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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的资源有限理论从“能量”的视角出

发，着眼于控制过程的发生会对接下来其它控制行

为产生影响，认为个体的自我控制是有限的资源，当

这个有限资源被用来更改以往的“习惯”时，个体就

会产生自我控制能量的损耗，Baumeister等将这个

过程称为“自我损耗”(ego depletion) [1]，自我损耗会导

致以后的调节行为失败或效率降低。已有研究表明

个体抵制新信息、保持原有态度的过程是需要自我

控制参与的，在自我控制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个体更

容易受到说服信息的影响而改变原有的态度[2-4]，印

证了自我控制的资源有限理论。

Beedie和Lane[5]通过实验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自

我控制行为都会影响后续的控制行为，他们对自我

控制的资源有限模型进行了改进，提出自我控制资

源分配模型，认为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相对充足，个

体自我损耗对后续任务的影响取决于个体是否继续

分配自我控制的资源去完成任务。这也得到了国内

外相关实证研究的支持，如，提高被试的自主性 [6]、

自我肯定 [7]、道德情绪 [8]，甚至是当被试认识到后继

实验任务的价值和意义[9]均能有效缓解自我控制资

源的消耗，使自我损耗个体与非损耗个体在后续任

务中的表现差异减小。

态度改变的相关研究表明，事件卷入度(issue
involvement)与态度改变有密切关系。事件卷入度

指说服性信息对个体的重要程度，具体而言是指信

息主旨与重要价值观念(如平等、自由等)、当前的目

标和事件结果等关联程度[10]。早期研究已经表明事

件卷入度是可以提高信息接受者的动机去处理某一

事件的相关信息[11]，当个体的自我卷入程度高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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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采用双任务实验范式，考察不同事件卷入度下自我损耗对态度改变和思维偏好的影响。方法：以76
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2(损耗，非损耗)× 2(高卷入度，低卷入度)的实验设计，让被试完成损耗或非损耗任务后，阅读

与其已有观念相反、卷入程度不同的说服信息，再测量其态度，考察自我损耗及卷入程度对个体说服后态度、思维偏

好的影响。结果：事件卷入度与自我损耗对说服后态度及思维偏好的交互作用显著：事件卷入程度高时，自我损耗

对态度变化及思维偏好没有显著影响；卷入程度低时，自我损耗显著影响了态度变化及思维偏好，自我损耗后的个

体更容易被说服，产生更多与说服信息一致的看法。结论：高事件卷入程度可以起到弥补自我损耗的作用，使个体

更倾向于保持原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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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控制资源分配模型 [5]，当个体的动机水平提

高时，理论上可以增强个体在接下来的任务中继续

分配自我控制资源的意愿，因此，理论上自我损耗的

效应会变得不明显。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次实验拟

探讨提高事件卷入度是否能够改变个体自我控制资

源的分配意愿，从而有效减少自我损耗对态度改变

的影响。

另外，态度改变的相关研究也表明，不同的信息

会产生不同的说服效果，可能是由于个体对不同信

息所采取的认知努力、认知加工方式不同[12]，事件卷

入度高时，个体采用的是精细加工，态度比较稳定，

产生的仍旧是与原有态度一致的认知反应；而事件

卷入度低时，态度容易改变，产生较多的与说服信息

相同的认知反应，即思维偏好不同。思维偏好是把

被试罗列的对态度对象的想法进行积极、消极及中

性的分类后，积极与消极想法数量的差[13]，以往研究

曾表明 [2]，自我损耗对态度改变的影响以思维偏好

为中介，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拟探讨在不同事件卷入

度的情况下，自我损耗是否对个体的思维偏好产生

不同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某大学学生 76人(男生 17人，女生 59人)，年龄

18-24岁，M=20.05，SD=1.34，均为右利手且此前均

未参与过此类实验。

1.2 实验材料

1.2.1 自我损耗任务 现有研究已经表明当个体

克服自己的优势反应去完成某一件任务的时候，就

会导致自我损耗的发生。比如，要求右利手的个体

用左手去书写 [14]。因此，本次研究采用“非利手书

写”的实验任务来达到自我损耗的目的。损耗组被

试指导语为“下面请同学们写一下关于‘智能手机的

利与弊’，请注意：要用左手写作完成任务，写作时间

10分钟，请至少写100字。（已做标记）。”非损耗组被

试指导语为“下面请同学们写一下关于‘智能手机的

利与弊’，请注意：写作时间 10分钟，请至少写 100
字。（已做标记）。”已有研究表明这一操作是有效的
[14]。

1.2.2 自我损耗效应测验 为了评估损耗任务是

否有效，考察被试对完成短文写作任务的主观看法，

在完成损耗或非损耗任务后，采用问卷形式立即让

被试报告自己完成上述写作任务“遇到多大困难”、

“需要多大程度的努力”[15]，问卷采用5点计分，分数

越高表示自我损耗效应越强。本次测验中该问卷的

内部一致性信度α=0.86。
1.2.3 态度测验 态度测验使用9点语义区分量表

进行，告知被试“学校将在每一年的开学初进行一次

全面摸底考试，测验上一学年所学的所有专业课知

识”，“在正式实施前，受学校的委托，进行学生意见

的征求，请同学们给出自己的看法”，已有研究表明

学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消极的[2]。测验包括五个

题目，分别是对这一事件“好/差、喜欢/讨厌、愚蠢/明
智、积极/消极、反对/支持”[3，4]的评价。将“好/差、喜

欢/讨厌、积极/消极”三组反向计分，分数越高代表

被试对该事件持的态度越积极。本次测验中该问卷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0.79。
1.2.4 说服信息 参考以往研究通过语言描述控

