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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大学生被试在内隐层面上是否存在自我正面偏见，探讨其强度是否可以得到增强。 方法：实验一

用阈上态度启动范式，在自我和他人启动条件下，要求被试判断随之呈现的人格特质词的积极和消极属性，记录自

我积极、自我消极、他人积极、他人消极四类词语的反应时数据；实验二运用阈下评价性条件反射，将自我与积极词

语或他人与消极词语反复配对呈现给实验组被试， 观察被试在与内隐自我正面偏见一致或不一致词对上与控制组

反应的异同。 结果：实验一发现被试对自我启动下的积极词或他人启动下的消极词的反应显著快于自我启动下的消

极词或他人启动下的积极词；实验二发现在不一致词对上两组被试的反应时没有差异，在一致词对上实验组显著快

于控制组。 结论：自我正面偏见在内隐层面上存在，通过阈下评价性条件反射可以增强内隐自我正面偏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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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the evidence of self-positivity bias at implicit level and investigate its enhancement in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The reaction time data of self-positive, self-negative, other-positive and other-negative words
were recorded when participants performed emotional judgment tasks(positive/negative) in self (I) or other (he) primed con-
ditions under Supraliminal Attitude-Prime Paradigm in Experiment 1; In Experiment 2, 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re-
peatedly presented with traits in which word I was paired with positive trait terms and he with negative trait terms under
Subliminal Evaluative Conditioning. Then the reaction time data of matched words(self-positive and other-negative words)
and mismatched words(self-negative and other-positive word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evaluative condi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reaction time of self-positive and other-negative words was shorter than self-negative and
other-positive words in Experiment 1; In Experiment 2,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reaction time of mismatched words be-
tween the two groups, as for matched words, participants in evaluative condition group responded faster than in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Self-positivity bias was confirmed at implicit level in college students and could be enhanced by Sub-
liminal Evaluative Cond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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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正面偏见(self-positivity bias)是指个体通常

把积极的结果或特质归因于自我内部稳定的人格特

征， 却认为消极的结果或特质与自己的人格特征无

关[1]。 根据双重态度模型，人们对某事物或某群体可

能有两种态度， 表现出来的是受意识控制的外显态

度，更本质的则是自动化的内隐态度[2]。 人们对自我

也可能存在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 心理学研究已经

反复验证了外显自我态度中存在普遍的自我正面偏

见 [3]，内隐自我态度上是否也广泛存在 自我正面偏

见还存在一些争论[4]。
自我正面偏 见广泛存在 于心理健康 的个体身

上，而抑郁或焦虑个体并没有表现出该偏见[5]， 甚至

表现出自我负面偏见[6]，这种差异被认为是正常个体

区别于抑郁患者的重要特征之一。 双重态度模型认

为内隐态度更能反映个体的真实观念和想法， 那么

内隐自我正面偏见应该更接近个体的真实自我。 可

以尝试通过某些操作来增强个体的内隐自我正面偏

见水平， 以达到帮助正常个体维持心理健康或改变

抑郁个体认知加工模式的目的[7]。
为此， 本研究首先考察大学生个体内隐自我正

面偏见是否存在， 随后考察是否可以通过阈下评价

性 条 件 反 射 （Evaluative Conditioning/EC）增 强 其 水

平。

1 实验一

1.1 被试

40 名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的湖南师范大学本

·368·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21 No.3 2013



科生，均为右利手，男女各半。 3 名被试因按键反应

失误予以剔除， 有效被试为 37 人 (男 18 名， 女 19
名)，平均年龄 21.6±0.52 岁，无类似实验经历。 实验

前被试完成贝克抑郁量表(M=3.6，SD=1.9)和罗森伯

格自尊量表 (M=22.1，SD=4.7)来控 制 负 面 情 绪 和 低

自尊，分数均在正常范围内。
1.2 刺激材料

字词刺激选自黄希庭编制的人格特质形容词词

库 [8]，积极词 50 个 (如高尚、真诚等 )，其 好 恶 度 在 7
点量表上大于 5.06(M=5.69，SD=0.32)，消极词 50 个

(如贪婪、奸诈等)，其好恶度小于 2.87(M=2.22，SD=
0.32)。 所选积极词和消极词在好恶度上差异显著(F
(1，98)=2926.38，P<0.001)，在熟悉度上差异不显著(F(1，98)

