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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是一种普遍而又消极的社会

现象，它是指由于为某一社会团体或他人所排斥或拒绝，一

个人的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到阻碍的现象和过程，它有多

种表现形式，如排斥、拒绝、孤立、无视等[1]。目前关于社会排

斥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人机交互范式(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
avatars)和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范式(Interacting with other indi⁃
viduals)等多种范式类型[2]，而不同的范式本身对个体具有不

同的影响，如，研究发现，无论是网络排斥还是面对面排斥都

会使受排斥者产生消极感受，但相比于真实情景中的面对面

排斥，网络排斥对受排斥者的消极影响更小，从而使遭受面

对面排斥的个体比被网络排斥的个体有更低的需求满意度
[3]。当前对于社会排斥的研究中，尽管发现排斥会影响个体

的认知[4]、情绪[5]和行为[6]等方面的反应，但却忽略了研究范式

本身对结果可能造成的干扰。本文将对社会排斥的研究范

式进行系统梳理，并阐明不同的研究范式对受排斥者与排斥

实施者反应的影响，为研究者选取恰当的研究范式探讨社会

排斥的影响提供启示。

1 社会排斥研究范式的分类及述评

1.1 排斥目标的研究范式
排斥目标的研究范式主要有人机交互范式、人与人之间

的交互范式和书面材料(Written material)范式三类[2]。人机交

互范式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是网络掷球范式(Cyberball)，它要

求被试参与一个虚拟的在线传球游戏(3-4人)，被试被告知：

“游戏中的表现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传球过程中进行心理

想象，想象其他玩家在哪里进行该游戏等问题”。接纳条件

下，被试获得约三分之一的传球次数，排斥条件下，被试只在

游戏刚开始时获得两次传球，此后再也没接到任何传球 [7]。

该范式只需要很少的参与者(1名真实玩家和 2名虚拟玩家)
就可以发现排斥对个体的影响，并且具有较高的内部效度，

研究者可以明确地认为研究结果是由传球的结果所引发的，

而不是由其他外在因素所致。其主要局限在于，首先，该范

式只能在小群体范围内使用，一般为 3-6人。其次，很难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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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到除传球以外的其他场景中，因此，其外部效度可能受到

质疑。

由于网络掷球范式中，受排斥者与实施者之间缺少互

动，不仅降低了排斥情景的真实性，而且影响了其外推效度，

因此研究者使用以下几种范式弥补Cyberball范式的不足。

虚拟环境掷球范式(Virtual environment ball-toss game)：该范

式与网络掷球范式类似，所不同的是，它首先使用头戴式显

示器使被试进入一个虚拟环境，然后再要求被试在进行心理

想象的同时进行传球游戏[8]，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网络掷

球范式的真实性。O-Cam范式：要求被试通过视频和其他两

个人轮流就某一主题进行演讲(约1.5分钟)，但实际上其他两

名参与者只是视频录像。接纳条件下，被试在演讲过程中获

得其他两名参与者的持续注意。相反，排斥条件下，被试只

获得了其他两名参与者大约15s的注意时长，剩下的时间则

处于被忽视的状态[9]；凝视范式(Eye gaze)：要求被试观看一段

(约2.5分钟)由不同面孔构成的视频，这些面孔中直接注视代

表接纳，而转移注视(向左看或向右看)则表示排斥[10]；O-cam
范式与凝视范式利用虚拟的网络环境实现了排斥双方面对

面的言语或非言语交流，但前者需要对同盟者进行提前培

训，使其准确地对不同的时间节点作出反应；后者则需要对

面孔的大小、情绪等方面进行严格的控制。所以研究结果容

易受到其他额外变量的影响。与以上几种范式相比，在线放

逐范式(Ostracism online)则主要通过电脑反馈完成，具有较

高的外部效度。此范式中研究者告知被试要和小组中的其

他在线的成员一起完成一项任务，但在此之前首先要从已有

的 82个人物头像中选择出一个能够代表自己的头像，并准

备一份自我介绍。然后将自己的介绍分享给其他人，接着用

3分钟的时间在线阅读其他人的材料。最后，研究者通过操

纵被试获得虚拟环境中其他人选择自己的个数实施排斥与

接纳[11]。尽管这些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研究者对人际

交互过程中排斥现象的关注，但它们多用于网络环境中，并

不能有效地满足真实场景中人与人之间面对面排斥，因此，

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范式。

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范式主要包括交换录像带范式(Ex⁃
changing videotapes)：研究者首先要求被试与另一名参与者

