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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现状及其关系

王晓丹，赵必华
(安it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安it芜湖241000)

摘要：为了探讨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关系与现状，采用人际信任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问卷对

2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试，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较同龄人高，特殊信

任年级差异显著(F=5．164，P<O．01)，普遍信任专业差异显著(F=3．551，P<O．01)；艾森克人格问卷评定女生的E、P

分高于常模(P<O．01)，L分低于常模(P<O．01)：男生的P分高于常模(P<O．01)，N分高于常模(P<o．05)，L分低于常

模(P<O．01)；神经质维度与人际信任有显著正相关，掩饰性、内外向维度与人际信任有显著负相关。高校要客

观看待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人格和人际信任的特点，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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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际信任是个体在入际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

的对交往对象的言词、承诺以及书面或口头陈述的

可靠程度的一种概括化期望。【1l大学阶段既是人际

信任发展、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人格完善的重要时

期。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之间是否存在一定

的关系?如果存在关系。那是什么样的关系?很多学

者对此很感兴趣，并做了相关研究。但他们的研究

结果并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如1996年张海钟的

研究与2003年戚少枫的研究。张海钟1996年的研

究结论为：情绪稳定性、社会适应性与人际信任呈

负相关。内外向与人际信任呈正相关。闭而戚少枫

2003年的研究结论为：情绪稳定性、精神质等人格

特征与人际信任呈显著正相关。翻为此，对大学生的

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进行相关研究，以探讨大学生

入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现状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选取皖南医学院、黄山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安

徽财经大学200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实发问卷

200份，回收问卷200份，回收率为100％．删除不合

格问卷后实得问卷190份．占总问卷的比率为

95％。在合格的数据中，男生109名，女生81名；年龄

18．25岁；文科68名，理科122名；大一53名。大二

41名，大三61名，大四35名。

(二)方法

1．评定工具

(1)采用Rot ter J．B编制的入际信任量表OTS)

评定大学生对他人的行为、承诺或(口头和书面)陈

述之可靠性的估计。其内容涉及各种处境下的人际

信任，涉及不同社会角色。该量表共25道题．采用五

级评分法，总分从25分(信赖程度最低)一125分(信赖

程度最高)。该量表有两个因子，分别是特殊信任因

子、普遍信任因子。该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76．三个。

月后的重测信度为0．68，区分效度较好。(2)采用英

国著名心理学家Hans J．Eysenck等人编制的艾森克

人格问卷(成人版)来评定大学生的人格特征。它由

我国学者龚耀先修订，包括88道题，共有内外向㈣、

神经质(N)、精神质(P)、掩饰性(L)四个分量表。一般结

果认为，此量表的项目较少，易于测查，经修订后内

容较适合我国的情况。被认为是较好的人格测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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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一。

2．评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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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大学生ITS各因子和EPQ各维度方差分析

(10(one-way ANOVA)

将ITS、EPQ装订成册，以小组为单位进行集体

测试，测试前由调查者向被测试者详细介绍测试目

的，统一指导语。所有数据应用SPSSl5．0统计软件

进行处理。

二、结果

(一)I俺测试结果

表1大学生I髑测试与理论均值比较

注：★★P<O．01

由表可以看出，ITS总分均分为77．50±8．37分，

特殊信任因子均分为13．37±2．49分．普遍信任因子

均分为64．13±7．09分，与ITS的理论平均值(分别为

62．5分、12．5分、50分)比较均有极显著性差异任'<

0．01)。提示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得分高于量表的理

论平均值。

(二)大学生EPQ测试与常模分值比较

表2大学生EPQ测试与成人常模比较(M±sd)

注：★P<O．05。★★P<0．01

表2显示，EPQ测试女生的内外向和精神质得

分显著高于常模(P<0．01)，掩饰性得分显著低于常模

(IkO．01)，神经质与常模相比无显著差异；男生的精神

质得分显著高于常模(P<0．01)，神经质得分高于常模

口<O．05)，掩饰性得分显著低于常模(P<0．01)，内外向

与常模相比无显著差异。

(三)以性别、专业、年级为自变量，以ITS各因

子和EPQ各维度为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变异潭丽丽芸≥雨磊1-—N兰∑P可人际信任特殊信任普遍信任 E L