= 2.39，P>0.05)。 所选词语分别与启动刺激 “我”和

“他”配对呈现，构成自我积极、自我消极、他人积极

和他人消极词对各 50 个，共 200 个词对。
1.3 实验设计

采用 2(启动：自我 vs 他人)×2(人格词：积极 vs
消极)的两因素被试内设计，因变量为反应时。
1.4 实验程序

采用阈上态度启动范式，个别施测，先向被试介

绍实验程序，阅读指导语，要求被试对人格特质词按

积 极 和 消 极 属 性 进 行 归 类，分 别 按“A”和“L”键 选

择，平衡左右手。 实验程序用 E-Prime2.0 编制，黑色

40 号字呈现在灰色背景中央，顺序完全随机。 每个

试次先呈现“+”注视点 150ms，再呈现启动刺激(我/
他)150ms，间隔 150ms 后呈现目标刺激(人格特质词)
直到被试反应， 启动刺激呈现与目标刺激呈现之间

间隔 300ms(SOA)。 被试反应后 1000ms 开始下一个

试次。 8 个练习实验后进行 200 个词对的正式实验

(分 2 组，每组 100 对，中间可短暂休息)，观测距离保

持在 75cm。
1.5 结果

反应时记录为目标刺激呈现到被试按键反应之

间的时距，反应正确率为 97.75%。 实验数据先导入

EXCEL 进行预处理， 然后采用 SPSS13.0 进行统计

分 析 ， 去 掉 错 误 反 应 和 极 端 数 据（<300ms 和 >
3000ms）[9]。

对启动类型(自我 vs 他人)和人格词类型(积极

vs 消极)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启动类

型主效应显著，F(1，36)=5.90，P<0.05，被试对自我启动

(653.00±14.70ms) 的反应要快于他人启动 (661.79±
15.24ms)； 人格词类型主效应显著，F (1，36)=39.30，P<
0.001，被试对积极人格特质词(642.66±14.71ms)的反

应要快于消极词(672.33±15.37ms)；启动类型与人格

词类型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 (1，36)=61.52，P<0.001。
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在积极特质上，自我和他人启动

差 异 显 著，F(1，36)=65.66，P<0.001，自 我 启 动 (619.94±
13.70ms)快于他人 启 动 (665.39±16.15ms)；消 极 特 质

上自我和他人启动差异也显著，F (1，36)=19.29，P<0.001，
他 人 启 动 (658.59±14.85ms)快 于 自 我 启 动 (686.06±
16.48ms)。 综合来看，相对于不符合自我正面偏见的

词对 (自我消极词：686.06±16.48ms； 他人积极词：
665.39±16.15ms)，被试对符合的词对 (他人消极词：
658.59±14.85ms；自我积极词：619.94±13.70ms)反应

更快。

2 实验二

2.1 被试

80 名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的湖南师范大学本

科生，均为右利手，平均年龄 22.3±0.58 岁，无类似实

验经历。 实验前完成贝克抑郁量表(M=3.8，SD=2.1)
和罗森伯格自尊量表 (M=21.7，SD=4.9)来 控 制 负 面

情绪和低自尊，分数均在正常范围内。所有被试随机

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男女比例 1:1。
2.2 材料和仪器

测量内隐自我正面偏见的字词材料同实验一。
阈下评价性条件反射所用字词材料选自黄希庭

编制的人格特质形容词词库，与实验一不相重合，积

极词 50 个(如谦虚、乐观等)，其好恶度在 7 点量表上

大于 5.22(M=5.63，SD=0.22)，消极词 50 个(如冷漠、
尖刻等)，其好恶度小于 3.17 (M=2.57，SD=0.36)。 所

选积极词和消极词在 好 恶 度 上 差 异 显 著（F (1，98) =
2681.77，P<0.001），在 熟 悉 度 上 差 异 不 显 著 （F(1，98)=
3.05，P>0.05）。
2.3 实验设计

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实验操作，分为阈

下评价性条件和控制条件两个水平。
2.4 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个别施测，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

测，分别测定两组被试的内隐自我正面偏见水平，同

实验一； 第二阶段对实验组实施阈下评价性条件反

射操作，被试完成词汇判断任务，具体如下：前行掩

蔽刺激(XXXXXX)200ms 后迅速呈现“我”15ms，随之

呈现积极词(50 个“我-积极”词对 )，或者呈现“他”
15ms，随之呈现消极词(50 个“他-消极”词对)，两种

词对随机呈现， 要求被试又快又准确地对人格特质

词做积极或消极判断，并按“A”或“L”键反应，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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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手。 在控制组中，掩蔽刺激之后呈现“X”15ms，
紧跟着与实验组相同的积极词(50 个“X-积极”词对)
或消极词(50 个“X-消极”词对)，词对呈现顺序完全

