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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绪刺激强度下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
桑标 1，赛李阳 2，潘婷婷 1 ，刘影 1，张少华 1，马明伟 1
（1.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上海 200062；
2.杭州师范大学心理科学研究院，
杭州 311121）
【摘要】 目的：本研究考察在不同强度的情绪刺激情境下，个体对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方法：采用情绪调节选择
范式：首先给被试呈现不同情绪强度（高强度 vs. 低强度）的负性图片，然后要求被试自主选择情绪调节策略进行情

绪调节。整个研究共有两个实验：实验 1 比较被试对重新理解和注意转移两种策略的选择，实验 2 比较被试对距离
感和注意转移两种策略的选择。结果：在低情绪刺激强度情境下，相比于注意转移，被试更多地选择重新理解策略
（实验 1）和距离感策略（实验 2）来降低负性情绪体验；在高情绪刺激强度情境下，被试选择注意转移和重新理解/距
离感这两种策略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结论：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个体能够依据情绪刺激强度灵活地选择情绪
调节策略。
【关键词】 情绪调节策略选择；认知重评；注意转移；情绪刺激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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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choice between reappraisal and distraction in dif⁃
ferent emotional situations through two studies. Methods: Emotion Regulation Choice Task was conducted. Participants

saw pictures with different emotion intensity and regulated emotion with the strategy they chose. In study 1, we aimed to ex⁃

plore how emotion intensity influenced the emotion regulation choice between reinterpretation and distraction. In study 2,
we aimed to explore how emotion intensity influenced the emotion regulation choice between distance and distraction. Re⁃
sults: In low emotion intensity condi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preferred to choose reappraisal(in study 1)/dis⁃
tance(in study 2) than distraction. Howev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appraisal/distance and distraction in high emotion in⁃
tensity condi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emotion intensity influences the choice of
emo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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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负性情绪情境时，个体会选择什么情绪调

被试呈现一系列负性图片，然后要求其采用某种特

节策略来调节自己的情绪，是调整自己的注意力还

定的情绪调节策略（例如，认知重评策略）来调节情

是改变自己的认知？当负性情绪强度不同时，个体

绪。通过采用主观报告或者脑成像的方法，这些研

是否会灵活地选择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调节情绪？

究发现认知重评策略能有效降低个体的负性情绪体

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在不同强度的负性情绪情

验 [5- 7]，减弱与情绪加工相关的脑区激活（如，杏仁

境中，
个体选择情绪调节策略的差异。

核）[8，9]；同时，个体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调节情绪时，

以往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情绪情境中，情绪调节
的效果因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不同而不同

[1，2]

。因

此，
依据不同情境的特点和要求，个体做出灵活的情
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对于情绪调节的效果起着非常重
[2-4]

要的作用

。

以往的情绪调节的研究主要关注某种特定的情
绪调节策略的调节效果。在这些研究中，首先会给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1371043）和国家自然

会激活与认知控制相关的脑区（如，背外侧前额叶）
[5，10，11]

。这些研究为情绪调节的效果和情绪调节过

程的认知机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尽管上述研究为我们了解情绪调节的机制提供
了丰富的证据，然而，这些研究忽略了情绪调节另外
一个重要的方面：当面临负性情绪时，个体如何选择
情绪调节策略对情绪进行调节。
近几年，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考察个体如何在

科学基金青年项目（31600875）。

不同的情绪刺激情境下选择情绪调节策略。具体

通讯作者：桑标；赛李阳

地，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不同情绪刺激强度（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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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vs. 低强度）对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影响。在这

1.2

诱发被试不同强度的负性情绪。之后，为被试提供

张负性图片 [12，18- 20]，随机招募 20 名大学生（男生 10

些研究中，首先会随机呈现不同强度的情绪刺激来
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如，注意转移和认知重评），
要求
被试自主选择一种策略来调节情绪，
选择后，原来出
现的情绪刺激会再次出现，这时要求个体按照自己
选择的策略进行情绪调节。通过这个范式，研究者
们发现健康成人在高情绪刺激强度情境下更倾向于
选择注意转移策略，在低情绪刺激强度情境下更倾
向于选择认知重评策略

[12-17]

。进一步，Sheppes 等人

操纵情绪调节策略选择过程中的情绪、认知和动机
因素来考察上述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结
果发现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体对情绪
[16]

调节策略的选择 。

Sheppes 等人的研究为我们理解情绪调节策略

的选择提供了初步的证据，同时也与 Gross 等人近期
提出的情绪调节扩展模型将情绪调节分为确认、选
[2]

择和执行三个阶段的观点相吻合 。然而，认知重
评策略是一个复杂的多过程系统，包括多种子策
略。其中重新理解策略和距离感策略被研究者广泛
研究

[8，18]

