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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亲节目和婚

恋网站，让择偶倾向直观的出现在了人们面前，在一

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当代青年的择偶观。另一方面，

有些择偶现象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适龄女青年

甘愿给有妇之夫做“二奶”，男青年扎推追心目中的

“女神”等等。这些行为或许折射出当代青年在择偶

时，会参照他人选择配偶的倾向，在心理学上，我们

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择偶复制。

择偶复制（Mate Choice Copying）是指择偶过程

中, 个体偏好于同性别他人择偶偏好的行为 [1]。择

偶复制这个概念最早是从动物研究演化而来，在早

期的动物研究中发现只有雌性才会产生择偶复制
[2]。对于人类择偶复制而言，不同研究得出了不同

的结果。Hill等人研究发现，女性存在择偶复制，而

男性不会表现出择偶复制 [3]。研究者认为，女性择

偶时可能会更多的考虑到“亲代投资能力、社会地

位”，所以会倾向于选择对他人有吸引力的个体来减

少自己的投资风险，因而产生较多的择偶复制[4]。Lit⁃
tle的研究将择偶复制分为长期策略和短期策略，结

果发现，男女均只出现了长期策略上的择偶复制
[5]。有研究者认为，择偶是男女双向选择的过程，尤

其是从长期择偶策略来讲[6，7]，所以不管是男性还是

女性都会通过获取社会信息来做择偶决策[8]。Place
等人的研究发现，男女均出现长期和短期择偶复制
[9]。择偶复制的性别差异在国外的研究中得到了一

些证实，而国内的研究并未发现性别差异[10，11]，也未

从长期和短期择偶复制两个方面来考察性别的影响。

参照他人的行为做出决策是择偶复制的一个核

心要素，而不同认知方式的个体对参照信息的利用

程度是不一样的。不同认知方式的个体可能会因为

吸纳他人信息程度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择偶复制。

比如，场依存性个体可能会较多受到他人的影响从

而产生较多的择偶复制，而场独立的个体受外界影

响小，可能会较少的产生择偶复制。邹文谦利用静

态图片实验范式研究了认知方式对择偶复制的影

响，发现当用文字和图片描述榜样人物想与潜在配

偶约会时，场依存者比场独立者产生更多的择偶复

制[10]。有研究表明，场依存者对文字信息的加工要

优于场独立者[12]，而邹文谦的研究材料中出现了文

字材料。本研究将考察材料中没有文字出现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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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认知方式的被试的择偶复制是否存在差异。

榜样人物的吸引力也会影响人们的择偶复制。

Yorzinski和Platt的研究发现，榜样人物吸引力越高，

越容易引发择偶复制[13]。Johansson和Uller发现，潜

在配偶的吸引力与其是否带戒指共同影响择偶复制
[14]。随后，Place等人的研究发现，观察者和被观察

者之间的相对吸引力会在择偶复制过程中起到中介

的作用[9]。所以说，吸引力、相对吸引力也是影响择

偶复制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而场依存者较场独

立者容易感受外界因素，更可能会受到吸引力这些

外在易感信息的影响，国内的研究也均控制了吸引

力和相对吸引力这两个因素，因此，在本实验中我们

控制了潜在人物的吸引力、被试与榜样人物的相对

吸引力。

以往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被试都能表现出择

偶复制[15]。然而，男性和女性谁更容易产生择偶复

制，不同认知方式的个体在择偶复制方面是否有差

异，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致的答案。在本研究中，我

们参考Place等人做的真实速配实验范式[9]，探讨认

知方式、性别对长短期择偶复制的影响，并对榜样人

物吸引力、相对吸引力进行了控制。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从山西某高校选取大学生被试150名（男72名，

女 78名），集体发放镶嵌图形测验，共收回测验 150
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为143份（剔除完全没做

