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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格信息是对人类个体特征的高度概括，也是区分人与人之间差别的一种科学的量化标准．人格不但与
人类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密切相关，而且与虚拟世界社交网络中的行为表现出高度相关性．线上行为的可记录、易
计算等特性使得对网络用户人格分析成为可能．随着互联网用户的不断增长，对社交网络用户人格的研究将为人
格理论的推广和应用提供非常广阔的空间．文章在总结人格测量的标准与方法的基础上，综述了近年来社交网络
用户的人格分析和人格预测的相关研究，指出了社交网络用户人格预测方法面临的挑战，然后分析了人格理论在
当前社交网络中的可能应用模式，最后展望了该领域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以及可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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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近年来，旨在架起信息技术与社会科学之间桥

梁的社会计算［１２］研究领域开始得到广泛关注．特别
是社交网络（如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人人网和新浪
微博等）的盛行，给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带来了新的
变革．社交网络拥有改变人类进行交流、通信和合作



方式的巨大潜力，甚至能够影响我们对自身和社会
的认识．一方面，社交网络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人们借助社交网络平台联络朋友、发表观
点、讨论公共话题等，社交网络成为了现实社会的延
伸．另一方面，随着社交网络的不断完善以及对人们
生活渗透作用的增大，当量变引起质变的时候，社交
网络也可以看成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建．这
种重建的社交模式既平行于现实社会，又与现实社
会紧密相连．由于在社交网络中个体的行为和状态
更容易被记录、获取和分析，因此对社交网络上用户
行为的分析研究成为了社会计算领域的重要研究
内容．

对于传统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心理学），可以把
社会交往中的个体差异用人格（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来区分
和衡量．人格是人与人之间的稳定行为方式的差别，
人格不同形成的社会关系也不同［３］．近几年在社交
网络分析领域已经有少量研究对人格理论进行了研
究．由于人格与人类的行为息息相关，因此对社交网
络用户的人格分析和预测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研
究表明，在商业上根据人格与商品选择的关系［４５］人
格信息可以用于广告和商品的个性化推荐；不同人
格特质的人对于音乐有不同的偏好［６］，据此可以进
行音乐的个性化推荐；在工作上特定的人格特质影
响工作表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工作成功［７９］，
利用人格可以预测在团队合作中的表现［１０］；在人机
交互方面不同人格特质的人对于机器生成语音（Ｔｅｘｔ
ＴｏＳｐｅｅｃｈ，ＴＴＳ）有不同偏好［１１］，用户认为对应其
人格特质（内向或外向）的机器生成声音更有吸引
力；不同人格的用户对于软件图形界面（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Ｕｓ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ＧＵＩ）也具有不同的偏好［１２］．

把人格理论与社交网络分析的研究相结合，关
键技术是根据社交网络的数据对用户的人格进行分
析和预测，同时把人格信息广泛应用到社交网络或
者社会计算的其他相关领域．通过人格数据可以更
好地理解社交网络用户的行为，这对于个性化推荐、
网络不良言论治理、用户心理预警等方面具有巨大
价值．这个新兴的领域存在着更多未知的应用前景
等待研究者去发掘，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难题，需要更
多的研究者去解决．

本文第２节介绍对人格进行测量的标准和方
法，并论述人格分析与人格预测的理论基础；第３节
把人格特质映射到社交网络中，总结了社交网络用
户属性及其与人格的关系；第４节从数据获取、社交

网络数据预处理和预测模型几部分综述了近几年对
社交网络用户人格预测所做的研究，然后介绍了人
格预测的评价标准，最后指出了人格预测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难题；第５节对人格理论在社交网络研究
中的可能应用模式进行了讨论；第６节对整篇综述
内容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和应用进行了
展望．

２　人格测量的标准与方法
通过社交网络用户的行为对其人格进行预测，

一个可靠且可操作的人格模型是首要的前提．本节
重点介绍社交网络人格预测的理论模型，首先对人
格理论进行概述，并对该领域适用且最常用的人格
理论和模型进行了综述；随后介绍基于人格模型的
人格测量方法；最后对人格预测的理论基础即人格
的跨领域一致性进行评价．
２１　人格测量标准

在人格心理学的范畴之内有多种不同的人格流
派，包括精神分析流派、特质流派、生物学派、人本主
义学派、行为主义和社会学习流派以及认知流派等．
每个流派都强调并验证了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例
如人本主义学派从内在机制上提供了对人格的解释
却没有对特定行为进行预测，行为主义和社会学习
流派则强调外部环境对未来行为预测的重要性．特
质流派认为每个人类个体都处在各种各样人格特质
连续体的某个比较固定的位置上，从这个角度来看，
特质流派并未对人格给出过多原理性的解释，而是
给人格提供了一种相对科学可靠的分析和量化的可
能．特质（Ｔｒａｉｔ）是持久的品质或特性，这些品质或
特性需要在各种情况下对个体的行为具有较高的一
致性．对社交网络进行人格预测的研究中使用的人
格量表、人格模型等一般都来自特质流派，这是由于
特质流派对人格的量化和分析是接轨社会计算相关
研究所需要的．

人格类型说是人格特质流派的一个特例，现在
最广为人知并得到了广泛应用的ＭｙｅｒｓＢｒｉｇｇｓ
Ｔｙｐ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ＭＢＴＩ）［１３］就是人格类型说的典型
代表．ＭＢＴＩ是一种基于量表的人格测评方法，它的
理论原型是分析心理学的创始者ＣａｒｌＧＪｕｎｇ的人
格类型说．人格类型说的理论类似于数据挖掘中的
分类问题，即假定某一类型人的行为与其他类型人
的行为明显不同，把全部个体分为固定的几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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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ＢＴＩ的优势是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并且在商业
公司ＨＲ业务中应用广泛．ＭＢＴＩ的缺点是过于理
想化的假定，这在学术界争议［１４］颇深，因此目前对
ＭＢＴＩ的深入研究并不多．

人格特质流派目前最可靠、主流的模型是大五
人格模型（ＢｉｇＦ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１５］（也称作五因素模
型），它从开放性（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ｔｏ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责任感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外向性（Ｅｘｔｒａｖｅｒｓｉｏｎ）、宜人
性（Ａｇｒｅｅａｂｌｅｎｅｓｓ）和神经质（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ｉｓｍ）五个方
面来描述一个人的人格．相对于人格类型说，大五人
格模型强调的是连续的维度．如果说人格类型说对
应数据挖掘中的分类算法，那么人格特质说就对应
着数据挖掘中的聚类算法———把描述个体差异的形
容词（英语有１８０００个左右）进行聚类，最后产生五
个最基本的维度，所有的形容词都分布在五个维度
的不同位置．大五人格的五个人格特质因素很大程
度上是描述性的，这五个特质是通过对特质项目群
进行统计分析（也就是聚类）得出，而不是某个理论
的固定定义．这五个特质的具体描述见表１．

表１　大五人格特质
特质因素 特征

神经质
烦恼对平静

不安全感对安全感
自怜对自我满意

外向性
好交际对不好交际
爱娱乐对严肃
感情丰富对含蓄

开放性
富于想象对务实

寻求变化对遵守惯例
自主对顺从

宜人性
热心对无情
信赖对怀疑

乐于助人对不合作

责任感
有序对无序

谨慎细心对粗心大意
自律对意志薄弱

注：来源：ＭｃＣｒａｅ＆Ｃｏｓｔａ（１９８６ｂ）［１６］．

大五人格可以通过诸多经过了信度、效度检验
的自我报告型量表进行测量，例如ＮＥＯＰＩ［１７］，
ＢＦＱ［１８］等．使用这些量表可以把个体的人格简化为
一个五维向量（犖，犃，犈，犆，犗），其中犖、犃、犈、犆、犗
分别为神经质、宜人性、外向性、责任感、开放性特质
的值．通过这种简化可以方便使用计算机进行建模
和计算．由于大五模型优秀的一致性，使得大五人格
量表不但可以进行自我测评，也可以用于旁观者测
评，例如描述朋友或熟人、老师描述学生以及公司同
事之间互评等．图１是一个大五人格测评结果的表