制事件对个体的重要程度来区分不同事件卷入度
[16]。高卷入度组指导语为“同学们，随着教育部对高

等教育的重视，我们学校也对教学进行了规划与改

革。根据规划，学校将要从下学期开始，每一年的开

学初进行一次全面摸底考试，测验上一学年所学的

所有专业课知识。通过这次考试，学生不仅可以获

得自己和同班同学的成绩对比，更重要的，大家还可

以通过本次考试，横向与其他院校同专业的学生进

行对比，这对于大家了解自己对本专业知识掌握的

情况非常有利。”低卷入水平的指导语如下：“同学

们，随着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我们学校也对教

学进行了规划与改革。根据规划，在5年后，学校将

要在2-4年级每一年的开学初进行一次全面摸底考

试，测验上一学年所学的所有专业课知识。通过这

次考试，学生不仅可以获得自己和同班同学的成绩

对比，更重要的，大家还可以通过本次考试，横向与

其他院校同专业的学生进行对比，这对于大家了解

自己对本专业知识掌握的情况非常有利。”

1.2.5 认知反应测验 在完成态度测验后，要求被

试写出关于这一事件的所有看法[2，3]，即总体看法数

量。把这些信息归类为积极、消极和中性，如“觉得

多一次考试挺好的”属于积极，而“学校就会瞎折腾”

属于消极，有些对增加考试不置可否的，如“随便吧”

归为中性。用积极的数量减去消极的数量，作为思

维偏好，分数越高，表明对该事件的看法越积极。

1.3 大学生对“增加考试”事件的初始态度

根据已有研究 [3]和对大学生的日常了解，可以

认为他们对“增加考试”这一事件应该持消极看法。

为了印证初始态度，选择同一大学学生 42名（女生

28人，男生14人）进行预调查，结果发现被试对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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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总体上是消极看法，M=3.97，SD=1.46 (态度测

验得分范围为 1-9，分数越高代表看法越积极，5分
为中间态度)，且性别差异不显著，t(40)=0.48，P=
0.637。因此，可以认为大学生对“增加考试”这一事

件的普遍看法是消极的，当阅读说服信息后，如果被

试态度相对变得积极，则认为态度发生了改变。

1.4 实验程序

实验按如下顺序进行：（1）请自愿参与实验的被

试8-10人一组来到实验室，告诉被试将进行一项有

关心理学的研究，需要被试按照指导进行，结果保

密。（2）让被试完成不同的任务（随机完成损耗或非

损耗的任务），计时10分钟。完成任务后，让被试作

答自我损耗效应测验。（3）告诉被试受学校委托，将

对增加考试这一问题征询意见，随机让被试阅读不

同的卷入度的说服材料，随后测量被试对这一事件

的态度。

1.5 数据处理

使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预分析

2.1.1 自我损耗效应检验 首先，为了验证损耗任

务是否有效，将用左手和右手书写的被试自我损耗

效应测验得分进行 t检验，结果发现，损耗组 (M=
2.95，SD=1.21)评价的任务难度显著高于非损耗组

(M=1.95，SD=0.91)，t(74)=4.06，P<0.001。同时，损耗

组(M=2.90，SD=1.11)认为自己在任务中付出的努力

程度也显著高于非损耗组(M=1.89，SD=0.91)，t(74)=
4.29，P<0.001，这说明损耗任务是有效的，损耗了个

体的自我控制资源。

2.1.2 性别差异检验 本研究中被试男女生比例

相差较大，为了排除性别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不同

性别的被试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发现说服后的态

度各个题项的性别差异均不显著(P≥0.205)。且方

差分析表明性别×是否损耗、性别×事件卷入度等的

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0.108)。因此，可以认为本次

实验得到的结果不是由于性别差异造成的。

2.2 不同组别态度及思维偏好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附表中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直观看出，低事

件卷入组比高卷入组被试的态度得分高，损耗组的

态度相对来说比非损耗组高，即低事件卷入组和损

耗组更认同说服信息；同时，损耗组比非损耗组的思

维偏好高，即损耗组对说服信息有更积极的看法。

2.3 自我损耗、卷入程度对说服后态度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检验损耗任务、卷入程度对被试态