年衄 1．244 5．1““0．687 1．51l 1．238 0．690 1．829

专业 0．018 1．551 3．551t． 0．665 I．073 O．417 3．929*

注：★P<0．05．★★P<0．01

由表3可知，(1)在人际信任总分上，各变异量效

应均不显著；在普遍信任因子上，专业效应显著(F=

3．551,P<0．01)，进一步分析。文科生的得分高于理科

生；在特殊信任因子上．年级效应显著(F=5．164，P<

0．01)，进一步分析，一年级学生的得分低于其它年级

学生。(2)EPQ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在内外

向维度上，性别效应显著(F=16．672，P<O．01)．进一步

分析，女生的得分高于男生；在掩饰性量表上，性别

效应显著(F=24．761，P<0．01)，进一步分析，男生得分

高于女生。同时专业效应也较显著(F=3．929，P<

0．05)，进一步分析，理科生得分高于文科生。

(四)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相关分析结果

表4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相关分析

注：★★P<O．01。★P<0．05

表4显示，内外向维度与人际信任中的特殊信

任因子呈负相关(P<0．05)；神经质维度与特殊信任因

子呈显著正相关(P<o．01)，与人际信任总分及普遍信

任因子呈正相关(P<O．05)；掩饰性维度与人际信任总

分及各因子呈负相关(P<0．05)。

三、讨论

(一)大学生的人际信任状况

(1)通过与ITS的理论平均值相比，可以看到大

学生在人际信任总分、特殊信任因子分和普遍信任

因子分上的得分都显著高于理论平均值。这一方面

是因为读大学之前，学生们的生活空间较小。忙于学

习，人际交往的范围窄，对社会的接触较少．思想较单

纯，读大学之后，虽然对社会的接触相对于以前来说

多了些。但仍然是浅层次的接触。另一方面是因为

现在的中小学，特别是高校很重视对学生的诚信教

育，社会上也开始建立个人诚信档案．这些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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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们的人际信任水平。(2)研究结果显示大

学生的人际信任无论是在总分上还是各因子分上

都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嗍
提示入际信任可能与性别无关。(3)在普遍信任因

子上，文科生的得分显著高于理科生，这是因为文科

的教学内容多与社会现实相联系，文科生本身对社

会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关注也较多，在这个过程中。

增强了辨别能力，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普遍信任水

平。理科的教学内容与社会生活相距较远，理科生

对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关注度一般没有文科生

那么高，获得信息的通道一般是各种媒体，而现在

的媒体多倾向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这些都影响了

理科生的普遍人际信任水平。(4)在特殊信任因子

上，一年级学生的水平显著低于其它年级，主要是因

为一年级学生刚进大学。处于一种新的人际环境，对

身边的伙伴朋友还不够了解，对人际环境感到不适

应．这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特殊信任水平。

(二)大学生的人格状况

(1)本研究显示，大学女生较同龄人性格外向，

掩饰性少，但精神质倾向较同龄入明显；大学男生

的掩饰性较同龄人少，但神经质、精神质倾向较同

龄人明显。艾森克认为正常人也具有神经质和精神

质，但不是病理的，在不利因素影响下，神经质和精神

质易向病理方向发展。大学生与其它同龄人相比．

生活经历较单纯．在社会生活方面遭遇的挫折相对

来说也较少。因此他们的掩饰性较少，单纯率直。大

学是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学生们

渴望独立可是又不能完全做到独立，渴望踏进社会

可是又对前途感觉很茫然，因此大学生特别是大学

男生的精神质和神经质倾向较同龄人明显。在经济

压力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下，现在的大学生，从踏进

大学校门的那天起，身上就背负了较大的压力。(2)