互相交换观看彼此关于某一相同主题的录像，然后采用虚假

反馈告知排斥组的被试，对方看完录像后不愿与你一起完成

后面的任务，起身离开了。控制组被试则被告知另一名参与

者突然想起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因此，在观看录像之前

起身离开了[12]。相互认识范式(Get acquainted)与交换录像带

范式的反馈类似，所不同的是它首先要求被试与实验者同盟

(3-4人)就某一话题进行短暂的讨论，然后进行反馈。交换

录像带范式与相互认识范式虽然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面对

面交流，但最终的排斥决定是由实验者代为传达。与此相

比，聊天室范式(Chat room)可以更有效的实现排斥主体之间

的面对面排斥，它要求被试与两名实验者同盟就某一话题进

行面对面讨论，排斥条件下，同盟者会忽视被试的任何言论，

而接纳条件下，被试则参与了讨论[3]；当然，除了网络排斥和

面对面排斥，人们也会想象自己遭受排斥和回忆自己被他人

排斥的经历，采用这种方式探讨排斥影响的范式称为书面材

料范式。

书面材料范式主要包括想象范式(Imagining ostracism)、
回忆范式(Recall)和孤独终老范式(Future life alone)，此类范式

通过书面材料诱发个体的排斥体验。想象范式要求被试想

象一个遭受排斥的情景[13]；回忆范式则告知被试回忆一次自

己曾经被别人排斥的经历，该范式便于使用，但其主要局限

在于，首先，被试很难回忆起完整的排斥事件发生的过程，多

为零散的或极端消极的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排斥片段；其

次，个体回忆的排斥事件未必完全符合研究者的意图，亦或

对排斥事件进行加工以符合研究者的要求；最后，被试所回

忆的排斥经历可能与当时发生时的体验有所不同[2]。孤独终

老范式首先要求被试完成艾森克人格问卷，然后通过虚假反

馈告知未来孤独组的被试将孤独终老，相反，告知未来归属

组的被试一生都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该范式可以用于引

发长期的排斥体验对个体的影响，但也可能会对受排斥者的

身心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效应[14，15]。

1.2 排斥源的研究范式
对于排斥实施者的研究范式主要有以下三种：（1）指导

源头排斥范式(Direct source inductions)：要求被试按照实验者

的指示排斥其他人，该范式从形式上可以分为书面材料、角

色扮演和网络掷球三种。书面材料范式要求被试回忆自己

排斥别人的一次经历[16]；或者要求被试为求职者或奖学金申

请者写一封拒绝信[17]。此类范式比较容易操纵，但个体所回

忆的排斥实施体验可能会受到自主选择偏好的影响[18]。角

色扮演操纵排斥实施体验，如，要求被试在火车谈话范式

(Riding the‘O’train)(在一个模拟的乘车情景中，要求两名排

斥实施者与一名受排斥者坐成一排，按照研究者预先设置的

情景进行对话[19])中扮演排斥者的角色。网络掷球范式则要

求被试不能将球传给预先指定的需要排斥的玩家[20] 。指导

源头排斥范式虽然具有一定的情景性，但这种排斥是在实验

者的要求之下发出的，忽视了排斥实施者的自主性。（2）诱导

源头排斥范式(Induced source inductions)：引导被试自己做出

排斥选择。研究者告知被试可以在接下来的任务中自由选

择接纳或排斥其他人，然而，为了鼓励被试实施排斥，实验者

表示：“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参与者选择了接纳别人，如果有

更多的人选择排斥他们的合作伙伴，这将是有益的[18]”。这

种范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指导源头排斥范式的不足，

但被试还是可能认为自己并没有真正做出选择，而是受到了

权威人士的暗示。因此，无论是指导源头排斥范式还是诱导

源头排斥范式都不能完全有效地反映排斥实施者的排斥动

机，所以，后来有研究者提出了动机排斥范式。（3）动机排斥

范式(Motivation)通过诱发排斥源的排斥动机，使其实施排斥

行为。此类范式主要包括网络掷球范式[21]、Atimia范式[22]和

动机源头排斥范式(Motivated-source)[23]。其中，网络掷球范

式将受排斥者的传球速度设置为每8s，甚至16s传球一次，而

其他人完成一次传球只需要4s，从而使受排斥者成为团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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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引发被试的排斥动机；Atimia范式通过操纵虚拟玩家