的和完全没理解题意的），有效率95.3%。

以镶嵌图形测验T分数作为筛选被试的指标，

筛选出男生得分高低各 20%、女生得分高低各 20%
作为符合条件的被试，共 60人，最后参加实验的有

效人数 48人，四组被试各 12人。所有被试视力正

常，在实验结束后，给予被试一定的物质报酬，并告

知镶嵌图形测验的结果。

1.2 研究工具

1.2.1 镶 嵌 图 形 测 验（Embedded Figures Test，
EFT） 由孟庆茂等[16]修订，按操作要求施测。

1.2.2 实验材料 视频材料：选自某地方电视台真

实互动相亲类节目，使用Corel Videostudio Prox4截

取能体现相亲双方交往意向的视频。初步截取8组
男女双方都有交往意愿的视频，经过预实验控制潜

在配偶吸引力、被试与榜样人物的相对吸引力后，最

终筛选出4组男女双方有交往意愿的视频作为正式

的视频材料。每段视频时长20s，为避免收入、房产

等其他社会信息的干扰，用韩语歌曲《Illailla》代替

原声，用双方的眼神、表情、动作以及歌曲中歌词

“love love love，everybody in love”来体现视频中人物

交往的意愿。照片材料：四组视频中8个主人公（男

生4张，女生4张）的照片全部选用面带微笑的正面

照，为防止照片的光线条件、尺寸不一样，均采用图

像处理软件将图片的对比度、尺寸调成一致。

1.3 实验设计程序

为 2（认知方式：场独立/场依存）×2（性别：男/
女）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择偶复制（连续变量），分

为短期择偶复制和长期择偶复制两种。控制因素为

榜样人物的吸引力，被试与榜样人物的相对吸引力。

1.3.1 预实验 正式实验前招募 10名被试评价视

频中异性的吸引力、与同性的相对吸引力，以及是否

能感受到视频中双方交往的意愿。通过问被试“你

认为视频中的异性具有吸引力吗？1=完全没有 7=
十分有”得到视频中人物吸引力的值，通过问被试

“你和视频中的同性者相比，谁更有吸引力？1=视
频中的同性 7=我自己”得到相对吸引力的值。通过

问被试“你感觉视频中双方有相互交往的意愿吗？

1=无 2=有”根据被试反应的结果，选取了相对吸引

力（值为 1、7）平均值最靠近 3.5、吸引力（值为 1-7）
平均值最靠近3.5且有交往意愿的视频。

1.3.2 正式实验 步骤一：填写镶嵌图形测验，筛

选被试。步骤二：择偶复制的实验（E-prime呈现）

首先呈现异性的照片，让被试对图片做出短期交往

意愿的评价（通过问“你有跟图片中的主人公接触或

者短期约会的兴趣吗？”1为完全没兴趣——7为十

分有兴趣）和长期交往意愿的评价（通过问“你有跟

这个人成为互相有承诺的伴侣或者恋人的兴趣吗？”

1为完全没兴趣——7为十分有兴趣），七点计分；然

后让被试观看以照片人物为主角的视频，请被试再

次对异性做出长短期交往意愿的评价（“你有跟视频

中的异性接触或者短期约会的兴趣吗？”“你有跟视

频中的异性成为互相有承诺的伴侣或者恋人的兴趣

吗？”），七点计分。步骤三：为更好的控制相对吸引

力、交往意愿的影响，被试要回答自己与视频中同性

谁更具有吸引力（“你认为与视频中的同性相比，谁

更有吸引力？”1=视频中的同性 2=我自己）；回答是

否感受到视频双方交往的意愿（“你感觉视频中双方

有继续交往的意愿吗？”1=没有 2=有）。步骤四：重

复步骤二、三，共完成4组。最后回答是否看过这些

视频或者认识视频中的人物（“你见过视频中的人物

吗？”1=全部见过，2=部分见过，3=完全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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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统计

