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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身体意象失调女性的注意偏向，并探讨瘦身广告对个体在不同类身体信息注意偏向上的影响。

方法：使用负面身体自我量表胖分量表(NPSS-F)筛选出身体意象失调个体 28 人和控制组被试 30 人，以积极、消极、

形似、隐喻四类身体信息为实验材料，在观看瘦身广告的前后分别完成点探测任务。 结果：身体意象失调女性对身体

信息存在显著的注意偏向（t（27）=2.274，P<0.05），控制组不存在注意偏向（t（29）=-0.181，P=0.858），且两组注意偏向值有

显著差异（F（1，56）=4.155，P<0.05）；观看瘦身广告后，两组被试对积极词的注意偏向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F（1，56）=3.256，
P=0.077）。 结论：身体意象失调个体对身体信息存在注意偏向，瘦身广告对个体在积极词上的注意偏向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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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at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slimming ads on attentional bia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Methods: By using NPSS-F, we selected 28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ho had body-image disturbance
and 30 females without it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words we used in dot probe were in 4 categories including negative,
positive, similar and metaphorical. Dot probe was tes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presentation of slimming ads. Results: Fe-
males with disturbance showed a significant bias on the body-related information (t （27）=2.274, P<0.05),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no significance (t （29）=-0.181, P=0.858). Significant outcome was also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F（1,56）=
4.155, P<0.05). After the presentation of ads, the bias on positive words of the two groups increased to a certain extent (F
（1,56）=3.256, P=0.077). Conclusion: Females with disturbance shows a significant bias on the body-related information. The
bias increases on positive words after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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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意象（body image）是指个体对自己身体的

心理图画，包括对身体生理心理功能的认知、态度，
以及对行为的影响 [1]。 因而身体意象失调（body im-
age disturbance） 女性常用消极的方式来看待自身，
在心理、行为和生理上都与正常女性不同。如心理上

表现出对身体的不满、低自尊；行为上出现节食、自

我诱导式呕吐；生理上，个体患神经性贪食症、神经

性厌食症等疾病的可能性增加， 严重时甚至会威胁

到生命。 Stice 的一项元分析 [2]发现消极身体意象可

以独立预测饮食失调的发生。 因而对身体意象失调

个体的研究，有助于对进食障碍的预防与治疗。
自我图式理论（self schemata）[3，4]认为身体意象

失调是由扭曲、负面的自我图式造成的。当环境中出

现与体重、体形和食物等图式相关信息时，会自动激

活该图式进行精确加工， 从而指导个体对身体信息

表现出认知偏好，如注意、编码、解释、记忆的偏好[5]。
陈红通过词汇分类和再认任务发现， 中美两国的身

体意象失调者都倾向于对胖词进行消极解释且再认

率更高[6]。 Cash 研究大学生对身体意象的认知过程

中， 发现一些中性的事件也能激起被试对自己外貌

消极的评价[7]。 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个体为了保护

自身会优先加工那些被知觉为对个体自身造成威胁

的信息。 最近的注意模型也认为，不论高、低焦虑个

体都会对威胁性刺激产生选择性注意偏向 [8]。 那么

身体意象失调个体对身体信息产生注意偏向， 就可

能源于个体将身体信息知觉为威胁刺激， 这种扭曲

的认知方式会给个体的生活带来很多问题。因此，探

讨身体意象失调女性的信息加工特点， 可以帮助理

解消极身体意象的产生，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
最近 20 年来， 有大量研究关注进食障碍患者

（临床样本） 对身体信息或食物信息的注意偏向，这

些研究报告说， 对特定信息的注意偏向是进食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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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因素和维持因素之一[9-11]。 研究方法也从自我

