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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头像的人格特质知觉与网络初始人际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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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脸萌软件制作的头像为实验材料，考察了基于虚拟头像的人格特质知觉准确性，并从可信度知觉和信任行为两个角度考
察了虚拟头像与网络初始人际信任的关系。结果显示：（1）虚拟头像线索能提供对外倾性和宜人性人格特质的准确知觉；（2）“肤
色全黑”与可信度知觉显著负相关，“中性表情”与可信度知觉及网络人际信任行为显著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可被宜人性特质
知觉解释。研究结果拓展了已有关于虚拟头像人际知觉及其社会结果的研究，对如何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沟通中提升信任水平有
一定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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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个体间交流和互动的虚

拟空间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个体会在特定的虚
拟环境中使用虚拟的形象（即虚拟头像或化身，
avatar）来代表自己，虚拟头像的形式也趋于多样化，
如从静态的图像到动态的三维人物。与此相呼应，
近期学术界关于虚拟头像人际知觉方式的研究不断
增多。研究结果一致显示，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沟
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 中，
由于个体可以个性化设置头像，知觉者对虚拟头像
的反应方式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对头像制作者形成
印象的方式相似。例如，有纹身的头像通常被认为
是追求意义和爱冒险的（Wohlrab, Fink, Kappeler, &
Brewer，2009）；拟人化程度高的头像被认为更可信，
非中性的头像被认为更具吸引力（Nowak, Hamilton,
& Hammond, 2009）。在此基础上，Fong 和 Mar（2015）
进一步考察了个体对头像制作者人格特质知觉的准
确性，结果显示，人们基于头像更容易形成对头像
制作者的特定人格特质（如，宜人性、外倾性和情
绪稳定性）而非所有人格特质（如，尽责性和开放
性）的准确知觉。可见，虚拟头像的视觉特征会影
响 CMC 中的人际知觉，并且基于头像的人际知觉

具有一定准确性。但是，一方面，这些研究结论基
于西方被试得到，缺乏在中国文化下的检验；另一
方面，相对于虚拟头像人际知觉准确性，有关虚拟
头像的人际知觉过程以及社会结果的研究相对薄弱。
本研究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考察虚拟头像的视觉线
索在人际特质知觉及网络人际信任中的作用。
网络人际信任是指现实中的人在网络虚拟生活
空间中，借助信息交互行为而表现出的对对方能够
履行他所被自己托付之义务及责任的一种预期和保
障感（胡蓉，邓小昭，2005）。虚拟头像是影响网
络人际信任的重要网络线索之一。研究显示，人们
倾向于赋予拟人化程度高的头像更高的可信度，并
认为中性化程度高的头像更不可信（Nowak et al.，
2009）；虚拟头像配合文字线索，可有效提高 CMC
中的信任知觉（Atlas & Putterman，2011）。这些研
究虽然揭示了头像和网络人际信任知觉的关联，但
没有细致分析这种关联是如何实现的，且没有涉及
信任行为。本研究将从可信度知觉和信任行为两个
角度考察虚拟头像线索对网络人际信任的影响。鉴
于虚拟头像对第一印象形成的影响尤为重要（Chen
& Barnes，2007），为了更好地控制交往经验对网
络人际信任的影响，本研究将网络人际信任限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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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初始人际信任。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1）在中国文化下检

实验采取集体施测的方式，在心理学实验室有隔断
的电脑上完成。参与本研究的被试获得一次平时成

验虚拟头像人格特质知觉的准确性，并进一步分析

绩作为回报。

具体头像线索在人格特质知觉准确性中的作用；（2）

３.１.２ 实验材料

考察虚拟头像与网络初始人际信任的关系以及人格
特质知觉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２

预实验：实验材料（即虚拟头像）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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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实验中得到的 40 个虚拟头像，随机分为 4 组，
每组 10 个头像。
３.１.３ 实验程序
在实验开始前，被试被告知要参与一个有关网

