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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身体自我(negative physical self)，指对身体

的消极认知、消极情感体验及其相应的行为调控，包

含相貌，身高，体重等子成分 [1]。近年来，对负面身

体自我，特别是胖负面身体自我的研究越来越多[2-

5]，但对相貌负面身体自我的研究却极少。目前，只

有一个研究探讨了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女性对相貌信

息的记忆偏向[6]。相貌负面身体自我是负面身体自

我的一个子成分，主要指个体认为自己相貌吸引力

低而产生对相貌的消极认知、消极情感体验及相应

的行为调控[7]。

Fazio等人认为阈下启动的词汇判断任务可以

测量个体的内隐自评。他们发现，当把评价对象

(如，我)作为启动时，将会自动激活并易化自我评价

相关的加工，若个体对自我持有一种积极态度，那么

对“我-积极词”的反应快于对“我-消极词”的反应
[8]。国内外研究者用阈下启动词汇判断任务对此进

行验证，发现“我”启动条件下，对积极词的反应快于

消极词[9-11]。以上研究表明，人们一般对自己持有积

极的内隐自评。但是，前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对自

我的一般性评价，并且未对被试进行区分。Chen和
Jackson选取胖负面身体自我者为实验组，低分组为

控制组，使用阈下启动词汇判断任务，结果发现胖负

面身体自我者对“我”启动消极词的反应快于积极

词，表明胖负面身体自我者对自己身体可能存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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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相貌负面身体自我者的内隐相貌自评，并将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社会比较相结合验证Musswei⁃
ler和Thomas提出的选择通达性模型理论。方法：采用词汇判断任务考察了99名女性的内隐相貌自评，并结合阈上

和阈下社会比较的范式探讨下行社会比较对女性被试内隐相貌自评的影响。结果：①与正常被试相比，相貌负面身

体自我女性表现出相对消极的内隐相貌自评。②阈上的下行社会比较对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女性和正常被试的内隐

相貌自评都无显著影响。③阈下的下行社会比较使得两组被试都表现出积极的内隐相貌自评。结论：相貌负面身

体自我女性的内隐相貌自评比正常被试更为消极，并且阈上社会比较的结果支持社会比较领域的选择通达模型理

论，而阈下社会比较的结果不支持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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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内隐自评[12]。据此，我们假设相貌负面身体自我

者对自己相貌可能存在消极内隐自评。

个体的自评大都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获得的[13，

14]。已有研究发现，社会比较会影响人们的吸引力

自评[15，16]。但社会比较的结果可能受特殊变量的调

节。社会比较的选择通达性模型（the Selective Ac⁃
cessible Theory，SAM理论）认为，社会比较中，个体

可能进行两种假设检验：相似性检验和差异性检

验。如果个体进行相似性检验，就会选择性激活自

我与标准相似的信息，并忽视自我与标准不同的信

息，进行社会比较加工时就会产生同化效应；如果个

体进行差异性检验，会选择性激活自我与标准不同

的信息，并忽视自我与标准相似的信息，产生对比效

应[17]。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比较的结果可能因被试

变量的差异而有所不同。Anschutz 等发现接触胖图

像后，限制性饮食者对自己的身体更不满意，而非限

制性饮食者对自己的身体更满意。但这是外显自评

的结果，也有研究者测量了对身体的内隐自评 [18]。

Smeesters 等的研究表明，低BMI个体与瘦模相似因

而产生同化作用，与胖模相异因而产生比较作用；高

BMI个体与胖模相似因而产生同化作用，与瘦模相

异因而产生对比效应[19]。据此，我们假设，相貌负面

身体自我女性与低吸引力面孔相似而产生同化效

应，与高吸引力面孔比较则产生对比效应。

以上研究表明，阈上社会比较会影响个体的内

隐自评。但是，社会比较更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自

动化的行为[20]。Staple等使用警觉任务来进行阈下

社会比较，然后让被试完成词汇判断任务。结果发

现，“I/me”启动条件下，阈下呈现无吸引力面孔时，

被试对积极相貌词的反应更快，阈下呈现有吸引力

面孔时，被试对消极相貌词的反应更快[21]。因此，本

研究分为两个实验，分别让被试进行阈上和阈下的

下行社会比较，以探讨其对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女性

内隐相貌自评的影响，并试图验证社会比较的SAM
理论。

根据上述理论和研究，我们假设：①下行社会比

较前，“我”启动条件下，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女性对消

极词的反应快于中性词和积极词，也快于控制组，表

现出消极的相貌自评。②下行社会比较后（不论阈

上还是阈下），“我”启动条件下，相貌负面身体自我

女性对消极词反应仍然快于中性词和积极词，控制

组则对积极词的反应快于消极词和中性词，前者表

现出社会比较的同化效应，后者表现出社会比较的

对比效应。

1 实验一：阈上社会比较对相貌负面身体自

我女性内隐相貌自评的影响

1.1 被试

使用负面身体自我量表的相貌分量表，从2000
名大学生中选出符合要求的女性被试44名，其中得

分大于 20为实验组，共 21名，得分小于 10为控制

组，共23名。实验组年龄(M=20.38，SD=1.53)与控制

组(M=20.52，SD=1.73)差异不显著(t=0.29，df=42，P=
0.78)，两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均为右利手。

