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8(4), 628-634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4089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Xiaoke Zheng, Yu Hu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rd

th

th

Received: Apr. 3 , 2019; accepted: Apr. 17 , 2019; published: Apr. 24 , 2019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human interaction in society, interpersonal trust is called a social
issue of great concern to the public. This paper classifies, collates and considers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by psycholog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finds that interpersonal trust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individual,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factor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s mainly driven by “triple drive”. The model and
“expectation matching” model, as well as the intervention research of scholars on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are also studied, and on this basis, effect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improve interpersonal trust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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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社会中人类来往重要的构成部分，人际信任称为大众极为关注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心理
学研究学者大量的文献以及实验研究进行分类、整理以及思考，对人际信任的含义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
层次的探索，使其定义更准确。同时也研究了各学者对于人际信任改善的干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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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有效的改善人际信任的干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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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所谓信任就是指一个人预估某一件事情会发生，并依据自己的预估做出相对应的行为，尽管知道假
如这件事没有如期发生，之前采取的行动可能会给他带来比预期更多的不利因素(Deutsch, 1999)。这是信
任一词最早在心理学领域被提出时的定义，美国的心理学家 Deutsch 所做的著名的囚徒困境试验就很好
地证实了这一点。
国内外的研究者也根据各种角度通过实验等方法对人际信任进行了许多研究。本文旨在梳理国内外
信任研究的基础上，先找到人际信任的具体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干预方法，并以此为根本，分析人际信
任的机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2. 人际信任的特征
2.1. 预期性
“信任是一种可靠的、概括化的期望，它指交往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承诺、语言以及言语上或书面上
的表述(Rotter, 1958)。”[1]也就是意味着信任是个体相信他人的言行等方面是可以依靠的。
“信任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人类在与人交往过程里而学会的对他人行为的预估和期望(Barber,
1983)。”[2]信任是不通过遗传而对人类产生影响的，信任更多的是人类在后天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以
及社会环境里学会的一种相信他人会作出自己所期待行为的能力。
“人际信任是与人交往中，双方在对方选择互助还是敌对的不明确的状况下，对其可能做出互助行
动的期望(张建新，1993)。”[3]虽然在交往过程中双方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对立也有可能是互相促进的，
但是当这种关系还不明朗时，双方都愿意相信对方会互相帮助，而不是反对。

2.2. 信赖性
“人际关系是基于某个人的亲密程度和了解程度产生出的相信(陈介玄，高承恕，1991)。”[4]认为
双方的关系是构成人际信任的根本。如果交往双方之间的关系较为亲近，那么在交往过程中，双方更容
易对对方产生信赖感，也就是文中所说的人际信任。
“人际信任是指对对方在完成自己所委托的任务过程中遵行使命、承担职责的信赖程度(杨中芳，彭
泅清，1999)。”[5]这一观点与笔者在前文中提到的 Dyer & Chu 的观点类似，都提及了人际交往中个体
对对方能够完成使命的能力的信任。

2.3. 类化性
“人际信任是个人拥有和不同于其他人的信心，也就是说，认为人们普遍都是有善心的、真诚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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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并且相信他人的(Wrightsman, 1992)。”[6]这种界定主要认为个体的生活体验和看待人性的观点，
与其形成对他人的值得信任水平的总体性评价有所影响。
“信任是交往双方，对对方的能力、善意、真心的相互意识(Dyer & Chu, 2003)。”[7]个人的能力以
及待人处事的态度是交往过程中被评价的重要指标，所以许多人在交往过程中会根据这一指标来评价对
方是否值得自己信任。
根据前文的概述，人际信任主要有两个特征：①由多个维度构成，包括很多潜变量，信任对人际关
系的密切程度有着重要作用；②是心理功能，重点体现在与人交往中行为表现。随着对代际传递现象的
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了更多领域的代际传递效应，这些研究关注的是一系列由家庭因素调节的社
会、文化和心理现象。其中主要包括：教育成就，传统价值观，儿童焦虑，依恋模式和孝道的代际传递。

3. 人际信任的测量
人际信任是一种心理功能，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这就决定了很难通过实验法测出个体具体的信任
值，因此，在研究中，问卷法被广泛使用。
美国心理学家 Rotter J.B.在 1976 年编制人际信任量表(ITS)，量表用于测量被试对他人的行为或陈述
可信性的判断。内容包括各种情境下的人际信任，涉及不同社会角色(包括长辈、促销员、普通人、政界
人士及记者媒体)。该表有特殊信任(对关系亲密者的信任)和普遍信任(对无直接关系者的信任)两个因子。
采用五点自评式，1 分为完全赞同、5 分为完全不赞同。故量表得分为 25 分(最低分)~125 分(最高分)，中
间值为 75 分，得分越高，信任度越高。