为了收集虚拟头像作为实验材料，研究团队成

络印象形成的研究：每人的电脑屏幕上将呈现一系

员通过社交网络（如，微信、QQ）招募被试完成头

列由其他人通过脸萌手机 APP 制作的个人头像，需

像制作任务，最终得到有效被试 40 人。其中男生

要被试根据图片，推断头像制作者的性格，并对头

20 人，女生 20 人，年龄范围为 22~27 岁。要求被

像的可信度和吸引力进行评分。每位被试被随机分

试首先运用虚拟个人头像制作软件脸萌 MYOTee 手

配一组、10 个虚拟头像，即每个头像被评 22 次。

机 App 自主创造一个最能代表自己的个人虚拟头像，

３.１.４ 变量的测量

并且截图发送给研究者；然后通过问卷星平台填写

对头像的人格特质知觉。采用 BFI-44 的精简版
BFI-10 测量被试对虚拟头像制作者的人格特质评价。

大五人格问卷。
大 五 人 格 量 表 BFI-44（John, Donahue, &

由于每个头像会得到多位被试的评分，使用组内相

Kentle，1991） 用 于 测 量 被 试 自 我 报 告 的 人 格

关（intraclass correlation）ICC（2，k） 来 计 算 平 均

特 质。 在 本 研 究 中 外 倾 性、 宜 人 性、 神 经 质、

测量的评价者间一致性（即，针对每个头像的 22 个

尽 责 性、 开 放 性 维 度 的 Cronbach'α 系 数 分 别

评价者的人格特质评估一致性程度），得：外倾性 .73，

为 .81、.74、.69、.88、.75。

宜人性 .79，神经质 .64，尽责性 .82，开放性 .71。

由研究团队的三名成员对虚拟头像的视觉线索

可信度测量。被试对虚拟头像制作者的可信度

进行编码。编码项基于脸萌软件的系统设置，包括

测量使用四道题实现，需要被试回答头像制作者“值

8 大类、41 小类 。具备相应特征，计分“1”，否

得信任”、“有能力完成他 / 她的工作”、“不会

则计分“0”。三位编码者的初始编码结果一致性达

故意做有损他人利益的事情”和“诚实”的程度。

90%。对于不一致的项目，编码者进行细致讨论，

其中，第一题为自编的整体可信度测量题目，后面

直到所有编码结果没有异议。后续研究中涉及虚拟

三题选自以往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可信度测量题目

头像编码的数据都使用该部分结果。

（Jones & Shah，2016）。在本研究中可信度测量的

①

３

研究 １
研究 1 旨在考察基于虚拟头像的人格特质判断

评价者间一致性系数 ICC（2，k）（k ＝ 22）为 .76。
以上量表都采用 Likert 五点计分，1 代表“非
常不符合”，5 代表“非常符合”。

的准确性及其与可信度知觉之间的关系。
具体来说，

除此之外，还需要被试通过移动屏幕上的标尺

哪些头像线索会影响人格特质知觉准确性及可信度

来对头像的吸引力做九级评分，其中，1=“没有任

知觉，人格特质知觉是否在头像线索与可信度知觉

何吸引力”，9=“非常有吸引力”。该部分结果主

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要用于研究 2 中头像的筛选。

３.１ 方法

３.２ 结果

３.１.１ 被试

３.２.１ 基于虚拟头像的人际知觉准确性

以 T 市某大学选修全校心理学公选课的学生为

为了考察基于虚拟头像的人格特质知觉准确

被试，最终有效被试数 88 人，其中，男生 47 人，

性，根据布伦斯维克透镜模型（The Brunswik lens

女生 41 人；平均年龄为 18.32 岁（SD ＝ 1.27 岁）。

model；Brunswik, 1956），通过列矢 (column vector)
相关（Funder & Sneed，1993）分析头像制作者用来

①由于篇幅所限，头像的具体分类没有在正文显示，感兴趣的
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表达特定人格特质的头像线索是否也同样被评价者
所使用。具体来说，针对每个人格特质，分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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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个头像线索与头像制作者自我报告得分及与评价

