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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析不同人格类型群体在情绪信息加工过程中的特点。 方法：采用线索-靶子范式，分析注意偏向机

制中的干扰抑制、返回抑制两个方面；采用艾森克人格量表（EPQ-A），从某全日制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 758 人中，按

EPQ 中神经质和内外向两个维度的标准分高、低各 12.5%选出四种典型人格类型各 15 名为研究对象，探析四组被试

的注意偏向特征。 结果：当靶子和线索出现的时间差为 1000ms 时，四组被试对三类情绪图片均存在返回抑制效应；

图片性质主效应显著（F＝1.30，P<0.05）、四组人格类型之间差异不显著（F=0.65，P>0.05）。负性图片与正性图片的返回

抑制效应差异显著（F＝1.71，P<0.05），反应时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组别与图片性质交互作用显著（F＝1.62，P<0.05）。外倾

人格特质组对正性图片产生了注意警觉，四组被试对正性、负性刺激都存在注意解除困难。 结论：正常人群对情绪性

刺激具有选择性加工趋势，外倾个体更偏好加工正性刺激，内向不稳定组对负性刺激更为敏感。

【关键词】 注意偏向； 人格类型； 返回抑制； 干扰抑制； 注意警觉

中图分类号: R3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2)03-0309-03

The Impact of Personality on Emotional Information Attentional Bias
DU Wei， GAO Hong-li， YAN Chun-ping， YANG Shi-cha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Xinxiang Medical College，Xinxiang 45300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features of typical personality traits in cognitive processing.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interference surpression, inhibition of return and the consciousness from the mechanism of attentional bias, using
Clues-Target Model to exp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ttention bias about typical personality traits in normal population. 758
undergrateduate sophomores were estimated by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aire of Adults (EPQ-A). Depending on neu-
roticism and extra-introversion of EPQ, divided the subjects into four groups, incluing outward stability(n=15), outward in-
stability(n=15), inward stablility(n=15) and inward instablility(n=15). Results: In the Clues-Target Task, when time differ-
ence is 1000ms, for three types of emotional pictures, all subjects have the effects of inhibition of return; there were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ain effects of image properties(F=1.30, P<0.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personality
traits (F=0.65, P>0.05). Statistically remarkable was found between negative pictures and positive pictures of inhibition ef-
fects(F=1.71, P<0.05). The group which have extraversion personality trait produced attention alert on positive pictures.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stimulus, all subjects were present the difficulty about the relieve of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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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焦虑或抑郁个体的情绪信息加工偏向的研

究很多，但尚无一致性的结论[1]。 本研究着重探讨正

常人群中典型人格类型群体在情绪信息加工方面的

特点， 重点探析不同典型人格类型个体的注意偏向

特点， 试图发现人格因素在情绪信息加工过程中的

影响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成人版(EPQ-A)及状态特

质 焦 虑 量 表（T-AI），于 2010 年 6 月对 河 南 新乡某

本科院校 760 名本科生进行筛选。 排除无效问卷 2
份， 从 758 名被试中按 EPQ 中 E 和 N 两个维度的

标准分高低各 12.5%[2]选出四种典型人格类型。 同时

排除状态特质焦虑被试，共筛选出 60 名大学生作为

被试，年龄均在 16 周岁以上。 四种典型人格类型被

试各 15 名， 其中外向稳定被 试分数为 N≤36.94、
E≥61.84； 外 向 不 稳 定 被 试 分 数 为 N≥61.66、E≥
61.81；内向稳定被试的分数为：N≤43.69、E≤45.76；
内向不稳定被试分数为：N≥61.66、E≤40.48。 所有

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没有色盲，均为右利手，
排除精神病和精神病家族史，实验后被试获赠礼物。
1.2 实验仪器

实验在四台联想笔记本电脑上进行， 操作系统

为 Windows XP。屏幕为 14 寸液晶显示器，分辨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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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768，运用 E-Prime2.0 心理实验专业软件编制

程序，被试通过按键做出反应。
1.3 实验材料

从中国情感图片系统 [3]中各挑选正性、中性、负

性图片各 30 幅用于此次研究[4]。 正性和负性图片在

愉悦度两极化程度上相匹配， 正性图片愉悦度平均

为 7.16±0.22，唤醒度平均为 6.32±0.26；负性图片为

2.8±0.30，唤醒度平均为 4.68±0.82；中性图片愉悦度

为 5.03±0.11， 唤醒度 4.01±0.97。 用图像软件 Pho-
toShop6.0 将 各 图 片 制 成 像 素 大 小 为 293×225 的

BMP 图片[5]，总共得到 90 张图片。
1.4 实验流程

实验开始时，首先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指导语，
接着是实验程序的描述： 在实验开始的时候都会首

