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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独特

模式，这个独特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一

种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1]。人格维度的行为归类

假设认为，人格维度是个体对自己或他人行为进行

归类的结果，人格特点或维度是对行为模式的客观

描述，并在不断研究中发现了五个相对稳定的因素，

即大五人格特质模型，大五人格特质包括五个因素：

开放性 (Openness)、严谨性 (Conscientiousness)、外倾

性 (Extraversion)、宜人性 (Agreeableness)和神经质

(Neuroticism)，每个因素都包含着诸多特质，但这些

特质有着各自独特的内涵[2]。大五人格结构模型在

过去的几十年中受到广泛关注并被证明具有跨语

言、跨评定者以及跨文化的稳定性，并在维度层面上

得到了人格心理学家的广泛认可[3]。

随着 4G时代的到来和公共网络（如Wifi）的普

遍使用，手机媒体的功能早已突破了传统的通信服

务，今天的手机允许用户参与流行的在线社交网络、

玩各种各样的线上或线下游戏、播放电影、创造和分

享个人的照片和视频、浏览互联网，并且手机的内在

流动性允许人们几乎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访问
[4]。对于人生观、价值观等尚未发展成熟的中学生

而言，手机由于其具有可移动性、方便携带、使交流

不受时空限制以及功能丰富等特点，日益受到他们

的青睐[5]，手机成为他们必备生活用品，成为他们生

活的一部分 [6]。而手机所能提供的各项功能，恰好

满足了人们的各项需求，于是产生了手机使用动机
[7，8]。

相关研究已经表明人格特质与手机使用动机之

间关系密切，手机使用动机是人格的函数，不同类型

人格特质个体的手机使用动机的类型和强度均不相

同 [4，7，9]，但是目前尚缺乏从因果层面上考察大五人

格特质与手机使用动机关系的研究。为了对大五人

格特质与手机使用动机两变量间的关系研究做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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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验证和拓展，本研究遵循历时系统设计的思想，

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为期 6个月的追踪

调查，并采用交叉滞后设计方法探讨中学生大五人

格特质与手机使用动机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在情境中

的稳定性，以期探明变量间的相互预测关系，发现其

中蕴涵的某些准因果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启迪。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河南省两所中学六个年级

十二个班的中学生进行追踪研究。研究分别进行两

次问卷调查，前后相隔 6个月。在前测时对六个年

级被试的大五人格特质、手机使用动机进行施测，在

后测时继续测查相同的变量，将在前测、后测中有缺

失值和胡乱答题的被试，以及只有前测、或只有后测

的被试删除，最后保留有效被试共 457名，七、八、

九、高一、高二、高三的学生分别为 68、75、68、92、
77、77人，男生241人、女生216人，被试年龄11岁到

19岁，平均年龄为15.23±2.58岁。

1.2 研究工具

1.2.1 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 采用王孟成等人

编制的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brief version，CBF-PI-B）。该问

卷采用6点记分，共40个题目，包含神经质、外倾性、

严谨性、开放性和宜人性 5个维度[10]。 在本研究中

总问卷的α系数为0.85，神经质、严谨性、宜人性、开

放性、外倾性的α系数分别为 0.79、0.82、0.71、0、87、
0.70。
1.2.2 手机使用动机问卷 采用肖祥编制的手机

使用动机问卷。该问卷采用5点记分，共25个题目，

包括 4个维度：自我表达、娱乐休闲、信息获取和人

际沟通，问卷得分越高说明手机使用动机越强 [6]。

在本研究中总问卷的α系数为0.86。
2 结 果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已有交叉滞后研究

的思路和经验 [11-13]，本研究对所有被试分别进行了

25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以考察大五人格特质与手

机使用动机及其各维度之间的预测关系。

图 1的结果显示，前测与后测所测得的神经质

人格相关为0.832（P<0.01），前测与后测所测得的手

机使用动机的相关为0.800（P<0.01），并且前测与后

测时间点所测得的神经质人格与手机使用动机的相

关分别为0.138（P<0.01）和0.139（P<0.01），表明同步

性和稳定性相关基本一致，与交叉滞后设计的基本

假设符合。

在图1中，在控制了前测的神经质人格特质后，

前测的手机使用动机对后测的神经质人格特质无显

著预测意义（β=-0.007，P>0.05）；在控制了前测的手

机使用动机后，前测的神经质人格特质对后测的手

机使用动机的预测作用达到边缘显著（β=0.053，P<
0.1）。

图1 神经质与手机使用动机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图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别做神经质人格与手机

