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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情境下自动化情绪调节的特点及心理机制的探讨

丁　凡 1 、 陈婷婷 2 、 阳前军 2 、 刘忠纯 1

【摘要】目的　探究社会排斥情境下自动化情绪调节的特点及心理机制。方法　将 120 个在校

大学生分为 4 组，每组 30 人。分别为放逐表达抑制学习组、放逐认知重评学习组、拒绝表达抑制

学习组和拒绝认知重评组。以阈下条件性反射技术（EC）的干预技术为背景，拒绝组进入相互认识

范式情境练习，放逐组进入网络掷球范式练习，使用自我情绪评定量表（Self-Assessment Manikin，

SAM），测定情绪。记录即刻情绪效价和唤醒度，实施“100-7”分心任务，在电脑上进行快速自评

SAM。结果　所有被试者的 SAM1 和 SAM2 均值为 1.68，t（114，116）=10.08，P< 0.05。方差分析发

现：在情境效应显著情况下，策略的主效应并不显著，而交互效应显著性较高。和拒绝表达抑制组

相比，拒绝认知重评组显著较大。被放逐组在学习表达抑制策略之后，效果稍好，但差异不明显。

结论　在社会排除情境下，自动化情绪调节特征为：拒绝诱发情感解离，实施认知重评之后情绪调

节效果好；放逐诱发抑郁情绪，实施表达抑制后情绪调节效果较好；和放逐组相比，拒绝调节效果显

著较好。自动化调节心理机制为：放逐 / 拒绝会启动被实验自动化选择特定情绪调节方式，放逐组在

此策略中更加倾向于对反应的灌注，拒绝组经自动化先行关注策略调节情绪。策略和环境因素均能

够起到预测调节的效果，策略因素主要起到中介性因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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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exclusion situation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sychological mecha-
nism　DING Fan，CHEN Tingting，YANG Qianjun，et al.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6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exclusion situation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Methods　120 college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each group 30 people）：

Specific to banish express inhibitory learning group，exiled cognitive reappraisal learning group，refused to express 

inhibit learning group，and refused to cognitive reappraisal group. With EC subliminal intervention technology as the 

background，refused to set into the practice situation，mutual understanding paradigm exile group practice，throw 

the ball into the network paradigm using SAM scale，determination of emotions. Record immediate emotional valence 

and arousal，implementation of the "100-7" distraction task，SAM for quick self-assessment scale on the computer. 

Results　All the messengers SAM1 and SAM2 averages1.68，t（114，116）=10.08，P<0.05. The results of variance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the context effect significantly（P<0.05），the strategy of the main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significance is higher（P<0.05），and refused to express inhibition compared group，refused to 

cognitive reappraisal group significantly larger（P<0.05），exile groups after learning expression suppression strategy，

the effect is better，but the difference is not obvious. Conclusion　Under the social exclusion situation，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s follows：refused to induce emotional dissociation，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g-

nitive reappraisal，emotion regulation effect is good. Banish induce depression，emotion regulation effect after 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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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反应和人际关系存在关

联性［1］。社会情境因素是所有情绪的触发来源，可

激活特定情绪反应，可对人的决策以及行为产生一

定影响。特定的个体会启动一些情绪机制以进行自

我保护，进而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在多种人际互

动环境之中，社会排斥是建立在缺失归属感之上的

人际关系情绪，被认为是有害身心健康的复负性生

活事件［2］。

情绪是人们的基本心理能力，其既是个体心理

过程之一［3］，同时也能够反映出个体心理健康情况，

在社会排斥情境下，绝大多种情况会直接唤起人们

情绪，且有文献证实，这种情况效价为负性，对人

类身心健康造成一定影响，但由于何种因素引致，

当前文献研究结果差异较大［4］。

以策略为观察点审视情绪调节逐渐成为了现

如今情绪研究的方向［5］，结合实际情况，本文择取

2016 年 5 月某高校在校大学生 120 人为研究对象，

全面探究社会排斥情境下自动化情绪调节的特点及

心理机制情况，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择取 2016 年 5 月某高校在校大学生 120 人为研