大学女生较男生外向；男生的掩饰性较女生要高；

理科男生的掩饰性较文科男生要高。出现上述结果

是因为：首先，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对女性的学历要

求相对较低．走进大学校门的女生相对于男生来

说，应该属于自身群体中更优秀者，因此她们相对

于大学里的男生会更自信。其次。大学女生身上背

负的压力也较男生要小一些。第三，男生相对来说

也比女生更理智，更善于逻辑思维。第三点也同样

可以解释为什么男生的掩饰性要高于女生，而且理

科男生的掩饰性要高于文科男生。

(三)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

(1)本研究显示，内外向维度与人际信任特别是

特殊信任呈负相关。主要因为学生在读大学之前，他

们的生活空间较小，入际交往的范围窄，对社会的接

触少。进入大学后，生活空间扩大，自由支配的时间

增多了。外向型大学生花更多的时间、精力与他人

交往，人际交往的种类较多，交往的范围较广泛。随

着对外界接触的增多，对信任缺失行为了解的增多，

他们的人际信任总体水平及对家人或同伴的信任

度降低了。而内向型的大学生，与外界的接触较少，

思想保持着比较单纯的状态，朋友一般不多，但都比

较长久、知心，所以他们的人际信任总体水平及家

人或同伴的信任也就相对较高些。(2)神经质维度

与人际信任及其两个因子都有显著的正相关，这与

戚少枫131的研究结果一致。此研究结果与常理不太

相符，可能因为神经质得分高的人情绪不稳定、冲

动、焦虑、遇事易激动，缺乏主见，他们更容易相信他

人以求得帮助。而神经质得分低的入，情绪稳定成

熟，独立意识强，更倾向于相信自己，自我保护意识和

戒备心强，对社会现状和他人抱怀疑态度，人际信任

度反而低。(3)掩饰性维度与人际信任及其两因子

呈负相关。这是因为人们在掩饰自我的同时，也会

把这种想法不自觉地推及他人，从而影响他的人际

信任水平。

已有研究表明N、P量表分值与心理健康水平

呈显著的负相关，16]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大学生

这一群体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高校若想切实地提高

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就要注意

掌握他们的人格和人际信任在性别、专业、年级上

的特点，结合这些特点，及时地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

健康教育。

四、结论

(一)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总体上要高于同龄

人，并且不存在性别差异。在一般信任水平方面，文

科生要高于理科生，而在特殊信任水平方面，大一

的学生要低于其它年级。

(二)大学生较同龄人外向，掩饰性少，但神经

质和精神质倾向较同龄人明显，压力大，忧虑多。大

学女生较男生外向，男生的掩饰性较女生要高，理

科男生的掩饰性较文科男生要高。

(三)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是相关的，神

经质倾向明显的学生人际信任度高．外向的学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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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信任度低，倾向掩饰自己的学生也不信任他人，

人际信任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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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7 Interpersonal Confidence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RelationshipCharacteristicsand their Relat|onsllip

Wang Xiaodan，Zhao Bihua

(School of Educafionfl Science，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status quo of interpersonal confidence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relation．200 college students were assessed with interpersonal confidence scale

and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Results show that the scores of college students’interpersonal

confidence were higher than their peers，the special confi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had a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among grades(F15．164，P<0．01)，and general confidence had a f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majors

(F=3．551，P<0．01)；the E and P scores of EPQ for female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e norm respectively

and the L scOre was lower than the norm；for male students the scOreS of P and N were higher and the L

scOre Wag lower than the norm；Neuroticism was in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interpersonal confidence，and

introversion—extroversion was in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interpersonal confidence．These specificities of in-

terpersonal confidence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be treated objectively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houM be provided in time．

Key words：interpersonal confidence；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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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戚少枫 高职大学生应对方式、人格特征与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 2002
    人际信任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学及心理学研究者的重视.在诸多影响人际信任的因素中,考察应对方式、人格特征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不仅对于改

善高职大学生的人格状况、提高其应对策略、增强其人际交往技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可以为高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提供干预依据.该研究以应对方

式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和人际信任量表(ITS)为工具,对西安市两所高校的307名高职大学生的应对方式、人格特征、人际信任及其关系进行了测

量研究.该研究创新之处在于,把高职大学生的应对方式、人格特征和人际信任三者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并且建构了三者关系的路径模型,揭示了三者之间

复杂的关系,从而为高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提出了干预依据.