.03），他评的宜人性能显著预测他评的可信度（b

者评分均值的相关，得到线索有效性（cue validity）

=.69, SE =.32, p =.04）；“中性表情”对可信度判

得分和线索使用（cue utilization）得分，然后将这

断的总效应显著（b =-.50, SE =.23, p = .04），引入

两列相关值做 Fisher’s z 转换，形成两列列矢量；

他评的宜人性后，直接效应为 b = -.29（SE =.20, p =

在此基础上，计算列矢量的相关，得到在每一人格

.16），即宜人性特质知觉在“中性表情”这一头像

特质上头像线索有效性与线索使用之间的重合或一

线索对可信度知觉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

致程度。结果显示，有关宜人性和外倾性的矢量

效应 b = -.21（95% CI [-.46，-.02]），Pm=.41。其他

相关显著，分别为 .51 和 .50，ps <.01，其余大五人

他评人格特质的中介效应都不显著。

格特质的矢量相关都不显著，相关值为 .14~.16，

ps >.05。即，在大五人格特质中，仅在宜人性和外
倾性维度上，个体通过个性化设置头像来反映自己
特质的方式与知觉者通过特定头像线索来推断头像
制作者特质的方式一致，具有知觉准确性。
为了进一步考察同时被头像制作者和评价者使
用的线索能否解释对每个人格特质知觉的准确性，
本研究分别针对每一人格特质变量，以评价者的
平均人格特质知觉为因变量、以头像制作者自评
的人格特质得分为自变量、以同时被头像制作者
和评价者使用的线索为中介变量，利用 SPSS 中的
PROCESS 中介分析程序（Hayes，2013）做系列中
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头像线索（首饰类饰品和
马尾辫）在外倾性知觉准确性中的中介作用显著，
间接效应为 .19，SE =.10，95% CI [.00，.38]，中介
效应的效应量 Pm=.19；头像线索（中性表情和眯眯
眼）在宜人性知觉准确性中的中介作用显著，间接
效 应 为 .24，SE =.09，95% CI [.06，.42]，Pm=.23；
虽然“斜刘海儿”在开放性特质表达和知觉中都被
使用，但不能解释开放性特质知觉的准确性（b =.05，
SE =.03，p = .13）；在神经质和尽责性方面，不存
在同时被头像制作者和评价者使用的头像线索。
３.２.２ 基于虚拟头像的网络人际信任知觉
为了考察头像线索与可信度知觉之间的关系，
计算每个头像的他评可信度知觉的均值与头像线索
的相关，结果显示，仅“中性表情”和“肤色全黑”
这两个头像线索与可信度知觉显著负相关，相关系
数分别为 -.39 和 -.37（ps <.05）。为了检验人格特质
知觉是否在头像线索和可信度知觉间起中介作用，
以可信度知觉的均值为因变量，
分别以头像线索
（
“中
性表情”和“肤色全黑”）为自变量，以他评人格
为中介变量，利用上面提到的 SPSS 中的 PROCESS
中介分析程序做系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1）头像线索中的“中性表情”显著预测他人
对头像制作者的宜人性判断（b = -.31, SE = .14, p =

（2）以“肤色全黑”这一头像线索为自变量的
系列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被试对头像制作者的
大五人格特质知觉不能解释“肤色全黑”与可信度
知觉之间的相关。
３.３ 讨论
研究 1 通过让被试仅依据虚拟头像来判断他人
人格特质和可信度，考察了根据虚拟头像视觉线索
作人格特质判断的准确性，以及虚拟头像视觉线索
与可信度知觉的关系，并分析了人格特质判断的中
介作用。结果显示：（1）仅在人格的宜人性和外倾
性维度上，基于头像线索的人格特质知觉存在准确
性，这体现在个体通过个性化设置头像来反映自己
特质的方式与知觉者通过特定头像线索来推断头像
制作者特质的方式是一致的。
（2）特定头像线索（“中
性表情”和“肤色全黑”） 与可信度知觉显著相关，
宜人性特质知觉可以解释“中性表情”这一头像线
索与可信度知觉的相关。
研究 1 虽然证实了虚拟头像在网络人际知觉中
的特定作用，特别发现了虚拟头像线索可以影响网
络人际信任知觉，并且特定的人格特质判断在其中
起中介作用，但研究 1 对网络人际信任的测量是通
过被试自我报告的可信度知觉来实现的，而信任
可以表现为态度、意向和行为（马华维，姚琦，
2012），虚拟头像线索是否会影响个体的实际信任
行为还不得而知。

