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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厌恶是指由身体排泄物、腐烂的食物或相

关的动物而引发的厌恶 [1]。无论采用词汇、图片或

影片，也无论是实际感知、生动想象，都能诱发个体

强烈的反感体验[2-4]。

核心厌恶起源于人类对寄生虫、病原体、细菌等

有害生物的警示与防御[1]。人类作为这些有害生物

的宿主，在进化中形成了多种防御寄生物入侵的抵

御机制，包括生理免疫系统和行为免疫系统[5，6 ]。核

心厌恶作为行为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可以促使个体

提前发现病原体并做出相应的行为反应，包括生理

反应上的恶心呕吐、心率下降，还包括口腔张开、上

唇卷起等面部表情以及行为上避免与病原体携带者

发生肢体接触 [2，7]。已有研究从个体与病原体防御

的角度探讨了个体的厌恶敏感性、对核心厌恶刺激

的态度、过往的核心厌恶体验等因素与回避行为间

的关系[8]。

近期的研究将核心厌恶的行为免疫功能延伸到

群体层面。Faulkner等人的研究认为，由于含有大

量的抗体可以抵御内群体成员传播的病菌，因此与

内群体成员交往所承担的病菌感染风险远小于外群

体成员[9]。所以，人们更愿意与内群体成员交往，而

更排斥外群体成员 [10，11]。种族主义是最典型的例

子，种族观念越强烈的个体越厌恶外族人，也越容易

对外族人产生偏见、歧视和不信任[12]。已有研究发

现，群体相似性可以调节上述排外反应。气味难闻

的同学想要被其它同学接受，取决于他们之间是否

具有共同的身份：相较于外校同学，当被试意识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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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d by in-group member and out-group member, and also aimed to further verify that the phenomenon can be test both
on conscious level and unconscious level. Methods: The experiment used two ways to verif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roup-relationship and core disgust stimulus of avoidance behavior, the first is by means of the GNAT paradigm(The g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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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1 showed that when compared with out-group members such as friend or roommate, the kinship act as the in-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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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与自己同属一个学校时会较少的厌恶他的臭味，

也更有意愿与他互动[13]。排外行为和病原体回避行

为都是进化而来的抵御病原体的行为免疫反应，既

然内、外群体关系可以影响排外行为，那是否也可以

影响更为原始的病原体回避行为呢？目前尚未发现

有对该问题的探讨。本研究推测，无论在意识层面

还是无意识层面，内、外群体关系都会显著影响个体

对核心厌恶刺激的行为反应倾向。

中国人的群体关系与西方的群体划分有所差

异。西方以社会身份划分群体，而中国人以血脉关

系划分群体[14]。血脉关系又具象为血缘关系和乡土

关系两种基本联结[14]，其中与自己有血缘关系或乡

土关系的个体是“内群体成员”，与自己没有血缘关

系或乡土关系的个体是“外群体成员”。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从外显和内隐两个层面探

讨内外群体关系对核心厌恶刺激行为反应倾向的影

响，其中内群体关系包含血缘关系（实验一）和乡土

关系（实验二）。内隐层面采用GNAT范式（The go/
no-go association task）测定被试对核心厌恶刺激的

内隐行为反应倾向 [15，16]，外显层面采用主观评定测

量被试对核心厌恶刺激的外显行为反应倾向。实验

假设：无论是内隐层面还是外显层面，内群体关系都

减弱了个体对核心厌恶刺激的回避行为反应倾向。

1 实验一

1.1 被试

33名在校大学生参加此次实验，其中男生 15
人，女生18人。平均年龄18.27±0.62岁。所有被试

母语均为汉语，右利手，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实

验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后领取一份精美礼品。

1.2 实验设计

本实验为单因素两水平被试内设计。自变量为

群体关系（内群体 vs. 外群体）。因变量为个体对身

体分泌物的内隐行为反应倾向和外显行为反应倾

向。内隐行为反应倾向通过敏感性系数 d’计算[17]，

外显行为反应倾向通过主观评定“可以接触身体分

泌物的程度”的得分获得[13]。

1.3 实验材料

①核心厌恶词：包括内群体成员核心厌恶词、外

群体成员核心厌恶词两类，具体筛选过程如下：先由

不参与实验的大学生被试（其中男生 40人，女生 45
人）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写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并

很熟悉的亲人称谓，以及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但很

熟悉的他人称谓。然后，由另一批不参与实验的73
名大学生被试（男生30人，年龄为19.27±1.69岁；女

生 43人，平均年龄 19.23±1.38岁）针对选出的亲人

称谓和他人称谓进行熟悉度9点评分，最后筛选出3
对在熟悉度上相匹配的称谓：父亲与死党 (M 父亲=
7.36±1.13, M 死党=7.19±0.97, t=1.20, P=0.24)；奶奶与