示样例，五个维度均用０～１００的数值表示，对应的
五维向量为（１１，１０，９，９２，４１）．

图１　大五人格测评结果表示样例

在网络行为与人格相关的研究中使用最多的人
格模型就是大五人格模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
使用了三因素模型、１６ＰＦ、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Ｆｉｖｅ模型［１９］

等人格模型．另外一些研究考察的心理特质不是对
个体进行整体性描述而是只关注某一个方面，例如
心理健康［２０］、精神变态［２１］、自我监控能力［２２］等．在
社交网络分析的研究中，对于不同的任务可以选择
不同的人格模型或量表．面向探索性研究的任务可
以选择综合评价的模型或量表，如果应用目的相对
明确，则可以选择更有针对性的模型或量表．表２列
出了截至目前部分社交网络人格分析或预测相关研
究所使用的人格模型或量表．

表２　部分研究使用的人格模型或量表
作者 人格信息获取方式

Ｇｏｓｌｉｎｇ等人（２００７）［２３］ 　大五人格量表（ＴＩＰＩ）
Ｅｖａｎｓ等人（２００８）［２４］ 　大五人格量表（ＢＦＩＫＦｏｒｍＳ）
Ｒｏｓｓ等人（２００９）［２５］ 　大五人格量表（ＮＥＯＰＩＲ）
Ａｍｉｃｈａｉ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等人
（２０１０）［２６］ 　大五人格量表（ＮＥＯＰＩＲ）
Ｂａｃｋ等人（２０１１）［２７］ 　大五人格量表（ＴＩＰＩ，ＢＦＩ１０），
Ｇｏｌｂｅｃｋ等人（２０１１）［２８］ 　大五人格量表
Ｇｏｓｌｉｎｇ等人（２０１１）［２９］ 　大五人格量表（ＴＩＰＩ）
Ｑｕｅｒｃｉａ等人（２０１１）［３０］ 　大五人格量表
Ｓｕｍｎｅｒ等人（２０１１）［３１］ 　大五人格量表
Ｒｙａｎ等人（２０１１）［３２］ 　大五人格量表，ＳＥＬＳＡＳ，ＮＰＩ２９
Ｂａｉ等人（２０１２）［３３］ 　大五人格量表
Ｑｕｅｒｃｉａ等人（２０１２）［２２］ 　大五人格量表
Ｗａｌｄ等人（２０１２）［３４］ 　大五人格量表
Ｗａｌｄ等人（２０１２）［２１］ 　ＤａｒｋＴｒｉａｄ
Ｄａｔｕ等人（２０１３）［３５］ 　大五人格量表（ＴＩＰＩ）
Ｏｒｔｉｇｏｓａ等人（２０１３）［１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Ｆｉｖｅ模型的量表

　（ＺＫＰＱ５０ｃｃ）

２２　人格测量方法
在心理学上，人格测评一般分为主动自我报告

和被动行为测量两种方式．根据社交网络行为对人
格进行预测的方法虽属于后者但其原理基于前者．
人格预测可以弥补之前很多传统研究方法的缺陷，
但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挑战．

传统自我报告法的常见形式主要包括访谈和问
卷．访谈需要经过训练的人格心理学研究者与个体
进行对话，在个体积极配合的情况下获取个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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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信息．访谈法能充分照顾到个体的差异且能够应
对特殊情况，但非常依赖优秀的专业测评人员，因此
难以广泛使用．问卷法需要用户自己按照实际情况
回答问题，前面所述的ＭＢＴＩ，ＮＥＯＦＦＩ等都是比
较常见的人格测评问卷．问卷法相比访谈更容易推
广，很多问卷在信度和效度上都有不俗的表现．但是
问卷法的缺点很明显，即个体在回答问卷的时候难
免会有主观性，需要有施测人员的辅助，这就丧失了
易推广的优点．综上所述，可见在自我报告法中“易
推广性”和“克服主观”这两方面难以同时满足．

行为测量是通过研究个体外显行为和可观察记
录进行测评的方法．在计算机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之
前，行为测量主要依靠观察法．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现代很多心理学家经常依靠计算机进行研究，因
为计算机在收集、处理和分析实验记录方面的优势
是传统方法难以企及的，这也是计算社会科学兴起
的主要原因之一［１］．在网络行为可以反映个体真实
人格的前提下，由于建模的数据是个体真实行为的
记录，所以基于网络行为的人格预测可以从根本上
避免自我报告法对主观性的担忧．但是新的问题是，
目前大多数基于社交网络的人格预测方法都要使用
基于自我报告法获得的人格数据作为基准数据建立
人格模型，这就形成了一个依赖环，仍然不能完全克
服主观性，只是把问题转移到了别处．

虽然存在主观性的问题，但是基于网络行为的
人格预测也有其天然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在于易
操作和易推广的特性———建立预测模型之后社交网
络用户无需进行人格测评，只需依靠社交网络中的
记录就可以获得准确率不亚于自我测评的人格结
果［３６］，并对这些结果进行应用．虽然当前基于网络
行为的人格预测方法还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但可
以预见其在未来将会变得更加成熟，具有非常广泛
的应用前景．
２３　人格分析与人格预测的理论基础

人类行为的一致性是应用人格特质的理论基
础，网络行为与人格的相关性是人格预测的理论基
础．行为一致性就是讨论人格特质是否能够预测人
类行为这一问题．如果行为不具备跨领域的一致性，
那么由行为犪所判断得出的人格特质犃就不能预
测行为犫，则社交网络的人格预测及其应用就会缺
乏理论基础的支撑．

虽然对个体行为的一致性尤其是在跨领域的情
况下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是一般认为广泛的行为模

式总会体现一定程度的一致性［３７３８］．如果理论家们
提出一种适合的关于情境的心理特征的表述，一致
性矛盾就会减弱［３９］．行为的一致性一方面使得人格
测度可以作为预测个体行为的工具［２７］，另一方面让
基于行为的人格预测成为可能．跨领域一致性问题
的其中一个例子是文化差异：对于特定的人格模型，
由于常用的大五人格模型需要依赖于“词汇学假说”
（即五个维度的确定是从特定自然语言的词典中抽
取而来），因此有国内的心理学研究者认为东西方人
的人格维度应当不同［４０］，但也有研究发现了大五人
格特质具有跨性别、文化、种族的稳定性［４１］，过去对
于行为一致性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个体在现实世界中
的行为．本文所关注的个体在社交网络中的一致性，
即网络行为与人格的相关性将在３．２节进行阐述．

３　社交网络用户的人格属性分析
用户个体可以通过填写心理测评量表获得自身

的人格属性，该个体在社交网络中的行为记录同时
会产生大量的社交网络属性数据．对社交网络用户
的人格属性分析即把用户的人格属性与他在社交网
络中行为所产生的信息连接起来并发现其中的规
律．３．１节综述了用户在社交网络中可以显示出个
体差异的特征数据，３．２节通过分析这些特征发现
人格与特征的映射关联．
３１　社交网络用户属性

要把社交网络用户的属性与特定人格进行映
射，首先需要认识用户在社交网络上行为和记录的
展现形式．各类社交网络的组织形式和用户交往状
态各有不同，例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人人网的帐号与真实
姓名、现实身份相关联，两个用户之间建立的连接均
为双向连接，而Ｔｗｉｔｔｅｒ和新浪微博的账户不一定
与现实身份相关联，用户名可以采用昵称，可以单向
关注别人也可以被单注．由于微小的差别可能会累
积产生巨大的不同，在不同的社交网络中数据在结
构和特征上就有诸多不同之处．