４

研究 ２
研究 2 旨在进一步考察研究 1 发现的“中性表情”

这一虚拟头像线索是否会影响网络信任行为，以及
人格特质知觉是否仍在其间起中介作用。
４.１ 方法
４.１.１

被试

通过校园广告和 BBS 招募被试，最终得到有效
被试数 40 人，其中，男生 18 人，女生 22 人。被试
分 3 批展开，在心理学实验室有隔断的电脑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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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批参与实验的被试数不超过 12 人。每位被试会得
到 10 元钱作为报酬。
４.１.２ 实验材料和实验设计
将研究 1 使用的 40 个虚拟头像分为两类：中性
表情组（n ＝ 17）和非中性表情组（n ＝ 23）， 在
平衡性别的前提下，从两组中分别选出头像吸引力
为中等水平的头像各一个，选出的两个头像在研究
1 中的他评吸引力得分分别为 3.05 和 2.96，与所有
头像的吸引力平均值（M ＝ 3.11，SD ＝ .57）没有
显著差异，且选出的两个头像的吸引力之间也没有
显著差异。通过脸萌软件修改这两个头像的表情（将
“中性表情”改为“非中性表情”，将“非中性表情”
改为“中性表情”），由此得到 4 个个性创作的虚
拟头像。实验采取单因素（即，头像类型：个性创
作的虚拟头像 vs. QQ 系统默认的头像 vs. 无头像）
被试内设计，其中，个性创作的头像又分为中性表
情和非中性表情两类，因变量为被试在信任游戏中
的投资额。
４.１.３ 实验程序
在实验开始前，研究者告知被试，他们将通过
电脑分别与随机抽取的 6 位其他被试（实际上不存
在）各完成一组投资游戏；每位被试在游戏开始前
可以选择自己利用脸萌软件制作能反映自己个性特
点的头像或者使用 QQ 默认头像以作为自己在所有
游戏中的标识，也可以选择不用头像；该部分完成
后，研究者向被试讲解经典信任游戏的规则（Berg,
Dickhaut, & McCabe，1995）。在本研究中，每个被
试都被分配为投资人，与显示不同头像的小组成员
共完成 6 轮投资游戏（个性创作的虚拟头像 4 轮、
QQ 系统默认头像和无头像各 1 轮），顺序随机。
在所有投资游戏完成后，电脑屏幕会显示游戏中出
现过的 4 个个性创作的虚拟头像，要求被试对其人
格特质分别做出判断，所用的人格特质知觉测量问
卷同研究 1。随后，被试还需填写个人信息问卷。
最后由研究者向被试解释实验目的，并发放现金报
酬。
４.２ 结果
４.２.１ 不同头像类型条件下的投资额差异
以头像类型为被试内变量，以被试在信任游戏
中的投资额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头像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2，37）
=23.65，p < .05，η 2=.45。 两 两 比 较 结 果 显 示，
被试对个性创作头像组被试的投资额（M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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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19） 显 著 高 于 对 默 认 头 像 组（M =3.29，
SD =.29，d =6.56）和无头像组（M =2.90，SD =.22，
d =9.73）的投资额，后两组的差异不显著。
４.２.２ 头像线索与投资额的关系及宜人性知觉的中
介作用分析
为了分析个性创作的头像中的中性表情线索是
否影响被试的投资额，以投资额为因变量、个性创
作的头像类型（中性 vs. 非中性表情）以及创作的
头像性别（男 vs. 女）为被试内变量，进行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头像表情的主效应显著，
F （1，39）=6.18，p < .05，η 2=.14， 进 一 步 的 两
两比较分析显示，被试对非中性表情头像的投资额
（M =5.60，SD =.20）显著高于对中性表情头像的投
资额（M =3.39，SD =.17，d =11.90）；头像性别的主
效应显著，F （1，39）=5.91，p < .05，η 2=.13，被
试对女性头像的投资额（M=5.68，SD =.24）显著高
于男性头像（M =3.83，SD =.19，d =10.62）；头像性
别和头像表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39）=.47，
p = .49，η 2=.01。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头像中性表
情对投资额的影响，且性别和表情的交互作用不显
著，故，后面的分析仅针对头像表情进行。
为了进一步检验宜人性是否在头像表情类型对
投资额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将头像表情类型编码
为虚拟变量（1= 中性表情，0= 非中性表情），将
以被试为单元的数据 (n =40) 整理为以头像表情类型
为单元的数据 (n =160)，利用与研究 1 中相同的方
法分别做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头像表情类型
与宜人性特质知觉显著负相关（b =-.32, SE = .16, p
< .05）；宜人性知觉与投资额的相关边缘显著（b
=.14, SE =.07, p =.06）；宜人性知觉在中性表情与
投资额间的间接效应显著（b =-.07, SE =.03, 95% CI
[-.16，.00]，Pm=.21）；引入宜人性知觉后，头像的
中性表情线索对投资额的影响为 b =-.39, SE = .12, p
< .01，故，宜人性知觉在中性表情线索对投资额的
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以其他他评人格特质为中
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都不显著。
４.３ 讨论
研究 2 通过操作虚拟头像类型并借用信任游戏
范式直接测量网络人际信任行为，进一步考察了特
定虚拟头像线索对网络人际信任的影响及其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被试给予使用个性化虚拟头像的小
组成员的投资额显著高于对使用默认头像及无头像
小组成员的投资额，进一步支持了虚拟头像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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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信任中的作用；虚拟头像线索中的“中性表情”

