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微博大数据分析运动打卡与个体人格
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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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打卡活动在网络上盛行，运动打卡是否对个人发展有积极影响呢？本研究力图通过数据
挖掘，以微博运动打卡为指标，分析坚持运动个体在大五人格，生活满意度各个指标的表现，
为运动对个体生活满意度和个人的发展的积极影响提供证据。结果发现高频打卡人群的打卡
次数与宜人性、外向性、开放性显著负相关，与国家政府信心、社会公平满意度、社会风险
满意度、集群效能呈正相关，与生活满意度、收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地方政府信心
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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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命在于运动”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热爱运动的人们是否确实在生理，心
理等指标的各个方面更加健康呢？很多实证研究都已经证明体育锻炼对健康有
积极的作用，包括降低总死亡率，改善肌肉骨骼健康压力调节，以及减少心脏病、
肥胖、中风和各种癌症的概率(Lee IM et al., 2012)。Rhodes 和 Smith(2006)通过元
分析研究发现，体育运动的动机可能和大五人格当中的某几个维度（如外向性、
责任感和神经质）密切相关。同时体育锻炼对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但很少有
研究通过新颖的在线平台打卡数据，结合机器学习原理分析运动带来的积极影响。
本研究力图通过数据挖掘，以微博运动打卡为指标，分析坚持运动个体在大五人
格，生活满意度各个指标的表现，为运动对个体生活满意度和个人的发展的积极
影响提供证据。
1.1 打卡实践盛行
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软件的普及，大众于此类平台上发表个人信息，抒发自
我情感，打造个人空间。这种通过在线平台进行社交互动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中，
广泛存在着在线学习，日常锻炼的打卡行为，其包含诸多内在社会心理因素。
赛都在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中提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人都有拥有自身“地
盘”的需要。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以手机界面和各种服务为代表的虚拟
维度也在“地盘”中得以体现，如微信、陌陌、微博等社交平台。生产者由于占
用资源所以可以界定产品的风格和功能，而使用者虽无法拥有自己的“地盘”却
依旧拥有对产品统治能力的需要，通过打造极具个人色彩的“空间”来拥有自己
的“地盘”。马晓霞（2017）通过访谈调查发现，微博打卡的意义在于地点较为
特别，有同伴进行，更重要的是打卡时所存在的心理状态。微博用户打卡与否和
打卡方式的选择受制于其记录生活历程和状态的心理选择。微博打卡也提供了自
我表露的机会，体现个人形象构建的过程，在其中也涉及到为了吸引公众而主观
表演的成分。人们普遍拥有自身优于常人的自我服务偏见，而微博高度主体性、
自由性和平权性的特性，为人们提供了摆脱现实生活中从属者地位，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的机会。马斯洛层次理论提出使人具有自信，认识自我价值并对社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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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满足的前提是尊重的需要被满足。外部尊重指的是人依靠他人的正面评价和社
会赋予的地位及荣誉获得对自己肯定的需要。张索勋（2017）认为微信朋友圈中
的点赞评价可以通过看到朋友的反馈，让发布者感受到自己被时刻关注，获得外
部尊重，由于坚持而被人欣赏。同时自己的学习成果对朋友圈的朋友也起到引领，
带动作用。
班杜拉提出了自我效能感，而在实际的网络社会中对自我效能感进行应用就
形成了网络自我效能感(internet self-efficacy，ISE)。网络自我效能感是指网民对
自己能否可以利用各种网络行为从而达到某种目标的一种信念和信心。毕宏音
（2013）认为高网络自我效能感的网民认为自己不断分享原创内容和博文，就能
够提高他人的关注和认可。这种对网络行为的乐观自信也推动了打卡者不断通过
打卡签到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日常生活。
1.2 体育锻炼
（1）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
研究表明，有规律的身体活动对人生理素质(Hillman, Erickson, & Kramer,
