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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不同完美主义者对不完美图片的注意偏向特点。 方法：使用中文版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筛选

出积极完美组 20 人，消极完美组 22 人和非完美组 20 人，以成对的完美、不完美图片为实验材料，采用点探测任务

进行研究。 结果：积极完美组对不完美图片的平均反应时长于完美图片（432.020ms vs. 416.015ms，P<0.05），在偏向分

上 表 现 为 对 不 完 美 图 片 的 注 意 回 避 （t=-2.205，P<0.05）； 消 极 完 美 组 对 不 完 美 图 片 的 平 均 反 应 时 短 于 完 美 图 片

（431.883ms vs. 457.326ms，P=0.001），在偏向分上表现为对不完美图片的注意偏好（t=2.936，P<0.05）；非完美组对两

类图片的平均反应时差异不显著，未表现出明显的注意偏向。 结论：两类完美主义者对不完美图片存在不同的注意

模式，积极完美主义者表现为注意回避，消极完美主义者表现为注意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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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ttentional bias for imperfect pictur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perfectionists. Methods: By using the Chinese Frost’s Multidirect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CFMPS), we selected 20 posi-
tive perfectionists who had high positive points and low negative points; 22 negative perfectionists who had both high posi-
tive and negative points; and 20 non perfectionists who had both low positive and negative points. Dot-probe task was
adopted to inspect the attentional bias and 30 perfect-imperfect picture pairs were chosen as stimuli. Results: Positive
group paid longer attention to imperfect pictures than perfect pictures (432.020ms vs. 416.015ms, P<0.05); negative group
took shorter reaction to imperfect pictures than perfect pictures (431.883ms vs.457.326ms, P=0.001); and imperfect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average reaction time with two kinds of pictures(412.580ms vs. 414.347, P>0.05). Accord-
ing to attention bias score, positive perfectionist showed avoidance to the imperfect picture (t=-2.205, P<0.05), however,
negative perfectionist showed attentional preference to the imperfect picture (t =2.936, P<0.05), while non perfectionist
didn’t show any significant attentional bias.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wo kinds of perfectionists both had at-
tentional bias for imperfect stimulus, and they had different attention models. Positive perfectionists show attention avoid-
ance, while negative perfectionists show attention perference.
【Key words】 Perfectionism； Attentional bias； Dot-probe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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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主义是一种力求尽善尽美地完成任务并伴

随批判性自我评估倾向的人格特质， 其核心特征是

个人标准较高，自我批评严厉，重视条理性和害怕否

定 [1]，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情绪、行为和生活质量。
早期研究大多强调完美主义的负面影响， 认为完美

主义是引起许多心身疾病的危险因素， 与抑郁、焦

虑、强迫症、人格障碍、饮食障碍等存在显著相关 [2]。
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完美主

义并不全都引起个体的不适，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完

美主义包含两种形式： 与临床精神病理学紧密相关

的非适应性完美主义（消极完美主义）和与积极心理

现象紧密相关的适应性完美主义(积极完美主义)[3]。
完美主义作为一种对情绪和行为反应都有较强

影响力的稳定的人格特质，在其 认 知 方面（注意、记

忆、解释等）的研究尚不多见。近年来，有关注意偏向

的研究发现， 注意资源分配及效率的改变可能是形

成心理障碍的普遍机制[4]。 因此，把注意偏向的研究

引入到完美主义领域， 从认知加工的角度研究完美

主义及其相关的心理现象，将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注意偏向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 最先应

用在情绪领域，如今在人格、身体意象、负性图式等

研究中也广泛运用[5-8]。 注意偏向是指个体对特定刺

激具有高敏感性而产生选择性注意， 它能反应出个

体信息加工的特点 [9]。 目前有两种效应支持这种偏

向，即心境一致性效应和特质一致性效应[10]。 心境一

致性效应认为，具有积极 心 境 的个体在对情绪信息

进行注意或解释时，总是对令人高兴 的 感 知觉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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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偏好，而具有消极心境的个体则情况相反；特质

