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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过去 15 年里“大五”人格测验在我国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和讨论。 方法：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到

公开发表的与“大五”人格测验有关的文献 229 篇，并对其进行编码，统计频数、百分比以及信度系数的 Meta 分析。

结果：①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TDA 各维度的 α 系数在三种代表性“大五”人格测验中是最高的(除神经质维度外)；②
使用国外的测验工具时，无论何种“大五”人格测验的 α 系数，国内所得到的结果均低于国外的研究结果；③国内自

编“大五”人格测验工具的 α 系数要高于通过修订和应用国外“大五”人格测验所得到的结果。 结论：编制具有中国本

土特色的“大五”人格测验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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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the application of Big-five factor personality tests dur-
ing the last fifteen years (1996~2010) in China. Methods: 229 studies were selected from published Chinese journals in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 (CNKI). Results: Firstly, whatever in China or in Western countries, coefficient
alphas of TDA dimensions were the highest in three represents of Big-five factor personality tests, except the Neuroticism;
secondly, when Western Big-five factor personality tests were used. The reliabilities got from Chinese psychologists were
lower than Western counterparts; thirdly, coefficient alphas of the self developed Chinese Big-five factor personality scale
were higher than the revised Western Big-five factor personality tests applied in China.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de-
velop the Chinese Big-five factor personality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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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前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人格理论模型—
“大五”人格模型(外倾性、宜人性、严谨性、神经质、
开放性)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得到了心理学研究

者广泛的研究，并被证明是具有跨语言、跨文化、跨

情景、跨评定者的一致性和稳定性[1]。 而我国在上世

纪 90 年代初有研究者[2，3]将其介绍到国内，此后我国

心理学研究者对其也进行了积极的研究。 本研究试

图对过去 15 年里“大五”人格测验在我国的使用情

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并对涉及到的问题展开探讨，以

期进一步推进“大五”人格模型及其相应人格测验在

我国的应用和发展。

1 对象与方法

通过《中国期刊网》对过去 15 年(1996~2010 年)
公开发表在国内各心理学杂志和其他相关专业期刊

上的文献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229 篇文献，主要涉及

“大五”人格测验的编制(国内自编)、修订和应用等

方面，其中尤以“大五”人格测验应用的文献最多。

2 结 果

2.1 “大五”人格测验的使用情况

在文献发表 的 时 间 来 看，1996~2000 年 仅 有 5
篇，2001~2005 年 发展到 39 篇， 最 近 五 年 (2006~
2010 年)发表了 185 篇，占了总数的 80.79％。 当前国

际上用来测量“大五”人格特征的心理测验主要有三

种 类 型：即 句 子 式 的“大 五”人 格 测 验 (以 Costa 和

McCrae[4]编 制 的 NEO-PI-R 和 NEO-FFI 为 典 型 代

表)、形容词式的“大五”人格测验(以 Goldberg[5]编制

的 TDA 为典型代表)和短语式的“大五”人格测验(以
John[6]等编制的 BFI 为代表)。 在所搜索到的文献中，
句子式“大五”人格测验的文献有 170 篇，占总数的

74.24％；而有关形容词式和短语式“大五”人格测验

的文献为 40 篇和 19 篇， 分别占 17.47％和 8.30％。
我国自编的 “大五” 人格测验都是采用句子陈述方

式，即周晖等编制的人格五因素问卷[7]和王孟成等编

制的 CBF-PI[8]。
2.2 “大五”人格测验信度系数的 Meta 分析

2.2.1 “大五”人格测验的重测信度分析 尽管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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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统计的是 “大五” 人格测验在我国的使用情