在远距离联想测验任务中的正确率诱发实施者的排斥动机；

动机源头范式则要求同盟者与被试在起初的交流过程中暴

露某一令人厌恶的特质，诱导被试主动实施排斥。动机范式

最能反映排斥实施者的主动性，但此类范式目前所引发的排

斥动机较为单一，主要探讨了惩罚性动机所引发的排斥行

为，而对更为广泛的防御性、回避性等动机对排斥实施者的

影响关注较少。

2 社会排斥的研究范式对结果的影响

2.1 排斥目标范式对结果的影响
2.1.1 排斥目标范式对受排斥者基本心理需求的影响

Williams提出的需求-威胁的时间模型(Temporal need-threat
model)认为，社会排斥会威胁受排斥者的归属感、自尊感、控

制感和意义感四种基本需求[24]，这些基本需求受威胁的程度

受到不同人机交互范式及其变式的影响。如Chernyak和Za⁃
yas采用网络掷球范式的研究发现，遭受两名玩家排斥的个

体比遭受一名玩家排斥的个体报告出更低的归属感[25]。除

了排斥实施者的人数，受排斥者的个数也会影响被试的基本

需求，研究表明，与他人共同受排斥能缓解对受排斥者基本

需求的损害[26]。Niedeggen等[27]的研究也发现，与接纳(被试获

得33%的接球次数)相比，过度接纳(被试获得46%接球次数)
增加了被试的归属感、控制感和意义感。早期的网络掷球范

式要求被试与另外两名玩家完成约 30次的传球，在参与游

戏的过程中，被试要么被其他两名玩家接纳，要么被排斥。

被试获得的传球次数与参与游戏的玩家数量会影响排斥与

接纳的强度。排斥条件下，增加排斥实施者的数量会增加排

斥的强度，使受排斥者的需求受到更为严重的阻碍。而受排

斥者的数量增加，有利于分担排斥后果，缓解排斥的影响。

类似的，接纳条件下增加传球次数意味着对被试的接纳程度

更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个体的归属感等基本需求。

此外，研究者对比了网络掷球范式、O-Cam范式和回忆

范式对受排斥者基本需求的影响，结果发现，O-Cam范式对

基本需求的损耗显著高于网络掷球范式和回忆范式。与网

络掷球范式和回忆范式相比，O-Cam范式诱发排斥的过程

中，排斥实施者与受排斥者可以进行面对面的言语与非言语

(眼神)交流，从而导致其对受排斥者的基本需求产生较为严

重的损耗[9]。这种交流过程中的排斥对受排斥者基本需求的

影响也得到了元分析的支持，元分析结果发现，对话排斥(如
火车谈话范式)比游戏排斥(如网络掷球范式)对受排斥者意

义感的威胁更大[28]。这些结果均表明受排斥者的基本需求

受到研究范式的影响。

2.1.2 排斥目标范式对受排斥者情绪的影响 书面材料范

中的回忆范式和孤独终老范式容易导致情绪上的麻木体

验。回忆范式要求被试回忆自己遭受别人排斥的一次经历，

而能使受排斥者回忆起来的排斥体验多为给自己留下深刻

印象的极端消极事件[2]，这可能会引发受排斥者强烈的痛苦

体验，导致其感受性降低，产生麻木感。Bernstein和Claypool

[14]的研究中采用孤独终老范式，考察了其对受排斥者情绪的

影响。研究者首先对被试的疼痛阈限或忍受水平实施了前

测，然后分别使用网络掷球范式与孤独终老范式进行社会排

斥的操纵。结果发现，网络掷球范式降低了受排斥者的疼痛

阈限和忍受水平；而孤独终老范式则相反，所以前者增加了

个体对于疼痛的敏感性。而后者则使受排斥者产生了对于

疼痛的麻木感受，同时也使被试情绪变得麻木。接着，研究