报告、情绪 Stroop 到点探测、视觉搜索范式过渡 [12]。
但对于身体意象失调个体（非临床样本）的注意偏向

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结论。 大量采用刺激反应模式的

研究认为非临床被试， 如体重正常但对身体有消极

情 绪 的 身 体 困 扰（body dysphoria）个 体 对 身 体 信 息

存在选择性注意， 表现为 对 图 式 信 息 的 反 应时延

长[6，13]。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非临床被试对身体信息

的注意偏向不显著[14]。 一项元分析研究发现，与正常

被试比较， 亚临床被试对体重相关信息不存在显著

注意偏向[9]。 而且，少有研究使用注意偏向的经典范

式点探测任务。因此，本研究在点探测任务的基础上

进行创新， 希望为身体意象失调个体的注意偏向寻

求证据。
在探究众多女性终其一生都在为瘦身而奋斗的

原因时，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大众媒体对民众的影响。
媒体在宣传纤瘦体型的同时，也传输了一个观念，即

只有瘦才算得上美、 只有获得这种不现实的标准美

才能获得幸福[15]。 首当其冲的就是瘦身广告，其中的

人物个个都身材消瘦、腰肢纤细，已经严重低于医学

意义上的健康标准体重 [16]。 其重点推销的不是产品

本身，而是产品的瘦身文化。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个

体在接受这种社会文化标准后， 会以此来进行自我

评价， 因而广告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对于普通女性而

言是一种消极的生活事件威胁。 由此， 我们假设瘦

身广告有助于身体意象失调个体将一般刺激知觉为

威胁刺激，从而表现出对身体信息的注意偏向。
此外，以往的研究中目标词多为消极词，很少纳

入积极词。 陈红在探究负面身体自我大学生的认知

偏好时 [17]，首次加入了符合汉字表意文字的形似词

（如肥皂）、隐喻词（如水桶）。 因此，本研究希望探讨

身体意象失调女性对身体信息的注意偏向， 以及日

常生活中的瘦身广告如何影响 不同种类信 息的知

觉， 期望为身体意象失调女性消极的认知偏好找到

原因。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招募北京某高校非心理专业女大学生 135 人。

剔除 BMI 值在标准范围（18.5-24）以外的被试，以负

面身体自我量表 (Negative Physical self scale，NPSS)
为筛选工具，选取 NPSS 胖维度平均分大于 2.5 的女

生 [18]为 失 调 组 被 试，共 31 人，平 均 年 龄 21.62 岁；

NPSS 胖维度平均分小于1.5 的女生 [18]为控制组被试，

共 32 人，平均 21.03 岁。 失调组与控制组在 BMI 值

（t=0.941，P=0.352）、年 龄 (Mann-Whitney U=528，P=
0.834)、专业(U=514，P=0.651)分布上均无显著差异；
失调组 NPSS-F 得分显著高于控制组，F(1，62)=176.126，
P<0.001。
1.2 测量工具及材料