使用动机中自我表达、娱乐休闲、信息获取和人际沟

通四个维度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神经质

人格对自我表达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39，P<
0.01），神经质人格对娱乐休闲的预测作用显著（β=
0.162，P<0.01），神经质人格对信息获取的预测作用

不显著（β=0.053，P>0.05），神经质人格对人际沟通

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11，P<0.05）；而自我表达、娱

乐休闲、信息获取、人际沟通对神经质人格的预测作

用均不显著（均P>0.05）。
图 2的结果显示，前测与后测所测得的严谨性

人格特质相关为0.806（P<0.01），前测与后测所测得

的手机使用动机的相关为0.800（P<0.01），并且前测

与后测时间点所测得的严谨性人格特质与手机使用

动机的相关分别为0.140（P<0.01）和0.187（P<0.01），
表明同步性和稳定性相关基本一致。

图2 严谨性与手机使用动机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图

在图2中，在控制了前测的严谨性人格特质后，

前测的手机使用动机对后测的严谨性人格特质无显

著预测意义（β=0.041，P>0.05）；在控制了前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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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使用动机后，前测的严谨性人格特质能显著正向

预测后测的手机使用动机（β=0.065，P<0.05）。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别做严谨性人格与手机

使用动机中自我表达、娱乐休闲、信息获取和人际沟

通四个维度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严谨性

人格对自我表达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20，P<
0.01），严谨性人格对娱乐休闲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β=-0.050，P>0.05），严谨性人格对信息获取的预测

作用显著（β=0.222，P<0.001），严谨性人格对人际沟

通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81，P<0.001），而自我表

达、娱乐休闲、信息获取、人际沟通对严谨性人格的

预测作用均不显著（均P>0.05）。
图 3的结果显示，前测与后测所测得的宜人性

人格特质相关为0.795（P<0.01），前测与后测所测得

的手机使用动机的相关为0.800（P<0.01），并且前测

与后测时间点所测得的宜人性人格特质与手机使用

动机的相关分别为0.104（P<0.05）和0.114（P<0.05），
表明同步性和稳定性相关基本一致。

在图3中，在控制了前测的宜人性人格特质后，

前测的手机使用动机对后测的宜人性人格特质无显

著预测意义（β=-0.006，P>0.05）；而控制了前测的手

机使用动机后，前测的宜人性人格特质能显著正向

预测后测的手机使用动机（β=0.066，P<0.05）。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别做宜人性人格与手机

使用动机中自我表达、娱乐休闲、信息获取和人际沟

通四个维度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宜人性

人格对自我表达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17，P<
0.05），宜人性人格对娱乐休闲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β=0.028，P>0.05），宜人性人格对信息获取的预测

作用显著（β=0.170，P<0.001），宜人性人格对人际沟

通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35，P<0.01），而自我表达、

娱乐休闲、信息获取、人际沟通对宜人性人格的预测

作用均不显著（均P>0.05）。
图 4的结果显示，前测与后测所测得的开放性

人格特质相关为0.821（P<0.01），前测与后测所测得

的手机使用动机的相关为0.800（P<0.01），并且前测

与后测时间点所测得的开放性人格特质与手机使用

动机的相关分别为0.218（P<0.01）和0.265（P<0.01），
表明同步性和稳定性相关基本一致。

在图4中，在控制了前测的开放性人格特质后，

前测的手机使用动机对后测的开放性人格特质无显

著预测意义（β=0.034，P>0.05）；而控制了前测的手

机使用动机后，前测的开放性人格特质能显著正向

预测后测的手机使用动机（β=0.079，P<0.01）。

图3 宜人性与手机使用动机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图

图4 开放性与手机使用动机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图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别做开放性人格与手机

使用动机中自我表达、娱乐休闲、信息获取和人际沟

通四个维度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开放性

人格对自我表达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75，P<
0.001），开放性人格对娱乐休闲的预测作用显著（β=
0.179，P<0.001），开放性人格对信息获取的预测作