1.2 测量工具与实验材料

负面身体自我量表—相貌分量表(the Negative
Physical Self Scale-Face，NPSS-F)：负面身体自我量

表(NPSS)包括整体外貌、相貌、胖、矮、瘦五个因素，

共 48个题目，按 0-4五点记分 [1]。本实验使用其中

的相貌分量表，共11个题目，总分44分。

相貌词：从《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汉语大

词典》等工具书中选出40个消极相貌词和40个积极

相貌词，然后让被试在5点量表上，对这些词语的效

价，熟悉度，唤醒度和相貌相关程度(相关度)进行评

价。从中筛选出了18个消极相貌词和18个积极相

貌词，两类词在效价上差异显著，而在相关度，熟悉

度和唤醒度上差异不显著(表1)。
面孔图：从研究者已评价分类的面孔图中选出

40张低吸引力女性面孔，作为下行社会比较的材料
[22]。

表1 相貌词的维度评估(M±SD)

1.3 实验程序

前测：被试首先完成词汇判断任务 [21，12]。在一

个 trial中先给被试呈现“***”57ms作为前掩蔽，随

后立即呈现身份词“我”或“她”14ms，然后又呈现

“***”57ms作为后掩蔽，最后呈现词语或随机字符

串，让被试判断是否为词，词语或字符串呈现

3000ms，若被试按键反应则立即进入下一个 trial，若
被试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反应，则自动进入下一个

trial。正式实验共包括3个block，每个block包括36
个 trial。正式实验之前先给被试6个 trial进行练习，

熟悉程序后开始正式施测。指导语如下：首先屏幕

中会呈现“***”，然后会呈现两个汉字，你需要判断

相貌词维度

效价

相关度

熟悉度

唤醒度

消极相貌词

32.07±5.83
63.4±13.66
68.86±15.83
54.53±16.37

积极相貌词

58.40±18.46
65.63±12.61
68.79±12.04
58.40±18.46

t
-8.82
-1.26
0.03

-1.70

df
42
42
42
42

P
0.00
0.22
0.98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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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汉字是否为词。若是词，则按A键，若不是

词，则按 L键。了解实验程序后按 Enter键开始练

习。

阈上社会比较：用E-prime程序逐一给被试呈

现 40张无吸引力面孔，每张面孔呈现 2000ms，要求

被试认真观看图片，但不作反应。

后测：完成社会比较程序后，使用同样的词汇判

断任务来测量被试的内隐相貌自评。

1.4 实验设计

本实验为 2(被试类型：实验组与控制组)×2(启
动条件：我和她)×3(词性：积极词、消极词和中性词)
的混合实验设计，被试类型为组间变量，启动条件和

词性是组内变量，因变量是被试的按键反应时。

1.5 结果

1.5.1 前测 以前测的反应时作为因变量，进行 2
(被试类型：实验组与控制组)×2(启动条件：我和她)×
3(词性：积极词、消极词和中性词)的重复测量ANO⁃
VA分析。结果发现，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42)=5.94，P<0.05)，实验组反应显著快于控制组。词

性主效应不显著（F(1，42)=1.414，P<0.24）。被试类

型、启动条件和词性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42)=
4.04，P=0.052)，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我”启动条件

下，控制组对消极词的反应显著慢于积极词(MD=
122.11，SD=26.53，P<0.001)和中性词 (MD=106.11，
SD=27.45，P<0.001)，也 显 著 慢 于 实 验 组 (MD=-
128.63，SD=45.23，P<0.01)；实验组对积极词和消极

词的反应都显著慢于中性词(MD=62.06，SD=30.15，
P<0.05；MD=77.03，SD=28.73，P<0.05)，但对积极词

和消极词的反应无显著差异 (MD=- 15.99，SD=
28.81，P=0.58)。见图1a。

图1a 前测中“我”启动条件下的反应时

1.5.2 后测 以后测的反应时作为因变量，进行2×
2×3的重复测量ANOVA分析。结果发现，被试类型

的主效应显著(F(1，42)=4.33，P<0.05)，实验组反应仍

然显著快于控制组。但并未发现任何显著的交互作

用。结合前测分析发现，后测阈上“我”启动时，两组

被试对消极词的反应时差异消失 (MD=32.30，SD=
33.62，P=0.34)，控制组对消极词和中性词的反应时

差异不显著(MD=27.8，SD=24.33，P=0.26)，而实验组

积极词和中性词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MD=8.08，
SD=21.90，P=0.71)，其他与前测一致。见图1b。