况，但检索到的文献也涉及了“大五”人格测验的编

制(国内自编)和修订等方面，所以对其中的重测信

度也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 重测样本人数平均为

49.25 人 (标准差 12.12)；两次测量之 间的间隔 天 数

在 35~180 天之 间， 平均间隔 为 88.75 天 (标准差

63.03)。 “大五”人格测验各维度重测信度系数的范

围 分 别 是 ：E 为 0.65 ~0.87、A 为 0.67 ~0.83、C 为

0.73~0.93、N 为 0.81~0.86、O 为 0.76~0.85；各维度重

测信度的 平均值分 别为 0.75、0.76、0.83、0.83、0.82，
均达到了戴晓阳等推荐的重测信度水平[9]。
2.2.2 “大五”人格测验 α 系数的 Meta 分析 在本

文中我们主要采用 Rodriguez 和 Maeda 所提出的 α
系数效果量的计算方法 [10]，对“大五”人格测验在国

内应用的 α系数进行综合评估，结果见表 1。表 1 结

果显示，在国内，TDA 各维度（除神经质维度 N 外）
的 α 系数在三种“大五”人格测验工具中均是最高

的。 在国外有研究者 [12，13]对三种“大五”人格测验工

具(NEO-FFI、TDA、BFI)的信度情况也进行了 研究，
故将我们的研究与他们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结果见

表 2。 表 2 中将 John 等的研究和我们的调查进行了

比较，结果发现：①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均发现

TDA 各维度(除神经质维度外)的 α 系数在三种“大

五”人格测验中都是最高。②无论是哪种“大五”人格

测验的 α 系数，国内所得到的结果均低于国外。 此

外，我们把国内自编的“大五”人格测验与应用国外

“大五”人格测验的信度系数也进行了比较，因目前

国内自编“大五”人格测验仅有两个版本且都是句子

式的， 故将其与最普遍的句子式 “大五” 人格测验

(NEO)在国内应用的 α 系数进行比较，结果见表 3。
结果发现：除神经质维度(0.8071，0.8091)之外，国内

自编“大五”人格测验其它 4 个维度的 α 系数均高

于应用 NEO 相对应维度的 α 系数。 在本研究中所

检索的文献涉及到“大五”人格测验的编制(国内自

编)、修订和应用等方面，故对这几种方式的 α 系数

进行了比较， 由于周晖等在编制人格五因素问卷的

研究文献中仅报告了各维度信度系数的范围 [7]，所以

在此仅将王孟成等编制的 CBF-PI[8]和戴晓阳等修订

的 NEO-PI-R[14]以及应用 NEO-PI-R 所得到信度进

行比较，结果见表 4。 通过表 4 可得到如下结果：①
修订和应用“大五”人格测验(完整版)所得到的信度

系数均低于其原编者所得到的结果； 而修订的信度

系数要高于应用 NEO-PI-R 所得到的结果 (除宜人

性和开放性维度外)。 ②根据“大五”人格模型，国内

自编“大五”人格测验的信度系数与国外编制的同类

量表相当，且均高于修订和应用国外“大五”人格测

验所得到的相应结果。 “大五”人格测验简版(NEO-
FFI)为张建新修订，但未检索到相关的研究报告文

献。 故在表 5 中仅对国内自编的“大五”人格测验简

版和 NEO-FFI 原编者以及应用 NEO-FFI 所得到的

信度结果进行统计，结果发现：①国内自编“大五”人

格 测 验 简 版 多 数 维 度 的 α 系 数 均 高 于 或 相 当 于

NEO-FFI 的国外原编版，但神经质维度低于国外原

编版；且国内自编“大五”人格测验简版各维度的 α
系数均高于应用 NEO-FFI 所得到的结果；②除宜人

性 维 度 外，NEO-FFI 原 编 版 的 α 系 数 均 高 于 应 用

NEO-FFI 所得到的结果。

表 1 三种代表性“大五”人格测验 α 系数的 Meta 分析(国内)

注：NEO 指 NEO-PI-R 和 NEO-FFI，Costa & McCrae，1992[4]；

TDA 指 Goldberg，1992[5]；40-item mini-marker version，Sauci-
er，1994[11]，BFI 指 John et al.，1991[6]。

表 2 “大五”人格测验在国内和国外的比较(α 系数)