面对社交网络中大量不同类型的数据，并非所
有的数据都可以用于帮助展示一个用户的人格．可
以用于分析研究的特征数据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最起
码的标准：一是该特征为数据集中大多数用户所有．
如果只有少数用户具有此项数据，就很难利用这项
数据进行预测．另一个标准是该特征在不同用户的
帐号上有不同的表现．如果有个体差异的用户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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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数据上的表现并无差异，那么这项数据也不是理
想的特征数据．绝大多数社交网络都具备两项基本
功能：一是发表文本消息，二是关注好友．这两项基
本功能恰好对应着两类基本的数据分析任务：社会
网络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社会网络分析（有时也被
称为链接挖掘）任务更关注社交网络用户之间的链
接关系而非行动者自身的属性．对社交网络中文本
的分析是对传统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延伸，这类任
务只关注单个社交网络用户自身的属性（即文本）．
在社交网络中对数据的要求除了以上所述的几点之
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数据在不侵犯用户
隐私的情况下容易被大量获取．在对社交网络用户
人格分析的相关研究中比较常用的社交网络属性特
征见表３，可以分为语言特征、行为特征和静态属
性等．

表３　社交网络的属性特征
特征类型 在社交网络中的表现

语言特征
ＬＩＷＣ［４２］特征（词性；社交过程；负面情绪；认知机理；
感知过程；生理过程；标点；脏话；平均每条短消息的单
词数等）；ＭＲＣ特征；犖Ｇｒａｍｓ短语；主题词

行为特征 参加活动；发布消息；加标签；评价；加“赞”

静态属性
年龄；性别；情感状况；喜欢的音乐；喜欢的书；喜欢
的电影；朋友数；图片／相册数；每天使用社交网络的
时间；自中心网密度；影响力

社交网络的属性特征实际上表示范围非常宽
泛，在此之下还可以按多种方式进行分类，其用途和
意义也各不相同．例如年龄、性别等现实信息可以用
来划分人群；度（ｄｅｇｒｅｅ）、介数中心度（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等静态网络特征是在内因和外因影响下
自发形成的复杂网络结构特征，其中内因部分与人
格密不可分；相册数、短信息数、相册数等信息是用
户行为直接驱动产生的，与人格有密切关系．

从社交网络中可以获得大量的统计数据直接
量．这些直接量有的是由用户不同频率和表现方式
的网络行为所产生的，在最终的展现形式上仍然是
数据．另外一些直接量则是用户一次性填写、较少发
生变动的静态属性．社交网络中常见的直接量有：朋
友数（对于单向链接的微博，又分为关注数与被关注
数）、短信息数、评论数、相片／相册数量、活动数、爱
好数、音乐数、电影数等．这类数据可以直接用于做
社交网络数据与人格之间的相关分析．

语言特征是用户在社交网络中产生的大量文本
中所包含的特征，是社交网络特征最重要的数据来
源之一．首先，语言特征具有极佳的普遍性，即在各

类不同的社交网络形态中都可以提取语言特征，且
处理方式相差不大．其次，语言是人与世界的接口，
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密不可分，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
维特根斯坦也认为人类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
限．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等人［４３］用数据可视化方式展示了具有
不同人格的人使用语言的差异．目前已有不少研究
表明语言特征确实可以用来进行人格预测［４４４５］．由
于存在不同类型的社交网络，其中用户所产生的文
本特质也可能不同．对文本信息的处理在４．２节进
行详述．

微博网站（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ｇｉｎｇＳｉｔｅｓ）的文本主要来
自用户所发的短信息（Ｍｉｃｒｏｐｏｓｔｓ）．短信息一般有
字数限制：Ｔｗｉｔｔｅｒ的每一条短信息（也称作Ｔｗｅｅｔ）
控制在１４０个单词之内；新浪微博的限制为１４０个
汉字（两个英文字母按一个汉字算）．微博短信息这
种字数受限制的特点使得从微博类网站获得的文本
比较有限．Ｇｏｌｂｅｃｋ等人［２８］对Ｔｗｉｔｔｅｒ的一项研究
中，取得了５０个用户的前２０００条Ｔｗｅｅｔ（不足２０００
条的取全部），最终获得的文本平均长度为每人
１９１４个单词，最少５０个单词，最多５７２４个单词．因
为很多人把微博当作消息发布平台而不仅是交互的
平台，所以相比直接发布的短消息，微博评论可能带
有更多的个人特质信息．

传统的社交网站（例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人人网）的
文本来源相比微博更加多样化，除了短信息和评论
之外还有日志、简介等文本来源．综合多项利用了文
本特征进行人格预测的研究［２１，２８，３１，３４，４６］来看，不同
出处文本之间的差异明显．研究［４６］使用的文本为用
户的帐号信息，只包括ａｂｏｕｔｍｅ、ｓｔａｔｕｓ和ｂｌｕｒｂ三
部分，他们发现很多用户不按照实际情况填写个人
信息，而是填入歌词或其他无意义的文本．同时，还
有一些位置等文本处大多数情况下空缺，去掉这些
用户后，平均每人只有４２．６个单词的文本．
３２　社交网络用户属性与人格的相关分析

在获取个体的人格数据及社交网络特征数据之
后，可以进行社交网络特征数据与人格特质的相关
分析．不同人格的个体对于社交网络的态度和使用
情况不同［４７，３２］，这是进行相关分析的基础．但是相
同人格的个体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交网络的使用情况
有所不同，甚至有完全相反的结果［４７４８］，这使得社交
网络属性与人格的相关分析更加扑朔迷离．

早期的一些研究发现，外向性与匿名的社交网
络（例如聊天室）的使用呈负相关，易于社交焦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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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向者可能更倾向于使用匿名社交网络缓解孤
独［４８５０］．而近几年的一些研究发现外向性、开放性和
神经质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使用呈正相关，在现实生活中
喜欢交际的外向者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这类实名制社交网
站上同样表现活跃［３２，４７］．也有研究表明不同人格的
个体使用社交网络的差别不够显著，例如ＣＰＰ公司
（ＭＢＴＩ的版权所有者）的研发部门采用问卷的方式
以１７８４名志愿者为调查研究对象对于３种社交网
站（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ＬｉｎｋｅｄＩｎ和Ｔｗｉｔｔｅｒ）的使用情况和
态度进行调查，调查报告显示不同人格类型的人对
于社交网络的使用情况和态度的确有差异，但只在
一定的范围之内①．

在同一社交网络范围内，不同人格的个体行为
表现不同，多项研究［２３２５，２７，２９，３１，３５，５１５２］发现人格特点
会影响用户的在线行为，因此社交网络的数据与多
种人格特质具有内在的相关性．Ｓｃｈｒａｍｍｅｌ等人［５１］

用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发现不同人格的人进行网络
社交的规律不同．Ｒｏｓｓ等人［２５］用问卷的形式让用户
自我报告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使用情况，发现了一些社交网络
行为与人格特质的相关性，但不够显著．Ａｍｉｃｈａｉ
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等人［２６］基于Ｒｏｓｓ的研究，使用真实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数据发现了更强的联系．Ｇｏｓｌｉｎｇ和Ｅｖａｎｓ
等人［２３２４，２９］发现多名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信息浏览者对特定
帐号所有者大五人格的评分具有一致性，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信息浏览者对帐号所有者的评分与帐号所有者的自
我测评也具有一致性．Ｂａｃｋ等人［２７］的实验得到了
更确定的结果，他们设计了一个实验，使用大五模型
对比自我报告评价、理想自我评价和旁观者评价三
者的相关性．其中自我报告评价是受测者以自己的
现实状况为标准完成人格问卷的结果；理想自我评
价是受测者以自己想变成的人格为标准完成人格问
卷的结果；旁观者评价是让旁观者阅读受测者的社
交网络页面，以对受测者的印象为标准完成人格问卷
的结果．研究结果表明用户社交网络上表现出的是他
的真实人格，而非理想人格．
Ｂａｃｈｒａｃｈ等人［５２］把关注点放在整体的趋势而

非单个个体，他们把１８０００个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用户根据指
定大五人格特质的分数高低排序后分成１０组，以组
为单位观察人格特质与社交网络行为的关系，并通
过聚集散点图（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ｓ）进行了可视
化展示．聚集散点图的生成，首先需要把所有个体按
照指定的人格特质排序，然后分成犽等份，图中狓轴
表示指定一组个体某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特征的平均值，狔轴

