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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有无情侣身份的大学生对不同注视方向和性别二态线索的面孔吸引力的评价。 方法：采用 Fan-
taMorph 4.0 软件通过性别二态技术操作性别二态线索， 并通过 Adobe PhotoshopTM 来形成不同注视方向的面孔刺

激。 结果：被试对正视面孔的吸引力评价显著高于斜视面孔；被试对男性化的面孔的正视吸引力评价显著高于女性

化面孔；无情侣的被试对正视面孔的吸引力评价显著高于有情侣的被试。 结论：被试对正视的偏好符合进化的适应

性；对男性化面孔正视的偏好与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理论的观点相一致；无情侣被试对正视的偏好符合进化中对择

偶努力有效配置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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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gaze directions and sexual dimorphism cues on facial at-
tractiveness by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artner status. Methods: FantaMorph 4.0 software was used to operate sexu-
al dimorphism cues by sexual dimorphism method, and to gain facial stimulus with different gaze direction through Adobe
PhotoshopTM. Results: The evaluation on the direct gaze fac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averted versions; The e-
valuation on masculine fac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feminine ones; The evaluation on facial attractiveness of un-
partnered subjec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partnered ones. Conclusion: The preferences for direct gaze face are
on the straight line with the adaptation of evolution; The preferences for masculine face with direct gaze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theory; The preferences for direct gaze of un-partnered students may facilitate efficient alloca-
tion of mating 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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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视(eye gaze)在社会交往中很重要，是解码他

人心理状态的基本信号， 并且传达他人当前关注焦

点的信息[1]。 注视可能表示注意或关注，而目光转移

或回避可能意味着注意转移或不关心。 感知对方注

视的方向是种重要的认知和社交技巧。 在现实生活

中，人们每天都要面对大量的信息，客观上要求人们

对这些信息进行快速的评估， 这是保证有机体生存

和适应的重要途径 [2]。 人们对注视线索的快速反应

表明眼睛在社会交流中的重要性， 注视方向能够显

示出同伴潜在的行为意图， 具有了解眼睛非言语的

信息加工系统毫无疑问是很有用的[3]。 简单而言，解

码眼睛的语言，简化了日常社会互动的复杂过程。
正视(direct gaze)意味着社会参与可能性增加，

获得更多注意，与更强的皮电反应相关联，更多的 EEG
唤醒，心率的增加以及感知者杏仁核反应的增强 [4]。
现有证据表明人们能够准确鉴别他人是在正视他们

还是回避注视他们[5]。 这种能力在婴儿早期就出现，
继续发展到成人阶段。 新生儿就能辨别出正视和回

避注视表明辨别注视方向的能力是 与生俱来的 [6]。
先前的研究已经发现， 他人眼睛注视方向的改变可

引发观察者反射性注意的转移 [7]，与转移的 目光相

比，正视的目光更能吸引观察者的注意力[8]。总之，注

视方向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负责发挥这几个重要的功

能，如调控互动，促进交流目标，表达亲密和社会控

制等，在进化过程中，利用同类和食肉动物的注视方

向所传达信息的能力， 可能为物种的生存提供了优

势，特别是对非人灵长类动物和人类而言，注视方向

具有社会和生物学的重要意义[9]。 最近，他人的正视

和回避注视对面孔感知的影响广受关注。
而面孔吸引力作为面孔感知领域的一项重要课

题，越来越引起心理学者的兴趣。面孔吸引力是指目

标人物面孔所诱发的一种积极愉悦情绪体验并驱使

他人产生接近意愿的程度[10]。 吸引力对社会交往的

影响范围十分广泛， 从关系的开始到人格特质的归

因再到能力的判断等， 并且吸引力的评价也可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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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择偶偏好， 帮助个体确定生物质量和适宜性较高

的潜在伴侣[11]。 近期关于面孔偏好的研究表明注视

方向会影响对面孔的偏好 [3，12，13]。 比方说，当判断异

性面孔时，人们通常对正视表现出强烈的偏好[12]。 而

性别二态线索(sexual dimorphism cues)，即男性化—
女性化线索(Masculinity-Femininity Cues)，是决定面

孔吸引力的重要指标， 并且在择偶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14]。 Rhodes 通过元分析表明大多数研究者都赞同