究对象。其中男性 78 人，女性 42 人。年龄区间为

19.8～23.6 岁，平均年龄为（21.6±1.8）岁。心理卫

生情况良好。习惯右手。所选对象之间并不熟悉，

受试者自愿参加实验调查，在此同时签署了《保密

协议》。依照收集顺序，将所有受试者随机平均分为

4 个小组，每组 30 人。具体为放逐表达抑制学习组、

放逐认知重评学习组、拒绝表达抑制学习组和拒绝

认知重评组。四组成员年龄、性别、年级情况等基

线资料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在情景

诱发实验之中，安排多个参加测试同盟一并参加情

景实验，但所有受试者不清楚实验目的。本实验可

能会来那个受试者产生短时间的负性情绪，因此当

实验结束之后，所有受试者均参与到团体性心理辅

导课程中，在此同时心理卫生教师有针对性的对个

别组员实施辅导。

1.2　方法

本次实验共分为 5 个步骤，详细为：第一步，在

EC 阈下的干预技术。概念词和属性词语情况详见表

1. 所有受试者进行情绪调节隐联想测验。屏幕分辨

率为 600*800，刷新率为 75MHZ，与屏幕之间的距

离为 60cm。将 13ms 阈下为条件，展现与之相对应

的概念性词汇，并呈现出 67ms 的掩蔽性刺激，后分

别呈现出属性词汇，要求参加实验者说出属性词汇

属于积极还是消极，并按下键盘按钮，以作反应。

在此中，中性词汇为 72 个，记录受试者判断准确性。

表1　EC干预技术下使用的概念性词汇与属性词汇

消极属性词汇 可悲 恐怖 残忍 耻辱 恶心 龌龊

积极属性词汇 重视 荣耀 舒畅 可爱 优良 健康

表达抑制概念词汇 控制 隐忍 冷静 理性 容忍 忍让

认知重评感念词汇 发泄 开释 表达 豪放 情绪化 热诚

第二步，拒绝组进入相互认识范式情境练习，

放逐组进入网络掷球范式练习，各受试者进入场地，

在宣读完毕指导语后退场。保证场地中无其他人

员，此阶段为唤醒阶段，使用 SAM 量表，测定情绪

（SAM1）。第三步，记录好即刻情绪效价和唤醒度。

第四步，进行计算“100-7”分心任务。第五步，在

电脑上进行快速自评 SAM 量表（SAM2），在此同时

做好记录工作。

1.3　观察指标

1.4　统计学原理

本实验利用 SPSS20.0 专业统计学软件，对数据

中的计量资料使用 T 值检验的方式进行计算，并使

用（x±s ）进行表示，数据中的计数资料使用 χ2 检

验的方式进行计算，当 P<0.05 时，说明相关数据存

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学习效果检测情况

在对所有受试者检测学习效果的过程中，将练

mentation of expression suppression is better；Compared to exile groups，refused to adjust the effect is better. Automatic 

regulat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for：exile will start/deny automation is to choose a particular way of emotion regula-

tion，exile groups in this strategy is more inclined to reaction of perfusion，refused to set the automatic first focus strategy 

to regulate mood. Strategy and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can predict the regulation，policy factors mainly plays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Key words】 Social exclusion；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Psychological mecha-

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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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任务反应视为基线，并以学习任务反应视为对照

数据，实施 T 值检验，经分析可知，所有被使者的

SAM1 和 SAM2 均值为 1.68，t（114，116）=10.08，

P<0.05. 各个小组被实验平均数和单一样本 t 差异结

果详情见表 2。
表2　学习效果检测情况（分，x±s）（SAM1-SAM2）

小组类别 N M±SE P

放逐表达抑制 30 1.67±1.39 0.00

放逐认知重评 30 1.03±1.67 0.01

拒绝表达抑制 30 1.55±1.89 0.00

拒绝认知重评 30 2.49±1.97 0.00

总和 120 1.68±1.77 0.00

2.2　方差分析结果

方差分析结果证实，在情境效应显著 F（114，

116）=4.58，P<0.05 情况下，策略的主效应并不显

著，而交互效应显著性较高，F（3，116）=5.67，

P<0.05. 事后检验结果如图 1 所展示。和拒绝表达抑

制组相比，拒绝认知重评组显著较大，P<0.05. 被放

逐组在学习表达抑制策略之后，效果稍好，但差异

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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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个小组受试被试情绪调节效果和事后检验结果情况