随机，要求被试完成词性判断任务，按键反应并平衡

左右手。 反应后间隔 1000ms 进入下一个试次；第三

阶段是后测， 再次测定两组被试的内隐自我正面偏

见，方法和程序与前测相同。
2.5 结果

2.5.1 前测 反应时记录为目标刺激呈现到被试按

键反应之间的时距，反应正确率为 95.5%。 实验数据

先导入 EXCEL 进行预处理， 然后采用 SPSS13.0 进

行统计分析，去掉错误反应和极端数据(<300ms 和>
3000ms)[9]。两组被试因按键错误各剔除 3 人，各得有

效被试 37 人。以实验组被试与内隐自我正面偏见不

一致部分(不一致词对：自我消极和他人积极词对 )
的反应时和一致部分(一致词对：自我积极和他人消

极词对)的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表明一致词对的反应时要 显著快于 不一致词

对，t(1，36)=7.844，P<0.001；对控制组数 据进行同样 的

处理， 也发现一致词对的反应时显著快于不一致词

对，t(1，36)=6.264，P<0.001，说 明两组被试 都存在内隐

自我正面偏见。 以两组被试对不一致和一致词对的

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不

一 致 词 对 的 反 应 时 差 异 不 显 著 (t (1，72)=-0.058，P=
0.954>0.05)，一致词对的反应时差异也不显著(t(1，72)=
0.180，P=0.858>0.05)。 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实验组和控制组内隐自我正面偏见前测

2.5.2 后测 对实验组被试实施阈下评价性条件反

射(EC)后，再测定两组被试的内隐自我正面偏见。 被

试的反应正确率为 97.2%， 以实验组被试与内隐自

我正面偏见不一致部分或一致部分的反应时为因变

量，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一致词对的反应

时要显著快于不一致词对，t (1，36)=6.404，P<0.001；对

控制组数据进行同样的处理， 也发现一致词对的反

应时显著快于不一致词对，t(1，36)=3.922，P<0.001。 对

两组被试的不一致和一致词对的反应时进行独立样

本 t 检验， 发现不一致词对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t
(1，72)=-0.937，P=0.352>0.05)，而一致词对的反应时差

异 显 著 (t (1，72)=-2.139，P=0.036<0.05)，实 验 组 被 试 对

一致词对的反 应 (601.58±73.97ms)显著快于 控制组

(636.34±65.56ms)。 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实验组和控制组内隐自我正面偏见后测

3 讨 论

实验一采用经典的内隐社会认知研究方法—阈

上态度启动范式，探索了内隐自我正面偏见的特性。
发现被试对与此偏见一致的词对 (自我积极和他人

消极)的反应要显著快于不一致词对(自我消极和他

人积极)，说明被试无意识当中拥有对自我的积极态

度和对他人的消极态度， 符合内隐自尊将积极评价

或情感与自我相联系且将消极评价或情感与他人相

联系的特性[4，10]。 这种不一致词对和一致词对在反应

时上存在的差异也称启动效应， 反映了联想记忆中

的激活扩散 [11]，证实了自我正面偏见在内隐层面上

也是存在的。
实验二通过阈下评价性条件反射(EC)范式试图

增强被试的内隐自我正面偏见水平，将“我”与积极

人格特质词或 “他” 与消极人格特质词配对反复呈

现，发现后测中两组被试对不一致词对(自我消极和

他人积极)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但实验组被试对一

致词对(自我积极和他人消极)的反应显著快于控制

组。 说明通过 EC 操作，实验组被试的内隐自我正面

偏见得到了增强， 表现为个体对自我的态度更加积

极，对他人的态度更加消极，证实了内隐自我正面偏

见对实验条件具有敏感性[12]。 研究普遍认为内隐态

度是过去大量经验的累积和沉淀， 具有高度自动化

和习惯化的特性，是相对稳定不容易改变的，只有新

经验的长期积累才能使之发生渐变 [13]。 但近来也有

研究发现内隐态度具有情境性， 通过实验操作可以

改变[10]，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这种观点，与态度建构

理论认为知觉者态度会根据当时的情境线索、 情绪

情感或心境等做出调整的主张是符合的。 根据脚本

加工和社会图式理论 [14]，个体的态度会受到环境中

处于激活状态的因素的影响，实验组被试的“自我积

极图式”和“他人消极图式”处于激活状态，这种一致

性激活更加强化了被试的内隐自我正面偏见， 表现

为对符合该偏见的词对的反应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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