图1b 后测中“我”启动条件下的反应时

2 实验二：阈下社会比较对相貌负面身体自

我女性内隐相貌自评的影响

2.1 被试

使用负面身体自我量表的相貌分量表，从2000
名大学生中选出符合要求的女性被试48名，其中得

分大于 20为实验组，共 22名，得分小于 10为控制

组，共26名。实验组年龄(M=20.73，SD=1.67)与控制

组(M=20.35，SD=1.55)差异不显著(t=0.82，df=46，P=
0.42)。
2.2 实验程序

前测后测的程序与实验一一致，只有阈上社会

比较的操作变为阈下社会比较。本研究使用警觉任

务 (vigilance task)来进行阈下社会比较 [23]。在一个

trial中，让被试注视屏幕中心的“+”注视点，1000ms
之后在注视点的左侧或右侧会闪现一张低吸引力女

性面孔图，图片持续 15ms后立即消失，被试的任务

是判断目标出现在左侧还是右侧。正式实验包括

40个 trial，练习部分包括 6个 trial。指导语如下：请

集中注意力注视屏幕中心的“+”字，目标会在屏幕

左侧或者右侧闪现，你无须看清目标，只需判断目标

出现在“+”的左侧还是右侧。左侧按“A”键，右侧按

“L”键。了解实验程序后按Enter开始练习。

2.3 实验设计

本实验为 2(被试类型：实验组与控制组)×2(启
动条件：我和她)×3(词性：积极词、消极词和中性词)

··579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2 No.4 2014
的混合实验设计，被试类型为组间变量，启动条件和

词性是组内变量，因变量是被试的按键反应时。

2.4 结果

2.4.1 前测 以前测的反应时作为因变量，进行 2
(被试类型：实验组与控制组)×2(启动条件：我和她)×
3(词性：积极词、消极词和中性词)的重复测量ANO⁃
VA分析。结果发现，被试类型、身份和词性的交互

作用显著(F(1，46)=5.09，P<0.05)。简单效应分析表

明：“我”启动时，控制组对消极词的反应显著慢于

积极词 (MD=112.72，SD=24.12，P<0.001)和中性词

(MD=154.82，SD=27.54，P<0.001)；实验组对积极词

和消极词的反应都显著慢于中性词(MD=68.36，SD=
26.34，P<0.05；MD=115.78，SD=29.94，P<0.001)，但对

消极词和积极的反应差异不显著 (MD=47.40，SD=
26.22，P=0.077)。见图 2a。词性主效应不显著（F
（1，42）=2.31，P<0.14）。

图2a 前测中“我”启动条件下的反应时

图2b 后测中“我”启动条件下的反应时

2.4.2 后测 以后测的反应时作为因变量，进行 2
(被试类型：实验组与控制组)×2(启动条件：我和她)×
2(词性：积极词、消极词和中性词)的重复测量ANO⁃
VA分析。结果并未发现被试类型的主效应以及三

个变量的交互作用。结合前测分析发现：“我”启动

时，实验组和控制组对消极词的反应都显著慢于积

极词 (MD=43.1，SD=16.29，P<0.05；MD=34.43，SD=
14.99，P<0.05)，并且两组被试对消极词和中性词的

反应时差异消失 (MD=- 18.83，SD=19.18，P=0.33；
MD=-10.98，SD=17.59，P=0.54)，实验组对积极词和

中性词的反应时差异消失(MD=-24.28，SD=14.31，
P=0.097)，其他与前测一致。见图2b。
3 讨 论

研究发现，面孔吸引力影响着人们的求职[24]、薪

资水平[25]、择偶[26]等社会行为。近些年来，随着大众

传媒的发展，人们对面孔吸引力的关注度和相貌不

满意度都越来越高，进而引发了一系列心理行为问

题。本研究第一次探讨了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女性的

内隐相貌自评，并试图通过阈上和阈下社会比较来

调节其内隐相貌自评。

3.1 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女性的内隐相貌自评

两个实验的前测都发现，“我”启动条件下，控制

组对消极相貌词的反应显著慢于积极相貌词和中性

词，在相貌领域表现出积极的内隐自尊效应[9，10，27，28]；

而实验组对“我”启动条件下积极词和消极词的反应

无差异，但慢于中性词，说明实验组并未表现出以上

效应。此外，实验一还发现实验组对“我-消极词”