2008)和心理情绪的改善都有正面作用(Kanning & Schlicht, 2010; Hyde, Maher, &
Elavsky, 2013)。身体活动作为一种有效改善情绪的方式，与其它休闲方式（如看
电影和出游）相比，更加经济有效(Haskell et al., 2007; Khan, Marlow, & Head,
2008)。Chekroud 等人（2018）通过一项横断面研究，分析了美国 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疾病控制和预防行为风险中心的 1237194 名 18 岁或 18 岁以上的人
的数据，发现体育锻炼与自我报告的心理健康负担有着显著而有意义的联系。体
育锻炼开始后，身体活动带来的积极情绪成为个体继续锻炼的推动力，催促个体
继续保持体育锻炼(Dunton & Vaughan, 2008; Conner, Rhodes, Morris, McEachan,
& Lawton, 2011; Catellier & Yang, 2013)。所以，当个体开始体育锻炼后，身体各
个方面机能和身体健康都得到了提升，同时这种正面反馈促使体育锻炼的个体继
续坚持体育锻炼，从而良性循环。
（2）体育锻炼促进健康的神经机制
有研究者采用正电子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技术来探
究运动与脑内啡肽释放以及啡肽释放量与情绪之间联系。结果发现脑内啡肽释放
量增加时（通过 PET 扫描显示），情绪变化程度越大(Boecker et al., 2008)。另有
研究发现，在锻炼时或锻炼后，内源性大麻素会激活大脑奖赏区大麻素受体，从
而使个体产生奖赏反应，使锻炼者感受到 “跑步者高潮 ” (Runner's High)体验,
这类体验包括情绪改善、幸福感、焦虑降低和锻炼后平静等 (Dietrich & McDaniel,
2004; Ogles & Masters, 2003)。此外, 还有研究发现, 锻炼会使多巴胺释放增多,
而多巴胺能够缓解或降低抑郁等消极情绪(O'neal, Dunn, & Martinsen, 2000)。
除激素分泌外，长期身体活动可能会改变额叶的结构与功能, 其中，对依赖
额叶的任务（如执行控制等任务）影响最明显(Kramer, Humphrey, Larish, Logan, &
Strayer, 1994)。激素分泌和脑结构的改变为体育锻炼促进健康和发展提供了神经
生理学的支持。
1.3 机器学习概况与测量指标
（1）机器学习
从广义上来说，机器学习指的是指通过编程使得机器能够自主进行学习的方
方法。从而实现依靠人类变成无法实现的目的。但从实践的意义上来说，机器学
习实际上是一种利用模型预测的方法，在预测模型过程中，需要利用一定的数据，
最终训练出模型，然后利用这一模型进行预测。监督学习(supervised learning)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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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监督学习(unsupervised learning)，是机器学习的两种形式。监督学习指的是及
其通过给已有的给定数据进行学习训练，通过大量的尝试训练得出函数，当导入
新的数据时可以根据这一函数进行分析。分类和预测是监督式学习的主要应用方
向。常见的监督学习算法有回归分析和统计分类。非监督学习则是通过 K 方式
监理中心，以循环和递减的运算尽可能缩小误差，进行分类。因此又叫做归纳性
学习。
（2）满意度
满意度反映了个体对社会和个人状态的主观评价，满意度水平越高则反映了
更高的幸福感。针对不同对象和环境的满意度也反映了个体对社会，个人或政府
等不同维度的具体主观态度。本研究所采取的满意度指标具体可以分为生活满意
度、收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国家政府满意度、地方政府满意度、国家经
济满意度、地方经济满意度、社会公平满意度、国家政府信心、地方政府信心、
集群行为意向等。多项针对大学生和老年人的调查都表明生活满意度与体育运动
密切相关（杜会玲, 2015）。
（3）人格
开放性，责任心，外倾性，宜人性，神经质和情绪稳定性是大五人格的五个
维度。当前这一模型在临床、健康、发展及管理心理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的应用。
庞亮和赵俊荣（2013）通过研究发现大学生喜欢并参与体育活动的心理健康
水平明显提高；大学生是否参与体育活动在人格特质的内外向、神经质也存在显
著差异；大学生参与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人格特质有显著相关。张国权（2015）
发现运动动机可以通过人格进行预测。在对我国大学生进行调查后得出，责任感、
外向性和宜人性是其运动动机的关键维度。不同人群适用于不同的人格预测模型。
例如，与男生运动动机紧密相连的是神经质维度，而与独生子女的运动动机关系
密切的则是外向性维度。这与国外的研究有一定的差别，国外研究认为运动冬季
预测的主要为度是神经质，这一研究体现出的却是宜人性。考虑到中国的集体主
义与国外的个人主义差别，预测维度的不同可能与个体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
本研究中通过 python 编程语言从微博用户爬取运动打卡相关数据，运用机
器学习原理获取并整理出满意度和大五人格等指标，结合心理学方法对数据进行
分析和解释。本研究假设微博打卡频率较高的个体的社会满意度水平较高，且在
大五人格维度有显著差异。

