （包括两种情绪面孔和中性面孔各 30 张图

片）， 记录被试在每个任务中对中性面孔的识别偏

向，以“1”或“0”记录被试的反应。指导语：“你将在屏

幕上看到一张面孔，如图所示。你需要判断这张面孔

是悲伤或快乐（恐惧或悲伤，快乐或恐惧）。
1.3.3 计分方法 将被试的反应结果转换成标准化

的 计 分 方 式，具 体 如 下：①在 悲 伤—高 兴（S-H）任

务、高兴—恐惧（H-F）任务中，统计被试将中性面孔

判断为高兴的图片的百分比， 以此作为被试在该项

实验中的得分。 ②在恐惧和悲伤（F-S）任务中，统计

被试将中性面孔判断为悲伤的图片的百分比， 以此

作为被试在该项实验中的得分。 对全部数据 进行

SPSS11.5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包括 t 检验、 相关分

析、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心理弹性高低组的情绪调节方式、人格的比较

心理弹性高分组大学生宣泄调节、 内外向得分

显 著 高 于 低 分 组 ， 神经质得分显著低 于 低 分 组 。
见表 1。
2.2 心理弹性与情绪调节方式、人格的相关分析

心理弹性与宣泄调节及内外向人格特征有显著

正相关，与神经质有显著的负相关。 见表 2。
2.3 心理弹性高低组中性情绪面孔识别偏向比较

在悲伤和高兴(S-H)任务中，心理弹性高分组比

低分组更多的将中性面孔判断为高兴； 在高兴和恐

惧(H-F)任务中，心理弹性高分组比低分组更多的将

中性面孔判断为高兴；在恐惧和悲伤(F-S)任务中，
心理弹性高分组和低分组在对中性面孔判断上都没

有显著性差异。三组任务中，心理弹性高低组的反应

时均无显著差异。

表 1 心理弹性高低组的情绪调节方式和人格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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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心理弹性与情绪调节方式和人格的相关分析(n=99)

注：**P＜0.01，双侧

表 3 心理弹性高低组面孔识别偏向的比较

3 讨 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弹性与宣泄调节情绪、
内外向人格特征都有显著的正相关， 而与神经质有

显著的负相关， 且心理弹性高分组和低分组在情绪

调节方式、 内外向以及神经质上都有显著性差异。
这与国内外的研究是一致的 [3，4，11，15]。 王燕秋 [11]等报

道，大学生的心理弹性与内外向有显著的正相关，与

神经质有显著的负相关。 Friborg[3]等将 RSA 问卷应

用于军校 482 名学生， 结果发现外向性与心理弹性

有显著相关。 Campbell-Sills[4]研究了圣地亚哥大学

132 名大学生，结果发现，心理弹性与神经质有显著

的负相关，与外向性有显著的正相关。 结果提示，心

理弹性较高的个体可能采用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
在面对压力情境时，能更好的作出积极的应对。

本次研究发现， 心理弹性较高的大学生在面对

中性面孔时， 更多的将其判断为积极情绪或正性情

绪面孔，尤其在悲伤和高兴(S-H)面孔实验、恐惧和

高兴(F-H)面孔实验中。 这和 国 内 外 的 研 究 是 一致

的[16，17]。 这提示，心理弹性较高的个体在面对不确定

的情绪面孔时会偏向于认知为积极情绪面孔。 这说

明，心理弹性较高的人在面临复杂的陌生情境时，可

能更多地将陌生情境判断为积极情境， 可能更容易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问题， 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Fredrickson[17]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体验到更多积极

情绪的个体， 随着时间的增长在逆境中的心理弹性

会增加。这说明，心理弹性可能与个体内部的情绪认

知加工方式有关， 个体的情绪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而是可以调节的，通过有效的情绪调节，从而更

好地应对逆境。这对于研究心理弹性的个体差异、探

索通过训练个体积极情绪进而提高心理弹性有着重

要的意义。 （致谢：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罗跃嘉教授为

本次实验提供了实验材料，保证了实验的顺利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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