一致性效应认为，个体处理 信 息 的 方式受自身人格

特质的情 感 效 价 影响，个体倾向于用与自己特质相

一致的方式处理信息。 根据这 两 种 效应，消极完美

主义者具有看坏不看好的选择性认知和惧怕否定的

思维 [11]，如果能证实他们对负性信息或不完美信息

存在选择性注意， 那么从理论上就可以对这种认知

偏向进行干预，从而对抗消极完美主义所带来的心理

疾病。同样，如果能证实积极完美主义者对正性信息

存在注意偏向，则有助于维护他们积极健康的心态，
从而更好的适应社会。

目前，对于完美主义者注意偏 向 的 研 究并不多

见，訾非[12]率先做了初探，但在被试分型和实验材料

上还存在局限性， 比如对被试完美类型的划分不是

很明显， 低完美主义者可能是积极完美主义者也可

能是非完美主义者，存在着混淆；对实验材料的选取

也过于单一， 简单的线性图形易引起被试的习惯效

应，影响实验结果。 在这些方面本研究作了改善，在

被试分型上，采用更严格的筛选方法，将被试分为积

极完美、消极完美和非完美三组，首次对完美主义的

积极特点进行探讨；在实验材料上，使用更具生态效

应的生活图片， 更好的诱发被试的真实反应并减少

倦怠感。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以班级为单位，对哈尔滨师范

大学 700 名在校 本科生进行 问卷调查， 其 中大一

180 人，大二 190 人，大三 164 人，大四 166 人，年龄

在 18-22 岁之间。 回收有效问卷 663 份。
1.2 工具

中文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问卷， 该问卷由 Frost
等人[13]于 1990 年编制，用于测量完美主义者的典型

认知、情绪和行为表现，訾非 [14]在 2006 年对其进行

修订并完成信效度检验。问卷包括五个维度（错误在

意度、行为迟疑度、个人标准、父母期望和组织条理

性），共 27 个条目，采用五点计分法。其中，组织条理

性是完美主义的积极维度， 其余四维度是完美主义

的消极维度。 本研究中， 问卷的内 部一致性系 数

（Cronbach’s α）为 0.83，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标良好，
有较好的信效度。
1.3 入组标准

根据以往对完美主义人群聚类分析的研究[15，16]，

按照被试在问卷积极维度（P）和消极维度（N）上的

得分高低筛选被试。本研究设定，高分为大于此维度

平均分一个标准差的得分， 低分为小于此维度平均

分一个标准差的得分。 选取 P>28.04，N<44.47 的被

试 20 人为积极完美主义组；P>28.04，N>66.69 的被

试 23 人为消极完美主义组；P<20.32，N<44.47 的被

试 21 人为非完美主义组，三组被试在量表上的总分

差异显著，F(1，63)=1022.246，P<0.001。 所有被试智

力正常，视力或矫正视力良好，没有色盲、色弱，无家

族精神病史，熟悉相关电脑操作。删除实验中反应时

过 快（<200ms）的 被 试 2 人，最 终 获 得 有 效 被 试 62
人，其中积极完美组 20 人，男生 4 人，女生 16 人；消

极完美组 22 人，男生 5 人，女生 17 人；非完美组 20
人，男生 5 人，女生 15 人。
1.4 实验材料

实验的图片材料来自于网上下载的常见物品图

片，包括植物、动物和生活用品等，为完美图片。 用

Photoshop 软件处理图片，从物品的完整性、形状的

均衡性、画面的洁净性三方面进行加工，使原始图片

出现瑕疵，为不完美图片。这样组成 82 个图片对，每

对图片中，一个是完美图片，另一个是不完美图片。
请 22 名心理系学生对图片的完美或不完美程度进

行五级评分（1=非常不完美， 5=非常完美），选择平

均分大于 3.5 的图片为完美图片，平均分小于 2.5 的

图片为不完美图片。最终获得 30 对完美图片和不完

美图片作为正式实验材料， 另外从网上下载风景图

片 10 张作为练习材料。
1.5 实验设计

采用 3（完美人格类型）×2（图片性质）的两因素

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组间自变量为完美人格类型，包

括积极完美主义者、 消极完美主义者和非完美主义

者；组内自变量为图片性质，包括完美图片和不完美

图片。因变量为被试对探测点按键的反应时间，以毫

秒（ms）计时。
1.6 实验仪器及程序

使用 14.1 寸笔记本电脑呈现实验刺激程序，显

示器分辨率为 1366×768，所有被试均在安静的环境

下坐在电脑前单独施测。 采用改编的点探测任务范

式，使用 E-Prime1.0 版软件编写程序，屏幕为白底

黑字，图片对间距 4.5cm，每张高 5cm 宽 7cm。
实验开始前，请被试端正坐好，距离屏幕约 50-

60cm，要求被试将左手和右手食指分别放于键盘的

“F”和“J”键上，由主试打开点探测任务程序，让被试

阅读屏幕上的指导语，并自行开始实验。
（1）呈现指导语：欢迎参加本次实验！ 实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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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请 将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屏 幕 中 央 的“+”注 视 点 上。
“+”消失后，在原来“+”的左面和右面会同时出现一