相关；“中性表情”与可信度知觉负相关，这与以

对实际信任行为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且宜人性特

往使用真实照片为知觉线索发现的面部表情与好感

质知觉能解释这种负向预测作用。

度相关的结果一致，并且宜人性特质判断能解释这

５

总讨论

种负相关。本研究进一步操作虚拟头像类型、并以
网络信任游戏中的真实投资行为作为信任水平的行

本研究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在考察了基于虚拟

为指标，进一步支持了“中性表情”对网络人际信

头像的人格特质知觉准确性的基础上，从可信度知

任的影响以及宜人性知觉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往

觉和信任行为两个角度考察了特定虚拟头像线索对

研究发现，人们对于高宜人性特质者创作的头像有

网络人际信任的影响以及人格特质知觉的中介作用。

更高的交友意愿，部分由于这些头像较少使用中性

５.１ 虚拟头像人际知觉准确性

表情（Fong & Mar，2015），而本研究进一步拓展

本研究显示，基于虚拟头像线索人们能形成对

了已有研究，
发现虚拟头像不仅可以影响交友意愿，

外倾性和宜人性特质的准确知觉，但不能准确预测

还可以影响网络人际信任，而这种影响可通过基于

头像制作者的开放性和尽责性特质，这与以往相

“中性表情”
所作出的宜人性人格特质知觉来解释。

关研究结果一致（ Bélisle & Bodur，2010；Fong &

５.３ 本研究的意义和不足

Mar，2015）；但没有支持 Fong 和 Mar（2015）发

本研究结果在丰富已有关于虚拟头像人际知觉

现的对神经质知觉的准确性。这可能因为中国文化

过程及其社会结果的研究的同时，对 CMC 中如何

下的被试相依型自我观占主导，更关注自己在他人

提升信任水平、
完善自我展示策略也有一定启发性。

眼中的形象，印象整饰动机相对较高，因此在制作

本研究显示，合理利用个性化创作的虚拟头像能提

头像的时候往往更希望展示自己快乐积极的一面，

升信任水平——头像制作者通过谨慎使用“中性表

即使可能与自己的实际情况不符。另外，已有关于

情”这一头像线索，能管理他人的宜人性特质知觉，

现实世界人际知觉准确性的研究显示，个体能基于

进而影响他人的可信度知觉和信任行为。

现实世界静态线索形成对外倾性和尽责性的准确知

本研究存在很多有待改进的地方。首先，实验

觉（ Gosling, Ko, Mannarelli, & Morris，2002）。 可

材料是通过脸萌软件制作的头像，这种头像所提供

见，外倾性是一种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同时具有

的线索相对有限，且偏卡通风格。未来针对视觉线

高度可观察性的特质。而现实世界和虚拟头像情景

索更加细化的虚拟形象（如三维化身）的研究将进

对尽责性知觉准确性的不一致研究结果，可以通过

一步检验本研究所得结论。其次，本研究以大学生

不同情景所包含的线索差异来解释。相对于现实世

为被试，虽然大学生是当前互联网世界重要的活跃

界情景，虚拟头像情景能提供的特质知觉线索相对

群体，但其社交生活比较简单，未来研究需要提高

较少（cue-lean），而对于某些人格特质的知觉准确

样本多样性，以检验本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另外，

性随着线索的增多而提高（如，尽责性），对另一

人际知觉具有整体性，本研究考察了特定头像线索

些特质的知觉恰恰相反（如，外倾性）。另外，现

（即，同时被头像制作者和评价者使用的线索）在

实世界中的人格线索既可能源于个体对自我身份的

人格特质知觉准确性中作用，但并没有考察多个虚

有意展示，也可能源于个体无意中残留的行为痕迹

拟头像线索对人格特质知觉的综合影响，从整体水

（Gosling et al.，2002）；而知觉者通常仅将虚拟情

平考察虚拟头像的人际知觉值得后期的研究进一步

景中的头像线索视为制作者有意选择的结果。这种

关注。最后，本研究关注虚拟头像对网络初始人际

对虚拟头像情景中有限知觉线索的意义解释特点，

信任的影响，所得结论是否适用于先前有交往经验

也可能导致了上述不一致结果。

的人际信任，也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

５.２ 虚拟头像与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肤色全黑”与可信度知觉负相
关，这与已有研究中发现的黑色与消极情绪体验相

６

结论
（1）虚拟头像线索能提供对外倾性和宜人性格

关（Gao & Xin，2006）、以及黑肤色与更具攻击性、

特质的准确知觉。（2）“肤色全黑”与可信度知觉

不诚实等特质判断相关（Dixon & Maddox，2005）

显著负相关，“中性表情”与可信度知觉及网络人

等结果一致，但大五人格特质知觉不能解释上述负

际信任行为显著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可被宜人性

马华维等 ： 虚拟头像的人格特质知觉与网络初始人际信任

特质知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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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tar and Online Initial Interpersonal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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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ical advances have produced virtual spaces where individuals gather and interact. In some virtual environments, individuals