者对孤独终老范式的严重程度进行了操纵，结果发现，标准

的(高度)孤独终老体验比较低程度的孤独终老体验使受排斥

者的疼痛敏感性更低。后来，研究者又进一步探讨了研究范

式对情绪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遭受网络掷球范式排斥的

个体比被接纳的个体有更高的消极体验，而未来孤独组的被

试与未来接纳组的个体的基本需求没有显著差异[15]。这表

明，相较于网络掷球范式而言，孤独终老范式更容易使受排

斥者产生情绪上的麻木感。孤独终老范式所实施的排斥会

引发一种指向未来的、长期的和较为严重的排斥体验，这种

排斥由于其严重的破坏性通常会引发个体情绪和生理上的

麻木感[14]。

2.1.3 排斥目标范式对受排斥者行为的影响 网络掷球范

式中玩家数量与被试在屏幕中的位置会影响受排斥者的攻

击性。Van Beest等人[29]的研究中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单人网

络掷球(每个位置各有一名玩家)和双人网络掷球(每个位置

均有两名玩家)条件下。结果发现，双人放逐条件下的个体

比单人放逐条件下的个体具有更高的报复倾向和攻击性行

为。双人放逐将单独的人际排斥上升到了群际层面，而这种

群际之间的消极互动比人际排斥具有更高的竞争性和敌意

性，从而使双人排斥条件下的个体比单人排斥时具有更高的

攻击性 [30]。DeWall等人 [31]的研究也发现，网络掷球范式中，

随着拒绝者人数的增加，受排斥者的攻击性也上升了。此

外，表示被试的玩家在屏幕中的位置也会影响受排斥者的行

为反应，Schoel, Eck和Greifeneder[32]的研究发现，处于高空间

位置(受排斥者位于屏幕上方中央)的个体，遭受排斥与接纳

后的攻击性行为并无显著差异，相反，处于低空间位置(受排

斥者处于屏幕下方中央)的个体，遭受排斥之后的攻击性显

著的高于接纳条件下。高、低空间位置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

权力感的高低，高权力感的个体对情景和他人具有较强的控

制感，因此，较少受到排斥的影响；而处于低空间位置的个体

具有较低的控制感，并且容易受到排斥的影响而产生消极情

绪，从而表现出较高的攻击性。

2.2 排斥源范式对排斥实施者认知、情感和行为

的影响
各种排斥源范式诱发个体排斥动机的功能与程度不同，

影响排斥实施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Legate等人[20]采

用网络掷球范式的研究发现，排斥实施者会因为关系需求和

自主性等基本需求受阻而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进一步研

究发现，实施排斥的个体会对之前遭受自己排斥的对象表现

出补偿性行为。人们有一种内在的自主决定自我行为的倾

向，然而来自外部的压力也会迫使个体实施违背自己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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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的行为，此时助人行为有助于恢复个体的自主性[33]。而