依据测定择偶复制效应的实验程序，提出择偶

复制的操作性定义：在观看视频之前(前测)和观看

视频之后(后测)的两次测量中，被试对异性照片(潜
在的配偶)交往意愿评价得分的差值（后测-前测）反

映了择偶复制的大小。大于0则表示出现了择偶复

制，小于等于0则为未出现[11]。

将数据导入SPSS18.0进行处理。

2 结 果

被试觉得视频中同性更具有吸引力计为 0，认
为自己更具有吸引力计为1。被试认为视频中双方

无交往意愿计为0，认为双方有交往意愿计为1。通

过对四组测验平均值进行分析，相对吸引力基本保

持在一个平均水平(M±SD=0.57±0.56)，较好的控制

了相对吸引力这个控制变量，不对实验造成影响；被

试显著感受到了视频中人物继续交往的意愿(M±
SD=0.95±0.22)。

从表 1可以看出，单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在长

期择偶复制上，不同性别和不同认知方式的四组被

试的择偶复制分数都与“0”分产生了显著差异，表明

存在择偶复制；而短期择偶复制仅女性组得分与“0”
分差异显著、表现出择偶复制，其他三组并未产生择

偶复制。

2.1 长期择偶复制结果

从表 1可以看到，不同性别和不同认知方式的

被试都出现了显著的长期择偶复制（P<0.01）。如表

2所示，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择偶复制上，大

学生的认知方式与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认知方

式、性别各自的主效应也不显著。

表1 不同性别和认知方式被试的择偶复制分数及单样本 t检验

注：*P<0.05，**P<0.01，下同。

条件

长期择偶复制

短期择偶复制

男性

M
0.61

-0.14

SD
0.77
1.08

t
3.89**

-0.61

女性

M
0.89
0.74

SD
0.76
1.07

t
5.72**
3.39**

场依存

M
0.77
0.29

SD
0.81
1.20

t
4.62**
1.19

场独立

M
0.73
0.31

SD
0.74
0.23

t
4.85**
1.35

表2 长期择偶复制方差分析结果

表3 短期择偶复制方差分析结果

2.2 短期择偶复制结果

表1的结果显示，在短期择偶复制条件下，仅女

性被试出现了短期择偶复制。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见表 3），在短期择偶策略上，性别的主效应显著，

女性的短期择偶复制强于男性。认知方式与性别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认知方式的主效应也不显著。

3 讨 论

3.1 择偶复制效应

从长期择偶复制看，不同认知方式的男性和女

性都表现出择偶复制，部分印证了 Little[5]和 Place[9]

等人的研究。除去进化论繁衍后代与社会文化影响

的解释，还可能是因为人类择偶决策也采用认知启

发式。认知启发式（cognitive heuristics）是指人在社

会认知中喜欢走捷径，并不对关于他人的所有信息

进行感知，而是倾向于“抄近路”，感知那些最明显、

对形成判断最必要的信息的现象。面对不确定事件

的判断，认知启发是人们经常快速、简便进行推理，

得出结论的决策法则[17]。在本研究中，同性别他人

对潜在配偶是否有兴趣就是一种很明显的信息。当

择偶决策这个充满不确定感的事件出现时，人们更

容易受到明显的信息的影响，产生参照他人择偶倾

向的行为。

从短期择偶复制上看，只有女性出现了短期择

偶复制。这与Little的研究结果[5]不符，他们发现女

性不会出现短期择偶复制。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

男性和国外女性，中国的女性大学生有更少的性经

验[18]，而拥有较少性经验的女性会产生更多的择偶

复制[19]。另外，处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在

择偶上是更加谨慎的，且会对潜在配偶有更少的性

的考虑，即使是表达短期相处的意愿也更容易受到

社会信息的影响。

3.2 性别与认知方式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在短期择偶复制上主效应

显著，女性的短期择偶复制强于男性；认知方式在长

期和短期择偶复制上主效应均不显著，性别和认知

长期择偶复制

变异来源
性别
认知方式
认知方式*性别

F
1.46
0.04
0.70

Sig. (2-tailed)
0.23
0.85
0.41

短期择偶复制

变异来源

性别

认知方式

认知方式*性别

F
7.58
0.004
0.07

Sig.(2-tailed)
0.009**
0.95
0.79

η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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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对择偶复制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女性择偶时更多地

考虑到亲代投资，更为关注男性是否有能力抚养后

代 [3]，所以更容易受到“同性别他人”这些社会信息

的影响。相比之下，男性在短期策略中可能会更多

地考虑到繁殖后代的需要，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年轻、

富有吸引力的女性，由于这些特质从直观就能得出，

不需要榜样人物社会性信息的辅助。因此，男性不

会产生短期择偶复制。

与采用静态图片范式的研究结果不同[10]，本研

究发现不同认知方式的个体在择偶复制上并未产生

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静态图片实验呈现榜样人

物与潜在配偶的图片时标注了文字信息，而本研究

的材料中没有出现文字信息。有研究表明，场依存

的个体在进行社会性文本阅读时的成绩要显著高于

场独立者[12]；再者从本研究的角度看，不同认知方式

个体并未产生差异，原因可能是择偶不同于信息加

工方式等个体行为，它有着很强的社会性，不同认知

方式的个体都受到了相同的中国社会文化因素的影

响。有研究表明，择偶受到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两

种力量的影响，中国文化背景下存在较强的社会文

化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择偶偏好的表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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