。尽管以往关于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研究

比较了认知重评和注意转移两种策略，然而在这些
研究中，认知重评只涉及重新理解策略，因此，目前

实验材料

依据以往的研究从国际情绪图片库中选择 50

名，女生 10 名）评定图片的效价和唤醒度。图片评

定为 1~9 评分（效价：
“1”=最负性，
“9”=最积极；唤醒
度：
“1”=一点也没有，
“9”=最高）。

通过评定选取了 40 张图片，高强度图片和低强

度 图 片 各 20 张（高 强 度 图 片 编 号 分 别 为 1275、
2375.1、2799、2800、2811、3500、6021、6315、6415、
6540、6560、9050、9140、9163、9252、9326、9332、
9410、9428 和 9921。低强度图片编号分别为 1301、
2278、2312、2399、2457、2691、6010、6190、6211、
6821、6834、9120、9230、9403、9404、9470、9471、
9530、9901 和 9902。
）
（M 高 强 度 效 价 =2.33，M 高 强 度 唤 醒 度 =

6.85，M 低强度效价 =3.55，M 低强度唤醒度 =5.45），配对样本 t 检

验结果显示两类图片的效价和唤醒度存在显著差

异，
t(19)效价=-13.60, P<0.001, t(19)唤醒度=7.75, P<0.001。
1.3

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 2（刺激强度：高强度、低强度）×2（情

绪调节策略：重新理解、注意转移）的被试内设计。
使用情绪调节选择任务测量被试在不同强度的情绪
刺激情境中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差异（见图 1）[12]。

实验开始之前，主试介绍实验流程以及两种策

仍然不清楚个体在不同强度的情绪刺激情境中会如

略（重新理解和注意转移）的使用方法。重新理解是

何选择距离感和注意转移这两种策略。本研究将认

指从积极的角度理解图片，赋予图片积极的意义。

知重评分为重新理解和距离感两种策略，实验 1 主

例如：图片中是一个生病的老人，
采用重新理解可以

要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验证个体在不同强度的负性情

理解为老人的病很快会有好转，最后和家人团聚。

绪刺激情境中，对重新理解和注意转移这两种情绪

注意转移是指通过想象和图片毫无关系的中性事物

调节策略的选择。实验 2 则进一步扩展以往的研

来降低负性情绪体验。例如：图片中是一个生病的

究，
考察个体在不同强度的负性情绪刺激情境中，对

老人，采用注意转移则想象公园里的风景。两种情

距离感和注意转移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

绪调节策略的介绍顺序在被试间进行了平衡。

基于以往的研究，实验 1 假设，在低情绪刺激强

度情境下，被试更倾向于选择重新理解来降低负性
情绪体验，
在高情绪刺激强度情境下，被试更倾向于

选择注意转移来降低负性情绪体验。实验 2 假设，
在低情绪刺激强度情境下，被试更倾向于选择距离

感来降低负性情绪体验，在高情绪刺激强度情境下，
被试更倾向于选择注意转移来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1
1.1

实验 1：
重新理解和注意转移的选择差异
被试

随机招募 30 名在校大学生（其中男生 12 名），
年

龄范围为 19~29 周岁，平均年龄 23.3 岁，标准差为

2.79 岁。所有被试身体健康，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被试了解实验流程和学习情绪调节策略之后，

完成 6 次练习，然后进行正式实验。正式实验共有
40 个试次，高强度和低强度各 20 个试次，中间休息

一次。图片随机出现，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按键位
置左右平衡。
首先电脑屏幕会出现一个“+”注视点（呈现时

间 为 1500ms），接 着 出 现 一 张 图 片（呈 现 时 间 为

1000ms），图片消失之后，要求被试通过按键选择一
种策略来降低情绪体验。选择之后，同样的图片会

再次出现（呈现时间为 5000ms），此时要求被试采用
选择的策略降低图片带来的情绪体验。最后呈现情

绪评分界面，要求被试主观报告情绪调节后的情绪
体验，采用 1~9 评分，1 表示一点也没有，9 表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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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数字越大表示体验到的负性情绪越强。

距离感和注意转移的试次比率是否存在显著性差
异，结果显示，在低情绪刺激强度情境中，被试选择
距离感（69.3%）和注意转移（30.7%）的比率存在显
著差异，t(29)=5.321, P=0.001，在高情绪刺激强度情
境中，被试选择距离感（44.7%）和注意转移（55.3%）
的比率没有显著差异，t(29)=-1.930, P=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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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实验流程图（情绪调节选择任务）

1.4

结果与分析
在低情绪刺激强度情境下，被试在 68.3%的试
次中选择重新理解来降低负性情绪体验，在高情绪
刺激强度情境下，被试在 45.2%的试次中选择重新
理解来降低负性情绪体验，两种条件下的选择存在
显著差异，t(29)=7.856, P<0.001。此外，比较在不同
强度的情绪刺激情境中，被试选择重新理解和注意
转移的试次比率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结果显示，在
低 情 绪 刺 激 强 度 情 境 下 ，被 试 选 择 重 新 理 解
（68.3%）和注意转移（31.7%）的比率存在显著差异，t
(29)=5.56, P<0.001，在高情绪刺激强度情境下，被试
选择重新理解（45.2%）和注意转移（54.8%）的比率
没有显著差异，t(29)=-1.86, P=0.073。