的反应快于控制组，与假设 1一致。以上结果可能

表明，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表现出了一种相对的消

极内隐相貌自评。Chen和 Jackson在西方文化群体

中发现胖负面身体自我者持有消极的内隐身体自

评，但在中国被试群体身上却未发现此种效应 [12]。

这可能表明在内隐相貌自评上，东西方文化中的群

体存在文化差异。还有研究者认为，集体主义文化

中，其典型成员可能对社会和集体的特殊身份表现

出积极关注的趋势，而不是个体的身份[29]。因此，用

“我”和“她”这种个体身份作为启动条件会在东西方

文化中的被试群体中产生差异，进而相貌负面身体

自我女性并未表现出绝对的消极相貌自评。

3.2 阈上社会比较对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女性内隐

相貌自评的影响

阈上社会比较实验的后测发现，“我”启动条件

下，两组被试对消极词和积极词的反应差异仍与前

测一致，假设2得到验证。根据SAM理论，比较维度

上自我与比较标准的相对距离决定了社会比较的结

果[17]。那么，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女性与低吸引力面

孔的相对距离较近，因而与其接触可能产生同化作

用，仍然表现出消极的内隐相貌自评；而控制组与低

吸引力面孔的相对距离较远，因而与其接触可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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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比作用，也保持着积极的内隐相貌自评。本研

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社会比较的 SAM 理

论。已有研究者用高低BMI个体验证了这一理论。

Smeesters 等对高低BMI个体的研究发现，“我”启动

条件下，低BMI个体与胖模特比较后对瘦词的反应

显著快于胖词，而高BMI个体与胖模特比较后对瘦

词的反应显著慢于胖词[19]。国内研究者尉玮等人研

究发现，瘦身广告对个体在积极词上的注意偏向有

促进作用，进一步验证了该理论[30]。

3.3 阈下社会比较对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女性内隐

相貌自评的影响

阈下社会比较实验的后测发现，“我”启动条件

下，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女性对积极词的反应快于消

极词，而前测时她们对两类词的反应无差异，控制组

与前测一致。该结果表明，阈下社会比较使控制组

维持了积极的内隐相貌自评，与前人研究一致 [21，

31]。但是，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女性在阈下社会比较

后也表现出积极的内隐相貌自评，产生了对比效应

而不是同化效应，与假设 2相反，社会比较的 SAM
理论未得到验证。已有研究者发现，阈下呈现真实

个体时，自评会出现对比效应，而阈下呈现具体特质

时会产生同化效应。他们还使用低吸引力和高吸引

力面孔来进行阈下社会比较，结果也发现了内隐自

评的对比效应 [21]。本研究阈下呈现了 40张低吸引

力的真实面孔，因此表现出对比效应。

3.4 阈上和阈下社会比较对内隐相貌自评的影响

综合两个实验的结果发现，阈上社会比较的结

果支持 SAM理论，而阈下社会比较的结果不支持

SAM理论，这表明内隐自评可能受到测量方式和社

会比较方式的交互影响。尽管 Smeesters等的研究

证明了社会比较的SAM理论，但是该研究缺乏对高

低BMI个体基线内隐自评的测量，因此无法区该结

果是被试个体差异还是社会比较造成的。对于本研

究的结果，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外显社会比较对内隐

自评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内隐和外显认知的加

工特点决定的。根据内隐记忆的适当迁移加工理

论，外显和内隐测验所要求的加工过程不同，外显测

验要求概念驱动过程，内隐测验要求材料驱动过

程。如果测验与学习的加工过程相似或重叠，则可

以提高测验成绩，否则就会相对较差[32]。本研使用

的都是内隐测量，社会比较程序则使用外显的呈现

方式，学习与测量的加工方式不同，所以阈上社会比

较并未影响内隐相貌自评的结果。

3.5 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验证了一部分假设，但也存在诸多

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考察了内隐相貌自评，而并

未探讨外显相貌自评。社会比较对外显和内隐评价

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已有研究发现，测量方式的

客观性会影响社会比较的结果，主观测量(量表)会
导致对比，客观测量会导致同化[31，33，34]。本研究使用

的是客观的测量方法，这可能也对结果产生了影

响。未来研究需要结合内隐和外显测量的范式来探

讨阈上和阈下社会比较对相貌自评的影响。其次，

两个实验结果表明，阈上社会比较验证了社会比较

SAM理论[17]，阈下社会比较则不支持 SAM理论。但

是，本研究只考察了下行社会比较对相貌负面身体

自我女性内隐相貌自评的影响，并未探讨上行社会

比较的作用。而根据社会比较的SAM理论，进行上

行比较时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女性可能会产生对比效

应。未来研究需要结合上行比较，全面、系统地验证

SAM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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