性别二态线索的面孔特征对吸引力起着关键作用 [15]。
Conway 等人新近的研究进一步考察了有无情侣身

份的女性对性别二态线索的男性面孔正视的偏好，
结果发现，没有情侣的女性在考虑长期关系时，更偏

好女性化的男性面孔的正视，并且，没有情侣的女性

在考虑长期关系时比短期关系更偏好女性化的男性

面孔的正视， 也表明有无情侣在对面孔吸引力评价

时具有不同的动机[16]。
本研究拟探讨有无情侣身份的被试对他人的社

会兴趣方向（注视方向）和性别二态线索的面孔偏好

的感知效应。在本研究中，分别让有无情侣身份的被

试比较在四种不同条件下对正视偏好的强度， 这四

种条件分别是判断男性化的男性面孔， 女性化的男

性面孔，男性化的女性面孔，女性化的女性面孔。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武汉某高校 108 名 18-22 岁的学生， 其中，男

37 名，女 71 名，有情侣者 22 名，无情侣者 86 名，平

均年龄 19.96 岁， 标准差为 0.81。 无任何心理疾病

史，均为右利手，其裸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无色

盲或色弱，且均自愿参加，实验结束得到公共心理学

课程学分。
1.2 实验变量及设计

本研究采用 2×2×2 的混合实验设计， 其中，两

个组内变量分别为目标性别（男 vs.女），性别二态线

索（男性化 vs.女性化），一个组间变量为被试有无情

侣（有 vs.无 ）。 因变量为被试对正视照片的吸引力

评价。
1.3 实验刺激材料

实验所选面孔刺激材料来自某高校毕业生信息

采集登记照片数据库共 321 张， 这些照片是同一批

在相同背景，标准光线条件下拍摄的正面像，其中，
男 144 张，女 177 张。从 144 张男性照片中剔除佩戴

眼镜，有胡须，面带表情的照片，筛选出 60 张男性彩

色登记照。 然后，从这 60 张 22~26 岁(M=23.70，SD=

0.83) 的男性的彩色照片挑选 32 张图片， 同样，从

177 张 女 性 图 片 中 挑 选 出 32 张 彩 色 照 片 (23.56±
0.84 岁)，目标都显示出中性面部表情，都没戴眼镜，
无配饰， 无胡须。 接着采用 计算机图像 处理技术

(Morph4.0 软件)分别将 32 张男性和 32 张女性面孔

平均合成。 最终得到 2 张男性与女性的平均面孔图

片原型（如图 1 所示）。
然后， 采用 Perrett 等发展的性别二态技术(the

sexual dimorphism method)分别将 2 张平均化的面孔

原型照片进行男性化—女性化处理。 最终得到经性

别二态技术转化所得到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的男女面

孔图片。以上所有的面孔中目标的眼睛都是正视，然

后， 将同一张的面孔图片中眼睛的方向经过 Adobe
PhotoshopTM 转成两张向左看的斜视照片 （如图 2
所示）[1]，并对所有照片进行灰度处理，由此共得到 4
对配对呈现的男女照片，见图 2。

图 1 平均化的男性与女性面孔原型照片

图 2 男性化与女性化的正视与斜视的男女面孔刺激

注：左 半 图 为 男 性 化，右 半 图 为 女 性 化；配 对 照 片 中 左 为 正

视，右为斜视

1.4 实验程序

实验让被试 对正视面孔 的吸引力程 度进行评

价，具体程序如下。
刺激呈现阶段： 利用 Eprime2.0 编程，4 对配对

出现的男女面孔刺激以随机的方式呈现， 平衡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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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斜视的位置顺序，以及不同性别刺激的呈现顺序。
首先，屏幕上呈现指导语，与此同时，主试读一遍指