2.期刊论文 孙红燕.姜国瑞.Sun Hongyan.Jiang Guorui 部队基层官兵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相关性调查 -临床心身

疾病杂志2010,16(5)
    目的 探讨部队基层官兵的个性特征与人际信任的相关性,为提高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基层管理效能提供依据. 方法 对520名基层官兵采用人际

信任量表和艾森克个性问卷进行测评分析. 结果 基层官兵人际信任量表总分均值为75.11分,总分＞75分者占51.9%.义务兵、士官、军官间人际信任量表

总分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独生子女官兵人际信任量表总分及信任1、信任3因子分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P＜0.05或0.01);城市家庭官兵总分及

信任1、信任2因子分均显著低于农村家庭官兵(P＜0.05或0.01).基层官兵人际信任量表总分、信任1因子与艾森克个性问卷的精神质、神经质维度呈显著

负相关,与内外向、掩饰性维度呈显著正相关(P均＜0.01);信任2因子与掩饰性维度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神经质维度呈显著负相关(P＜0.01);信任

3因子与精神质、神经质维度呈显著负相关(P均＜0.01),与掩饰性维度呈显著正相关(P＜0.01). 结论 基层官兵人际信任水平较高,且个性特征与人际信

任水平呈显著相关.

3.期刊论文 杨琴.曹炳健.韩静.YANG Qin.CAO Bing-jian.HAN Jing 护理本科生应对方式、人格特征与人际信任的

相关分析 -现代预防医学2009,36(10)
    [目的]了解护理本科生(护本生)这个群体中人格特征、应对方式与人际信任的关系. [方法]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应对方式评定问卷和人际信任量

表对石河子大学护本生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进行测试、分析.[结果]护本生中有71.3%的人主要采用成熟型应对方式,26.2%的人主要采用不成熟型应

对方式,2.5%的人主要采用混合型应对方式.EPQ测试护本生的内外向得分显著高于常模,掩饰性得分显著低干常模;神经质和精神质得分与常模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护本生在人际信任上的得分平均为77.70分,不同年级间人际信任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8.010,P＜0.001).人格特征、应对方式与人际

信任有一定的相关性. [结论]建议高校管理者了解护本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4.学位论文 蒋萃 少年教养人员的人格特征与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 2005
    本研究以河南省某少年教养管理所的少年教养人员为研究对象，于2004年10月-2005年3月期间，采用艾森克个性量表、人际信任量表对其人格特征

、人际信任及二者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和讨论。

　　本研究将人际信任放在人格特征背景之下，理论分析与实证相结合、以评价为目标进行相关研究及讨论，研究人格特征对少年教养人员的人际信任

、身心健康、社会适应、社会行为等方面的特殊意义和系统功能。

　　本研究针对少年教养人员不同的人格类型，提出分类矫治原则和特有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即一方面通过少年教养人员的人格特征，推测他们的人

际信任程度，找到促进人际信任水平提高的有效形式和方法；另一方面从少年教养人员现有的人际信任水平和人际交往入手，促进其人格的成熟。

　　本研究将为后续针对少年教养人员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发展研究积累资料，为有关部门从心理学角度认识和实施教养管理提供借鉴，为社会、学校

、家庭等各个方面预防少年违法提供参考。

5.学位论文 李超 大学生寻求社会支持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探究 2005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影响大学生寻求社会支持的因素。在众多的影响寻求支持行为的因素中，本研究选取了两个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一是人格

特征，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的统合模式，这个独特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应激理论认为，一

