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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与犯罪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外向性、神

经质和精神质都高的人由于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

行为和适应社会，成为犯罪的高危人群。宫火良对

国内罪犯人格特征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罪犯具有

高精神质和高神经质的人格特征[1]。马海鹰等研究

发现罪犯普遍存在偏离正常人格的倾向[2]。Bowlby
的依恋理论认为依恋与人格发展紧密相关，它是一

种源于早期生活经验而形成的行为方式和人格特征
[3]。已有研究发现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与依恋

关系密切[4]。安全依恋类型者比非安全依恋类型者

更具有适应性和更少神经质。Bakker等人发现外向

性与安全型依恋呈显著正相关，宜人性与安全型依

恋正相关较弱[5]。杨红君则发现成人依恋与人格障

碍相关显著，是人格障碍形成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

因素，并且不良依恋经验对人格障碍症状有显著预

测作用[6]。Mikulincer发现，不同依恋类型个体调节

由关系冲突引发的愤怒情绪时也有很大差异。安全

型可对愤怒情绪加以控制，积极寻求有效解决方式，

非安全型则无法有效控制而表现愤怒情绪[7]。而曲

晓艳[8]等研究发现成人依恋与人格特点之间存在显

著的对应关系，且还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我国特

有的文化背景有关。本研究采用大五人格量表和成

人依恋量表对罪犯进行调查，以期从不同的方面探

讨人格与依恋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

犯罪预防、干预积累经验。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有效被试共414人，来自湖南长沙女子监狱及

赤山监狱，年龄在18-6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9.44±
10.86岁，来自农村罪犯 226名，来自城市罪犯 184
名，缺失 4名。其中男性罪犯 191名，有期徒刑 113
名，无期徒刑 44名，死缓或死刑 33名，缺失 6名；贩

毒犯罪33名，故意伤害、杀人等暴力犯罪者119名，

盗窃诈骗犯罪23名，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3名，强奸

等性犯罪6名，利用邪教组织违法犯罪者3名。女性

罪犯223名，有期徒刑183名，无期徒刑26名，死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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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成人依恋与人格的一般相关

表3 典型变量检验

表4 成人依恋与人格特质的典型相关分析

2.2 人格特质和成人依恋的一般相关分析

成人依恋各维度和大五人格各维度进行Pear⁃
son简单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
2.3 人格特点和成人依恋维度的典型相关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成人依恋与人格特质之间的整

体关系，以成人依恋为自变量，以人格特质为因变量

进行了典型相关分析。表 3的结果显示，成人依恋

与人格特质产生了 1个显著的典型相关系数，具体

数值为0.499，达到了中等程度相关。成人依恋和人

格特质主要通过一对典型因素体现出两者的相关。

从表 4可看出，成人依恋的典型因素可以解释

人格特质的典型因素总变异的 25%，而人格特质的

典型因素可以解释人格特质变异的 38.4%，成人依

恋与人格特质的重叠部分为9.6%，也就是人格特质

总变异的 9.6%被成人依恋认同的典型因素解释。

成人依恋的亲近、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宜人性和责

任感在典型变量上有着较高的负向负荷，而成人依

恋的焦虑、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在典型变量上有着

较高的正向负荷，这说明，成人依恋的焦虑因子与人

神经质
外向性
开放性
宜人性
责任感

农村
(n=225)

2.93±0.43
3.08±0.42
2.91±0.30
3.31±0.44
3.53±0.47

城市
(n=184)

2.80±0.42
3.21±0.45
2.95±0.30
3.50±0.36
3.65±0.43

t
3.25 **
-2.96 **
-1.31
-4.44 ***
-2.59 **

男
(n=191)

2.88±0.43
3.09±0.42
2.95±0.30
3.26±0.39
3.55±0.45

女
(n=223)

2.87±0.43
3.19±0.45
2.92±0.30
3.51±0.40
3.61±0.46

t
0.54
-2.23
0.84

-6.54 ***
-1.62

表1 罪犯群体的大五人格因子的性别及城乡差异

神经质
外向性
开放性
宜人性
责任感

亲近
-0.21**
0.20**
0.01
0.26**
0.22**

依赖
-0.12*
0.04
0.03
0.08
0.18**

焦虑
0.32**

-0.27**
-0.01
-0.37**
-0.26**

或死刑7名，缺失2名；贩毒犯罪38名，故意伤害、杀

人等暴力犯罪者49名，盗窃诈骗犯罪40名，贪污受

贿等经济犯罪45名，卖淫等性犯罪11名，利用邪教

组织违法犯罪者40名。

1.2 测量工具

1.2.1 大五人格简式量表（NEO Five-Factor Invento⁃
ry, NEO-FFI）[9] 大五人格问卷NEO-PI的简化版，

共包含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感 5
个因子60个项目，采用 likert 五级评分。