表示该组个体指定人格特质的平均值．Ｂａｃｈｒａｃｈ等
人对人格特质开放性和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社交网络数据
特征Ｌｉｋｅ数研究所形成的聚集散点图示意图如
图２所示，可以看到用户的Ｌｉｋｅ数与开放性人格特
质基本呈正相关．

图２　Ｌｉｋｅ数与开放性的聚集散点图

社交网络中用户的语言特征与人格的关系是一
个研究热点．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等人［４３］研究了两种语言特征
（犖Ｇｒａｍｓ短语和主题词）与人格的关系，并进行了
Ｗｏｒｄｌｅ可视化展示．Ｗｏｒｄｌｅ是一种基于词频分析的
可视化词云展示形式，用于文本分析处理的可视化．
由于社交网络用于人格分析和预测的大量的特征都
来自于语言特征，所以使用Ｗｏｒｄｌｅ进行可视化可以
直观地看到人格不同个体的语言习惯．在此基础之
上，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等人［５３］在ＰＬＯＳＯＮＥ的最新研究中
使用开放短语和词汇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ＬＡ）技术又发现了语言特征也可以对大
五人格进行预测．图３是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等人用Ｗｏｒｄｌｅ
对外向性、内向性（低外向性）、神经质和情绪稳定性
（低神经质）四个特质相关性最高的词语进行直观展
示的可视化结果．

截止目前研究结果可见，各类社交网络包括实
名制的社交网站（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微博（如Ｔｗｉｔｔｅｒ）、
论坛（如ｇｏｏｇｌｅｇｒｏｕｐｓ）、即时通讯软件（如腾讯
ＱＱ），其所包含的数据与人格的相关性尚无完全一
致性的结果．随着社交网络技术和应用的不断发展，
以及其对人们活的不断渗透，这种情况将会有所改
变．结合目前现状，研究社交网络与人格的相关性着
眼于单一模式的社交网络而非广义上全部的社交网
络应该是更明智的选择．例如使用最常用的人格测评
标准大五人格量表对最流行的社交网络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
Ｔｗｉｔｔｅｒ进行相关分析之后的结果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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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人格分析中的Ｗｏｒｄｌｅ

表４　对犉犪犮犲犫狅狅犽和犜狑犻狋狋犲狉与大五人格的相关分析结果示例［２１，２８，３１，３４，４６］

所列特征的狆值在所属研究中均至少小于００５，“－”号表示负相关
人格特质 相关的语言特征 相关的非语言特性
神经质 总字数，消极情绪，生理过程，听，感觉，宗教，叹号，焦虑，吃，脏话，

焦虑，健康，括号， 　－影响力

外向性 问号，－括号，－知觉过程，社会活动，家庭，－健康，短消息平均字
数，朋友，饮食，同意，感叹号， 　－自中心网密度，朋友数，活动，影响力，相册数，相片数

开放性 冠词，数量词，总字数，长单词数，引号，－叹号，－括号，－生理过
程，因果，确定性，－身体，工作，－钱，家庭，愤怒，听，宗教，死 　－标签数，－自中心网密度，喜欢的书，喜欢的音乐

宜人性 第二人称，叹号，情感过程，积极情绪，生理过程，－因果，吃，－钱 　年龄

责任感
第二人称，－助动词，－将来事态，－否定，冒号，叹号，－消极情
绪，积极情绪，－愤怒，动作，空间，时间，－脏话，感觉，－认知机
制，－知觉过程，社会活动，工作，家庭，－死，－看，相对性

　短消息平均链接数，影响力，年龄，－群组数，

从表４可以看到，外向性与朋友数呈正相关，但
与自中心网密度呈负相关，说明外向性高的个体倾
向于与大量朋友保持表面上的关系．高神经质个体
的语言经常包括有关负面情绪的单词，使用叹号的
频率也较高，说明神经质高的个体情绪不稳定．开放
性与“喜欢的书”和“喜欢的音乐”两者的正相关说明
了开放性高的人具有对知识的好奇心．宜人性与表
示积极情绪的词数的正相关和表因果词数的负相关
说明宜人性高的个体友好、宽容，而宜人性低的个体
谨慎、死板．责任感与家庭相关词数、工作相关词数
的正相关和对脏话词数、愤怒词数的负相关说明责
任感高的个体倾向于有责任感、自律．

国内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还很少，主要代表性
工作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开展的相关研究，他
们考察了人人网用户的全部状态和近期状态与大五
人格的相关性［３３］，发现了社交网络中的信息与多个

人格特质的显著相关，并对大五人格特征进行了预
测［５４］．

４　社交网络用户的人格预测
早期的研究发现人格特质可以通过个人网站的

内容［５５５６］、键盘和鼠标的使用习惯［５７］等行为因素来
预测．既然相关研究表明，社交网络的数据也可以反
映个体真实的人格特质，那么利用社交网络的数据
对个体的人格特质进行预测也应具备可行性．
Ｋｏｓｉｎｓｋｉ等人［３６］发表在《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ＮＡＳ）》上的最新研究成果
就表明，社交网络上的数字信息可以预测用户的性
别、年龄、性取向以及人格等相关信息．

已有的研究表明，目前大部分社交网络用户的
人格预测都是在确认人格量表的前提下，基于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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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获得已知人格数据的基础上建立预测模型，然
后面向用户实施预测．针对单一属性或综合评价型
量表，一般由具有相关领域知识的研究者根据所研
究问题的任务主题进行选择．预测模型所需的训练
数据主要通过社交网络获取，主要包含人格测评数
据及社交网络属性等内容．相对于人格数据，社交网
络属性数据更容易获取，但需要进行合理的预处理
以适应不同的预测算法．采用传统的机器学习和统
计学评价标准，以机器学习算法为基础建立的社交
网络用户的人格预测模型表现出较好的特性，具一
定的实际应用可行性．本章在综述社交网络用户数
据获取和社交网络用户数据预处理方法的基础上，
重点分析社交网络用户人格预测模型及人格预测的
评价标准，在总结社交网络用户人格预测方法与相

关工作进展基础上，指出了人格预测的研究领域存
在的几点问题和不足．
４．１　社交网络用户数据获取

要对社交网络用户的人格进行定量的分析，有
效获取用户在社交网络上产生的数据是首要前提．
虽然社交网络的数据获取是一个传统的技术问题，
但在进行社交网络用户的人格分析相关研究过程中
需要同时获得个体的人格信息与社交网络数据，前
者需要用户填写人格量表、后者一般需要用户进行
授权，这使得数据获取这个技术问题成为了阻碍该
方向研究的一个重要难题．社交网络数据的获取方
式有间接和直接两种，表５显示的是近几年相关研
究中使用的数据获取方式．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可以
使用公开的开放数据集．

表５　社交网络使用情况获取方式
作　者 平　台 社交网络使用情况获取方式

Ｇｏｓｌｉｎｇ等人（２００７）［２３］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第三者阅读后评价
Ｅｖａｎｓ等人（２００８）［２４］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第三者阅读后评价，用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ｏｕＪｕｓｔＧｅｔＭｅ．ｃｏｍ网站采集
Ｒｏｓｓ等人（２００９）［２５］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使用问卷自我报告（２８项的问卷）
Ａｍｉｃｈａｉ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等人（２０１０）［２６］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传
Ｂａｃｋ等人（２０１１）［２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使用问卷自我报告
Ｇｏｌｂｅｃｋ等人（２０１１）［２８］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Ｔｗｉｔｔｅｒ应用
Ｇｏｌｂｅｃｋ等人（２０１１）［４６］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应用
Ｇｏｓｌｉｎｇ等人（２０１１）［２９］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多种方式：使用问卷自我报告（１１项问卷），