2

2.1

讨

论

评分

实验 2：
距离感和注意转移的选择差异

被试
随机招募 30 名在校大学生（其中男生 12 名），
年
龄范围为 19~27 周岁，平均年龄 22.1 岁，标准差为
2.47 岁。所有被试身体健康，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2.2 实验材料
同实验 1。
2.3 实验程序
流程同实验 1，区别在于提供选择的策略不同，
实验 1 考察的是重新理解和注意转移，实验 2 则是距
离感和注意转移。距离感是指个体以一个第三者的
视角，
客观、冷静、理性的看待图片上的内容[8，18]。
2.4 结果与分析
在低情绪刺激强度情境下，被试在 69.3%的试
次中选择距离感来降低负性情绪体验，在高情绪刺
激强度情境下，被试在 44.7%的试次中选择距离感
来降低负性情绪体验，在两类不同刺激强度图片下
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异，t(29)=6.150, P=0.001。此外，
我们比较在不同强度的情绪刺激情境中，被试选择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个体在不同情绪强度
情境下如何选择情绪调节策略调节情绪。实验 1 比
较了重新理解策略和注意转移策略，实验 2 比较了
距离感策略和注意转移策略。结果发现，在低情绪
刺激强度情境下，相对于注意转移策略，被试更倾向
于选择重新理解（实验 1）/距离感策略（实验 2）；在
高情绪强度下，对注意转移策略和其他另外两种策
略的选择没有显著差异。这些发现更进一步揭示了
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规律。
实验 1 发现在低情绪刺激强度情境中，个体更
偏向选择重新理解策略。这一结果复制了以往西方
文化背景中，个体在低情绪刺激强度下进行情绪调
节选择的特征 [12，13，16，17]。重新理解策略是情绪调节
后期的策略。以往的研究发现，重新理解策略在允
许加工情绪信息的同时，能有效地降低负性情绪的
强度 [12-17]，这样的加工特点对个体来说具有长远的
适应意义 [2，12-17]。因此个体在低强度刺激情境下会
更多地选择高适应性的策略。在高情绪刺激强度情
境中，尽管结果显示被试更倾向于选择注意转移策
略调节情绪的趋势（选择注意转移的比例为 54.8%），
但是统计上没有达到显著。这个结果与以往的研究
结果不相符。以往的研究发现，在高情绪刺激强度
情境中，个体更倾向于选择注意转移策略 [12，16]。注
意转移作用于情绪发生的早期，通过阻断情绪信息
的加工对情绪进行调节。以往的一些研究发现注意
转移策略能有效降低高强度负性情绪，而认知重评
策略则不能有效降低高强度负性情绪。因此健康的
个体在高强度负性情境下会选择更具有适应性的注
意转移策略。而导致本研究在高情绪刺激强度上并
未发现被试更倾向于使用注意转移策略的原因可能
是：尽管本研究的高强度情绪刺激和低强度情绪刺
激在效价和唤醒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以往的研
究中，高情绪强度的图片大多是过于血腥的图片，会
引发个体较高的生理唤醒。因此，个体会采取注意
转移策略阻断对其进行加工，从而选择注意转移的
效应更加明显。而本研究中没有采用大量的血腥图
片（例如，人的残肢），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与以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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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相同的图片来进一步验证这一假设[16，21-23]。
尽管以往已有研究考察在不同强度情绪下个体
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特征，但是这些研究只关注了
对重新理解策略和注意转移策略的比较。实验 2 则
扩展了以往的研究，比较了认知重评的另一个子策
略-距离感与注意转移。与 Sheppes 等人提出的情
绪调节选择的理论吻合，我们发现在低情绪刺激强
度情境中，个体更多的选择距离感调节情绪 [16]。在
高情绪刺激强度情境中，个体选择注意转移的频率
增加，但是并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这一结果与实验 1
类似，
同样可能是因为实验材料导致的。总之，
两个
实验一致表明在低强度情绪情境下，个体更倾向于
选择卷入高、作用于情绪产生后期的情绪调节策略，
即认知重评策略。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个体能够依据不同强度的情
绪情境灵活地选择情绪调节策略调节情绪。需要注
意的是，
如以往的研究一样，本研究采用情绪图片来
诱发个体不同强度的情绪情境，这些图片诱发的情
绪情境与日常生活中的情绪情境差异较大，因此，在
日常生活中，个体面对高/低强度情绪情境时的情绪
调节策略选择规律并不清楚。未来可以采用更具生
态效度的实验材料，探究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
的规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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