注 ：国 外 数 据 为 整 合 John 等 （2000，2007）的 调 查 结 果 ，BFI，John et
al.，1991[6]；TDA，Goldberg，1992[5]；40-item mini-marker version，Sauci-
er，1994[11]；NEO-FFI，Costa & McCrae，1992[4]。

表 3 “大五”人格测验国内自编和应用国外的比较(α 系数)

注：国内自编“大五”指周晖等编制的人格五因素问卷 [7]和王孟成等编

制的 CBF-PI[8]；NEO[4]指 NEO-PI-R 和 NEO-FFI。

表 4 “大五”人格测验(完整版)的 α 系数

注：大五人格测验完整版指测量维度和侧面特质两个层面的

大五人格测验。

表 5 “大五”人格测验(简版)的 α 系数

注：大五人格测验简版仅指测量维度层面的大五人格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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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文对国内自编、 修订和应用国外等几种方式

的“大五”人格测验的信度系数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发现，国内自编和修订国外“大五”人格测验的 α 系

数和重测系数均达到了较好的水平 [9]，其中重测 信

度最低的是 E 为 0.75， 最高的是 C 和 N 均为 0.83。
元分析的结果发现，无论使用哪种“大五”人格测验

所得到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也基本达到可接受水平。
国际上用来测量“大五”人格特征的心理测验，

以 NEO、TDA 和 BFI 使用最为普 遍 [1]，通过 Meta 分

析发现：采用形容词方式的人格测验(TDA)各维度的

α 系数在三种测验形式工具中最高 (除神经质维度

外)。 这一结果与 John 等的研究相类似[12，13]。 我们认

为可能的原因有： ①运用形容词的方式来建构人格

测验时主要倾向于从描述个体最典型的行为和最普

通的特征为切入点， 而在句子式的人格测验中每一

个条目就代表一个语境，代表一种具体情形，所以形

容词式的人格测验更容易得到较高的信度结果。 ②
英语中表示情绪稳定性的形容词较少， 且常常无法

对神经质的情绪稳定极进行单独界定[1，15]。 Goldberg
在其研究中也发现描述神经质维度的词汇在五个维

度之中是最少的[5]。
另外，不论应用何种“大五”人格测验工具，国内

得到的信度结果均低于国外的结果。 这说明直接翻

译或修订国外的测验然后应用到国内其性能还是有

所下降， 因为这样可能会出现所谓强 加的一致性

（imposed etic） 即用根据某种文化下建立起来的概

念和工具去测量另一种文化下人们的特点， 然后根

据这个结果来比较不同的文化是不 是 有 相 似 的 特

点[16]。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在本文中将国内自

编“大五”人格测验与应用国外“大五”人格测验进行

比较，结果发现国内自编“大五”人格测验多数维度

的 α 系数均高于后者。
最后，我们还比较了国外原编版、国内自编、修

订和应用国外等四种方式的信度系数。 结果发现，

无论完整版还是简版，国内自编“大五”人格测验的

α 系数均高于通过修订和应用国外“大五”人格测验

所得到的相应结果(除个别维度外 )；通过修订和应

用国外“大五”人格测验所得到的 α 系数均又低于

原编者所得到的结果。 这说明无论修订或应用一个

测验工具时得到的信度系数都与测验原编制者所得

到的结果不相同，因为信度不是测验工具的属性，而

是测验结果或者测验分数的属性。 故研究者在解释

其研究结果的时候应该报告其实际研究中的信度系

数。 根据 The APA Task Force on Statistical Inference
(TFSI)建议“即使研究不是以心理测量学为核心，分

析数据时也要提供所分析数据的信度系数”[17]。
此外，在对文献进行检索和统计处理时，还发现

有 51 篇文献报告了“大五”人格测验全量表的 α 系

数，其中有 12 篇报告了全量表的分半信度。依据“大

五”人格结构模型，其 5 个维度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故在使用“大五”人格测验时报告全量表的 α 系数

和全量表的分半信度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 也是没

有意义的，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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