第三者阅读后评价，真实数据
Ｑｕｅｒｃｉａ等人（２０１１）［３０］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应用（ｍ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Ｓｕｍｎｅｒ等人（２０１１）［３１］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应用
Ｒｙａｎ等人（２０１１）［３２］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使用在线问卷自我报告
Ｂａｉ等人（２０１２）［３３］ 人人网 在实验平台（ｈｔｔｐ：／／ｄａｏ．ｇｕｃａｓ．ａｃ．ｃｎ／）登入人人网
Ｑｕｅｒｃｉａ等人（２０１２）［２２］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应用（ｍ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Ｗａｌｄ等人（２０１２）［３４］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数据集，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应用
Ｗａｌｄ等人（２０１２）［２１］ Ｔｗｉｔｔｅｒ 数据集
Ｄａｔｕ等人（２０１３）［３５］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使用问卷自我报告
Ｏｒｔｉｇｏｓａ等人（２０１３）［１９］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应用（ＴＰ２０１０）

（１）间接获取．间接获取主要是用自我报告量
表的形式让用户填写自己在社交网络上的状况．特
别是在早期各类社交网络的开放平台尚不完善的时
候，很多研究者难以获得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数据
直接量，只有采用量表的方式才能获取用户在社交
网络的使用情况［２４，４９］．这种方式需要用户主观填
写，可以同时让用户填写社交网络使用情况问卷和
人格问卷，以同时获得人格数据和社交网络数据．

（２）直接获取．直接获取数据即通过网络爬虫或
社交网络提供的ＡＰＩ获取社交网络上的真实数据．
近年来，各类社交网络开始逐渐提供开放平台（Ｏｐｅ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服务．开放平台指的是软件系统通过公开
其应用程序编程接口（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ＰＩ）或函数来使第三方的程序开发者可
以为软件系统添加功能或使用资源，而不会影响到

软件系统的源代码．有些编程语言的开发包对社交
网络开发平台的ＡＰＩ进行了封装（例如Ｐｙｔｈｏｎ的
Ｔｗｉｔｔｅｒ开发包），可以用执行程序的方式使用社交
网络的资源．研究者还可以通过建立站内应用或采
用接入网站的方式以使用开放平台提供的ＡＰＩ来
获取用户的信息（例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站内应用
ｍ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站内应用获取数据需要以用户主
动为前提，且在获取数据的时候需要用户授权．目前
主流的授权方式是ＯＡｕｔｈ（开放授权）协议［５８］，国内
外的各大社交类网站都提供了基于ＯＡｕｔｈ２．０协
议的访问接口，它允许用户将自己位于某个站点上
的数据和资源授权给第三方站点访问，而不需要用
户透露在资源站点上的账户信息．研究者可以采用
站内应用的方式为用户提供人格测评服务，在用户
授权的前提下通过ＯＡｕｔｈ协议获取用户的详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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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截至目前，社交网络数据获取大部分是采用站内
应用和ＯＡｕｔｈ协议的数据获取方式．通过站内应用
直接获取人格数据和社交网络数据的示意图见图４．

图４　通过站内应用直接获取用户数据
如果只需要社交网络数据而不需要人格数据，

利用爬虫程序即可不经用户授权的情况下抓取大量
数据．但网络爬虫对单个用户的数据获取能力较为
有限，只能抓取公共可见的数据．另外使用爬虫的方
式抓取并分析用户数据还潜在存在触犯法律和违反
道德问题．已经有研究表明只依靠少量公开可见的
数据就可以对用户的人格等各项基本信息进行预
测［３０］，而这些信息可能是用户不想被他人获取的．

（３）开放数据集．除了主动获取用户的数据，还
可以充分利用一些开放数据进行相关研究．目前最
大的开放数据集是ｍ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３６］．ｍ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是一个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应用，有七百五十万用户通过这
个应用完成了人格问卷，其中４０％的用户通过
ＯＡｕｔｈ协议提供了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帐号下的个人信息．
研究者可以通过注册成为合作者身份来获得
ｍ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的数据进行人格与网络行为的相关
研究．
４２　社交网络用户数据预处理

在数据挖掘领域往往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
理，提高数据质量，从而更好地完成数据挖掘任务．
在对社交网络用户进行人格分析和人格预测的任务
中也同样需要面对这个问题．现有研究对社交网络
中的数据进行优化预处理方法可基本满足研究需求．

（１）简单函数变换———一种较简单的属性变换
方法．该方法由于会影响数据的分布关系所以需要研
究者对数据的分布及要解决的问题了如指掌．例如文
献［３０］中所提到的数据由于多个属性（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Ｌｉｓｔｅｄ和ＴＩＭＥ）的变化幅度太大因此采
用了取对数的方式以方便分析．

（２）标准化或规范化———另一种属性变换方
法．在社交网络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为将非数值型

信息转化为数值．文本型的数据项可以处理为数值
信息［４６］，单个文本型数据项内的字数可以表现这个
数据项的信息量，全部文本型数据项填写与未填写
的总数是另外一个可以计算的数据特征．Ａｍｉｃｈａｉ
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等人［２６］使用了一种对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信息
的编码方法［５９］，把非数值的信息有效地编码为数值
信息以便于计算．

（３）特征提取．特征创建方法中的特征提取是
从原有的数据中创建出新的数据维度以帮助更有效
地捕获数据所包含的信息．特征创建一般需要研究
者具备领域相关知识，这些新的数据维度一般具有
某种实际意义．实际上从社交网络数据中预测人格
也是特征提取的一种形式，其所需要的领域知识是
人格心理学．在社交网络中可以提取的其他特征还
有登录频率、对社交网络的投入程度、自中心网密度
（Ｅｇｏｃｅｎｔｒ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ｅｎｓｉｔｙ），影响力（涉及到社
交网络不同的影响力算法，例如Ｋｌｏｕｔ、ＴＩＭＥ）等．

（４）文本处理．从社交网络中获取到的文本信
息是一个重要的数据来源，对这类数据的处理需要
单独进行讨论．之前的研究对文本的处理方式主要
是提取主题／关键词［６０］和使用基于静态词库的文本
分析软件及数据库［２１，２８，３１，３４，４６］．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Ｉｎｑｕｉｒｙ
ａｎｄＷｏｒｄＣｏｕｎｔ（ＬＩＷＣ）［４２］是使用最多的文本分
析工具．虽然ＬＩＷＣ目前已经有了中文词典［６１］，但
在对国内的社交网络文本信息进行处理时需要注
意，ＬＩＷＣ在分析时沿用了英文以空格为单词边界
的规则，用于中文文本分析时需要先通过各类分词
系统进行处理，例如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开
发的ＩＣＴＣＬＡ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ｘ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６２］．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等
人［５３］在ＰＬＯＳＯＮＥ的最新研究中使用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ＬＡ）技术发现了开放词汇相
比ＬＩＷＣ具有多项优势，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更
多的选择．
４．３　社交网络用户人格预测模型

结合已有数据构建合理的预测模型是人格预测
中的另一关键问题．常见的人格预测所采用的机器
学习算法主要包含统计分类算法和线性分析两类算
法，其本质都是数据拟合方法．机器学习算法的选择
与问题的类型密切相关，因为问题与其要使用的量
表以及数据可能的分布形式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例
如采用大五人格量表时，由于量表是常模的（即特质
得分与个体在人群中的排名有线性相关），为了获得
准确的预测值，从社交网络获得的数据经过处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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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般应该贴近线性函数，采用回归分析的机器学
习算法可获得理想的效果．与之相对的是，如果问题
在于确定“是否”关系（例如确定该用户的心理是否
健康、是否外向），从社交网络获得的数据经过处理
后一般应该贴近跃迁函数，更适合使用统计分类
算法．

在实际研究中，统计分类和线性分析之间的选
择没有绝对的界限，甚至有些情况下，需要把回归问
题转化为分类问题来解决．例如，在对个体的测量
中，大部分心理学的量表结果都是连续值而非离散
值，而在社交网络应用中往往需要离散的判断结果；
在对整体的判断上，很多应用中并不需要对所有个
体预测出准确的数值，只需要预测出问题对之敏感
的用户群体即可，例如病毒性营销、网络言论治理等
应用．