3　讨论

本实验利用“内隐态度改变 - 检验”的方法，要

求受试者在特定情境中，依照系统内所提出的方式

对自身情绪加以调节。这种情绪唤醒方式属于自然

性，策略则属于人为干预。本实验发现：情境主效应

相对显著，无论使用何种调节情绪的方式，和放逐

组相比，拒绝组的调节效果显著较好，在此其中拒

绝组使用认知重评方式个体情绪调节效果显著较好，

证实在遭受拒绝实验个体中，含有认知重评结果比

表达抑制结果好［6］。但放逐组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实

验结果，该小组在学习完毕表达抑制策略之后［7］，

取得了较好的调节效果。这一点在生活中可以通过

两个常见案例加以阐述：在进行实际教学的时候，

一些边缘化群体往往善于隐藏自己情感，即便增加

沟通次数，这些群体也不愿说出内心真实想法，这

些群体的比一般学生表现出了更为稳定的情绪。很

多学者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因长期边缘化所导致的内

向［8］。本实验结果证实，在感到被放逐时，往往压

抑的情绪会令情绪更快恢复到初始化状态。受到放

逐个体更加需要得到心理治疗［9］。社会排斥并非一

定唤醒人类消极情绪，在受到拒绝时会导致人情感

解离。受到放逐则会导致情绪抑郁，本实验结果与

大多数学者研究相符。

自动化情绪调节结果会在个体受到社会排斥之

后启动。有文献证实，在医生情境诱导环境下，均

能够体现出较为显著的情绪表现现象，情绪存在调

节效应［10］。 这种调节效应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例如

在较短时距效应下以及相对复杂外在环境下，均会

令试投放在原本情感上的注意力降低，为了尽可能

的排除这些干扰因素，本实验首先经过阈下态度更

改干预程序，再进行情境模拟，在 10min 之内完成

情绪调节工作，观察是否存在由于策略不同而导致

调节效果差异情况。另一项实验以 1000 例受试者为

研究对象，其参与到 300s 内正误反馈实验［11］。其均

衡了该段情绪在调节期中占用资源方式，取得了与

本次实验相似的结果。

既往实验研究认为，认知重评情绪调节法在效

果上比反应关注要好。但本实验发现这个结论仅仅

适用于拒绝组成员，并不适合对放逐组加以研究。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拒绝事件有着突发

性特征，这种情绪一般比较突然，受实验个体通常

在短时间内启动防御机制，若实施认知合理化，其

在短时间内可完成情绪态度转变。这种情况对于态

度固化不利，比表达抑制效果差［12］。

为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在社会排斥情况下，个体

化情绪调节的特点和心理机制，本实验使用差异化

社会排斥情况下调节方式和效果，积极找寻影响最

终效果的主要因素和决定性因素。结果证实，拒绝

组较为偏重于经过认知重评策略来调节自身情绪，

而放逐者偏向于启动自动反应加工方式，推测其可

能为自动化过程，也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防御机制。

相较于拒绝者来讲，放逐者所表现出的情感解离很

有可能本身就是认知失调状态，倘若强制性要求其

调节情绪，则会加重其认知失调程度，对情绪调节

效果存在负面影响。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7 年第 44 卷第 2 期- 238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总之，我们的研究说明在社会排除情境下，自

动化情绪调节特征为：第一，拒绝诱发情感解离，实

施认知重评之后情绪调节效果好；第二，放逐诱发抑

郁情绪，实施表达抑制后情绪调节效果较好；第三，

和放逐组相比，拒绝调节效果显著较好。

自动化调节心理机制为：第一，放逐 / 拒绝会启

动被实验自动化选择特定情绪调节方式，放逐组在

此策略中更加倾向于对反应的灌注，拒绝组经自动

化先行关注策略调节情绪。第二，策略和环境因素

均能够起到预测调节的效果，策略因素主要起到中

介性因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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