知音(M 奶奶=6.25±1.80, M 知音=6.37±1.50, t=-0.50, P=
0.62)；室友与姐姐(M 室友=5.88±1.42, M 姐姐=5.96±1.63,
t=-0.37, P=0.71)。根据核心厌恶的定义，选择 5种

能诱发核心厌恶的身体分泌物：鼻涕、痰液、脓液、口

水、尿液，并将这5种身体分泌物与6种称谓组合，形

成30个新词作为实验的核心厌恶词。其中15个词

为内群体成员核心厌恶词，如父亲鼻涕；15个词为

外群体成员核心厌恶词，如室友鼻涕。

②行为动词：从《现代汉语词典》中筛选出代表

趋近、回避反应的动词各20个，并请47名（其中男生

23 名，年龄为 19.43±0.65 岁；女生 24 名，年龄为

19.21±1.26岁）不参与实验的大学生被试对这些词

进行“回避(-3) ~ 趋近(3)”含义的评定，剔除掉介于-
1.8~1.8中间分数段的词语。保留了 10个趋近动词

和10个回避动词。

1.4 实验程序

主试告知被试这是一个词语判断的任务。实验

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GNAT任务，第二部分为

主观评定任务。

GNAT任务。借鉴 Nosek 等人 [17]设计的 GNAT
实验程序编制 GNAT 内隐行为反应倾向测量程序，

包括 2个练习任务和 4个测试任务。2个练习任务

分别对两类核心厌恶词、两类行为动词进行区分。

4 个测试任务依次为：①以内群体成员核心厌恶词

和趋近词为目标词。即要求对内群体成员核心厌恶

词和趋近词按P键作出反应，而对外群体成员核心

厌恶词和回避词不作反应；②以外群体成员核心厌

恶词和回避词为目标词；③以内群体成员核心厌恶

词和回避词为目标词；④以外群体成员核心厌恶词

和趋近词为目标词。在每个测试任务中呈现的刺激

一样，将随机呈现50个词（包括30个核心厌恶词和

20个行为动词），共50个 trials。词语逐个随机呈现，

如果被试按P键反应，电脑自动记录被试的反应时

和正误，如果被试不反应，词语会在 750ms 后消失，

屏幕上给出正确与错误的反馈。每个被试 4 个测试

任务的顺序随机化。

主观评定任务。被试评定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愿

意接触 GNAT任务中的两类核心厌恶刺激（共 30
个，依次呈现），用数字1（完全愿意接触）-4（完全不

能接触）表示。

··442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年 第26卷 第3期
1.5 结果分析与讨论

1.5.1 内隐行为反应倾向 对于 GNAT数据，遵循

Nosek 等的做法，先分别计算出4个测试部分的击中

率和虚报率，并分别将其转换为Z分数，两者之差为

反应敏感性d'，即GNAT指标[17，18]。将内群体成员核

心厌恶词+回避词的 d'减去内群体成员核心厌恶

词+趋近词的 d'作为对内群体成员核心厌恶刺激的

内隐行为反应倾向指标，外群体成员核心厌恶词+
回避词的 d'减去外群体成员核心厌恶词+趋近词的

d'作为对外群体成员核心厌恶刺激的内隐行为反应

倾向指标。结果见表1。
表1 GNAT敏感性指标d'（n=33）

通过配对样本 t检验发现，被试对内群体成员

核心厌恶刺激的内隐回避行为反应倾向（M=-0.51,
SD=0.83）显著低于外群体成员核心厌恶刺激（M=
0.46, SD=0.75），t=-4.53，P<0.001。这说明：与外群