rely upon a visual graphic to represent themselves, known as an avatar. An avatar is typically an image that represents the self in the virtual world.
A growing body of exciting research has begun to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of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based on these avatars. Most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focused on personality trait perceptions. Findings have shown that individuals could form accurate personality trait perceptions based on
clues provided by avatars, bu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process or the social outcomes of perception using avatars. The
present research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vatars and online interpersonal trust. The pilot study created a set of avatars as research materials
in the subsequent studies by the software of MYOTee mobile App and got the codings of visual clues for avatars. In Study 1, 88 participants evaluated
th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rustworthiness of 40 avatars. In Study 2, 40 participants played trust games with 6 different agents whose avatars were
presumed to be created by themselves or set by system default or who chose to have no avatars. They also provided the Conscientiousness evaluation
for each agent after the trust games.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1) Trait Extraversion and Agreeableness could be accurately inferred from avatars,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way individuals customized avatars to reflect their own traits was congruent with how perceivers used these avatar cues to
infer personality. More specifically, “accessories” and “ponytail” mediated the accuracy of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of trait Extraversion; “neutral
expression” and “squint” mediated the accuracy of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of trait Agreeableness. (2) “Black skin” and “neutral expression” predicted
trustworthiness perception significantly, and the personality trait perception of Agreeableness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utral expression”
and trustworthiness perception totally; (3) “Neutral expression” negatively predicted trust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trait perception of Agreeableness
could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The above findings supported the important roles of avatar played in interpersonal trust online, tested the accuracy of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based on avatar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extended the findings about social consequences of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based on avatars from intentions to befriend to online interpersonal trust.
Key words online interpersonal trust, avatar,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