4. 人际信任影响因素研究
对于人际信任有哪些影响要素这一问题国内外的研究很多，也涵盖了许多不同方面。

4.1. 个体因素
信任关系中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施信者，也就是主动相信他人的一方；另一个是受信者，也就是被
他人信任的一方。国内外很多学者研究指出施信者和受信者的人格特点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人际信任的建
立。
国内研究者从卡特尔人格测验(郑信军，1998) [8]、大五人格测验(国秀琴，2008) [9]、埃里克森 EPQ
测验(伍明辉，宋凤宁，2006) [10]三个角度探究了施信者的人格特点对人际信任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人
际信任水平与施信者的人格特点之间相关性显著。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中双方通过相互配合而建立起来
的关系，所以除了施信者，受信者的人格特点也会影响人际信任。才能、真诚、公正、忠诚、连贯、开
放性是与之有关的六个要素(Clark & Payne, 1997)。但也有学者研究指出影响人际信任的关键因素是能力、
真诚、善举这三个因素(Mayer, 1995) [11]。

4.2. 关系因素
人际信任作为一种社交现象，发生在两人及以上的与人交往中。因此只研究任意一方的因素都是片
面的，也应该关注双方之间的联系。有研究者把信任看作是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由感情联结和理智
计算所一起影响的态度(Lewis & Weigert, 1985) [12]。这一观点在双方关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中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

4.3. 社会因素
信任作为一种社会性关系，任何脱离社会背景的对于信任的研究均是不够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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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际信任数据的分析，发现人均收入最高的群体中，平均信任
值为 8.74，而在人均收入最低的群体中，平均信任值仅有 0.4，这也表明人均收入水平和人际信任之间有
着紧密联系(张维迎，柯荣住，2002) [13]。同时，国外的学者也指出人际信任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之
间的联系。人际信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为 0.349，与经济不均等的相关性为 0.736，说明相较于经
济增长，经济不平等与人际信任之间关系更密切(Uslaner, 2002) [14]。

5. 人际信任的干预研究
干预研究就是实验者通过一定的方法(如实验法等)，对具有某种行为或现象的被试进行介入，从而使
得被试的某种行为或现象得以缓解或消除的研究。在人际信任的改善方面，国内研究者提出三种干预方
法，并经由实验验证：团体咨询、沙盘疗法以及心理剧疗法。

5.1. 团体咨询
团体咨询是一种在集体的情况下所开展的辅导形式，鼓励个人在人际交往中找到自己内心的感受、
找到有效的方法改进与他人的关系，并获得新的做事方法，以促进其适应社会与帮助他人的过程。
对人际信任度较低的中职生被试实施团体咨询干预，发现经过干预后，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在对
关系亲密者和他人、社会现象以及人际信任总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也就证实了团体咨询是有效的(郭静，
2007) [15]。通过对高校新生的人际信任进行研究发现，团体咨询对高校新生的人际信任具备即刻性、有
效性和持续性效果(郭巧，李艳，潘莉，2015) [16]。
但团体咨询受环境、心理特征、团体关系等因素的约制，在计划和实行治疗策略时应考虑全面。

5.2. 沙盘疗法
沙盘疗法，即“在装有沙子的箱子中制作一个庭院”。是一种让咨询者在有沙子的箱子里摆放治疗
室中的玩具由此来实现自我表达，使咨询者的无意识意识化，这是一种通过挖掘内心世界来促进人格改
变的治疗方法。
研究发现，无法很好地进行与人交往的大学生在交往中遇到的交流恐慌和躲避行为问题可以通过沙
盘治疗得到改善(张雯，2010) [17]。大学生中也存在人际信任水平较低的学生，研究者对其进行为期 10
周的沙盘治疗，研究结果也说明了在改善人际信任方面沙盘治疗具有有效性(蔡文芳，2014) [18]。陈婕
(2016) [19]则对三位单亲家庭的儿童进行了个体沙盘疗法，最后发现个体沙盘疗法能够改善小学离异家庭
儿童的人际信任状况。

5.3. 心理剧
心理剧通过戏剧表演的形式，使来访者在表演中体验或从头体验自己的思维、情绪、梦及人际交往
情况，随着剧情的发展，来访者可以在安全的氛围中将自己压抑的情绪宣泄出来，从而达到治疗来访者
心理问题的方法。心理剧在这种干预方式目前研究较少，何艳丽和赵山明(2012) [20]通过对违法犯罪的未
成年人的人际信任程度以心理剧的方式进行干预，为期 10 周，最后发现通过心理剧能够有效改善该类人
员的人际信任水平。