个人的行为(这里指求助行为)不可避免会受到其人格特征的影响。二是个体的人际信任程度，目前在对认知因素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探究了“对自我

的认知”对其求助行为的影响，如有研究者发现自尊与社会支持中的利用度有显著的正相关。而关于“对他人的认知(这里特指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对

求助行为的影响则鲜有研究，因此，本研究选定了“个体的人际信任程度”这个因素作为另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加以探究。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在北京市4所大学中取大学生样本447人。首先，对总体大学生样本的人际信任特征，寻求社会支持行为的特征，状态焦虑

水平的整体特点作一描述；其次，筛选出当前焦虑程度较高的大学生，并对这部分大学生的人际信任特点，寻求社会支持行为的特征作一描述；第三

，对当前焦虑程度较高的大学生样本的人际信任、寻求支持行为、人格特征作两两的相关分析；最后，建立人际信任、人格特征和寻求支持行为三者之

间的路径模型。主要研究结果为：

    (1)针对一般大学生群体而言：大学生平均人际信任度不高；男生人际信任度显著高于女生；二、三年级学生的人际信任度显著高于一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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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以上大学生寻求社会支持频率较高，1/5的大学生很少寻求社会支持；女生寻求社会支持的频率显著高于男生；大学生的求助范围比较狭窄，更多地

寓于个人的密切关系网络，而非陌生人或权威专业人士；在求助行为方面比较被动。

    (2)聚焦于当前焦虑程度较高的大学生群体：遇到压力倾向于自己想办法解决，独自承受的人最多，倾向于“听之任之”的人最少，而倾向于向他人

倾诉，寻求他人支持的人数居中；遇到压力时，女生向他人寻求支持比率显著高于男生；遇到烦恼时的倾诉对象，选择最多的是亲密朋友，次之的是

“一般同学或朋友”，另外，选择老师和父母的较少，选择心理咨询人员最少；大学生寻求支持主要体现在“向他人倾诉感受，释放和缓解痛苦或不良

情绪”，在此项上，女生选择比率显著高于男生。

    人格特征中的内外向与“常用应对方式”中的“寻求支持”显著正相关，即越外向的人的寻求支持的比率越高；人格特征中内外向因子与人际信任

呈显著负相关，即越外向的人的人际信任度越低；人际信任度与寻求支持呈显著负相关。

    在进一步的回归模型中发现：焦虑程度较高的大学生寻求社会支持的比例并不高，通过探究其影响因素发现，人格特征中的“内外向”因素是影响

“寻求社会支持”行为的深层原因，人际信任度对“寻求社会支持”行为的影响是通过“内外向”因素来起作用的。

6.期刊论文 伍明辉.宋凤宁.Wu Minghui.Song Fengning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 -临床心身疾病杂

志2006,12(6)
    目的 探讨广西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关系与现状,为广西高校管理部门对在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人际信任

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问卷对57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试,分析. 结果 广西大学生的特殊信任在专业上差异显著(F=6.207,P＜0.05),普遍信任在年级上差异显

著(F=2.792,P＜0.05);艾森克人格问卷评定女生的E分高于成人常模(P＜0.01,L分低于成人常模(P＜0.01);男生的E、N、P分高于成人常模(P＜0.01),L分

低于成人常模(P＜0.01).多元方差分析,精神质、神经质维度与人际信任有显著正相关,掩饰性、内外向维度与人际信任有显著负相关. 结论 广西大学生

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学生或贫困学生,高校要客观地看待这一群体的某些特殊性,有针对性的、及时的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心

理健康水平.