在该领域现有研究中，采用部分经典的机器学
习模型取得了较好的预测效果：最简单的多元线性
回归算法；可以在叶子节点建立线性模型的决策树
的Ｍ５′算法（该算法最初在Ｗａｎｇ和Ｗｉｔｔｅｎ的工作
中提到［６３］，随后Ｑｕｉｎｌａｎ［６４］进行了完善）；基于决策
树但也可以用于数值预测的回归算法ＲＥＰＴｒｅｅ；决
策表［６５］和Ｃ４．５是用于分类的算法，可以通过离散
化使之适用于连续数值的预测．此外还有高斯过程、
多层感知器ＭＬＰ（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Ｐｅｒｃｅｐｔｒｏｎ）、随机森
林［６６］、ＳＶＭ（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６７］等，近几
年该领域研究中采用的机器学习算法见表６．相关
研究表明上述传统的算法模型在准确率、鲁棒性等
方面都能较好的满足要求，但是随着更加复杂和更
大规模数据的处理与分析需求的出现，对计算、存储
资源以及计算模型效率等方面都将提出了新的挑战．

表６　近几年相关研究中使用的回归算法
作者　 平台　 回归算法　 预测结果

Ｇｏｌｂｅｃｋ等人（２０１１）［２８］ Ｔｗｉｔｔｅｒ 高斯过程和ＺｅｒｏＲ 犕犃犈大约１１％
Ｇｏｌｂｅｃｋ等人（２０１１）［４６］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多种，结果优秀的是高斯过程和Ｍ５′Ｒｕｌｅｓ 犕犃犈大约１１％
Ｑｕｅｒｃｉａ等人（２０１１）［３０］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Ｍ５′Ｒｕｌｅｓ 犚犕犛犈０．８８［１，５］ｓｃａｌｅ
Ｂａｃｈｒａｃｈ等人（２０１２）［５２］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多元线性回归，基于树的规则集，ＳＶＭ，决策桩 对外向性犚２为０．３３，犚犕犛犈为０．２７
Ｗａｌｄ等人（２０１２）［３４］ Ｔｗｉｔｔｅｒ 线性回归，ＲＥＰＴｒｅｅ，决策表 对于开放性最高１０％用户的预测，可以

预测出７４．５％的用户
Ｗａｌｄ等人（２０１２）［２１］ Ｔｗｉｔｔｅｒ 逻辑回归（ＬＲ），多层感知器（ＭＬＰ），随机森林，ＳＶＭ ＡＵＣ：０．７３６
Ｏｒｔｉｇｏｓａ等人（２０１３）［１９］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朴素贝叶斯，Ｃ４．５ 三分类精度约７０％，五分类精度约６３％

已有研究结果标明，使用最简单的多元线性回
归算法和复杂的算法（支持向量机、决策树）效果相
差不大［５２］，为了方便理解，文章以线性回归为例说
明构建人格预测模型的过程．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
的区别在于，回归分析需要区分自变量和因变量．使
用回归分析进行人格预测也就是把人格特质当作因
变量，社交网络数据当作自变量．经过３．２节所述的
人格分析之后，可以获得一组与人格特质信息相关
的社交网络特征数据，例如朋友数、相册数、音乐数、
工作相关词数、叹号数等，这些特征可以表示为狀个
自变量，记作（犡１，犡２，…，犡狀）．对于特定的人格特
质犕，可以表示为如下所示的回归方程：

犕＝β０＋β１犡１＋β２犡２＋…＋β犽犡犽，
上式中的犽狀，这是由于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
用大小有所不同，有些自变量的作用可以忽略；β为
回归系数．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可以在全部变量中
挑选对偏回归平方和贡献最大的变量引入回归方
程，用方差比检验显著性是否达到预定值进行选入；
对于选入的变量寻找偏回归平方和贡献最小的变
量，用方差比检验显著性，判别是否从回归方程中剔

除．经过多次选入和剔除变量之后回归方程不再
改变．

即使使用同样的机器学习算法，在不同的案例
中会有细节上的不同．例如Ｋｏｓｉｎｓｋｉ等人［３６］在获得
数量惊人的样本数据（由５８４６６个志愿者提供）基
础之上，使用了与前面所述稍有不同计算方法．他们
没有选取固定的社交网络特征（例如朋友数、相册
数）作为自变量，而是对“ＵｓｅｒＬｉｋｅ”矩阵进行奇异
值分解，然后再使用线性回归算法来预测大五人格
特质的数值。这种方法需要样本数据中Ｌｉｋｅ值的
覆盖范围足够大．

目前还有很多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的软件提供
了多种算法的实现，社交网络用户的人格预测相关
的多项研究［２１，２８，４６］直接使用Ｗｅｋａ机器学习套
件［６８］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实验过程表明这些
软件可以较好得满足研究要求．
４４　人格预测的结果和评价方法

社交网络人格预测的评价指标为预测值与真实
值的拟合度，其中预测值指的是使用社交网络特征
数据获得的结果，真实值即训练集用户使用人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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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获得的结果．常用的评价标准可以分为预测相关
性指标、预测误差指标和分类准确性指标三类．

预测相关性指标主要有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
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Ｋｅｎｄａｌｌｔａｕｒａｎｋ相关系数
和狆值等［６９］．狆值用于显著性检验，就是当原假设
为真时所得到的样本观察结果或更极端结果出现的
概率．相关系数指标用来评价预测值与真实值的相
关程度，数值越大表示预测值与真实值越接近，值为
１时表示预测值与真实值完全一样．皮尔逊相关系
数也被称为ＰＰＭＣＣ或ＰＣＣｓ，文章中常用狉表示，
适用于评价预测值与真实值的相关程度，可以描
述为

狉＝ ∑
狀

犻＝１
（犡犻－珡犡）（犢犻－珚犢）

∑
狀

犻＝１
（犡犻－珡犡）槡 ２∑

狀

犻＝１
（犢犻－珚犢）槡 ２

．

犚２（决定系数）是皮尔逊相关系数的平方．斯皮尔曼
等级相关系数和Ｋｅｎｄａｌｌｔａｕｒａｎｋ相关系数与皮尔
逊相关系数类似，但它们评价的是预测值排序与真
实值排序的相关程度．

评价误差值的指标包括平均绝对误差犕犃犈
（Ｍｅａ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ｒｒｏｒ）和均方根误差犚犕犛犈（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等［６９］．如果用狉狌α表示用户狌对
人格特质α的量表评分，狉′狌α表示用户狌对人格特质
α的预测评分，犈狆表示测试数据集，那么犕犃犈、
犚犕犛犈的定义分别为

犕犃犈＝１
｜犈犘｜∑（狌，α）∈犈犘｜狉狌α－狉′狌α｜，

犚犕犛犈＝ １
｜犈犘｜∑（狌，α）∈犈犘｜狉狌α－狉′狌α槡 ｜．

分类的准确程度标准适合用来评价结果形式为
分类而非数值的人格量表，或者可以把数值型结果
的量表转化为分类量表，常用的评价标准包括准确
率、精度（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犉１Ｍｅａｓｕｒｅ等．ＲＯＣ（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曲线是一种比较有效的二
值分类器的可视化方法．ＡＵＣ（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Ｃｕｒｖｅｓ）
指的是ＲＯＣ曲线下的面积，值越大表示分类器的
性能越高．

Ｇｏｌｂｅｃｋ等人［２８，４６］用相同的方法分别对１６７个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用户和５０个Ｔｗｉｔｔｅｒ用户建立预测模型，
使用了语言特征、统计特征和基本信息，对用户的大
五人格特质进行预测，犕犃犈大约为１１％．Ｑｕｅｒｃｉａ
等人［３０］只用了Ｔｗｉｔｔｅｒ可公开获取的几项数据进
行大五人格预测，犚犕犛犈评价最高值为０．８８———