导语，让被试明确任务和要求。指导语为：“请注视屏

幕中央出现的注视点， 之后屏幕上将会配对出现两

张面孔图片，这 2 张面孔图片之间很相似，只有非常

细微的差别，请仔细观察，选择您认为更有吸引力的

那个面孔。 请在键盘上按您认为更有吸引力面孔上

的所对应 1-8 数字键。 如果您已经理解以上说明，
请按“Y”键。”其中，1-4 按键表示左边的图片更有吸

引力，表示的程度从左到右依次为 1=非常更有吸引

力，2=比较更有吸引力，3=一些更有吸引力，4=稍微

更有吸引力；5-8 按键表示右边的图片更有吸引力，
表示的程度从左到右依次为 5=稍微更有吸引力，6=
一些更有吸引力，7=比较更有吸引力，8=非常更有

吸引力。 在每对面孔刺激出现前都在屏幕的中央会

出现一个注视点持续时间为 1s，当被试注视到这个

点时，开始呈现面孔刺激。每对配对出现的图片在屏

幕上时间不限直到被试做出反应再消失， 刺激呈现

时，被试需要做出按键反应，按键后，图片自动消失，
紧接着出现一张空屏，持续时间为 1s，依次随机呈

现，直至测试结束。
1.5 数据初处理

根据 Conway 等人对所搜集数据进行初处理 [12]，
采用 0-7 等级对面孔的偏好评价数据进行编码：0=
斜视面孔比正视面孔评价非常更有吸引力；1=斜视

面孔比正视面孔评价比较更有吸引力；2=斜视面孔

比正视面孔评价一些更有吸引力；3=斜视面孔比正

视面孔评价稍微更有吸引力；4=正视面孔比斜视面

孔评价稍微更有吸引力；5=正视面孔比斜视面孔评

价一些更有吸引力；6=正视面孔比斜视面孔评价比

较更有吸引力；7=正视面孔比斜视面孔评价非常更

有吸引力。 然后，将每个被试对男性目标的男性化，
女性化面孔，女性目标的男性化，女性化面孔的正视

偏好的平均强度分别计算出来， 然后进一步进行方

差分析。

2 结 果

首先， 将男性化的男性面孔， 女性化的男性面

孔，男性化的女性面孔和女性化的女性面孔这四种

条件下被试对正视的吸引力评价与 7 分等级评价的

中值 3.5 进行单样本的 t 检验比较发现，被试对这四

种条件的正视面孔吸引力偏好都显 著高于中值 等

级，即对男性化 的男性面孔 t=9.937，P＜0.001；对女

性化的男性面孔 t=7.310，P＜0.001；对男性化的女性

面 孔 t=10.546，P＜0.001； 对 女 性 化 的 女 性 面 孔 t=
8.356，P＜0.001。

然后，对正视面孔吸引力偏好的评价结果，经过

2×2×2 的重复测量 ANOVA，结果发现，对正视面孔

吸引力评价的性别二态线索变量的主效应显著，F
(1，106)=5.66，P=0.019＜0.05，即被试对男性化的正视

面孔的吸引力评价（M=4.69）显著 高于女性 化的面

孔（M=4.43）。 对正视面孔吸引力评价的被试有无情

侣变量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1，106)=3.21，P=0.076＜
0.10， 即 没 有 情 侣 被 试 对 正 视 面 孔 吸 引 力 的 评 价

（M=4.79）高于有情侣的被试（M=4.33）。 对正视面孔

吸 引 力 评 价 的 目 标 性 别 变 量 的 主 效 应 不 显 著 ，F
(1，106)=0.192，P=0.662，目标性别变量、性别二态线

索变量和被试有无情侣变量三项交互作用不显著 F
(1，106)=0.483，P=0.488。 目标性别变量和性别二态

线索变量两项交互作用不显 著 F (1，48)=0.007，P=
0.932，目标性别变量和被试有无情侣变量两项交互

作用不显著 F(1，48)=0.156，P=0.693，性别二态线索

变量 和被试有无 情侣 变 量 两 项 交 互 作 用 不 显 著 F
(1，48)=0.538，P=0.465。

附表 有无情侣被试对性别二态线索

的男女正视面孔的吸引力评价

3 讨 论

从被试对男性化的男性面孔， 女性化的男性面

孔， 男性化的女性面孔和女性化的女性面孔这四种

条件的正视的吸引力评价都显著高于中值的结果，
表明相对于斜视， 被试对正视的面孔吸引力评价更

高，这一结果符合进化的适应性。 研究发现，婴儿很

喜欢看他人的眼睛或追随他人的视线， 婴儿追随成

人的目光可以找到成人感兴趣的事物， 这样就能与

照顾者有共同的注视点，分享照顾者的感知觉[17]。 同

样，注视方向对成人而言也是相当重要的，正视有助

于表达情感，促进社会交流互动。 从结果可以看出，
被试对男性化的面孔的正视吸引力评价显著高于女

性化面孔， 这一结果可以通过性别角色理论的视角

来理解。 根据传统的性别角色理论，与女性化相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年 第 19 卷 第 4期 ·443·



男性化与更多积极的特质相联结。 而被试有无情侣

也会对正视面孔的吸引力评价产生显著的影响，即

相对于有情侣的被试， 没有情侣的被试对正视面孔

的吸引力评价更高。 这一结果与 Conway 等的结果

一致 [16]，表明有无情侣的被试对面孔吸引力的评价

具有不同的接近—回避动机， 同时也符合进化中的

择偶观点，因为正视意味着对目标具有社会兴趣，正

视对面孔偏好的作用反映出对择偶努力有效配置的

适应 （如个体对显示出愿意与他们互惠的有吸引力

的潜在配偶会配置更多择偶努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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