7.学位论文 许惠清 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的特征研究 2006
    随着计算机网络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触角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延伸。而大学生已成为活跃在网上的主力军

，其行为特征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使用的问卷有大学生网络使用调查问卷，经修改过的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调查表

（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等。对30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了解大学生网络使用

的基本情况以探求大学生网络使用行为特性，以及大学生人格特征、人际信任的现状及特点，人格特征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大学生

网络使用者来自农村的较多，其父母教育程度较低，以初中或高中为主。（2）大学生在网络使用特征方面存在差异。其中包括网络使用功能、网络使用

动机以及网络人际互动方面都存在差异。（3）大学生在网络使用功能、网络使用动机、网络人际互动方面均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4）大学生在网

络使用功能、网络使用动机方、网络人际互动方面存在年级差异。（5）大学生在不同的上网时间里，人际信任和人格特征存在显著差异。（6）大学生

人格特征在性别、专业上均存在显著差异。（7）大学生人际信任的总体水平较高。（8）大学生人际信任在性别、专业上不存在显著差异。（9）大学生

人格特征与人际信任存在一定的相关。

8.学位论文 马蔚蔚 大学生孤独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2005
    本次研究采用情感和社交孤独量表(ESLS)、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版本(EPQ-RSC)、自尊量表(SES)、信任量表(Trust Scale)、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

和机遇量表(IPC)、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父母养育方式问卷(EMBU)对陕西普通高校共503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 大学生社交孤独、大学生情感

孤独在性别、生源、城乡、学习成绩、是否独生子女等因素上没有显著差异；大学生的社交孤独和情感孤独以及均与人格特征、自尊、心理控制源倾向

、人际信任、其得到的社会支持以及其父母养育方式有关。人格特征、自尊、人际信任、心理控制源倾向、社会支持状况、父母养育方式对社交孤独和

情感孤独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作用，通过这些因素可以预测大学生的社交孤独和情感孤独状况。

9.期刊论文 徐珊珊 青年男服刑人员的人格特征和人际信任 -科教文汇2008(28)
    本研究以某监狱的青年男服刑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人际信任量(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s)(简称ITS量表)、艾森克个性量表(Eysenck

PersonalityQuestionnaire)(简称EPQ量表)对其人格特征、人际信任及两者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和讨论.结果表明:(1)青年男服刑人员人际信任水平较低

.(2)青年男服刑人员存在一定的人格特征差异.(3)EPQ和ITS的相关研究结果为:EPQ量表中L(掩饰性)维度与ITS量表维度呈显著负相关、EPQ量表中N(情绪

稳定性)和P(精神质)维度与ITS量表维度呈显著正相关.

10.学位论文 汪丹丹 大学生网络人际信任的研究 2008
    寻求与他人的信任感和整体上的安全感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社会互动的核心动机。随着计算机网络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触角正在以飞快

的速度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延伸。在网络社会中，人们究竟何以信任他人?陌生的网民是如何在虚拟技术的条件下，通过相互间的交往和互动建

立起各自的信任关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我们来回答。而大学生已成为活跃在网上的主力军，因此研究大学生网络使用者的人际信任状况显得尤为

重要。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使用的问卷有大学生网络使用调查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R-RSC)，人际信任量表等。对308名大学生

进行调查，以了解大学生网络使用基本情况，以及大学生现实人际信任、网络人际信任的现状及特点、两者之间的相关等。结果表明：

    1.相对而言，大学生的总体现实人际信任水平偏低，而网络人际信任水平偏高。

    2.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网络人际信任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

    3.大学生人际信任得分频数与网络人际信任的得分频数均呈正态分布，这说明在网络人际交往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人际信任。

    4.在各种网络因素中，网龄以及每日上网时间对于网络人际信任没有显著影响。而人际信任在每日上网时间长短上存在显著性差异，随着每日上网

时间的增长，人际信任呈降低趋势。

    5.大学生的网络人际信任在性别，专业，年级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人际信任则在年级和专业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6.相关分析表明，人格特征中的内外向因子与网络人际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人格特征中的内外向因子和人际信任存在正相关，情绪稳定性因子和

人际信任存在正相关。

    7.网络人际信任水平高组大学生的内外向因子得分高于网络人际信任水平低组大学生。而人际信任水平高组大学生的情绪稳定性因子得分则高于人

际信任水平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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