为了说明犚犕犛犈评价值的意义作者对比了２００９年
获得ＮｅｔｆｌｉｘＰｒｉｚｅ（一个公开的协同过滤算法竞赛）
奖金队伍获得的结果，他们的算法用来预测用户对
电影的评分———对于同样的范围（１～５），两者的
犚犕犛犈相差不大，即预测的效果类似．Ｂａｃｈｒａｃｈ等
人［５２］未使用语言特征，只使用统计特征值排序后在
整体中的百分比建立预测模型进行预测，对比使用
多元线性回归和其他几个更复杂算法，用犚２和
犚犕犛犈对结果进行评价，发现有的人格特质可以获
得满意的精确度，有的则不够精确．例如外向性的
犚２为０．３３（均方根误差为０．２７），而宜人性的犚２仅
为０．０１（均方根误差为０．２９）．Ｗａｌｄ等人［３４］采用
３个算法，基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帐号的信息预测大五人格
特质排名最高和最低的前５％和１０％用户，对开放
性的预测结果尤为准确，可以预测出真实的开放性
特质前１０％的个体中的７４．５％．研究结果表明，这
种预测某一人格特质末端位置（前后狀％）的方法用
于一些特殊的人格特质是非常有意义的．例如，
Ｗａｌｄ等人［２１］用类似的方法预测Ｔｗｉｔｔｅｒ用户的精
神病态（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ｙ）值最高前１．４％的个体，虽然
使用多种算法的精确度都达不到实施诊断的效果，
但可以起到预警的效果．Ｋｏｓｉｎｓｋｉ发表在《ＰＮＡＳ》
上的论文对比了大五人格中开放性的预测精度
（０．４３）与重测可靠性（０．５），这意味着采用机器学习
的方法对开放性进行预测可以获得和量表重测相近
的效果．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对于使用量表的人格测
量，对社交网络用户的人格预测也可以看作一种心
理测评的方法，心理学上评价心理测评方法的效果
一般使用信度和效度两个标准．目前对社交网络的
人格预测的方法大多数是基于监督学习方法，预测
的目标是逼近用户用量表测量的数值，所以理论所
能达到最好的信度和效度就是训练样本所使用量表
的信度和效度．在实际研究中为了让更多的用户参
与测评并提供数据，研究者提供给用户的通常是题
目数量较少的简化版量表（例如ＴＩＰＩ［７０］只用１０个
选项对大五人格进行测评），这有可能限制最终预测
结果的信度和效度．当然了，在保证一定预测精度的
前提下，可以大范围获取人格数据才是社交网络人
格预测相比于量表方法的最大优势．

综合各项研究的结果，部分研究中对社交网络
用户人格预测的结果可以达到和用户测量值相近的
结果，另一部分研究未能在所有的人格特质上得到
同样准确的预测效果，该领域尚有很大的研究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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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空间．
４５　人格预测方法存在的问题

尽管已经有部分研究通过社交网络数据对用户
的人格进行了比较成功的预测，但相关工作在根本
上还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者严重的隐患．

（１）数据的数量和质量
通常情况下，为了建立监督学习算法的预测模

型，训练数据集中个体的数量越多和质量越高对于
预测效果的帮助就越大．在数量方面，为了征集足够
多的用户参加人格测评或提交准确的人格数据，需
要耗费大量的成本．在质量方面，首先，用于建立预
测模型的训练个体不具有足够的普遍性，即使受测
群体足够大，社交网络用户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群
体［３２］，与非社交网络用户存在差异；其次受限于现
实的社交网络开放平台，普通研究者难以获取足够
多的数据特征用于建立预测模型．

（２）对人格量表的依赖性
在４．１节提到，现有社交网络用户的行为预测

方法是基于监督学习的．虽然建立预测模型之后可
以避免后来用户的主观性对人格测评产生影响，但
模型最初的建立依赖于一批由人格量表测试所产生
的数据集．如果训练数据集是完全正确的，在理论上
人格测评就可以极大克服主观性了，但这在现实中
是不可能满足的条件．从另一个角度，如果不去和个
体自我报告量表的结果做相关分析，而是采用心理
学上编制自我报告量表的方法独立编制一套完全基
于网络行为的量表，其问题和选项就是个体外显的
网络行为，那么就可以基本避免个体的主观性，理论
上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但是，这需要跨学科研究人
员的配合和多个学科交叉的深入研究，颇具挑战性．

（３）隐私危机
社交网络上的信息记录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

也给个人隐私、数据所有权等问题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７１７２］．Ｑｕｅｒｃｉａ等人［３０］的研究显示，不需要用户授
权，只通过少量公开可见的数据就有可能较准确的
评价一个人的人格．这意味着任何人可以在社交网
络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去获得其人格信息，而这些
信息可能是该用户没有考虑过要公开分享的．没有
节制的信息暴露在影响用户的在线体验的同时还可
能对用户的利益造成危害．如何在避免隐私危机的
前提下，开展深入的研究是该领域研究过程中需要
重点注意的问题之一．另外，一旦人格预测结果可以
应用于网络服务，从本文所述人格预测的显著效果

可以猜想，仅仅靠社交网络的运营者并不能解决隐
私问题，需要运营者、社交网络分析者和用户三方面
共同努力才能使这个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以更好
地促进社交网络良性发展．

５　人格在社交网络中的应用模式
社交网络人格预测可以使得大规模获取用户人

格数据成为了可能，也使得人格信息对大规模应用
和学术研究成为了可能．当前社交网络的大部分研
究都涉及到对用户行为及属性的分析和预测．例如，
对商品的个性化推荐是预测用户潜在的购买行为、
对广告的个性化推荐是预测用户的点击行为、影响
力建模是评价用户的影响力属性、社区发现是按照
某种属性对用户个体进行聚类等．上述研究的共同
点之一是使用计算技术以及应用社会科学理论，属
于社会计算的研究范畴．人格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
一个重要的分支在之前的研究中很少被单独提出，
但实际上很多研究中所涉及的社会心理因素都与人
格相关．为了说明人格理论在当前社交网络研究中
的作用，本节主要以个性化推荐为例，将社交网络中
的典型问题与人格理论进行对照分析．

对于网络上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我们可以粗略
地分为三部分：内因、外因和群体因素．内因是个体
做判断的主观影响因素，人格作为具有跨领域一致
性的行为或内心特质，非常适合用来对内因建模．外
因是个体所处境况（例如个体所处网络中的度、介数
中心度、网密度等）或所受到的外界刺激，当然个体
之所以会处于这种境况也可能受内因的影响，对外
界刺激的敏感程度也会随个体自身属性的不同而不
同．群体因素是单独考察个体在内外因无法解释的
情况下起作用的因素，例如涌现、长尾效应、信息级
联等．在很多社会计算领域的研究中都涉及到了人
类的心理因素，但影响人类行为的心理因素并不一
定都是人格．例如Ｈｕａｎｇ等人［７３］发现口传推荐
（ｗｏｒｄｏｆｍｏｕｔｈ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不但可以激起用
户的兴趣接纳新事物，而且影响用户在接纳之后对
新事物的评价．在这项研究中影响用户做出评价的
口传推荐虽然看似是心理因素，但放在上述的分类
标准中来说实际是属于外界因素，实验的结果证明
了外界因素对用户的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由于人类行为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
问题或对问题的不同解决思路中内因、外因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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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将人格作为对内因的一种
解释应用在社交网络中对用户的属性和行为进行分
析，主要可以分为以下３种情况，下面分别举例进行
说明：