6. 人际信任的产生机制
人际信任研究的一个关键切入点就是人际信任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研究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从学习动机角度，研究者提出了“三重驱动”模型；从期望角度，研究者提出了“期望匹配”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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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三重驱动的人际信任机制
学习动机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并使之得以保持。由人际信任的特征可以知道，信任是人类在与人交往
过程里而习得的能力，而学习是需要由一定的条件驱动的，这种条件也可被称为学习动机，学习动机强
的个体也就更容易学会某种能力。由此，研究者提出了三重驱动模型(张含宇，2006) [21]：有限理性与经
济利益驱动、社会认同驱动以及自我实现驱动。
“三重驱动”机制认为，当其他外部条件不变时，信任给个体带来的经济利益越多，或个体越渴望
得到他人的认同，或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越强烈时，人际信任的产生和维持也就更容易了。当然，
这三种驱动并不是独自作用于信任的，而是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无论缺少哪一个部分，信任都会
遭到破坏，从而使个体失去信任。

6.2. 期望匹配的人际信任机制
期望是对自己或者对他人的一种判断，希望自己或者他人做出某种行为或者实现某种目标的预估。
韩振华(2010) [22]将期望分为过程期望(对被信任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是否能遵守规则的预期)和结果期望
(目的是否能够达成的预估)，并提出了人际信任的“期望匹配”模型。
“期望匹配”机制指出，假如过程期望与结果期望均匹配一致就是被信任者的行为与信任者的预期
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对信任的增强作用最大；假如过程期望一致而结果期望不一致对信任产生的不利影
响较小；假如结果期望一致而过程期望不一致，则对信任产生的不利影响最大。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
为什么在生活中，当个体托付的任务被完成不一定双方的信任就会得到增强或者任务没有完成而信任未
遭到损害。

7. 反思与展望
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对于人际信任的研究不断地往各个方向开展。从一开始更多的关注成人的人际
信任，到现在逐渐关注到社会上儿童的人际信任发展。

7.1. 人际信任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首先，人际信任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功能，不是人类先天就形成的，而是在社会的与人交往过程中
慢慢地通过对人际交往的对象的人品、能力以及其它诸多方面的了解后，做出的相信对方的决定。社会
学研究者认为，人际信任是以社会结构及制度为背景而产生的，也就是说，人际信任的定义和组成会随
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但是，社会学家在研究中忽略了人际信任是在人际交往中产生的，信任是在两人
及两人以上的交往行为中的产物，若抛开交往的主体，将人际信任看成社会制度的产物，单纯地通过社
会认可的既定的关系来划分人际信任，每一种关系类别都单一地对应这一种人际信任，但事实上，在真
实的人际交往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这样。
其次，“关系运作”是信任形成的重要方式。人际关系由两个最基本的成分组成：现有关系和交往
关系。现有关系指血缘、地区等不由个人主观因素决定的关系，交往关系指两人之间通过实际的交往行
为产生的关系，可以由个人主观因素决定。关系运作的主要方式有六种：袭(承继现有联系)，认(积极与
他人建立联系)，拉(加强双方联系)，钻(使用种种方式靠近权威人士)，套(如拉近乎)，联(扩展个人的交际
网) (乔健，1982) [23]。在研究者大量的研究中，不难看出关系运作是一种能够较为迅速的建立人际信任
的一种方式。
最后，法制手段也会通过某些方面影响人际信任的建立。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情社会，所以当时的法
律重视关系和地位的制度。在中国，人际交往中会制定契约，例如“君子协议”，主要就是为了限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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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的具体内容，从而在人际交往中起到人际关系之间提醒、记录的功能，契约参与度能提高对共同
参与契约制定的同伴的信任，且社会认同在其中起中介作用(马华维，韩景云，2019) [24]，当然这种契约
一般在不熟悉的人之间使用地较为广泛，这种通过签订契约而建立起的信任也被称为制度化信任，并且
这种信任不能脱离人际关系网独立存在，因此，制度化信任和私人信任是相辅相成的。

7.2. 干预研究对于人际信任的改善是否能起到实际意义的作用？
人际信任干预研究有三种主要方法：团体咨询、沙盘治疗以及心理剧，在前文中已对三种方式进行
了具体的描述。
首先，信任是在人与人的来往过程中，交往双方根据对方的能力、承担责任的可能等方面做出的相
信对方的决定，根据这一定义，人际信任是产生在个体与人交往过程中的，并且是无法脱离团体而由个
体单独形成，因此人际信任一定是发生在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团体中。这也就为通过团体咨询以及沙盘治
疗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个体本身的因素也会影响人际信任。个体因素大体上可以被分为人格因素以及后天造成的性
格因素(比如在经历过被骗等类似事件后变得不容易信任他人)。在心理咨询领域，个体沙盘疗法以及心理
剧疗法，应用的十分广泛，这也可以证明这两种方式是可以改善个体的人格因素以及性格因素的。
所以，有理由相信干预研究能够有效改善人际信任。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人际信任的研究正在不
断地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从一开始更多的关注成人的人际信任，到现在逐渐关注到社会上儿童的人际信
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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