1.2.1 负面身体自我量表-胖分量表(NPSS-F) 该

问卷由陈红等人于 2006 年编制而成，用于测量女性

的负面身体自我图式，也称身体意象失调。 共 11 个

题项，使用 0-4 五点计分 [19]。 同时要求被试填写身

高、体重等信息，计算 BMI 值（体重/身高 2）。
1.2.2 实验材料 实验词汇从《当代汉语实用词典》
中选取与胖有关的四类词语， 分别为消极词 （如赘

肉、脂肪）、积极词（如富态、丰满）、形似词（指字面含

“胖”字，但词义与胖无关的词，如肥皂、合肥）和隐喻

词（如冬瓜、猪肚），并参照《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匹配

词频、词性和词长，最终得到四类身体词各 12 个。同

时选取相应的 48 个中性词与之匹配， 以及 32 个中

性词作为练习材料。瘦身广告为“芳奈尔超模竹炭魔

法衣”，长度 3’20。
1.3 实验程序

使用 E-prime 软件编程，屏幕为灰底黑字。实验

任务根据 Macleod 等人的点探测任务改编而成。 每

次任务开始时，屏幕中央首先出现一个注视点“+”
帮助被试集中注意力，500ms 后消失。 接着屏幕中央

的左右两个位置同时各呈现一个词， 词对由身体词

（消极、积极、形似、隐喻）和匹配的中性词组成，呈现

1000ms 后消失。 然后在刚刚呈现词对的任一位置呈

现一个探测刺激“*”，要求被试对探测刺激反应，出

现在左侧按“F”键，右侧按“J”键。直到被试做出反应

或 5s 后“*”消失，下一个 trial 开始。
采用前后测自身控制组设计。实验开始有 16 个

练习 trial，使用 32 个中性词。 前测 48 个 trial，每个

身体词在左右两位置各出现一次，以平衡位置效应。
每个词对随机呈现。 观看瘦身广告后，进行后测。 后

测程序与前测一样，但实验材料不同（以避免实验材

料的练习效应）。 两个词语边缘之间的距离为 3cm，
词语的高度为 1cm， 这样每个词语在屏幕上的高度

不超过 1°视角， 两个词语中心距离的宽度不超过

1.8°视角[17]。
本研究的创 新之处在于 将点探测与 再认相结

合。 在练习、前测、后测三部分，每一部分的点探测

任务完成后， 都进行再认测试， 即依次呈现 6 个词

语，要求被试判断该词是否刚刚出现过。 旧词按“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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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新词按“P”键。 再认的目的是让被试尽可能的关

注词语的含义，以避免急于判断“*”位置而忽略了词

对。 如果被试再认正确率过低将不纳入数据分析。
所有被试完成实验后，接收事后访谈，包括对实

验目的猜测，测验完成情况和身体状态。
1.4 实验设计与统计处理

采取 2×2×4 的混合设计。 其中，组间自变量为

身体意象水平（失调组/控制组），组内自变量为瘦身

广告（广告前/广告后）和刺激类型（消 极与中性/积
极与中性/形似与中性/隐喻与中性）。 因变量注意偏

向值 D 定义[20]为探测刺激出现在中性词语位置上的

反应时减去出现在身体词位置上的反应时之差；若

D 为正值，表明被试对身体词存在注意偏向，若为负

值，表明被试对中性词存在注意偏向。 采用 Excel 及

SPSS13.0 处理数据。

2 结 果

统计分析之前，根据以下标准剔除数据：①反应

错误数据，②反应时在三个标准差以外的数据，③若

被试在正式阶段的再认率低于 50%，或在正式阶段

的点探测任务中，正确率低于 95%，则该被试的所

有数据不参与分析。 据此得到有效被试 58 人，其中

失调组 28 人，控制组 30 人。
对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两组被试在各条件

下的注意偏向值 D 见附表。

附表 失调组、控制组在瘦身广告前后

对身体词的注意偏向值（ms, x±s）

以身体意象水平、 瘦身广告和刺激类型为自变

量，注意偏向值 D 为因变量，进行 2×2×4 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身体意象水平主效应显著（F（1，56）=4.155，
P<0.05）， 表明失调组的注意偏向显著大于控制组。
两组分别进行单样本 t 检验（与 0 相比）表明，失调