张图片，图片消失后，在其中一个位置会出现“*”符

号。请根据“*”所在位置尽快做出反应。若“*”出现在

屏幕左面请 按“F”键，“*”出现在 屏幕右 面 请 按“J”
键。 如果您明白了实验操作方法，请点击下面的“空

格键”进入练习，练习过程中不明白的地方可向主试

询问。
（2）练习阶段：随机呈现 5 对与实验无关的风景

图片，以供被试熟悉操作过程。为保证探测点在两侧

位置出现随机分布且均衡，共进行 10 个 trial。 练习

结束后，屏幕上会出现 “如果您熟悉了实验程序，请

按‘S’键进入正式实验，如还需练习请您按‘L’键”
的提示，之后被试转入正式实验。 练习阶段中，不记

录反应时与正确率。
（3）实验阶段：随机呈现 30 对完美与不完美图

片，为保证每张图片在左右均出现，每对呈现两次；
探测点出现在完美、 不完美图片上的位置和左右位

置是随机均衡的， 且在实验中出现的几率相同。 正

式实验共 60 个 trial， 各种刺激的呈现顺序均随机

化，程序在“*”出现时开始记录正确率与反应时间，
按键反应后， 出现 1000ms 的空白屏， 进入下一个

trail。 整个实验结束后，屏幕上会出现“实验结束，谢

谢合作”的感谢语。
1.7 统计处理

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筛选处理，剔

除错误数据或极端数据（<200ms 或>1000ms）[17]超过

总数据 10%的被试。 本实验中，被试对探测点位置

判断的正确率在 98%以上，2 名被试因反应过快而

被删除。对被试的反应时采用两因素方差分析，注意

偏向分采用 t 检验进行分析。

2 结 果

2.1 不同完美类型组对图片刺激的反应时

对筛选后的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各组被试

反应时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 1。
以组别和图片性质为自变量， 反应时为因变量

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组别即被试类型

主效应不显著（F（2，59）=1.875，P=0.162）；图片性质

主效应不显著（F（1，59）=0.350，P=0.556）；组别与图

片性质的交互作用显著（F（2，59）=8.118，P=0.001），
表明三组被试在完美图片和不完美图片上的反应时

存在差异。 见附图。
进一步做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三组被试在完美

图片上的平均反应时差异显著 （F （2，59）=4.17，P=
0.020）， 表现为消极完美组的平均反应时显著长于

积极完美组和非完美组； 三组被试在不完美图片上

的平均反应时差异不显著（F （2，59）=0.68，P=0.509）。
另外， 积极完美组对两类图片的反应时存在显著差

异（F（1，59）=4.44，P=0.039），表 现 为 积 极 完 美 组 对

不完美图片的平均反应时长于完美图片； 消极完美

组 对 两 类 图 片 的 平 均 反 应 时 也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F
（1，59）=12.33，P=0.001），表现为消极完美组对不完

美图片的平均反应时短于完美图片； 非完美组对两

类图片的平均反应时差异不显著（F（1，59）=0.05，P=
0.817）。

表 1 三组被试在两种图片上的反应时（x±s）

附图 组别与图片性质的交互作用

表 2 三组被试对不完美图片注意偏向分比较（x±s）

2.2 不同完美类型组对不完美图片的注意偏向分

计算三组被试对不完美图片的注意偏向分，即

探测点出现在完美图片位置的反应时减去探测点出

现在不完美图片位置的反应时。 正值说明被试对不

完美图片存在偏好， 负值说明被试对不完美图片注

意回避，零值代表被试没有注意偏好[12]；且各个方向

上的绝对值越大， 表明注意指向或逃避的倾向越明

显。 使用单样本 t 检验，比较三组被试注意偏向分与

无偏好（0ms）的差异。 结果显示（见表 2），积极完美

组平均偏向分显著低于零值， 表明被试回避不完美

刺激；消极完美组平均偏向分显著高于零值，表明被

试偏好注意不完美刺激；非完美组得分差异不显著，
表明被试不存在注意偏向。 另外，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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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积极和消极完美组的注意偏向分数， 发现二者