当压力移除时，排斥实施者的自主性行为反应则受到排斥动

机是否合理的调节。例如，Tongeren等人[34]的研究发现，当排

斥实施者愿意为自己的排斥行为承担责任时，实施不公正排

斥的个体会表现出对受排斥者的补偿性行为。同样，采用

Atimia范式的研究也发现，个体更容易排斥给团队带来负担

的成员，并且报告出更低的与受排斥成员将来一起工作的意

愿[22]。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观察他人受排斥所产生的替代

性排斥(Vicarious ostracism)体验中，研究表明，当观察者看到

受排斥者因为传球速度过慢而遭受排斥时，个体减少了给受

排斥者的传球次数(补偿性行为)。而当观察者认为排斥实施

者的排斥行为无合理的排斥理由时，其分配给受排斥者的传

球次数高于被接纳个体[35]。但即使都使用可以诱发排斥动

机的范式，不同范式诱发被试排斥动机的强度也会影响个体

的反应，研究者对比了动机源头排斥范式与诱导源头排斥范

式的影响，结果发现，动机源头下的排斥实施者比诱导源头

排斥范式中的实施者报告出更低的消极道德情绪。但前者

比后者报告出更高的对受排斥者的攻击性[23]。对于诱导源

头排斥下的个体，他们的排斥行为部分是源自于实验者的诱

导。所以前者比后者有更加充分的排斥动机，从而使个体认

为实施排斥是理所当然的，进而降低了其内疚等消极情绪，

并且增加了对目标个体的攻击性以示惩罚。排斥源的研究

范式会影响排斥实施者的反应，而其本质的根源在于，该范

式是否诱发了个体充分合理的排斥理由和动机。

3 研究展望

第一、改良或提出新的研究范式以应对更加复杂的排斥

情景。当前研究所关注的排斥都具有较为明确的排斥信号，

受排斥者会明确感受到排斥感。但现实生活中却存在更为

复杂的排斥形式——模糊的拒绝 (Ambiguous rejection)，如
“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让我考虑一下”，“听起来不错”意味

着赞同对方的提议，但“让我考虑一下”似乎又在传达拒绝之

意”。此时要判断个体是否有拒绝之意还应从所处的环境和

实施者的面部表情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这种模糊的

排斥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没有给出明确的接纳信号，也没有

表示拒绝[36]。尤其是在我国这种高语境文化的情境中[37]，模

糊拒绝的排斥形式更为常见，那么，对于实施或遭受模糊排

斥的个体，其认知、情绪和行为会表现出怎样的特点还有待

探讨。

第二、提高研究范式的生态效度。排斥不仅会威胁受排

斥者的归属感等基本需求，同时也会使排斥实施者产生消极

情绪[20]。无论是求职过程中被用人单位拒绝，亦或是为了避

免自己遭受威胁而表现出的防御性排斥，排斥发生过程中都

同时涉及了排斥实施者与受排斥者，并且伴随着有明确的排

斥动机。而当前的研究分别采用不同的范式，诱发排斥实施

者与受排斥者各自的排斥体验，降低了排斥对彼此影响的时

效性。因此，未来研究应该提升研究范式的生态效度，在考

虑实施者排斥动机的前提下，在特定情境中同时关注社会排

斥对排斥实施者与受排斥者的影响。

第三、选择恰当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选择取决于研

究目的。研究者首先应该明确所要探讨的排斥是拒绝、忽视

还是其他类型的排斥，因为不同的排斥类型会对受排斥者产

生不同的影响[38]。忽视发生时，实施者与受排斥者之间没有

任何交流，而拒绝过程中，受排斥者则明确地收到了拒绝的

答复[36] 。但当前研究较多的忽视了排斥类型，如，采用回忆

范式的研究中，被试所回忆的排斥事件既可能是遭受拒绝的

体验，也可能是被他人忽视的经历，那么排斥的后果是否是

由于个体所回忆的不同形式的排而所导致？因此，未来研究

应根据研究目的，选取恰当的研究范式探讨社会排斥对排斥

主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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