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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青少年的认知闭合需要发展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认知闭合需要问卷、父母养育方式评

价量表和 A 型行为类型问卷对初中、高中和大学三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共 810 人进行调查。 结果：①在认知闭合需要

及对结构的需求上，初中组和高中组得分均显著高于大学组，在决断性上大学组得分显著高于初中组、高中组；②父

母养育方式中的部分因子对认知闭合需要及决断性和对结构的需求两个因子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③A 型人格对青

少年的认知闭合需要及其对结构的需求因子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而对决断性因子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结论：青少年

的认知闭合需要随年龄增长由高向低方向发展， 父母养育方式和 A 型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认知闭合需要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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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
tors in adolescent students. Methods: 810 adolescent students from junior middle school, senior middle school and uni-
versity were tested by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Scale,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 Uppforstran
(EMBU) and Type A Behavior Questionnaire. Results: ①The score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higher in the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and need for structure, and were lower in decisiveness than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②Some factors of EMBU were significant predicators of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decisiveness and need for
structure. ③Type A personality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ator of the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and need for struc-
ture, and was a negative predicator of decisiveness. Conclusion: The adolescents’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vary from
high to low when they grow up, and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and Type A personality have some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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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闭合需 要（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描 述

的是个体应对模糊性时给问题找到一个明确答案的

动机和愿望 [1]。 有关认知闭合的研究在过去的十多

年中成为了西方心理学界的一个热点， 并被证明是

一个对个体信息处理过程、 决策结果和个体在团队

中的互动方式等都存在重要影响的变量[2]。 与“认知

闭合需要”意义非常接近的一个概念是“对不确定性

的忍受力”（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在国内有一

些研究，特别是在临床，比如焦虑症患者。 对焦虑症

患者的研究表明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力等元认知因素

是其病因学解释的特定因素 [3]。 杨智辉等的研究表

明不确定性情境会让广泛性焦虑个体更容易处于紧

张焦虑的状态当中， 从而对情绪性刺激尤其是消极

刺激表现出更多的注意偏向和对情绪性刺激直接的

注意敏感性 [4]；针对广泛性焦虑个体的特点，采用团

体心理干预的方式可以改善个体对虚假担忧情境的

识别能力，并提高被试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力[5]。
目前对认知 闭合发展影 响因素的研 究还比较

少，已有的研究表明时间压力 [6]、环境噪音 [7]等在短

期内能改变个体的认知闭合需要水平，而有关家庭、
人格等因素对认知闭合需要的影响的研究很少。 对

青少年的成长研究， 一致认为家庭因素是影响甚至

决定青少年人格特质的重要外在变量， 如 Johnson
和 Cohen 的研究显示家庭中父母缺乏情感、 惩罚严

厉等与子女以后形成反社会、偏执、回避、分裂等人

格障碍的危险性呈正相关 [8]。 本研究关注家庭因素

中的父母养育方式对青少年认知闭合需要是否有影

响。
另外，Stalder 以 130 名大学生为被试研究发现

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与认知闭合需 要水平呈正 相

关，开放性与认知闭合需要呈负相关[9]。 A 型人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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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比较成熟的人格分型，A 型人格者较具进取心、
成就感，容易紧张，总愿意从事高强度的竞争活动，
对很多事情的进展速度感到不耐烦， 不断驱动自己

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干最多的事， 这种特点和高认知

闭合需要的个体有一些相似之处， 都急于对事情作

出处理，因而本研究试图探究 A 型人格是否会影响

认知闭合需要水平的高低。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的方法抽样， 从河南泌水二

中抽取 280 名初中生，获有效问卷 250 份，其中 7 年

级 114 人（男生 54 人，女生 60 人），8 年级 63 人（男

生 41 人，女生 22 人），9 年级 73 人（男生 37 人，女

生 36 人）； 从泌水职业高中和官庄高中抽取 230 名

高中生，获有效问卷 205 份，其中高一年级 89 人（男

生 42 人，女生 47 人），高二年级 116 人（男生 58 人，
女生 58 人），由于高三学生面临高考，未能取样；从

新乡医学院和河南师范大学抽取 300 名大学生，获

有效问卷 275 份，其中大一 99 人（男生 27 人，女生

72 人），大 二 75 人（男 生 32 人，女 生 43 人），大 三

101 人（男生 35 人，女生 66 人）。 共计有效问卷 730
份，其中男生 326 人，女生 404 人。
1.2 工具

1.2.1 认 知 闭 合 需 要 问 卷 该 量 表 由 Webster 和

Kruglanski 编制，刘雪峰和梁钧平修订，分为决断性

和对结构的需求两个分量表[2]。
1.2.2 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中文版 该量