先出现一个注视点“+”和左右两侧各一个相同的灰

色方框，要求被试将注意力集中在注视点上，告诉被

试靶刺激（* 号）将出现在其中一个框内，在靶刺激

出现前，会先给出一个提示线索，即在屏幕左右两方

框中的某一个随机呈现情绪图片； 图片消失后将有

* 号出现，* 号可能出现在图片的同侧或异侧， 同侧

即为有效提示，异侧为无效提示，当被试看到 * 号后

请立即按键反应。 * 号在左侧按 F 键， 在右侧按 J
键。 要求被试既快又准确的反应。 另外，为了防止被

试产生反应定势， 会呈现只有线索出现没有靶子出

现的情况， 此时不要按键，* 号会在 2 秒后自动消

失。 之后进入由 16 个 trial 组成的练习实验，其中 8
个有效提示，4 个无效提示，4 个探测刺激，然后进入

正式实验[6]。 实验流程如附图所示。

附图 线索-靶实验流程

1.5 实验设计和统计分析

实验采用 4（组别：外向稳定、外向不稳定、内向

稳定、内向不稳定）×3（图片性质：正性图片、中性图

片和负性图片）×2 （线索类型： 有效提示和无效提

示）混合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对靶子刺激反应的

正确率和反应时。
实验数据先导入 EXCEL 进行预处理， 然后采

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分析。 分析时去掉反应错误的

数据（占 0.01%）和极 端反应时的 数 据 (<200ms 和>
1000ms)[7]。 线索效应值（Cue Validity，CV）的计算方

法：被试的无效提示反应时减去有效提示反应时，正

值表示线索效应，负值表示返回抑制效应(Inhibition
of Return，IOR)。 注意偏向的分值通过对不同性质的

情绪刺激的反应时加减进行计算。 注意警觉＝中性

有效位置的反应时－负性 （正性） 有效位置的反应

时，正值表示有注意警觉。 注意解除＝负性（正性）无

效位置的反应时－中性无效位置的反应时， 正值表

示注意解除[8]。

2 结 果

2.1 四种人格类型被试线索靶任务反应时

对反应时结果剔除无效数据，结果见表 1。

表 1 四组人格特质被试线索靶子任务反应时（x±s，ms）

2.2 四组被试在线索靶子任务中的返回抑制得分

四组被试对三种类型图片有效提示较无效提示

反应时长，提示四组对情绪图片呈现返回抑制效应。
见表 2。

以组别为组间变量，以图片性质、线索类型为组

内变量，以返回抑制效应值为因变量指标，对实验结

果进行重复测量两个因素的三因素方差分析。 方差

分析结果显示： 四组被试对三种图片均存在返回抑

制效应，但四种人格特质组两两比较没有差异。图片

性质主效应显著（F＝1.30，P<0.05）。 对图片性质事后

多重比较发现， 负性图片与正性图片的返回抑制效

应差异显著（F＝1.71，P<0.05）。
2.3 四组被试线索靶子任务反应时的方差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线索类型主效应显著（F=
40.96，P<0.01）， 图片性质主效应显著 （F=11.48，P<
0.01）。 组别与图片性质交互作用显著 （F＝1.62，P<
0.05）。 组别与线索类型、线索类型与图片性质、组别

与图片性质与线索类型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2.4 不同人格类型注意偏向分数比较

只有外向人格特质组对正性图片产生了注意警

觉，而四组被试均表现出了对情绪刺激的解除困难。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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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注意警觉得分进行方差结果表明， 组别主效

应显著 （F＝2.99，P<0.05）， 图片性质效应显著 （F＝
13.29，P<0.01）。 组别和图片性质交互作用不显著。

表 2 四组人格特质被试线索靶子任务

的返回抑制效应值（x±s，ms）

表 3 四组人格特质被试注意偏向得分（x±s，ms）

3 讨 论

注意偏向理论指出， 个体在认知过程中会选择

与自身相关的信息， 这种选择性存在于个体认知的

各种任务之中。既往的研究表明，情绪障碍患者通常

注意威胁性刺激而非正性、中性刺激，对模棱两可的

刺激更愿意理解成负性刺激。本实验结果发现，选择

性认知偏向并非仅存在于临床情绪障碍个体中，正

常人群在信息加工过程中也存在注意偏向。
本研究发现， 外向不稳定组和内向不稳定组的

反应时要长于其他两组，也就是说神经质 N 分高的

人， 在选择信息时加工的速度要慢于低 N 分者。 N
分高的人容易紧张、焦虑，对各种刺激反应都过于强

烈，情绪一旦激发又很难平复下来。在注意警觉分数

上，各组被试都表现出了对情绪信息的选择性偏向。
只是这四种典型人格类型按 E 维度划分，E 分高的

外倾被试和 E 分低的内倾被试在注意施加上差异

显著。而在注意解除上，各组被试及图片性质都无差

异。
先前的实验研究， 中性刺激和威胁性刺激材料

被研究者广泛采用 [9]，结果表明情绪障 碍个体对负

性刺激出现在有效位置产生注意警觉或注意解除 [10]，
据此得出焦虑抑郁障碍个体存在对负性刺激的选择

性加工偏向。 本实验采用线索-靶范式，选用正性、
负性和中性三类情绪图片， 为了避免被试产生注意

定向，加入了掩蔽刺激。 结果显示，外向不稳定组与

内向稳定组对正性图片的警觉性高， 出现了对正性

图片的注意偏向。 四组被试的对负性图片的反应时

要长于正性图片与中性图片， 这也符合正常人群偏

向注意于正性刺激的已有研究[11]。 而组间比较，外向

不稳定与内向不稳定组对三类情绪刺激反应时都慢

于其他两组，可以得出 N 分高的个体的注意偏向机

制为对威胁性刺激的解除困难， 即对负性刺激有加

工偏好的趋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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