用显著（β=0.209，P<0.001），开放性人格对人际沟通

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75，P<0.001），而自我表达、

娱乐休闲、信息获取、人际沟通对开放性人格的预测

作用均不显著（均P>0.05）。
图 5的结果显示，前测与后测所测得的外倾性

人格特质相关为0.849（P<0.01），前测与后测所测得

的手机使用动机的相关为0.800（P<0.01），并且前测

与后测时间点所测得的外倾性人格特质与手机使用

动机的相关分别为0.228（P<0.01）和0.258（P<0.01），
表明同步性和稳定性相关基本一致。

在图5中，在控制了前测的外倾性人格特质后，

前测的手机使用动机对后测的外倾性人格特质无显

著预测意义（β=-0.009，P>0.05）；而在控制了前测的

手机使用动机后，前测的外倾性人格特质能显著正

向预测后测的手机使用动机（β=0.057，P<0.05）。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别做外倾性人格与手机

使用动机中自我表达、娱乐休闲、信息获取和人际沟

通四个维度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外倾性

人格对自我表达的预测作用显著（β=0.244，P<
0.001），外倾性人格对娱乐休闲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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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0.066，P>0.05），外倾性人格对信息获取的预测

作用显著（β=0.110，P<0.05），外倾性人格对人际沟

通的预测作用显著（β=0.246，P<0.001），而自我表

达、娱乐休闲、信息获取、人际沟通对外倾性人格的

预测作用均不显著（均P>0.05）。

图5 外倾性与手机使用动机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图

3 讨 论

研究结果发现，神经质人格对手机使用动机具

有正向预测作用，因为在控制了前测的手机使用动

机后，后测的手机使用动机对前测的神经质人格特

质进行回归所得到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达到了边缘显

著水平，说明神经质人格对手机使用动机具有正向

预测作用。分维度交叉滞后分析结果发现，除了神

经质人格对手机使用动机中的信息获取的预测作用

不显著外，神经质人格对自我表达、娱乐休闲和人际

沟通的预测作用均是显著的。

另外，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倾性人格均对

手机使用动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因为在分别控制

了前测的手机使用动机后，后测的手机使用动机对

前测的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倾性人格进行回

归得到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显著，说明前测的严谨性、

宜人性、开放性、外倾性人格特质对后测的手机使用

动机均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分维度交叉滞后分析结

果发现，在严谨性人格与手机使用动机中的自我表

达、娱乐休闲、信息获取和人际沟通四个维度的关系

上，除了严谨性人格对娱乐休闲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外，严谨性人格对自我表达、信息获取和人际沟通的

预测作用均是显著的；在宜人性人格与手机使用动

机四个维度的关系上，除了宜人性人格对娱乐休闲

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外，宜人性人格对自我表达、信息

获取和人际沟通的预测作用均是显著的；在开放性

人格与手机使用动机四个维度的关系上，开放性人

格对自我表达、娱乐休闲、信息获取和人际沟通四个

维度的预测作用均是显著的；在外倾性人格与手机

使用动机四个维度的关系上，除了外倾性人格对娱

乐休闲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外，外倾性人格对自我表

达、信息获取和人际沟通的预测作用均是显著的。

本研究采用纵向追踪在以往横向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现大五人格特质与手机使用动机之间具有

预测关系或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即大五人格特质

（神经质、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倾性）对手机使

用动机具有预测作用。具有神经质人格的中学生，

由于情绪不稳定，可能在人际沟通方面有阻碍，他们

通过手机最大限度地避免与其他人接触，进而补偿

自身因社交范围狭窄而出现的所获信息缺乏[14]，并

且手机功能中社交软件的匿名性使他们能够逃避现

实、调节消极情绪，进而获得幸福感[15，16]。严谨性人

格特质与手机使用的意志力、自控力、做事是否有条

理有关，在面对手机各项娱乐功能的诱惑时，严谨性

低的中学生可能无法遏制和延迟满足[17]，因此严谨

性人格特质对手机使用动机有着有效预测作用。宜

人性人格特质与对他人的态度有关，当这一类型的

个体因难以与他人形成良好而稳定的友谊而感到孤

独时，就往往倾向于使用手机来消除孤独感 [8]。开

放性人格特质的个体喜欢新的事物，并且好奇心较

强，而手机的新颖、便捷、时尚正好符合他们的需求
[18]，因而开放性人格特质能够显著预测手机使用动

机。外倾性人格特质与大脑皮层的唤醒状态有着密

切的相关，外倾性人格特质的个体由于皮层唤醒水

平低，具有高感觉需求倾向和低自控性，需要不断通

过一些活动（如手机使用）来提高其唤醒水平[19]，因

此随着手机媒体功能的不断更新和多样化，外倾性

人格特质的个体通过手机使用恰好能够让自己感受

到更多的快感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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