表共 66 个题目，其中父亲量表包括 6 个因子，母亲

量表包括 5 个因子[10]。
1.2.3 A 型行为类型问卷 包含时间匆忙感、 竞争

性和测谎三部分，共 60 个题目，其中有 10 个题目用

于测谎，其它 50 个题目（时间匆忙感和竞争性）相加

的得分用以评价 A 型行为，从 A 型到 B 型是一个连

续体，得分越高越倾向 A 型人格，得分越低越倾向 B

型人格，测谎得分超过 7 分可认为是无效答卷[11]。

2 结 果

2.1 人口学描述性统计结果

对认知闭合需要及决断性、 对结构的需求两个

因子做男女、城镇和农村间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均

没有显著差异，见表 1。
2.2 认知闭合需要水平的年级差异比较

初中生、 高中生和大学生在认知闭合需要及决

断性、对结构的需求两个因子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多

重比较分析发现， 在认知闭合需要总分和对结构的

需求因子上，初中生组、高中生组的得分均显著高于

大学生组， 而在决断性因子上初中组和高中组显著

低于大学组。 见表 1。

表 1 不同性别、家庭所在地和年级分类的大学生在各因子上的差异比较（M±SD）

注：*P<0.05，**P<0.01，下同；a 表示与大学生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

表 2 认知闭合需要对父母养育方式和 A 型人格的回归分析

2.3 父母养育方式、A 型人格的预测作用分析

以认知闭合需要及决断性、 对结构的需求分别

为因变量，以父母养育方式的各因子及 A 型人格得

分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在认知闭合需要总分及决断性、对

结构的需求维度上无性别、城乡差异，这与以往的研

究结果相符。 Webster 和 Kruglanski 于 1994 年在编

制认知闭合需要量表时， 也得出了认知闭合需要在

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的结果[12]。
本研究显示， 在认知闭合需要总分和对结构的

需求维度上，初中生组、高中生组的得分均显著高于

大学生组， 而在决断性维度上初中组和高中组显著

低于大学组。 这表明初中生、 高中生在面对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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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容忍性较差，认知闭合需要水平相对较高，而大

学生闭合水平较低。 初中生和高中生正处于思维和

自我意识的飞速发展时期， 还没有形成稳定的认知

风格，对待问题不能理性、多方面思考，急于做出决

定。 在面对不确定性和模糊状态总是有很强烈的愿

望去寻找信息或带有暗示的各种线索， 以快速对目

标事物做出判断并且会固守自己所形成的判断，因

此在面对新信息时，他们比较“闭合”，不太会根据新

信息来调整自己的立场因而其信息处理过程带有僵

化、不灵活的色彩。 大学生在这一时期，思维和自我

意识得到了迅速发展，自我同一性逐步确立，这就促

使个体的人生观、价值观趋于稳固，客观的认识事物

成为可能，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在面对新信息时能迅

速接受并及时调整自己的决定。
青少年个体的生活环境对青少年的发展有重大

的影响 [13]，本研究发现家庭环境中的父母养育方式

对子女的认知闭合需要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母亲

情感温暖、 理解对认知闭合需要总分及对结构的需

求因子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对决断性因子具有正向

预测作用，父亲过分干涉和母亲的过干涉、过保护对

决断性因子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而母亲和父亲惩罚、
严厉对结构的需求因子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这说明

如果父母对青少年的教养方式民主， 对他们给予温

暖、关怀和理解的家庭支持，青少年会有更强烈的动

机去进一步搜集信息或者对信息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和思考，以快速对目标事物做出判断，当遇到新信息

时能及时调整自己的立场，不固守原来的观点。如果

父母对青少年要求严厉， 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孩子

独自做决定的可能性， 使得孩子更为固守自己在初

期阶段所形成的判断， 在面对新信息时， 他们比较

“闭合”。
A 型人格得分对青少年的认知闭合需要及对结

构的需求分因子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而对决断性分

因子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 A 型人格的

人成就欲高，上进心强，雄心勃勃、争强好胜，但是缺

乏耐心、容易产生敌意情绪，常有时间紧迫感等，这

就决定他们的认知闭合水平较高， 不能开放的接受

新信息并及时恰当的运用新信息， 从而不能做出理

智的决定。 而 B 型人格的人性情不温不火，对工作

和生活的满足感强，喜欢慢步调的生活节奏，认知闭

合水平较低， 在面对模糊性情境时有足够的耐心和

精力去搜集和思考新信息，从而做决定更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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