度的影响，进行2×2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1）是否

损耗对态度的主效应不显著，F(1,72) =2.23，P=
0.140。（2）卷入程度对态度的主效应显著，F(1,72)=
8.33，P=0.044，高卷入度的被试(M=4.55，SD=1.42)比
低卷入度的被试(M=5.21，SD=1.45)对考试政策的态

度更消极。（3）是否损耗与卷入程度的交互作用边缘

显著F(1,72)=2.85，P=0.096。从数据上看，高卷入度

的被试损耗组与非损耗组差异不显著，t(43)=0.15，
P=0.882；但低卷入度的被试损耗组与非损耗组的差

异达到了显著水平，t(29)=2.13，P=0.042。这可以说

明在高卷入度下，个体的动机比较强，可以抵消自我

损耗的作用，因此态度的变化不大。而对于低卷入

度的个体，他们的动机水平比较低，因此受到自我损

耗的作用影响比较大，态度变化较大。

附表 描述性统计

2.4 自我损耗、事件卷入度对思维偏好的影响

为了考察自我损耗与卷入程度对思维偏好的影

响，以被试的思维偏好为因变量进行 2×2的方差分

析，其不同组别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附表，由于有些

被试(4人)未罗列任何想法，因此统计中去掉这 4人
的数据。方差分析结果表明：（1）是否损耗对思维偏

好的主效应不显著，F(1,68)=0.87，P=0.355。（2）事件

卷入度对思维偏好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1,68)=3.64，
P=0.061，高事件卷入度个体的思维偏好(M=-0.53，
SD=1.20)比低事件卷入度(M=-0.07，SD=1.07)更倾向

于消极的评价。（3）事件卷入度和自我损耗的交互作

用显著，F(1,68)=5.21，P=0.026。当个体处于高事件

卷入度中时，损耗组与非损耗组的思维偏好差异不

显著，t(43)=1.05，P=0.300，而当个体处于低事件卷入

度情况下，损耗组与非损耗组的思维偏好差异显著，

t(25)=2.29，P=0.031。
3 讨 论

3.1 事件卷入度、自我损耗对说服后态度的影响

首先，自我损耗对说服后态度的主效应不显著，

这说明自我损耗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影响态度

的改变，自我损耗对态度的影响肯定还受其他因素

损耗组

非损耗

高事件卷入度

低事件卷入度

高事件卷入度

低事件卷入度

态度

n
24
15
21
16

M
4.52
5.75
4.58
4.70

SD
0.89
1.36
1.87
1.37

思维偏好

n
24
11
21
16

M
-0.71
0.46

-0.33
-0.44

SD
1.08
0.52
1.32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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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而卷入程度对态度的主效应显著，高卷入

度的被试比低卷入度的被试对考试政策的态度更消

极，当被试认为自己将涉及到此次考试改革时，对考

试政策的评价明显更低。这与之前的研究相同[11]，

卷入程度可以看成是对态度改变影响的重要的个体

差异。

自我损耗与事件卷入度对态度改变的交互作用

边缘显著。从本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对于高卷入程

度的个体来说，是否损耗对态度的影响几乎没有；而

对于低卷入程度的个体来说，自我损耗后的个体对

考试政策有明显的积极倾向，容易受到说服信息的

影响。这说明个体的事件卷入度水平高可以抵消自

我损耗的影响，也就是在事件卷入度水平高的时候，

个体可能会对自己的自我控制资源进行了重新激

活，这与以往的很多研究结果类似，例如，提高动机
[17]、短时间的冥想[18]，甚至某些宗教概念[19]等都能激

发个体去调动那些已经保存起来的自我控制的资

源，当条件合适的时候，这些调节因素会通过多种策

略来减轻自我损耗的效应[20]，印证了Beedie和Lane[5]

的理论。

3.2 事件卷入度、自我损耗对思维偏好的影响

自我损耗对个体的思维偏好没有产生显著影

响，但事件卷入度的主效应显著，印证了事件卷入度

高时，会仔细思考说服性信息的内容，不会轻易相信

说服信息，产生的与原有态度一致的认知反应较多；

而事件卷入度低时，个体不会主动搜集、思考和分析

说服信息，不进行深层次的信息加工，态度容易改

变，产生较多的与说服信息相同的认知反应，说明当

事件卷入度不同时，个体采取的认知加工方式确实

不同。

自我损耗与事件卷入度对思维偏好的交互作用

边缘显著。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对于高卷入度的

个体，损耗组与非损耗组的思维偏好差异不大，但对

于低卷入度的个体，损耗组的态度比非损耗组有明

显的积极倾向，即当个体处于损耗状态时，如果事件

卷入度低，容易产生与说服信息一致的反应，但当事

件卷入度高时，自我损耗对思维偏好没产生明显影

响。这以结论与之前 [2]研究结论一致，印证了自我

损耗对态度改变的影响可能是通过思维偏好为中介

的，也就是，之所以自我损耗会对说服后的态度产生

影响，正是由于自我损耗后的个体思维偏好发生了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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