2 方法
2.1 被试
根据既定运动打卡关键词，利用 python3.6 随机对新浪微博部分用户过去三
年所发内容进行了网络爬虫。最终获取 8000 名用户打卡信息及相关微博资料与
内容。我们选取了前 1%的打卡次数的用户为运动打卡高频组，对其相关信息进
行了分析。共有 793 名微博用户入选高频打卡组，其中包括 115 名男性，678 名
女性。高频打卡组成员平均打卡次数为 38 次。
2.2 网络爬虫关键词
网络爬虫所选关键词分别为“运动打卡”“跑步打卡”“健身打卡”“锻炼打
卡”。
2.3 社会态度与大五人格分析
结合先前经验建立社会满意度分析模型与大五人格分析模型，并对模型进行
训练。之后根据微博用户所发微博内容分析其社会满意度与大五人格特质。社会

满意度具体可以为生活满意度、收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国家政府满意度、
地方政府满意度、国家经济满意度、地方经济满意度、社会公平满意度、国家政
府信心、地方政府信心、集群行为意向等。
2.4 数据分析
根据机器学习模型获得的数据，对运动打卡高频组人群的社会满意度各项指
标所得分数与大五人格五项特质所得分数进行了描述统计，并对运动打卡次数与
各个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

chinaXiv:201901.00119v1

3.结果
3.1 运动打卡次数与社会满意度各项指标分数的相关分析
运动打卡次数与生活满意度（r=-0.091，p=0.011）、收入满意度（r=-0.082，
p=0.021）、社会地位满意度（r=-0.151，p<0.001）、地方政府信心（r=-0.104，p=0.003）
呈负相关，并与地方经济满意度（r=-0.066，p=0.064）呈负相关的趋势。运动打
卡次数与国家政府信心（r=0.105，p=0.003）、社会公平满意度（r=0.102，p=0.004）、
社会风险满意度（r=0.166，p<0.001）集群效能（r=0.128，p<0.001）呈正相关，
并与国家政府满意度（r=0.059，p=0.096）呈正相关的趋势。运动打卡次数与地
方政府满意度（p=0.619）、国家经济满意度（p=0.165）、愤怒情绪（p=0.245）、
集群行为意向（p=0.365）无显著相关。
3.2 运动打卡次数与大五人格五项特质分数的相关分析
运动打卡次数与宜人性（r=-0.186，p<0.001），外向性（r=-0.236，p<0.001），
开放性（r=-0.203，p<0.001）呈负相关，与尽责性（r=-0.066，p=0.062）呈负相
关的趋势。与神经质（p=0.458）无显著相关。