1.2.2 成人依恋量表（AAS）[10]中文版 目前重要的

成人依恋的测量工具，特别是对成人亲密关系、伴侣

关系的评定。为了适应中国人的习惯以及使之本土

化，吴薇莉在2003年对其进行了修订。该量表包含

3个维度，分别是亲近、依赖、焦虑，每个维度有六个

项目。亲近维度测量一个人对与他人接近和亲密感

到舒适的程度；依赖量表测量一个人感到当需要帮

助时能有效依赖他人的程度；焦虑维度测量一个人

担心被抛弃或不被喜爱的程度。根据三个维度的得

分特点，AAS又可将被试分成安全型依恋类型和不

安全型依恋类型，不安全型依恋类型又包括先占型、

拒绝型和恐惧型三种依恋类型。

1.3 数据处理

由心理学研究生在监狱干警的陪伴下统一发放

问卷，当场收回。统计采用SPSS16.0进行分析。

2 结 果

2.1 罪犯人格特点

以罪犯性别及来自区域为自变量，以大五人格

因子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差异比较，发现来自农村的

罪犯在外向性、宜人性及责任感因子上的得分显著

低于来自城市的罪犯，而在神经质因子上的得分显

著高于来自城市的罪犯。男性罪犯除在宜人性因子

上得分显著低于女性罪犯外，其他人格维度无显著

性差异。结果见表1。

注：*P<0.05，**P<0.01，***P<0.001，下同。

第一对典型变量

第二对典型变量

第三对典型变量

典型相关

0.499
0.160
0.041

Wilk`s L
0.73
0.97
0.99

CHI-SQ
128.14
11.28
0.69

df
15.00
8.00
3.00

P
0.00
0.19
0.88

自变量

亲近
依赖
焦虑

抽取变异百分比
重叠量
典型相关系数σ
σ2

典型因素
X1

-0.63
-0.27
0.90

42.7
10.6
0.50
0.25

因变量

神经质
外向性
开放性
宜人性
责任感
抽取变异百分比
重叠量

典型因素
Y1
0.71

-0.60
0.03

-0.83
-0.61
38.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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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质中的神经质有着显著的正向一致性。而成人

依恋中的亲近因子与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宜人性、

责任感因子有着显著的正向一致性。

2.4 不同成人依恋类型的人格特质的方差分析

根据亲近依赖复合维度和焦虑分量表的平均

分，将被测者划分为安全型、先占型、拒绝型和恐惧

型。当被试在亲近依赖均分>3，且焦虑均分<3时,为

安全型；当被试在亲近依赖均分>3，且焦虑均分>3
为先占型；当被试在亲近依赖均分<3,且焦虑均分<
3，为拒绝型；当被试在亲近依赖均分<3，且焦虑均

分>3为恐惧型[10]。对这四种依恋类型所对应的人格

特点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神经质、外向

性、宜人性和责任感在依恋类型上均存在显著性差

异。结果详见表5。
表5 不同成人依恋类型的人格特质的方差分析（M±SD；n=413）

安全型(n=144)
先占型(n=36)
拒绝型(n=159)
恐惧型(n=74)
F
LSD(1/2/3/4)①

神经质
2.72±0.43
3.02±0.46
2.90±0.38
3.04±0.42
12.16**

1<2、1<3、1<4、3<4

外向性
3.27±0.44
2.94±0.49
3.13±0.42
3.00±0.40
10.02**

1>2、1>3、1>4、2<3、3>4

开放性
2.97±0.26
2.93±0.34
2.89±0.30
2.93±0.35

1.64
1>3

宜人性
3.54±0.38
3.22±0.49
3.39±0.41
3.23±0.36
12.48**

1>2、1>3、1>4、2<3、3>4

严谨性
3.75±0.46
3.62±0.41
3.51±0.41
3.43±0.48
11.06**

1>3、1>4、2>4
注：①１，安全型；２，先占型；３，拒绝型；４，恐惧型。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来自农村的罪犯与来自城市的罪犯

相比，神经质因子得分显著偏高。而在性别上，女性

罪犯有着高宜人性人格特质，其他人格特质无显著

差异。在本次罪犯调查样本中，不完全型依恋类型

269名，占了 65.2%，安全型依恋类型 144名，仅占

34.8%。说明罪犯群体中，依恋类型以不安全型为

主。

人格特质与成人依恋之间的一般相关分析结果

表明，除开放性与成人依恋无显著相关外，其他四个

人格维度都与成人依恋的各因子有显著性相关。神

经质与亲近、依赖存在显著性负相关，与焦虑存在显

著性正相关；外向性人格与亲近存在显著正相关，与

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宜人性人格与亲近、依赖存在

显著正相关，与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责任感与亲

近、依赖存在显著正相关，与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

说明人格特质与成人依恋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

罪犯群体的典型相关的结果表明犯罪者的高神

经质，低外向性、宜人性和严谨性的人格特点与高焦

虑低亲近和依赖性的依恋维度相对应。这与曲晓艳
[8]等研究发现男大学生群体高神经质、低外向性和

宜人性的人格特点与高焦虑性、低依赖性和亲密性

的依恋维度相对应的结果相一致。这说明在犯罪群

体中，既具有适应不良的人格特点，同时其依恋类型

往往也是焦虑型的。

由不同依恋类型的人格特征的方差分析可知，

安全型依恋罪犯相对于不安全型罪犯，在人格上具

有低神经质，高外向性，高宜人性和责任感的特点。

而先占型、拒绝型和恐惧型三种不安全依恋类型罪

犯，在人格上具有高神经质，低外向性，低宜人性和

责任感的特点。曲晓艳[8]等研究发现安全型依恋的

大学生更多表现出合作和社会化的人格特点，而不

是内向、抑制、敏感的人格特点，而焦虑型和回避型

依恋大学生则较多表现出内向和敏感的特点，与研

究结果存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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