在得分上有显著差异（t=-3.627，P=0.001），说明当完

美图片和不完美图片同时出现时， 两组被试对刺激

图片存在不同的注意模式。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考察了不同完

美主义者的注意偏向特点。 实验以完美人格类型和

图片性质为自变量， 被试对探测点的反应时为因变

量，选取丰富多彩的物品图片为刺激材料，以唤起被

试的不完美焦虑。 实验程序为改编的点探测任务范

式。根据点探测任务的原理，当被试的注意力集中在

某视觉区域时， 被试对该区域或附近区域的探测点

的反应时间较短， 而对于远离该区域探测点的反应

时间较长[9]。 实验结果表明，积极完美组对不完美图

片的平均反应时显著长于完美图片， 表明被试注意

完美图片，回避不完美图片；消极完美组对不完美图

片的平均反应时显著短于完美图片，说明被试注意了

不完美图片，对不完美图片产生偏好；非完美组对两

类图片的平均反应时差异不显著，表现为无注意偏向

产生。
本研究结果与訾非 [12]研究结果部分一致，即都

发现当完美刺激与不完美刺激同时出现时， 完美主

义水平不同的个体对不完美刺激的注意模式不同。
訾非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刺激对呈现 1000ms 的情

况下，低完美组对不完美刺激回避，高完美组对不完

美刺激有偏好倾向；而在刺激对呈现 750ms 的情况

下，只发现低完美组对中度不完美刺激回避，而未发

现高完美组的偏好现象。 这与本实验的结果不太一

致，本实验在 750ms 的呈现时间下，也发现了 高完

美组对不完美刺激的偏好，而且达到了显著程度。这

种不一致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两研究筛选被试时的

分组标准不同， 訾非只选取问卷中的消极维度按高

低水平划分被试， 而本研究则根据完美主义人群在

积极和消极维度上的特点，结合两维度划分，对高完

美组的筛选更加严格， 且将低完美组进一步划分为

积极完美组和非完美组； 另一种原因可能是两研究

选取的实验材料不同， 訾非选取的是单色调的线性

图形，容易让被试产生单调疲劳感，而本研究以多彩

的物品图片为刺激材料， 更容易唤起被试的真实反

应。基于以上两种推测，本研究得到了高完美组即消

极完美组偏好不完美刺激的结果。
本研究认为， 积极完美主义者和消极完美主义

者对刺激图片存在着不同的注意模式， 符合特质一

致性理论，即积极完美主义者以追求完美为特质，关

注完美刺激； 而消极完美主义者以害怕不完美为特

质，在意不完美刺激。 同时，这一结果也可以用自我

图式理论解释。 Markus 提出，图式是个体在过往经

验和行为的基础上形成的认知结构， 外部表现为重

复的行为模式[18]。 图式会影响个体的信息加工过程，
整合在自我图式中的知识被激活的阈限较低， 能被

轻易激活而发挥信息加工功能。 当外界刺激与人脑

中的图式一致时，个体对此类信息的加工速度更快。
完美主义者受追求卓越和避免失败两种动机的驱动[19]。
积极完美主义者主要受追求卓越的动机驱动，以追求

完美为特点，形成了关注完美事物的认知结构。所以

当完美图片和不完美图片同时出现时， 积极完美主

义者倾向于注意与自我图式一致的完美图片， 抵制

与自我图式相悖的不完美图片。 而消极完美主义者

主要受避免失败的动机驱动，以害怕不完美为特点，
总是担心错误、关心细节，过分在意是否完美，不能

忍受不完美感。 所以两种图片刺激同时呈现的情况

下，消极完美主义者会视不完美刺激为威胁性信息，
产生不完美焦虑， 从而对不完美图片存在选择注意

上的偏好。 这一结果与以往对焦虑个体注意偏向的

研究结果一致， 即高焦虑个体对负性或威胁性信息

（愤怒面孔等）存在注意偏向[20]。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
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是对个体适应环境的保护。 对

于害怕不完美的消极完美主义者来说， 不完美易唤

起个体的不安全感， 所以他们时刻搜寻着不完美信

息以避免潜在的威胁， 但是这种紧张的过分关注状

态却阻碍了个体合理地分配注意资源， 反而影响了

他们对环境的适应。 总之，完美主义是一把双刃剑，
对完美的追求可以使人类的行为具有目标性和指向

性，但过度的受完美感受的驱使，又会给个体带来心

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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