组 被 试 对 身 体 信 息 存 在 显 著 的 注 意 偏 向 （t （27）=
2.274，P<0.05），而控制组被试未表现出对身体信息

的注意偏向（t（29）=-0.181，P=0.858）。 其余不显著。

从附表中可以看出：就词类而言，失调组对形似

词、消极词、隐喻词的注意偏向值很高，而对积极词

的注意偏向值偏低；就广告而言，两组被试对积极词

的注意偏向在广告前后有较大变化， 而对其他词的

注意偏向值并未因广告而有所改变。 为了分析瘦身

广告在四类身体词上的差异， 在刺激类型的 4 个水

平上分别以身体意象水平、瘦身广告为自变量，注意

偏向值 D 为因变量，进行 2×2 方差分析。 在积极词

上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身体意象水平主效应不显

著（F （1，56）=0.166，P=0.685），瘦身广 告 主 效 应 边 缘 显

著（F （1，56）=3.256，P=0.077），表明 两 组 被 试 在 观 看 过

瘦身广告后， 对积极词的注意偏向都有一定程度的

增加。交互作用不显著。在其他身体词的方差分析中

未发现显著结果。由此可见，瘦身广告对个体在四类

身体词上注意偏向的影响方式稍有不同。

3 讨 论

3.1 身体意象失调个体对身体信息的注意偏向

研究发现失调组被试对身体信息存在显著的注

意偏向， 控制组被试未表现出对身体信息的注意偏

向，且两组 D 值差异显著。 这一结果为未达到临床

诊断标准的身体意象失调个体（非临床样本）也存在

注意偏向提供了肯定的实验证据。 同时也支持了自

我图式理论的假设，即当环境中出现与体重、体形和

食物等图式相关信息时， 身体意象失调个体会自动

激活该图式进行精确加工， 从而指导个体表现出对

身体信息的注意偏好。 而控制组被试由于不存在负

面自我图示，所以没有对应的激活过程。
注意功能理 论的提出者 Mogg 与 Bradley 认 为

个体在认知活动中首先对目标进行效价评估， 评估

目标刺激的威胁值， 而且这一过程受到刺激的物理

性质和个体主观经验的影响[8]。 根据这一观点，身体

意象失调个体由于存在负面自我图示， 因而对身体

信息的效价评估十分敏感， 在常人看来很微小的消

极刺激（甚至是中性刺激）也会被认为具有相当高的

主观威胁值[21]。 梁毅运用 ERP 技术研究负面身体自

我女性的脑机制，发现早期成分 P2 和 N2 存在身体

图片和中性图片的显著差异[18]；而 P2 成分对情绪信

息敏感， 被认为是反映了对消极情绪信息或威胁性

信息的加工机制[22]。 由此，可以认为身体意象失调个

体是将身体信息看作是具有威胁性质的信息， 从而

表现出选择性的注意偏向。

3.2 瘦身广告对个体在积极身体信息注意偏向上

的影响

研究发现，当将四类身体词合并在一起分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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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身广告的效应不显著； 而对四类身体词的分别检

验则发现：两组被试通过观看瘦身广告，对积极词的

注意偏向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这一结果为瘦身广

告影响非临床样本对积极身体信息的注意偏向提供

了实验证据。
宏观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 女性通过内化媒介

所宣传的“理想瘦”的身体文化标准，产生负面身体

意象，并指导自身采取行动改变自己以符合标准 [23]。
有研究表明，对于女性而言，内化是媒体关注和负面

身体意象的中介变量[24]。 反复地“暴露”在“理想瘦”
模特的可视形象下会有更高的内化水平， 进而导致

个体对身体的不满[25]。 微观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

需要通过与他人的对比来完成明确的自我评价。 如

果个体以自我评价为动机， 就会主动与模特进行向

上比较，发现自己的体形与模特有差距，进而产生包

括身体不满在内的消极情绪体验[26]。 研究证明，当女

大学生被引导进行差异性比较 （列举自身与广告中

女性的不同之处）时，产生了向上对比效应，从而对

身体意象有消极影响[27]。
可见， 媒体广告对青年女性的身体意象的影响

是潜移默化的， 致使个体逐步建立起一种有关身体

信息的更强的语义网络联结， 形成一种扭曲的认知

图式， 以消极的心态来认识世界。 当呈现图示相关

信息时， 个体对这些信息的加工相比于其他信息更

快。
但对于不同身体词的作用模式， 有研究认为胖

消极词对语义网络联结的激活最高， 隐喻词常含消

极含义（如水桶腰），形似词在生活中常被用作中性

词使用（如肥皂），介于消极和积极之间[17]。 因而消极

词、隐喻词、形似词、积极词在消极意义的激活程度

上依次递减。在本研究中，消极词、隐喻词、形似词本

身就带有一定的消极含义， 即使没有瘦身广告的处

理，对于身体意象失调个体而言也属于威胁性信息，
因而瘦身广告对个体在三类词上的注意偏向没有影

响。而胖积极词的消极含义很低，对个体而言不具威

胁含义，所以在广告前的注意偏向值很低；而观看瘦

身广告后，广告中宣扬的“理想瘦”形象极大地冲击

了个体对自身的评价， 激活了有关身体信息的语义

网络联结，因而表现出对积极词的注意偏向。 可见，
在瘦身广告的作用下， 即使是积极的身体信息也有

可能被知觉为威胁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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