体成员相比，被试对内群体成员核心厌恶刺激表现

出更弱的内隐回避行为反应倾向。

1.5.2 外显行为反应倾向 配对样本 t检验发现被

试对内群体成员核心厌恶刺激的评分（M=2.74, SD=
0.64）显著低于外群体成员核心厌恶刺激的评分

（M=3.17, SD=0.47），t=-6.30，P<0.001。这说明，与

外群体成员相比，被试对内群体核心厌恶刺激有更

弱的外显回避行为反应倾向。

本实验中的内外群体是基于血缘关系来划分

的，且匹配了相同的熟悉度。无论是内群体成员还

是外群体成员，都是相互熟悉的个体，本实验的结果

能否推广到相互陌生的内外群体成员中去呢？除血

缘关系外，乡土关系也是联结人与人关系的纽带。

对陌生个体进行归类时，人们倾向于认为那些与自

己有乡土关系的陌生个体是“内群体成员”，与自己

没有乡土关系的陌生个体是“外群体成员”。因此，

实验二以乡土关系划分内外群体，进一步探讨内外

群体关系对核心厌恶刺激行为反应倾向的影响。

2 实验二

2.1 被试

59名在校大学生参加此次实验，其中男生 32
人，女生27人。平均年龄20.02±1.86岁。所有被试

母语均为汉语，右利手，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实

验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后领取一份精美礼品。

2.2 实验设计

同实验一。

2.3 实验材料

①核心厌恶词：包括内群体成员核心厌恶词、外

群体成员核心厌恶词两类。从现代汉语词典中按照

词义[3]选出 3个有乡土关系的陌生人称谓（老乡、乡

亲、佬俵）和3个无乡土关系的陌生人称谓（别人、路

人、生人）。然后与实验一中的5种身体分泌物组合

形成 30个新词作为实验的核心厌恶刺激材料。其

中 15个词为内群体成员核心厌恶词，如老乡鼻涕；

15个词为外群体成员核心厌恶词，如路人鼻涕。

②行为动词：采用实验一中使用的10个趋近动

词和10个回避动词。

2.4 实验程序

与实验一相同。

2.5 结果分析与讨论

所有数据采用SPSS19.0进行分析处理。

2.5.1 内隐行为反应倾向 采用与实验一相同的

方法计算GNAT敏感性指标 d'，并分别计算被试对

内、外群体成员核心厌恶刺激的内隐行为反应倾向，

结果见2。
表2 GNAT敏感性指标d'（n=59）

通过配对样本 t检验发现，被试对内群体成员

核心厌恶刺激的内隐回避行为反应倾向（M=-0.73,
SD=0.86）显著低于外群体成员核心厌恶刺激（M=
0.93, SD=0.85），t=-9.78，P<0.001。这说明，与外群

体成员相比，被试对内群体核心厌恶刺激有更弱的

内隐回避行为反应倾向。

2.5.2 外显行为反应倾向 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比

较被试的主观评定分数，发现被试对内群体成员核

心厌恶刺激的评分（M=3.61, SD=0.44）显著低于外

群体成员核心厌恶刺激的评分（M=3.84, SD=0.34）,
t=-6.20, P<0.001。这说明：被试对内群体核心厌恶

刺激有更弱的外显回避行为反应倾向。

3 讨 论

实验一结果发现，通过测量被试有意识的主观

变量

内群体成员
核心厌恶词

外群体成员
核心厌恶词

M
SD
M
SD

回避词

2.77
0.71
2.70
0.85

趋近词

3.27
0.75
2.24
0.82

内隐行为反应倾向

-0.51
0.83
0.46
0.75

变量

内群体成员
核心厌恶词

外群体成员
核心厌恶词

M
SD
M
SD

回避词

2.35
0.76
2.81
0.88

趋近词

3.08
0.93
1.88
0.84

内隐行为反应倾向

-0.73
0.86
0.93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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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被试对有血缘关系的内群体成员身体分泌物

表现出显著减弱的外显回避行为反应倾向，这一结

果与Prokop等人的研究结果相同，Prokop认为，几乎

所有的母亲都认为自己家的脏孩子没有别人家孩子

脏，这种现象可以用文化规范来解释[18]，即较少地回

避亲人的身体分泌物是文化规范的结果，人们不能

嫌弃自己的家人，并且有义务照顾家人尤其是照料

无法自理的亲人。然而，实验二进一步以乡土关系

划分内、外群体，结果发现，即使是素未谋面的陌生

人，当得知对方与自己同属一个群体时，也同样表现

出显著降低的回避行为反应倾向，再次验证了实验

一的结果。显然，上述Prokop等人的社会文化规范

的观点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在内隐层面，无论是以血缘

关系还是以乡土关系区分内、外群体，被试对内群体

成员核心厌恶刺激也都表现出更弱的内隐回避行为

反应倾向。这一结果与外显层面的行为结果相互印

证，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那么，为什么人们对内群体成员的身体分泌物

稳定地表现出较少的回避行为反应倾向呢？这可以

从身体分泌物这类核心厌恶刺激所激活的行为免疫

反应来解释。核心厌恶刺激是一类包含了大量寄生

物和病菌的刺激，一旦感染了这些病菌则对健康产

生危害。人类进化形成的生理免疫系统可以用来侦

测和调动生理机制以防御病原体进入生物体内。但

是触发免疫反应的代价非常高，所以，生物体还进化

出了另外的机制——行为防御，用来充当抵御病原

体侵袭的首道防线，也就是行为免疫系统。当病原

体的知觉线索触发了行为免疫系统，就会产生对该

刺激源的回避行为[19]。与外群体成员相比，内群体

成员共享着相似的基因和免疫能力[20]，个体与外群

体成员接触，更容易受到未知细菌和病毒的感染。

由于血缘关系和乡土关系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纽带，

具有血缘关系或乡土关系的个体同属一个群体，因

此，相较于外群体成员，个体对有血缘关系或乡土关

系的内群体成员身体分泌物激活的行为免疫反应较

弱，从而引发了更少的回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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