4 讨论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可得知，运动打卡高频人群其运动打卡次数与生活满意度、
收入满意度、社会地位满意度、地方政府信心、地方经济满意度呈负相关（或趋
势），即运动打卡次数越多的人群，对自己的生活满意程度、收入满意程度、社
会地位的满意程度越低；运动打卡次数与国家政府信心、社会公平满意度、社会
风险满意度、集群效能、国家政府满意度呈正相关（或趋势），即运动打卡次数
越多的人群对以上指标越为满意。在大五人格方面，运动打卡次数与宜人性、外
向性、开放性、尽责性呈负相关（或趋势），即运动打卡次数越多的人群，以上
得分越低。
动机是由目标引导、激发和维持的产生于人类内部的心理过程，是人类行为
发生的内在基础（Rayn et al.2000）。推动动机（push motivations）是动机的一类
具体分支，也是一种心理学理论。推动动机是说人们推动自己朝着目标或实现某
一目标前进的过程，如对声望、健康和健身、冒险和社交等的渴望（Uysal et
al.1994）。推动动机可以是一些积极的因素，也可以是一种消极的力量。通过对
社交网络的研究，人们发现这种消极的力量通常是遗憾和不满（Chang et al.2014）。
这与我们数据分析得到的结果一致。运动打卡高频人群其生活满意度、收入满意
度等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评分评估往往更低。运动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人为改
变自己的人生而做的诸多努力中的一部分；对自身所处环境的不满意与渴望提高
生活质量的态度激励着高频打卡人群进行更高频率的运动锻炼。马斯洛的层次需
求理论认为，人会积极追求并完成安全层次方面的需要。高频打卡人群通过经常
性的锻炼，来保障自己的身心健康，也通过由健身锻炼开始的一系列改变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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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财产和事业发生损失。这是对高频打卡人群运动动机与习惯的探究。至于
打卡行为，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认为，人的本质是在表演，舞台则是人平
日的生活。在相互交往时，人会不断根据现状改变自己的行动。表演舞台可以分
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可以被他人所看到的正在进行表演的区域，后台则是不可
被他人所见的区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所呈现的内容多为不可见的较为私密的后
台内容。但社交平台的后台内容并不是所有的后台，而是经过筛选后可以为他人
所见的“前台”内容，这一过程称为“形象管理”
（马晓霞，2017）。经常分享自
己的运动锻炼情况，也是一种构建自我形象的过程，这种高频打卡行为也符合马
斯洛的理论。高频打卡人群通过运动打卡构建自己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希
望以此来得到内部尊重与外部尊重，这是自我实现的一部分。
态度是个体对特定对象的较为稳定的心理认知，包括个体的主观评价和由此
衍生的行为趋势。运动打卡高频人群表现出高的国家政府满意度与信心。态度的
认知功能认为个体的行为方式由态度提供的信念所支撑，能够使个体对对象的认
知和行为都保持稳定的定向，与图式和框架的功能类似。态度的价值表现功能认
为个体对自我概念核心价值的表述离不开态度。由此看来高频打卡人群在国家与
社会层面所表现出的满意度与信心，体现了他们正确的价值观，也继续推动着他
们以这种价值观与责任感来获得内在的满足与实现自我价值。社会效能
（collective efficacy）是犯罪社会学中的名词，它是指社区的成员能够控制社区
中个体和集体的能力。高社会效能有利 于建设井然有序的社区与公共环境
（Sampson et al.1997）。能够坚持锻炼且打卡的人群，往往是较为自律善于自我
控制的人群。这可能是高频打卡人群与社会效能呈正相关的原因。
国内一些研究对大五人格（BFI-44）进行了一定的修订，并对常模进行了制
定。该常模在五个维度的均值为 22.98-31.83，标准差为 3.835-5.309(朱小佳 2012)。
根据正态分布，中等分数在平均数上下一个标准差，偏低分数为平均数以下 1-2
个标准差，低分为平均数以下 2 个标准差，偏高分数为平均数以上 1-2 个标准差，
高分为平均数以上 2 个标准差。通过我们训练得出的结果显示，高频打卡的人群
在大五人格（BFI-44）中五个维度的平均得分在 49.95-58.8 之间，皆处于高分水
平。神经质性（Neuroticism, N）分数高，说明高频打卡人群可能在生活中有焦
虑的体验，并且倾向于有心理压力。外向性（Extraversion, E）分数高，说明高
频打卡人群爱交际，并且具有乐观、友好、自信等积极的人格特征。开放性
（Openness, O）分数高，说明高频打卡人群普遍具有探求态度，能够独立思考，
可能具有较多的兴趣爱好。宜人性（Agreeableness, A）分数高，说明高频打卡人
群对他人的态度是友好的，喜于助人，注重合作。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 C）
分数高，说明高频打卡人群具有规划性，并且可以长久坚持。

5 结论
根据数据分析与讨论可得知，高频打卡人群尝试通过日常生活中高频率的锻
炼，来改变自己的心态、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希望通过锻炼后的打卡，构建自身
良好的形象，得到尊重与回应。基本上我们对此持有一种鼓励的态度，认为更多
人尤其是年轻人可以通过积极的、适合自己的体育锻炼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带来
一种良好的量变与质变。在涉及到国家与社会层面的问题上，高频打卡人群体现
了成熟优秀的一面。根据态度相关理论推测，他们对国家与社会的满意度与信心
会正确地引导他们未来的行为，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以此来保障社会的良好秩序。
此外，高频打卡人群在大五人格的五个维度方面都呈现了高得分的现象，这证明

他们虽然会有一些心理压力，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他们带来了动力，帮助他们在
人格品质成熟完善的基础上，追求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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