（１）人格作为直接影响因素．“相似的人会做出
相似的选择”是个性化推荐的重要依据之一，其原理
与人格有直接关系．协同过滤（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算法是最基础、应用最广的个性化推荐算法．应用该
算法，首先收集用户的信息，然后根据问题不同，使
用不同的相似性算法计算用户之间的相似性，最后
给用户推荐其相似者喜欢的对象．进一步分析可知，
“相似的人会做出相似的选择”实际包含了两层含
义：一是假定了人的某项喜好是相对稳定的，否则相
似性的标准无法确定；二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某项
属性（相似性）是有较稳定差距的．把这个原理与人
格的“跨领域的稳定特性”定义相对比，可以看到协
同过滤的原理与人格理论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协
同过滤的原理就是基于人格理论的———人格相似的
人会做相似的判断．对于这类与人格理论直接相关
的研究，人格理论与所研究内容实际上是可双向验
证的．从正面来看，对于一个可预测的问题（即对具
有跨领域一致性的活动的预测），使用一个全面评价
型的人格模型（如大五人格模型）是一定可以计算和
预测的．反过来说，假如对于某一活动利用人格模型
无法建立有效的预测模型，有两种可能，一是问题本
身是不可预测的伪问题，另一可能是所用人格模型
不像其在心理学领域所声称的那样具有全面性．当
然，即使发现了后者所述的坏结果，这个结果仍是有
意义的，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对人格模型进行修改
（添加维度或考量整个理论的合理性），这对人格心
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甚至有可
能改变人格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或发展方向．

（２）人格作为间接影响因素．“物以类聚”是根
据人格特质间接影响而进行个性化推荐的另一重要
依据．以该思想为核心的基于内容（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的推荐算法中，人格因素就是作为间接影响因素起
作用．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与协同过滤算法不同之
处在于不需要计算用户之间的相关性，它计算的是
用户已经标记为喜欢的对象与潜在喜欢对象的相关
性．如果说协同过滤是对人的聚类，那么基于内容的
推荐算法就是对物的聚类，它之所以有效是基于两
个前提：一是被推荐的对象具有稳定的相似性，二是
用户对某一类事物具有稳定的偏好．可见虽然基于

内容的推荐算法不再以人为主要研究目标，但其理
论依据依然是人的行为的跨领域一致性———人格，
也就是说与人格理论有间接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如果能够探明并建立具体人格与具体产品的
直接关系，对于个性化推荐能力将是一个非常大的
提升．在社会计算领域还存在很多与人格理论有间
接关系的问题，人格理论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巨
大的潜在价值．

（３）人格作为次要影响因素．以基于网络结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的推荐方法为例，它既不考虑用户
的特征、也不考虑产品的特征，而是依靠产品用户
二部图（ｂ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ｇｒａｐｈ）中蕴含的信息来进行推荐，
这样个性化推荐问题就转变为了一个复杂网络的链
路预测（ｌｉｎｋ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问题．虽然说一个用户节点
在网络中的位置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人格因素
也可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相比较以上两种情况，
这类问题的算法本身与人格理论并没有太大的关
联．对于这类问题，人格因素只起到次要作用或没有
作用．

为了分析人格理论在社交网络中的应用模式，
以上所举的３个例子恰好是个性化推荐的三类经典
算法．在传统的个性化推荐系统中，不管采用协同过
滤，还是基于内容或基于网络结构的单一推荐算法
都存在各自的缺陷［７４］，因此业界的推荐系统在考虑
综合因素的情况下，经常使用多种推荐算法结合而
成的混合（ｈｙｂｒｉｄ）推荐算法．与之前对社交网络的
研究相比，如果说挖掘出的用户行为模式是用户行
为的抽象特征，那么人格特质就是对用户行为模式
再往下一层的深度抽象．结合以上分析，类比于个性
化推荐系统的研究进展，将人格理论应用于社交网
络的研究也应该考虑多种因素相结合．

将人格理论应用在社交网络相关的研究中，一
是将用户的属性及影响用户行为的因素进行深度分
析，分清内外因的区别；二是把人格特质作为对人类
行为内因的一种高度抽象．除了在传统的个性化推
荐、用户影响力建模等方面有深度应用前景外，把社
交网络人格理论推广到行为建模、情境感知、社区发
现、行为监控、中心性分析等社会计算相关领域的研
究和应用都将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对于社交网络
与人格理论的交叉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让我们相信，
人格理论应用与社交网络相关的研究，有可能是社
会计算领域对社交网络研究下一个大步发展的重要
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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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应用方面，人格信息是一个用户个体差
异高度浓缩和概括的精华，目前除了一些婚恋网站
使用人格数据进行缘分推荐，其他应用场景很少用
到人格数据．过去要想获得个体的人格信息必须让
目标个体花费一定时间进行测评，复杂的测评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格信息的应用．社交网络人
格预测方法的成功将使得人格信息的大范围应用成
为可能，也只有让人格数据投入应用、创造价值才能
彰显社交网络人格预测研究的重要意义．

６　展　望
随着社交网络的快速普及，人们对于网络社交

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来说，计算
机技术是对社交网络研究的门槛；对信息技术科学
的研究者来说，如何把经典的社会科学理论应用到
网络社会中，并对其进行创新和完善甚至发展成为
新的理论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当前对社交网络用户
的人格预测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目前相关研
究已经证明了基于社交网络的用户人格预测切实可
行且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的研究基础理论不完
善，技术方案尚未成体系，人格信息实际应用水平不
够高，这些都是该领域目前极不成熟的现状，同时也
意味着该领域研究所蕴含的巨大空间．

我们认为，社交网络用户的人格分析与预测研
究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１）克服量表主观性．不经过量表，直接通过社
交网络中的信息对用户进行人格预测是该领域研究
有待突破的关键基础问题．早期的研究只证明了人
格信息可以通过社交网络的各类数据进行有效预
测［２８，４６］，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等人［４３］重点研究了语言特征与人
格的关系，Ａｄａｌｉ等人［７５］则证明了社交网络行为特
征同样有效．这些研究由于依赖于基于量表的标记
数据因此并不能说完全克服了测试者的主观性，但
已有的研究却展示了在这个方向上未来努力的
可能．

（２）不同社交网络的跨范围通用性．跨范围的
通用性是指对于不同模式的社交网站或相同模式不
同氛围的社交网站，能否采用相同的建模和预测方
法，或可以采用相同的方法能否得到一致的结果．对
于不同的社交网络，试图提取一些跨范围的特征或
者设计通用性较强的预测模型对用户人格进行预测
是一个难点．

（３）人格预测模型的持久稳定性．在社交网络
用户的人格预测方法中，需要大量使用监督学习算
法对静态数据建立预测模型．但是在社交网络中数
据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当社交网络服务商调整服
务功能时，数据的变动会异常剧烈，预测模型就可能
丧失原来的准确性．如何在整个社交网络的数据发
生变动的情况下动态调整预测模型以确保持久的稳
定性是该领域的难点问题之一．

（４）混合人格因素的社交网络用户行为预测．
在社会计算领域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纳为对个体行
为的预测，之前也有很多研究根据各种不同的依据
对个体行为进行预测．对于一个可预测的问题应该
综合考量多种因素的影响，人格可以用一种系统化
的方式对内因建模．使用包括人格因素在内的多种
因素建立混合预测模型对社交网络用户的行为进行
预测可能是社交网络分析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点和
突破点．

（５）基于人格指导的在线产品设计．社交网络
用户的行为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所决定的，
与之相对应的是用户的另外一些偏好几乎完全由内
在因素所决定，对于其中稳定的偏好可以由人格理
论进行设计和引导以提高用户对在线产品的满意度
和参与度．部分产品在设计过程中已经考虑人格因
素，如基于人格的机器生成语音（ＴｅｘｔｔｏＳｐｅｅｃｈ，
ＴＴＳ）［１１］，基于人格的软件图形界面设计［１２］，基于人
格的劝告信息（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ｖｅ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７６］和基于人格
的用户体验设计［７７］等．以上研究大都基于传统的人
格测量方法，如果结合快速发展的社交网络技术，将
人格信息用于指导在线产品（包括社交网络产品）设
计，将更有利于促进该领域研究和应用的发展．

（６）对计算模型和数据存储的挑战．该领域目前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大部分限于语言、行为和静态属
性等简单特征，数据、时间和空间复杂度相对较低．
随着社交网络用户交互方式和媒介进一步丰富，以
及交互的网络行为空间不断扩大融合，传统的计算
和分析方法都将难以适应新的要求，对计算、存储资
源以及大规模数据有效管理和分析方法等方面都将
提出新的挑战，同时对相关计算模型效率和可适应
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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